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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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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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YURUN FOOD GROUP LIMITED
中 國 雨 潤 食 品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8）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二零一一年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 32,315 

核心淨利潤# 1,07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1,799 

每股攤薄盈利（港幣元） 0.985 

# 核心淨利潤指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扣除政府補貼、負商譽及滙兌收益後的淨額。

業績摘要

中國雨潤食品集團有限公司（「雨潤食品」或「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回顧年度」）之綜
合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相對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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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 32,315,193  ��,���,���

銷售成本  (29,530,416 ) (��,���,�0� )    

毛利  2,784,777  �,0��,���

其他經營收入 � 703,312  ���,���
分銷開支  (757,907 ) (���,��0 )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788,065 ) (���,0�0 )    

經營業務業績  1,942,117  �,���,���    

財務收入  138,585  ���,���
財務開支  (174,816 ) (���,��� )    

財務開支淨額  (36,231 ) (��,��� )    

分佔聯營公司的虧損（扣除所得稅）  (299 ) (��� )    

分佔合營公司的虧損（扣除所得稅）  (114 ) –        

除所得稅前利潤 � 1,905,473  �,���,���

所得稅開支 � (99,532 ) (���,��� )    

年內利潤  1,805,941  �,���,���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799,088  �,���,���
非控制性權益  6,853  �,���    

年內利潤  1,805,941  �,���,���    

每股盈利

基本（港幣元） �(a) 0.989  �.���    

攤薄（港幣元） �(b) 0.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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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年內利潤  1,805,941  �,���,���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經重分類調整） �
境外業務外幣換算差額  553,647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年內已確認公允值之變動淨額  –  (�� )    

  553,647  ���,���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2,359,588  �,���,���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350,473  �,���,�00
非控制性權益  9,115  �0,���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2,359,5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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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635,472  �,0��,���
投資物業  214,463  ���,���
預付租賃款項  3,281,131  �,���,�0�
商譽  93,847  �0,0��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5,381  �,���
於合營公司的權益  24,069  ��,�0�
非流動預付款項  852,209  ���,���
遞延稅項資產  22,654  �0,���    

  17,129,226  ��,�0�,���    

流動資產
存貨  1,453,415  �,���,���
其他投資  –  �,���
預付租賃款項之本期部份  71,785  ��,���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0  1,466,105  �,���,���
可收回所得稅  20,269  �,���
質押存款  178,735  ���,���
定期存款  90,866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68,812  �,���,���    

  8,349,987  �,���,0�0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5,141,227  �,���,���
融資租賃負債  562  ���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 3,014,529  �,���,���
應付所得稅  33,500  ��,���    

  8,189,818  �,���,���        

流動資產淨值  160,169  �,��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7,289,3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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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784,798  ���,���
融資租賃負債  177,539  ��0,���
遞延稅項負債  155,311  ���,���    

  1,117,648  ���,���        

資產淨值  16,171,747  ��,���,���    

權益

股本 �� 182,276  ���,���
儲備  15,926,506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6,108,782  ��,���,�0�

非控制性權益  62,965  ��,���    

權益總額  16,171,7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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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  2,668,612  �,���,�0�

已付財務開支  (249,700 ) (���,��� )

已付所得稅  (147,117 ) (���,��0 )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271,795  �,���,���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4,812,293 ) (�,���,��� )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431,242  �,���,0��    

現金及現金等值（減少）╱增加淨額  (1,109,256 ) �,���,�0�

於一月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972,385  �,���,���

匯率波動對所持有現金之影響  205,683  ���,0��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68,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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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審閱年度業績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年度業績。

本集團初步公佈所載之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集團業績，經本公司核數
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比較，等同本年度本集團已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
的金額。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執行的相關工作並非全面，並不構成審核、審閱或其他
鑒證約定業務，因此他們亦不會就此公佈作出具體保證。

2. 會計政策變更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會計期間開始生效的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
訂及一項新詮釋。其中，以下的準則改進適用於本公司的財務報表：

－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九年修訂本）「關聯方披露」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改進（二零一零年）

本集團並未於本會計期間應用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及詮釋。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改進的影
響為：

－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九年修訂本）修改了關聯方的定義。因此，本集團重新
評定關聯方的身份並總結修改後的定義對本集團本年度及以前年度的關聯方披露沒有
重大的影響。《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九年修訂本）亦開始採用修訂後的對與政
府有關的實體披露要求。本集團並非與政府有關的實體，所以此修訂對本集團沒有影
響。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改進（二零一零年）綜合準則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
具：披露」的披露介紹多項的修訂。於財務報告披露的本集團的金融工具已遵守修訂
後的披露要求。有關修訂對本年度及以前年度於財務報表已確認的金額的分類，確認
及計量並沒有重大的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營業額指向客戶出售貨品的銷售值，不包括增值稅或其他銷售稅，並已扣除退貨備抵以及
任何貿易折扣及大額回扣。

本集團按由不同生產線組成的分部管理業務。本集團以與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內部呈報資料
一致的方式，識別以下兩個呈報分部。概無合併營運分部以形成以下呈報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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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鮮肉及冷凍肉： 冷鮮肉及冷凍肉分部從事屠宰、生產及銷售冷鮮肉及冷凍肉業務。

深加工肉製品： 深加工肉製品分部生產及分銷深加工肉製品。

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兩個分部的業績。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主要按分部業績決
定。

(a) 分部業績

 冷鮮肉及冷凍肉 深加工肉製品 總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對外收益 28,541,508  ��,���,0��  3,773,685  �,��0,���  32,315,193  ��,���,���
分部間收益 1,044,961  �,���,���  67,294  –  1,112,255  �,���,���           

分部收益總額 29,586,469  ��,���,���  3,840,979  �,��0,���  33,427,448  ��,���,���
           

折舊及攤銷 (332,535 ) (���,��� ) (73,069 ) (��,��� ) (405,604 ) (���,��� )

政府補貼 593,362  ���,���  60,210  ��,���  653,572  ���,���

分部利潤 1,621,257  �,���,���  367,157  ��0,���  1,988,414  �,0��,���

所得稅開支 (4,116 ) (��,��� ) (95,124 ) (���,0�� ) (99,24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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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呈報分部收益和利潤對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分部收益總額 33,427,448  ��,���,���
分部間收益對銷 (1,112,255 ) (�,���,��� )    

綜合收益 32,315,193  ��,���,���    

利潤

分部利潤 1,988,414  �,0��,���
分部間利潤對銷 10,881  (�,��� )    

本集團來自對外客戶的分部利潤 1,999,295  �,00�,���
分佔聯營公司的虧損 (299 ) (��� )
分佔合營公司的虧損 (114 ) –
財務開支淨額 (36,231 ) (��,��� )
所得稅開支 (99,532 ) (���,��� )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的費用 (57,178 ) (��,0�� )    

年度綜合利潤 1,805,941  �,���,���    

4. 其他經營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政府補貼  653,572  ���,���
確認業務合併產生的負商譽  –  ���,���
租金收入  24,559  ��,0��
銷售廢料  5,230  �,���
其他  19,951  ��,���    

  703,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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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前利潤

除所得稅前利潤已扣除︰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存貨成本  29,530,416  ��,���,�0�
折舊  350,807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6,849  �,��0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59,352  ��,�0�
銀行貸款利息  147,642  ��0,�0�    

6. 所得稅開支

於綜合利潤表內的所得稅開支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開支

即年  120,927  ��0,0��
以前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0,305  (�,��� )    

  131,232  ���,���    

遞延稅項開支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撥回  (31,700 ) ��,���        

綜合利潤表內的所得稅開支  99,532  ���,���    

(a) 根據百慕達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於百慕達及英屬處女群島毋須繳納
任何所得稅。

(b)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須繳納香港
利得稅的應課稅利潤，故本集團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 �� -

(c)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所得稅規則及法規，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旗下的中國公司須按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惟下列情況除外：

(i) 本集團旗下的中國外商投資企業享有稅務減免期，該等企業自首個獲利年度
起兩年獲豁免繳納所有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均獲中國企業所得稅減半優
惠。即使各公司尚未獲利，其稅務優惠期將視作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開
始，而尚未享用的稅務優惠期可繼續享用至屆滿為止。

(ii) 所有從事農產品初加工業務的企業均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因此，本集
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從屠宰業務所得利潤
均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iii) 根據新政發(�00�)第��號及與新疆石河子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簽訂的投資協
議，新疆雨潤食品有限公司享有稅項減免期，自其首個獲利年度起計五年獲豁
免繳納所有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直至二零一零年止的餘下年度均按中國企業
所得稅優惠稅率��%繳稅。新疆雨潤食品有限公司自二零一一年按稅率��%繳納
中國企業所得稅。

(d) 根據中國稅法，境外投資者從所投資的外資企業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賺取之利潤
所收取相關的股息須支付�0%預扣稅，除非稅務條約予以減少。根據中國與香港訂立
的稅務安排，在香港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須繳納預扣稅，按彼等自中國附屬公司收取
股息的�%計算。因此，倘中國附屬公司於可見預計未來分派盈利，則須就其未分派
保留盈利確認遞延稅項。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附屬公司未分派溢利的暫時差額為港幣
�,���,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000元）。由於本集團控
制該等附屬公司的派息政策，本公司並無為其中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分
派溢利港幣�,���,���,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0��,���,000元）確認
遞延稅項負債港幣���,���,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000元），
且決定可能不會於可見將來分派該等溢利。

(e) 根據中國稅法，於中國境外成立而現有管理機構位於中國境內的企業或會視作中國居
民企業就其全球收入按��%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本集團或會被認定為中國居民
企業，其全球收入須以��%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在若干情況下，中國居民企業
自另一中國居民企業收取的股息將獲豁免繳稅，惟不能保證本集團合資格獲得此項豁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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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年內應派本公司股權持有人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宣派及已付的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元
 （二零一零年︰港幣0.�0元）  401,403  ���,���
結算日後擬不派發末期股息
 （二零一零年︰港幣0.�0元）  –  ���,���    

  401,403  ���,0��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利潤港幣�,���,0��,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000元）及年內已發行之加權平
均股數�,���,���,000股股份（二零一零年：�,���,���,000股股份）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於調整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視為發行股份的影響後，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年內應佔利潤港幣�,���,0��,000元
（二零一零年：港幣�,���,���,000元）及加權平均股數�,���,���,000股股份（二零一零
年：�,���,���,000股股份）計算。

9. 其他全面收益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部分並無任何重大稅
務影響。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545,519  ���,���
應收票據  12,018  ��,���
可抵扣增值稅  764,675  ���,���
按金及預付款項  89,320  ��,�0�
衍生金融工具  –  ��,���
其他  54,573  ��,���     

  1,466,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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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於一年內收回。

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壞賬減值虧損）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日內  381,261  ���,0��
��日至�0日  123,795  �0�,���
��日至��0日  26,584  ��,���
��0日以上  13,879  ���    

  545,519  ���,���    

本集團一般向客戶提供介乎�0日至�0日不等的信貸期。延長信貸期需由高級管理層特別批
准。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902,094  ���,���
應付票據  6,228  –
預收貨款  263,242  ���,���
客戶按金  94,470  ��,0��
應付薪金及福利  154,039  ���,���
應付增值稅  1,029  ���
應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款項  731,836  ���,���
衍生金融工具  1,235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60,356  ���,00�    

  3,014,529  �,���,���    

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於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日內  774,476  ��0,���
��日至�0日  91,683  �0,���
��日至��0日  21,487  ��,��0
��0日以上  14,448  ��,���    

  902,0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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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日，面值為港幣0.�元的�0,000,000股及
��,000,000股本公司新普通股已分別按每股港幣��.��元及港幣�0.00元價格發行。於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沒有發行新股。

本公司在二零一一年九月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本公司�,�00,000股普
通股。該等股份隨後被本公司在二零一一年十月註銷及本公司已發行股份已相應減少該等
股份的面值。回購股份的已支付溢價為港幣��,0��,000元已計入股份溢價。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購股權獲行使以認購��,���,000股（二零一零年︰
���,000股）本公司新普通股，代價為港幣��,���,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0,000元），
其中港幣�,��0,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000元）已入賬列作股本，餘額港幣��,���,000元
（二零一零年︰港幣�,���,000元）計入股份溢價賬。所行使購股權的公允值港幣��,���,000元
（二零一零年︰港幣�,���,000元）已由保留盈利轉撥至股份溢價。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擬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星期三）舉行。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將在適當時間刊登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二年五月七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
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進行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
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未登記為本公司股份持有人之人士務請將所有股份過戶文
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於香港之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金鐘匯中心
二十六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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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論述及分析

行業回顧

二零一一年，中國經濟雖然繼續保持較快發展，但由於一些關於行業的負面傳媒報道及
原材料（特別是生豬）成本大幅上漲，使得中國豬肉製品行業面對著沉重的壓力。

在回顧年度內，全國生豬價格較二零一零年同比上升超過��%，勞工及生產成本亦持續
上漲，令生豬屠宰及肉製品行業的營商環境十分困難。此外，在媒體持續多月之負面報
導的影響下，本集團的業務營運狀況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特別是第四季度）變得更為艱
鉅。面對各種嚴峻挑戰，雨潤食品採取了積極的市場推廣策略和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
盡最大努力促使業務回升至正常水平及維持市場份額，並確保該等短期的挑戰不會對集
團的未來發展產生長遠的影響。憑藉本集團上下一心的努力、貫徹執行國際認可的產品
質量監控措拖和多元化的市場推廣措施，董事會有信心集團業務將逐步恢復正常，並實
現長期穩健的業務增長。

在回顧年度內，中國生豬屠宰行業進一步有序發展。中央政府自二零零九年底推出《全國
生豬屠宰行業發展規劃綱要（�0�0-�0��年）》後，已逐步落實淘汰全國的手工及半機械化
等落後的生豬屠宰場，以達到�0��年前淘汰全國�0%以上落後產能的目標。隨著行業結
構的積極優化，將大力推動屠宰行業的整合，進一步保障全國生豬屠宰行業的持續穩定
發展，並有利業內龍頭企業通過品牌建設、產能及市場佈局等優勢，保持業務的長期發
展。

業務回顧

二零一一年，在嚴峻的營商環境下，雨潤食品致力保持各板塊業務的相對平穩發展。其
中冷鮮肉和低溫肉製品作為附加值較高的產品，繼續成為本集團業務的主要收入來源。

產品質量和研發

確保最佳產品質素一直是雨潤食品的堅持，憑藉對質量監控的嚴謹態度，雨潤食品於
�0��年第九屆中國食品安全年會獲得了「食品安全示範單位」、「突出貢獻單位獎」兩項
大獎。未來，本集團將繼續集中研發具備市場競爭力的新產品，維持在市場上的競爭優
勢，進一步鞏固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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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

冷鮮肉和低溫肉製品作為本集團附加值較高的產品，在回顧年度內依然在本集團中擔
當重要的角色。二零一一年，本集團冷鮮肉銷售額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 
港幣���.��億元），較去年增加��.�%，佔抵銷內部銷售前本集團總營業額的��%（二零一
零年：��%），佔上游屠宰業務營業額的��%（二零一零年：��%）；低溫肉製品的營業額
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元），較去年減少�.�%，佔抵銷內部銷售前本
集團總營業額的�0%（二零一零年：��%），佔下游深加工肉製品業務營業額的��%（二零
一零年：��%）。

生產設施及生產能力

為擴大市場佔有率和滿足市場對優質肉食品不斷增大的需求，本集團繼續通過選擇性收
購、現有生產設施的升級改造及興建新廠房以擴充生產能力。

上游屠宰方面，截至二零一一年年底，本集團上游屠宰年產能達到�,�0�萬頭，較二零一
零年底增加了�,0��萬頭。未來數年，本集團將繼續落實其長期產能擴張策略，逐步完善
全國性產能佈局，以於二零一五年上游屠宰年產能達到�,000萬頭為目標，進一步鞏固其
業內龍頭企業的領先地位，迎接行業整合規模擴大帶來的巨大商機。

截至二零一一年年底，本集團在下游深加工肉製品業務的年產能達到�0.�萬噸，而未來
數年亦將會繼續有序擴展，建設的重點是補充市場覆蓋、減少生產的瓶頸及提升重點設
施。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位於南京的深加工肉製品生產基地已完成基本建設，並計劃
於二零一二年年底分批投產，下游產能將會提升。

財務回顧

回顧年度內受到勞工及原材料（特別是生豬）成本持續上漲，以及消費者對行業信心出現
動搖的影響，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特別是第四季度）的經營環境變得極度艱鉅。
雖然如此，本集團在二零一一年全年錄得營業額港幣���.��億元，較去年的港幣���.��億
元增加�0.�%。隨著生豬價格的飆升，上游冷鮮肉及冷凍肉業務的營業額（抵銷內部銷售
前）由二零一零年的港幣���.��億元大幅增加��.�%至二零一一年的港幣���.��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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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一年，本集團錄得淨利潤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元），較去
年減少約��.�%。在扣除政府補貼、負商譽和匯兌收益後，回顧年度內的核心淨利潤
較去年減少�0.�%至港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元）。每股攤薄後盈利為 
港幣0.���元，較去年的港幣�.���元下降��.�%。

營業收入

冷鮮肉及冷凍肉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內的屠宰量與去年持平。

二零一一年上游業務的整體銷售收入（抵銷內部銷售前）比去年增加��.�%至港幣���.��億
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元）。其中，冷鮮肉佔上游總營業額比例上升至約��%（二
零一零年：��%），銷售額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元），較去年增
加��.�%。根據本集團的策略，冷凍肉佔上游業務總營業額約��%（二零一零年：��%），
銷售額為港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增加��.�%。

深加工肉製品

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深加工肉製品銷售額（抵銷內部銷售前）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
年：港幣��.��億元），與去年相約。

在回顧年度內低溫肉製品的營業額為港幣��.��億元，較去年的港幣��.��億元減少
�.�%，佔深加工業務收入約��%（二零一零年：��%），依然是深加工業務的主要收入來
源。高溫肉製品的營業額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元），佔深加工業務收
入約��%（二零一零年：�%）。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總體毛利從二零一零年的港幣�0.��億元減少�0.�%至二零一一年的港幣��.��億
元；本集團整體毛利率則較去年的��.�%減少�.�個百分點至�.�%。毛利率的下降主要是
由於回顧年度內勞工及原材料（特別是生豬）成本大幅上漲，加上持續多月之負面報導
影響了集團的信譽和消費市場對於集團產品的信心，令集團向客戶轉嫁成本難度大幅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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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游業務方面，冷鮮肉和冷凍肉的毛利率分別為�.�%和�.�%（二零一零年：��.�%及
�.�%）。上游的整體毛利率為�.�%，比去年的�0.�%減少�.0個百分點。

在下游深加工肉製品方面，低溫肉製品毛利率為��.�%，較去年的��.�%減少�.�個百分
點；高溫肉製品毛利率為��.�%，比去年減少�.�個百分點。下游整體毛利率為��.�%，較
去年的��.�%減少�.�個百分點。

其他經營收入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內的其他經營收入為港幣�.0�億元，較去年的港幣�.��億元減少
��.�%。其他經營收入主要包括政府補貼和負商譽；其中按政府確認函為入賬基礎並已收
取現金的政府補貼收入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元）。回顧年度內並無負
商譽收入，而去年的負商譽收入為港幣�.��億元。

經營費用

經營費用包括分銷開支和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的經營費用為 
港幣��.��億元，比去年的港幣�0.�0億元增加��.�%，經營費用佔本集團營業額�.�%，較
去年的�.�%下降0.�個百分點。

經營業務利潤

本集團二零一一年經營業務利潤為港幣��.��億元，較去年的港幣��.��億元減少��.�%。

財務開支淨額

本集團二零一一年的財務開支淨額為港幣�,�00萬元，較二零一零年的財務開支淨額 
港幣�,�00萬元減少��.�%，財務開支淨額減少的主要原因為匯兌收益增加所致。

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所得稅開支為港幣�.00億元，較去年的 
港幣�.��億元下降��.�%，實際稅率為�.�%，較去年的�.�%減少�.�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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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利潤

綜合以上因素，淨利潤由二零一零年的港幣��.��億元減少約��.�%至二零一一年的 
港幣��.��億元。回顧年度內淨利潤率為�.�%，較去年的��.�%減少�.�個百分點。在
扣除政府補貼、負商譽和匯兌收益後，核心淨利潤為港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 
港幣��.��億元），較去年減少�0.�%。回顧年度內核心淨利潤率為�.�%，較去年的�.�%下
降�.0個百分點。

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財務資源主要來自回顧年度內經營活動所得現金。二零一一年本集團從經營活
動取得的現金淨額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現金結餘加上定期存款及質押存款合共港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港幣��.��億元減少港幣�0.��億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償還之銀行貸款為港幣��.��億元，較去年年
底的港幣��.��億元增加港幣��.��億元。其中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
元）之銀行貸款分類為於一年內到期及��.�%（二零一零年：�0.�%）之銀行貸款以人民幣
計價。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定息債務比率為�0.�%（二零一零年：
��.�%）。本集團在回顧年度內動用資金作策略性收購及生產設施投資，但仍保持穩健的
財務管理，擁有充足的流動資金，以應付本集團日常的運作及其他資金的需求。此外，
本集團擁有穩定和充裕的經營現金流及已做出恰當融資安排以滿足償債（如有）及資本支
出的需要。

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總資產和總負債分別為港幣���.��億元（二零一
零年：港幣�0�.��億元）和港幣��.0�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元），比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增加了港幣��.��億元和港幣��.��億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為港幣���.��億元（二零一
零年：港幣�0.��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升港幣��.��億元。其中包括 
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元）於回顧年度內不計提任何折舊的在建工程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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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預付租賃款項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 
港幣��.0�億元），此乃本集團之土地使用權購入成本，按相關使用年期內以直線法攤
銷。

本集團之非流動預付款項為購入土地使用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於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為港幣���.0�億元，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港幣���.��億元增加了港幣��.��億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總債務╱總資本比率（以包括銀行貸款和融資租賃
負債的總債務，除以總債務及權益總額計算）為��.�%，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增加�.�個百分點。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扣除銀行現金，定期存款及
質押存款後的淨負債比率為�.�%，而二零一零年為淨現金狀態。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若干面值為港幣�.��億元的物業、在建工程及面
值為港幣�.��億元的租賃預付款項（二零一零年：分別為港幣�,���萬元及港幣�,���萬元）
被用以抵押合共港幣�.�0億元之若干銀行貸款（二零一零年：港幣�,0��萬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抵押銀行貸款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
無），由以人民幣計價的質押銀行存款港幣�.��億元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票據及衍生金融工具分別由人民幣計值的質押存款
港幣���萬元（二零一零年：無）及港幣�,���萬元（二零一零年：港幣�,���萬元）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集團內公司間應付票據。於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內公司間應付票據為港幣�.��億元，由質押銀行存款港幣�.��億元抵
押；合共港幣�.��億元的本集團內公司間應付票據獲貼現並有追索權得到港幣�.��億元。

所持重大投資、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以及未來重大投資或購入資本資產的計劃

董事會對二零一二年的資本開支計劃初步批准為約港幣��億元。於本公告日，有關預
算及計劃仍未定案，及本集團於現階段仍未確定任何指定目標或機會。除本公告所披露
者外，回顧年度內概無持有其他重大投資或有關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於本公告
日，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購入資本資產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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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匯價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除購買某些設備和材料及支付若干專業費使用美元、歐元或港幣外，本集團的業務主要
以人民幣進行結算。人民幣為於中國運營的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並不可自由兌換為外
幣。本集團已訂立歐元遠期合約，本集團會考慮包括（但不限於）有關外幣的匯率走勢及
本集團的現金流的需要去監察其狀況，以確保其面對的風險保持在可接受水平。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中國和香港合共聘用員工約��,000名（二零一零
年：��,�00名）。回顧年度內的員工成本總額為港幣�.��億元（二零一零年：港幣�.��億
元），佔營業額�.�%（二零一零年：�.�%）。

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和其他僱員福利包括退休金供款計劃等社會保險計劃，並設
有按表現計算的獎勵花紅以及員工期權計劃，鼓勵僱員進行創新及改進，這做法與行業
慣例相若。此外，本集團亦投入資源為管理人員和其他僱員提供持續教育及培訓，旨在
不斷改善他們的技術及知識水平。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並確信本公司在回顧年度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所有適用
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所規定的標準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向本公司所有董
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各董事在回顧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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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在回顧年度內，本公司在二零一一年九月以總代價港幣��,���,0��元於聯交所購回本公司
�,�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元的普通股，該等股份隨後被本公司註銷。已付每股最高
價為港幣�.��元，已付每股最低價為港幣�.��元。董事會認為回購股份對本公司及股東整
體有利。

除上文所述，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在回顧年度內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
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以及討論內部控
制及財務報告事宜，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

在聯交所網站和本公司網站發佈全年業績

本公告會於本公司網站和聯交所網站發佈。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年報將按照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在適當時候寄給各股東，並在本公司和聯交所的
網站發佈。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祝義材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祝義材、祝義亮、馮寬德、葛玉琪及俞章禮；非執行
董事為焦樹閣（又名焦震）、王開田及李程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高輝、喬均及陳建國。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