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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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45） 

 
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業績公佈 

 

摘要 

 

 業務表現穩定，持續專注未來發展。 
 

 主要業務表現 
 

♦ 香港及澳門 — 銷售及溢利均見增長；表現優於本地同業。 
 

♦ 中國內地 — 在充滿挑戰下仍錄得銷售增長，品牌認知度提升及新廠房投

產。 
 
♦ 澳洲及新西蘭 — 受惠於匯率上升，面對產能限制仍錄得銷售增長。 

 

♦ 北美洲 — 銷售穩定增長；營運效率影響盈利能力。 
 
♦ 新加坡 — 表現平穩；受嚴峻的經營環境影響。 
 
 

 本集團於二零一一／二零一二財政年度的銷售收入淨額為港幣 3,717,000,000
元，較二零一零／二零一一財政年度港幣 3,329,000,000 元，上升 12%。 

 
 本年度的毛利為港幣 1,760,000,000 元，升幅為港幣 159,000,000 元或 10%。毛利

率為 47%，較去年輕微下降，反映年內成本高企的不利影響。 
 

 本年度的未計利息收入、融資成本、稅項、折舊及攤銷費用以及固定資產減值前
盈利（「EBITDA」）為港幣 554,000,000 元，增加港幣 17,000,000 元或 3%。 

 
 EBITDA 佔銷售淨額 15%。 

 
 除稅前溢利為港幣 408,000,000 元，下跌港幣 11,000,000 元或 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為港幣 281,000,000 元，下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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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維他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綜合業績，連同上一個財政年度之比

較數字如下： 

 

綜合損益報表 
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及 4 3,716,539 3,329,336
銷售成本  (1,956,695) (1,728,581)
毛利  1,759,844 1,600,755
   
其他收入 5 40,838 33,875
   
推廣、銷售及分銷費用  (878,301) (779,234)
行政費用  (276,717) (245,182)
其他經營費用  (220,328) (183,674)
經營溢利  425,336 426,540
   
融資成本 6(a) (17,243) (7,279)
除稅前溢利 6 408,093 419,261
   
所得稅 7 (85,691) (87,882)
本年度溢利  322,402 331,379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81,003 284,314
非控股權益  41,399 47,065

本年度溢利  322,402 331,379
   
每股盈利 9  

基本  27.5 港仙 27.9 港仙

攤薄  27.3 港仙 27.6 港仙

 

 
有關應付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詳情載於附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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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年度溢利  322,402 331,379
   
本年度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換算香港以外地區附屬公司 
財務報表所產生 
之匯兌差額 

 

18,884 47,186
現金流量套期:套期儲備淨變動數  (1,739) 1,758

   
本年度全面收益總額  339,547 380,323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95,405 318,677
非控股權益  44,142 61,646

   
本年度全面收益總額  339,547 38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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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流動資產   
固定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24,520  1,214,979
－投資物業  7,246  7,772
－根據經營租賃持有作
 自用之租賃土地權益  35,244  32,992
  1,567,010  1,255,743
購買固定資產之訂金  1,156  14,011
無形資產  11,622  13,737
商譽  39,206  39,194
遞延稅項資產  17,957  11,805
  1,636,951  1,334,490
流動資產   
存貨  423,339 372,46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0 668,528 579,101 
應收現期稅項  430 5,438 
銀行存款  438 10,412 
現金及現金等值項目  205,856 352,311 
  1,298,591 1,319,729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1 771,918 720,064 
銀行貸款  305,358 141,037 
融資租賃之債務  3,784 5,225 
應付現期稅項  26,256 18,675 
  1,107,316 885,001 
淨流動資產  191,275  434,728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1,828,226  1,769,218
   
非流動負債   
銀行貸款  79,824 114,000 
融資租賃之債務  8,750 13,239 
僱員退休褔利負債  2,228 2,177 
遞延稅項負債  59,084 50,081 
  149,886  179,497
淨資產  1,678,340  1,589,72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55,437  254,963
儲備  1,238,918  1,160,88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權益總額  1,494,355  1,415,844
非控股權益  183,985  173,877
權益總額  1,678,340  1,589,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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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佈所載之綜合業績並不構成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法定財務報

表，而是從該等財務報表中摘錄而成。   
 

法定財務報表是按照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一詞

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例》之規定。財務報表亦符合適用之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披露規定。   
 

編製財務報表時是以歷史成本作為計量基準。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於本集團之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及一項新詮釋。其中，下列變動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相關：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於二零零九年修訂），關連人士披露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零一零年） 

‧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以權益工具抵銷金融負債 

‧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之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9 號 – 界定
福利資產限額、最低資金要求及其相互作用 – 最低資金規定之預付款項 

 

本集團並無採納任何尚未於當前會計期間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之修訂並未對本集團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原因是該等修訂與本集團已採用之政策一致。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

號並無對本集團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原因是該等變動將於本集團訂立相關交易（如以股

權置換債務）時首次生效。 

 

其他變動之影響載列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於二零零九年修訂）對關連人士之定義作出修訂。 

因此，本集團已重新評估關連人士之識別方法，並認為該經修訂定義對本集團於當前及過

往期間之關連人士披露並無任何重大影響。此外，《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於二零零

九年修訂）亦對政府相關實體之披露規定作出修改。由於本集團並非政府相關實體，故此

修訂對本集團並無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零一零年）綜合準則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金
融工具：披露之披露規定作出多項修訂。本集團財務報表所載有關本集團金融工具之披露

與該經修訂披露規定一致。該等修訂對當前及過往期間於財務報表內確認金額之分類、確

認及計量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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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食品及飲品。營業額指已售產品之發票價值減退貨、回扣及

折扣。 
 

4. 分部報告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透過按地區成立之實體管理業務。截至二零一二年及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

有關向本集團最高層執行管理人員提供之資源配置及分部表現資料如下：  

 
 

香港及澳門 中國內地 澳洲及新西蘭 北美洲 新加坡 總計 

 

二零一二年

港幣千元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二零一二年

港幣千元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二零一二年

港幣千元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二零一二年

港幣千元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二零一二年

港幣千元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二零一二年

港幣千元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來自外間顧客之收入 1,671,834 1,530,131 1,014,070 854,183 499,343 445,480 455,185 433,875 76,107 65,667 3,716,539 3,329,336

分部間收入 75,860 63,874 64,115 129,108 443 485 225 257 - - 140,643 193,724
 
須報告分部之收入 1,747,694 1,594,005 1,078,185 983,291 499,786 445,965 455,410 434,132 76,107 65,667 3,857,182 3,523,060

須報告分部之 
經營溢利 321,095 284,857 89,564 109,756 87,509 89,703 1,262 12,451 5,115 6,421 504,545 503,188

 
銀行存款之利息收入 79 497 1,026 848 675 582 - - 2 2 1,782 1,929
 
融資成本 (1,431) (254) (6,108) (2,909) (9,702) (4,048) (2) (68) - - (17,243) (7,279)
 
本年度之折舊及攤銷 (61,070) (54,621) (32,254) (19,852) (19,722) (21,461) (12,595) (13,881) (4,594) (4,213) (130,235) (114,028)
 
其他重大非現金項目: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

收款之減值虧損（計

提）／撥回 (96) (8) (45) (57) 90 420 - - - (18) (51) 337

－ 物業、廠房及設備 
之減值虧損撥回 - - - - 132 1,475 - - - - 132 1,475

－ 以股份為付款基礎 
之費用 (657) (523)

 
(225)

 
(155) - - - - - - (882) (678)

須報告分部之資產 1,729,230 1,642,529 1,024,575 868,655 471,875 380,158 188,980 193,343 101,864 103,602 3,516,524 3,188,287

 
須報告分部之負債 437,401 435,475 590,631 639,673 240,170 154,207 202,391 205,873 7,914 6,758 1,478,507 1,441,986

本年度新增之非流動 
分部資產 125,029 169,735 167,818 261,219 104,769 73,286 9,486 2,906 6,033 1,104 413,135 50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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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報告（續） 
 

(b) 須報告分部收入、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須報告分部收入 3,857,182 3,523,060
分部間收入之撇銷 (140,643) (193,724)
綜合營業額 3,716,539 3,329,336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溢利  
  
須報告分部經營溢利 504,545 503,188
融資成本 (17,243) (7,279)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費用 (79,209) (76,648)
除稅前綜合溢利 408,093 419,261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利息收入  
  
須報告分部利息收入 1,782 1,929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利息收入 24 20
綜合利息收入 1,806 1,949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以股份為付款基礎之費用  
  
須報告分部費用 882 678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費用 3,539 2,522
以股份為付款基礎之綜合費用 4,421 3,200



 
8

 
4. 分部報告（續） 
 
 (b)   須報告分部收入、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續）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須報告分部之資產 3,516,524 3,188,287
分部間應收款之撇銷 (601,501) (570,717)
 2,915,023 2,617,570
遞延稅項資產 17,957 11,805
應收現期稅項 430 5,438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之資產 2,132 19,406
綜合總資產 2,935,542 2,654,219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須報告分部之負債 1,478,507 1,441,986
分部間應付款之撇銷 (310,145) (465,678)
 1,168,362 976,308
僱員退休福利負債 2,228 2,177
遞延稅項負債 59,084 50,081
應付現期稅項 26,256 18,675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之負債 1,272 17,257
綜合總負債 1,257,202 1,064,498

 
 

 
5. 其他收入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利息收入 1,806 1,949
服務費收入 32,240 23,852
租金收入 2,310 2,530
雜項收入 4,482 5,544
 40,838 3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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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利 
 

除稅前溢利已扣除╱（計入）：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行貸款之利息 22,584 6,815
 融資租賃債務之財務費用 1,270 1,628
 23,854 8,443

減: 於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化之利息 * (6,611) (1,164)
 17,243 7,279

*被資本化之借貸成本以每年 1.43% - 7.32%息率計算(二零一一年: 每年 1.39% - 6.44%)。 

 
(b) 其他項目：   

根據經營租賃持有作自用之租賃土地 
權益之攤銷 

 
891 869

無形資產之攤銷 2,136 2,014
折舊  
⎯ 投資物業 526 527
⎯ 以融資租賃購入之資產 4,439 4,845
⎯ 其他資產 122,243 105,77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之 
減值虧損計提／（撥回） 

 
51 (33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撥回 (132) (1,475)
存貨成本 1,995,203 1,784,290

 
 
 
7. 所得稅 
 

綜合損益報表內之所得稅如下：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所得稅  
年內撥備 32,190 19,224
以往年度之撥備不足 525 1,071
 32,715 20,295
本期稅項－香港以外地區  
年內撥備 50,525 54,240
以往年度之（超額撥備）／撥備不足 (1,210) 1,190
 49,315 55,430
遞延稅項  
源自及撥回暫時差異 3,661 12,157
 85,691 87,882

 
附註：二零一二年之香港所得稅撥備是按年內之估計應課稅溢利以 16.5%(二零一一年: 16.5%)
之稅率計算。香港以外地區之附屬公司之稅項則按有關稅項司法管轄區之現行稅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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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a) 應付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本年度股息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宣派及已支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3.2 港仙 
（二零一一年：每股普通股 3.2 港仙） 

 
32,695 32,603

於結算日後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5.1 港仙 
（二零一一年：每股普通股 15.1 港仙） 

 
154,389 153,998

 187,084 186,601
  

於結算日後擬派之末期股息以 1,022,441,500股普通股(二零一一年:1,019,851,500股普通股)
計算，為財務報表通過當日之普通股總數。 

    
於結算日後擬派之末期股息並無確認為於結算日之負債。 

 
  

(b) 屬於上一財政年度，並於本年度批准及支付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年度，並於本年度批准及支付之末期股

息每股普通股 15.1 港仙（二零一一年：每股普通股

13.4 港仙） 
 

154,267 136,506
屬於上一財政年度，並於本年度批准及支付之特別股

息每股普通股零港仙（二零一一年：每股普通股 10.0
港仙） 

 
- 101,870

 154,267 238,376
 
 

 年內已批准及支付之末期股息均以股東週年大會當日已發行股份之總數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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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利 
 

(a) 每股基本盈利 
 

 每股基本盈利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港幣 281,003,000 元（二零一一年：港幣

284,314,000 元）及本年度內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數 1,021,192,000 股（二零一一

年：1,018,573,000 股普通股）計算。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數之計算如下：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數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普通股數目 
千股 

普通股數目

千股

 
於四月一日之已發行普通股 1,019,852 1,017,688
已行使之購股權之影響 1,340 885
本年度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數 1,021,192 1,018,573

 
 

(b) 每股攤薄盈利 
 

 每股攤薄盈利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港幣 281,003,000 元（二零一一年：港幣

284,314,000 元）及就所有具潛在攤薄盈利之普通股之影響作出調整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

股數 1,028,691,000 股（二零一一年：1,028,758,000 股普通股）計算。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股數（攤薄）之計算如下：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數（攤薄）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普通股數目 
千股 

普通股數目

千股

  
本年度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數 1,021,192 1,018,573
假設因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以無償方式發行 

普通股之影響 
 

7,499 10,185
本年度普通股之加權平均股數（攤薄） 1,028,691 1,028,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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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556,154 492,812
減：呆賬撥備 (1,533) (1,765)
 554,621 491,047
其他應收款、按金及預付款項 113,907 88,054
 668,528 579,101
 
 
於結算日，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到期 437,836 402,894
  
逾期少於一個月 110,233 81,000
逾期一至三個月 4,968 4,692
逾期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1,372 2,449
逾期超過十二個月 212 12
逾期金額 116,785 88,153

 554,621 491,047
 

管理層備有信貸政策，而有關該等信貸之風險持續受到監控。本集團一般因應個別顧客之財

政實力給予不同之信貸期。為有效地管控有關顧客之信貸風險，本集團會定期評估顧客之信

貸風險。應收賬款於發單日起計三十日至九十日內到期。一般而言，本集團不會從顧客取得

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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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395,230 319,437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376,688 400,627
 771,918 720,064
 
於結算日，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到期日  
  
到期日於一個月內或按要求 325,786 277,106
到期日為一個月後但於三個月內 66,969 35,123
到期日為三個月後但於至六個月內 2,472 5,867
到期日超過六個月 3 1,341
 395,230 319,437

 
12.  比較數字 
 

計入二零一零╱二零一一年財務報表之若干費用已重新分類，使其符合本年度之呈列，以更

適當地反映費用之性質。因此，截至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銷售成本」增加港

幣 50,569,000 元，而截至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推廣、銷售及分銷費用」及「其

他經營費用」則分別減少港幣 43,205,000 元及港幣 7,36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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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本集團的業務增長及財務狀況穩健，董事會因而建議於二零一二年八月二十八日舉行的股

東週年大會上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1港仙。連同已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2港

仙，本公司於二零一一／二零一二財政年度的全年股息總額達每股普通股18.3港仙（二零

一零／二零一一年度股息總額：每股普通股18.3港仙）。 
 
 
暫停辦理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下： 

 

(a) 為確定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年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名單，本公司將由二零一二年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五至二零一二年八月二十八日星期二(首尾兩天包括在內)，暫停辦

理股份的過戶登記手續。凡擬出席股東週年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者，必須於二零一二年

八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的

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

中心 17 樓 1712 至 1716 室。 
 

(b) 為確定符合資格收取末期股息的股東名單，本公司將由二零一二年九月四日星期二至

二零一二年九月七日星期五(首尾兩天包括在內)，暫停辦理股份的過戶登記手續。凡

擬獲派發末期股息者，必須於二零一二年九月三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

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樓 1712 至 1716 室。 
 
 
管理層報告 
 
銷售表現 
 
雖然商品價格、工資、燃油及其他經營成本上漲，年內我們的業務表現仍然穩健，各主要

業務的銷售淨額皆有所增長。儘管幾乎所有市場均受到生產產能限制的影響，我們透過專

注的市場推廣活動、積極的渠道推銷以及開發新產品及革新包裝，仍能實現銷售及溢利均

有所增長的目標。 
 
本年度標誌著維他奶踏入持續增長的新里程。我們大幅擴充產能的投資計劃一直進展順

利，分別於華南佛山興建新廠房及於香港設立新包裝線，並已在本年度第三季開始投產。

澳洲的擴充產能計劃將於二零一二／二零一三財政年度上半年完成。以上三個項目經歷超

過兩年的計劃及籌備，終告實現。 
 
銷售收入淨額 
 
- 本集團銷售收入淨額為港幣 3,717,000,000 元（二零一零／二零一一年度︰港幣

3,329,000,000 元），按年上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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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利及毛利率 
 
- 本年度的毛利為港幣 1,760,000,000 元（二零一零／二零一一年度︰港幣 1,601,000,000

元），上升港幣 159,000,000 元或 10%。透過有效的定價策略成功抗衡成本上漲的壓力，

我們的毛利率得以維持於 47%的穩健水平（二零一零／二零一一年度：48%）。 
 
經營費用 
 
- 由於我們繼續投資於品牌建立、改善中國內地管理架構、擴大產能及升級生產線，總

經 營 費 用 增 加 14% 至港幣 1,375,000,000 元（二零一零／二零一一年度︰港幣

1,208,000,000 元）。 
 
- 推廣、銷售及分銷費用為港幣 878,000,000 元，上升 13%。 
 
- 行政費用增加 13%至港幣 277,000,000 元。 
 
- 其他經營費用為港幣 220,000,000 元，上升 20%，主要是中國內地的新建廠房及香港升

級生產線等所產生的一次性投產前開支。 
 
未計利息收入、融資成本、所得稅、折舊及攤銷費用以及固定資產減值前盈利（「EBITDA」） 
 
- 本年度的 EBITDA 為港幣 554,000,000 元（二零一零／二零一一年度︰港幣 537,000,000

元），上升 3%。EBITDA 佔銷售淨額 15%，去年同期則為 1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 
 
- 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下跌 1%至港幣

281,000,000 元（二零一零 ／二零一一年度：港幣 284,000,000 元）。溢利下跌主要是

本集團主要投資項目所涉及的融資成本增加。 
 
概覽 
 
儘管宏觀經濟環境較困難及波動，我們仍能打穩根基，於二零一一／二零一二財政年度錄

得穩健業績。主要市場的經濟增長放緩，難免影響消費者開支，品牌及品類間亦持續競爭

激烈。通脹壓力及日益上漲的工資為經營開支帶來沉重壓力。儘管面對這些挑戰，憑藉有

效的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我們各業務分部均錄得銷售增長。我們採取審慎有效的定價策

略及嚴謹的成本管理，致力維持利潤。香港、中國內地及澳洲的主要提升產能計劃已順利

進行。長遠而言，我們預期為提升產能所作出的重大投資將能為股東帶來更豐碩的回報。 
 
於回顧年度，本集團的總營業額穩定增長 12%，經營溢利大致維持去年水平。股東應佔溢

利為港幣 281,000,000 元，較去年下跌 1%，主要由於投資提升產能計劃所涉的融資成本增

加所致。 
 
董事會建議於二零一二年八月二十八日舉行的股東週年大會上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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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港仙。連同已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3.2 港仙，本公司於二零一一／二零一二財

政年度的全年股息總額達每股普通股 18.3 港仙（二零一零／二零一一財政年度股息總額：

每股普通股 18.3 港仙）。 
 
香港及澳門 
 
- 年內香港天氣理想，雨量及颱風較少，故非酒精類飲料行業在銷售額及銷量方面均錄

得可觀增長。 
 

- 業務錄得 9%銷售增長，表現優於行業平均水平。 
 

- 強勁的品牌價值，加上旗艦品牌如維他奶及 VLT(維他檸檬茶)等產品的有效市場推廣

計劃，均有助鞏固客戶的忠誠度。 
 
- 為迎合消費者對健康生活產品的需求，推出多款「低糖」新產品，例如維他奶低糖純

豆漿及維他低糖檸檬茶。 
 
- 屯門廠房已完成設施提升項目，包括安裝高速生產機器設備及全新 PET（聚對苯二甲

酸乙二醇酯）塑膠瓶裝灌注包裝線，並已開始運作，提升生產效率。 
 
- 出口銷售按年上升 11%，澳門的銷售亦顯著增長 15%。 
 
- 由維他天地服務有限公司經營的學校小食部業務錄得 9%銷售淨額增長至港幣

294,000,000 元，小食部數目已超過 300 間，市場份額亦因而擴大。 
 
- 本集團的中央廚房，香港美食有限公司，供應學生午膳及餐飲服務，其食物及服務水

平繼續備受肯定，客戶保持率持續上升。 
 
中國內地 
 
- 中國內地於二零一一／二零一二財政年度的經營環境日益困難，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放

緩。營養飲品方面，消費增長亦大幅放緩。 
 
- 透過審慎的定價策略抗衡原材料價格上漲、上升工資、社保福利以及燃油成本等沉重

的成本壓力，得以維持毛利率。 
 
- 經營溢利下跌，主要由於佛山新廠房的一次性營運前開支以及為華東市場品牌定位活

動而增加的市場推廣費用所致。 
 
- 強勁品牌建立及創意市場推廣有助保持豆奶市場的領導地位，並能與牛奶等營養飲料

產品競爭。 
 
- 由於深圳廠房受產能限制，擴展華南銷售市場較為審慎。於二零一一年年底投產的佛

山新廠房可以讓我們以較低成本深入更多顧客群。 
 



 
17

- 二零一二年三月在華東地區市場推出大型廣告宣傳活動，以「我就是我」為題，突顯

維他奶獨一無二的味道，推動銷量達至關鍵性銷量。 
 
- 以「喜羊羊與灰太狼」為包裝設計的新維他奶優酸豆奶乳飲品深受顧客歡迎，而針對

年輕人推出的維他青檸檸檬茶亦在檸檬茶品牌中取得強勁增長。 
 
澳洲及新西蘭  

 
- 澳洲及新西蘭零售業的增長較去年疲弱，食品價格呈通縮現象。 
 
- 市場及業績表現在擴充廠房產能計劃過程中，因工業行動及營運問題等受到影響，導

致生產力間斷、影響生產效率，對第三季的銷售及生產成本造成不利影響。 
 

- 憑著員工的通力合作，加上有關項目亦將近完成，第四季的生產力因而大幅改善。 
 
- 近期以 VITAGO 品牌進軍流質早餐市場，將有助開發即買即飲產品市場，並且帶來新

的增長動力。 
 
- 維他奶 CAFÉ FOR BARISTAS（咖啡師）品牌豆奶於特色咖啡餐飲渠道的銷售持續增

長。 
 
- 推出注重心臟健康的宣傳及試飲產品活動，教導消費者有關大豆對健康的益處，並擴

展此品類。 
 
- 銷售淨額增加 12%至港幣 499,000,000 元，主要有賴匯率上升。 
 
- 在提升廠房設備期間工資成本增加，導致經營溢利下跌 2%至港幣 88,000,000 元。 
 
- 為倍增烏東加市廠房現有生產力的擴充產能計劃將於二零一二／ 二零一三財政年度上

半年完成。 
 
北美洲 
 
- 雖然美國經濟表現持續疲弱，北美洲業務仍能錄得銷售增長。豆腐、亞洲麵食及亞洲

入口飲料等核心產品因產品組合配合得宜而錄得銷售增長。 
 
- 維他奶美國的 NASOYA 品牌豆腐被定位為有機品牌，在主流市場不論是銷售額或市場

份額均大幅超越行業的增長表現。 
 
- 新產品包括極具豐富營養價值的 NASOYA TOFUPLUS 品牌豆腐以及真空包裝豆腐

等，均大受市場歡迎。 
 
- 由於機器故障導致營運效率降低、加上兩宗惡劣天氣事件導致停工、為趕上生產而須

週末工作導致工資成本上漲以及運輸成本日益攀升等因素令盈利能力大受影響。我們

已採取多項改善措施以解決有關問題，預期營運效率將於來年大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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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 儘管新加坡經濟於二零一一／二零一二財政年度有所放緩，統一食品（私人）有限公

司（「統一」）於當地大部分銷售渠道仍錄得強勁的銷售增長。 這是由於成功擴展銷

售渠道至餐廳及傳統濕貨市場；試食產品推廣及產品創新等亦有助銷售增長。 
 
- 超級市場及餐廳的產品銷量增加，成為主要增長動力。 
 
- 加有營養成份的新系列品牌豆腐產品 TOFUPLUS 廣受市場歡迎。 
 
- 經營溢利下跌，主要由於價格調整因受市場環境牽制，而未能抵銷成本的增加。 
 
展望及策略 
 
由於經濟不明朗加上市場反覆波動，預期二零一二／ 二零一三財政年度仍將充滿挑戰。隨

著香港、中國內地及澳洲等廠房相繼完成其擴充產能及升級項目，本集團已準備就緒進一

步擴展業務。我們將善用這些市場的新生產設施、增強銷售及市場推廣工作以把握新商

機。與此同時，我們將致力推動生產力及採取審慎的價格政策以維持利潤。 
 
香港 
 
- 將透過進一步進軍塑膠瓶裝飲品市場，以增加新產能的回報及擴大市場佔有率。 
 
- 將繼續利用品牌優勢及創新的推廣活動，宣傳在不同場合飲用維他奶產品，以增加市

場份額及鞏固市場地位。 
 
中國內地 
 
- 佛山新廠房提供了增長動力。我們將拓展分銷渠道及擴大覆蓋地域，進一步擴展市場。 
 
- 於華南地區將主力擴展豆奶品類市場，並致力於華東地區加強品牌建立工作以達至關

鍵性銷量。 
 
澳洲及新西蘭 
 
- 將集中擴闊產品系列，務求帶領品類市場增長。 
 
- 繼烏東加市廠房完成產能擴充計劃後，更能穩佔優勢，提升市場領導地位。 
 
- 預期 VITAGO 品牌於流質早餐市場將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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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美洲 
 
- 在專注面對經營挑戰的同時，亦會加強推動核心產品。 
 
- 憑藉在市場上的領導優勢，我們將開發新產品種類，並採取創新的市場推廣活動以吸

引不同層面的消費者。 
 
新加坡 
 
- 由於經濟增長放緩及勞工成本上漲，故營商環境仍然困難。 
 
- 於二零一二年三月順利作出價格調整，預期將繼續維持去年第四季的增長動力，並專

注於產品創新、產品試食等其他銷售策略。 
 
財務狀況 
 
- 於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供動用的銀行信貸額為港幣 1,099,000,000 元（二

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港幣 986,000,000 元）及借貸淨額為港幣 191,000,000 元（二

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現金淨額為港幣 89,000,000 元），主要用作本集團擴充產能

計劃的投資。 
 
- 本集團的總借貸（包括融資租賃的債務）為港幣 398,000,000 元（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

一日：港幣 274,000,000 元）。 
 
- 由於本集團繼續透過經營業務所得現金償還銀行貸款，故借貸比率（按借貸總額與本

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比率計算）由中期的最高位 41%下降至年末的 27%（二

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19%）。 
 
- 本年度錄得的資本性支出合共為港幣 426,000,000 元（二零一零／二零一一年度︰港幣

511,000,000 元），該支出以集團經營業務所得現金及銀行貸款撥付。各主要擴充產能

項目已大致完成。 
 
- 賬面值為港幣 15,000,000 元（二零一零／二零一一年度：港幣 21,000,000 元）的資產

已用作為融資租賃。 
 
財務風險管理 
 
- 我們的財務風險管理重點在於管控風險，所有交易必須與我們的相關業務有直接關

係。我們為其所有附屬公司實行中央現金及財政管理制度。各營運附屬公司一般以當

地貨幣借貸注資，因而對沖部分出資匯率風險。 
 
- 本集團所面對的財務風險主要與利率及匯率波動有關。我們於需要時會利用金融工具

管理該等風險。於二零一一／二零一二財政年度年結日，我們並無任何外匯合約或衍

生金融工具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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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錄14所載的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中的守則條文。 
 
 
審核及企業管治委員會審閱全年業績 
 
審核委員會於一九九九年成立，於二零一二年二月九日改名為「審核及企業管治委員會」，

並根據自二零一二年四月一日起生效的新企業管治守則 D.3.1 條所載, 增加企業管治的職

責範圍。目前成員包括四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分別為布魯士先生（主席）、李國寶爵士、

Jan P. S. ERLUND 先生及張建標先生。 
 
審核及企業管治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例，並討論本集團的審核、內部

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的中期及全年財務報表。 
 
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全年業績已由審核及企業管治委員會審閱。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年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年報 
 
本公司二零一一╱二零一二財政年度的年報將於短期內在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vitasoy.com)刊登。 
 
 

承董事會命 
羅友禮 

執行主席 
 
香港，二零一二年六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羅友禮先生及黎信彥先生為執行董事。羅慕貞女士及羅慕玲女士為非執行董
事。李國寶爵士、布魯士先生、Jan P. S. Erlund 先生及張建標先生為獨立非執行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