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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issin Foods Company Limited
日清食品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75）

(I)本公司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 

及 
(II)內幕消息 — 控股股東 

NISSIN FOODS HOLDINGS CO., LTD.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之 

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已於2019年5月9日決議批准本集團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刊發上述財務資料（載於本公告(I)一節）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同日（香港時間下午十二時十五分前後），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日本日清（於日本東京證券交
易所上市，於本公告日期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70.00%）刊發截至2019年3月31
日止財政年度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日本日清財務業績」）。該業績包含有關日本日清在中
國分部之若干財務資料（包括本集團同期財務業績）。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香港法
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本公司將於本公告(II)一節披露摘
錄自日本日清財務業績公告之中國分部資料。

務請本公司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不應過分倚賴日本日清年度披露之內容，並請於買賣本公
司證券時審慎行事。



– 2 –

(I)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本公司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

為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日清食品有限公司（「本
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已於2019年5月9日決議批准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該「期間」）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799,579 800,185

銷售成本 (536,188) (544,259)

毛利 263,391 255,926

其他收入 14,401 14,278

銷售及分銷成本 (107,081) (109,770)

行政開支 (51,994) (51,138)

其他開支 (4,310) (4,790)

其他收益及虧損 4,070 (2,195)

除稅前溢利 118,477 102,311

所得稅開支 3 (18,994) (21,224)

期內溢利 99,483 81,087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91,675 73,285

非控制性權益 7,808 7,802

99,483 81,087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港仙） 4 8.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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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3月31日

2019年
3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65,339 1,307,820

使用權資產 1,315 —

租賃土地之預付租賃款項 78,925 77,793

商譽 40,082 40,082

商標 27,463 28,27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6 11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1,620 31,821

遞延稅項資產 20,638 18,806

應收貸款 2,326 2,463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按金 8,956 14,454

1,576,780 1,521,626

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之預付租賃款項 2,145 2,100

存貨 266,296 294,086

貿易應收賬款 467,380 449,932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95,629 81,839

應收貸款 547 547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600 1,666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994 8,965

可收回稅項 1,643 4,35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29,213 88,536

其他金融資產 156,630 313,260

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193,003 292,75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69,920 1,384,707

2,985,000 2,922,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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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244,728 252,54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01,792 502,071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8,351 23,961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290 4,438

稅項負債 19,838 11,812

遞延收入 486 1,274

789,485 796,096

流動資產淨值 2,195,515 2,126,65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772,295 3,648,27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941,441 2,941,441

儲備 668,020 539,09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609,461 3,480,536

非控制性權益 108,610 114,637

權益總額 3,718,071 3,595,17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2,062 33,277

遞延收入 20,847 19,826

租賃負債 1,315 —

54,224 53,103

3,772,295 3,64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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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1984年10月19日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自2017年12月11日起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其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Nissin Foods Holdings Co., Ltd.（「日本日清」）（一間
於日本註冊成立且其股份於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位於香港新界大埔大埔工業邨大盛街21–23號，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新界
大埔大埔工業邨大順街11–13號。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麵條、蒸煮食品、冷凍食品、飲料產品及零食以及提供宣傳服務。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以本公司功能貨幣港元（「港元」）呈列。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本期間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
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本集團自2019年1月1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6號，作為承租人就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選擇經修訂的追溯法，並將首次應用的累
積影響於年初保留盈利確認，而不會重列比較資料。

3. 稅項

於2018年3月21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其引入兩級
制利得稅率制度。條例草案於2018年3月28日簽署成為法律並於翌日刊登憲報。根據兩級制利得稅率
制度，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2百萬港元溢利將按8.25%的稅率徵稅，而超過2百萬港元的溢利將按16.5%

的稅率徵稅。不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資格之集團實體之溢利將繼續按稅率16.5%繳納稅項。

因此，由本年度起，估計應課稅溢利的首2百萬港元按8.25%的稅率徵收香港利得稅，而超過2百萬港
元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的稅率徵收香港利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兩個年度之稅率
均為25%。

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中國實體向香港居民企業（為已收股息實益擁有人）就其所賺取之於2008年1月1

日後產生之溢利作出溢利分派時，須按5%稅率繳納預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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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19年 2018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數據計算如下：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千港元） 91,675 73,285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74,144,370 1,074,023,640

就未行使股份獎勵而言之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之影響 159,210 —

就每股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74,303,580 1,074,023,640

5. 審閱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

本期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6.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本期任何股息（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三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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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表現回顧

本期收入為799.6百萬港元，較2018年同期之800.2百萬港元減少0.1%。由於終止部分分銷產品，故香
港業務收入減少1.2%。雖然本年度人民幣兌港元匯率貶值，但中國業務收入仍略增0.7%（按當地貨幣
計：6.7%）。有關經營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香港業務 中國業務
可呈報分部

總計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分部收入 322,670 476,909 799,579 — 799,579
內部分部收入 33,884 41,621 75,505 (75,505) —

分部收入 356,554 518,530 875,084 (75,505) 799,579

業績
分部業績 34,646 65,359 100,005 — 100,005

 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香港業務 中國業務
可呈報分部

總計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分部收入 326,497 473,688 800,185 — 800,185

內部分部收入 34,531 38,296 72,827 (72,827) —

分部收入 361,028 511,984 873,012 (72,827) 800,185

業績
分部業績 32,737 57,491 90,228 — 9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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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及毛利率

本期毛利為263.4百萬港元，較2018年同期之255.9百萬港元增加2.9%。本期毛利率為32.9%，較2018

年同期之32.0%增加0.9%，主要是由於產品組合有所改善及終止香港部分分銷產品。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91.7百萬港元，而2018年同期為73.3百萬港元。

(II)  內幕消息 — 本公司控股股東NISSIN FOODS HOLDINGS CO., LTD.截至2019年3月
31日止財政年度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

本公告本節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
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日本日清於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於本公告日期，日本日清實益擁有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70.00%。

日本日清刊發未經審核季度及年度之財務業績公告，包括根據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1948年第25

號法令，經修訂）之規定而定期刊發之財務業績和說明函件。該等文件包括本集團營運之財務資
料和若干營運統計數據。日本日清之財務報告可於公開網站查閱。

日本日清已於2019年5月9日約香港時間下午十二時十五分公佈及送交存檔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
財政年度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日本日清財務業績」）。日本日清亦於同日在其網站公佈日本日
清財務業績之補充數據（「補充數據」），以及該簡報材料（「簡報材料」，連同日本日清財務業績及
補充數據統稱「年度披露」）。日本日清已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年度
披露。 閣下如欲審閱年度披露，敬請瀏覽以下網址：

日本日清財務業績 ： https://www.nissin.com/en_jp/ir/library/statements/

補充數據 ： https://www.nissin.com/en_jp/ir/library/supplemental/

簡報材料 ： https://www.nissin.com/en_jp/ir/library/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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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清財務業績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按綜合基準編製，並未考慮日本日清與本集團之任
何內部交易影響，或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上市規則下其影響將需要進行報告及披露。此
外，日本日清與本集團之財政年度結束期也有差異，日本日清財政年度截至3月31日止，然而本
集團財政年度截至12月31日止。因此，年度披露所載的財務業績及相關資料載有日本日清中國分
部之財務業績，該等財務資料所載之財務業績及相關資料不能與本公司作為於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公司披露之財務業績及相關財務資料直接比較。

日本日清財務業績摘要 
— 由日本日清刊發及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分部資料

以下是日本日清在中國業務分部所選財務資料摘要，包括本集團同期整體財務業績（摘錄自日本
日清財務業績）：

截至3月31日止財政年度
2019年 2018年

百萬日圓 百萬日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淨額
銷售給第三方 41,447 40,132

分部間銷售 947 365

總額 42,394 40,497

營業收入 3,843 4,084

綜合業務業績之質性資訊

中國

在中國，即食麵市場已於中國大陸見底，而優質即食麵市場正在擴張。本集團積極擴展其地域銷
售面積並強化其合味道品牌。在此環境下，有賴於杯麵（主要是合味道品牌）的強勁銷售表現，
銷售額同比增加。溢利卻受折舊之增加、上市相關的僱員成本，以及受上一財政年度之物業銷售
收益而同比下跌。

故此，於此可報告分部的收入為41,447百萬日圓（+3.3%）及經營溢利為3,843百萬日圓（-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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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清年度披露載有有關其中國分部的前瞻性財務預測及╱或管理目標。日本日清有絕對及獨
立酌情權經考慮其認為合適及與其申報及披露有關之因素後釐定該等前瞻性資料。前瞻性資料
涉及日後可能對預期業績產生重大影響之重大風險及不確定因素，故本公司財務業績可能與日
本日清之任何前瞻性陳述（包括年度披露）所述者存在差異。鑑於有關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年度
披露內之前瞻性資料不應視為董事會或本公司將達成有關計劃及目標之聲明。

務請本公司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不應過分倚賴日本日清年度披露之內容，並請於買賣本公司證
券時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

安藤清隆

香港，2019年5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安藤清隆先生、藤縄利通先生、辰谷真次先生、川坂和生先生及小野
宗彥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董烱熙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松本純夫博士、本多潤一先生及中野
幸江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