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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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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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WH Group Limited

（股份代號：288）

萬 洲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主要營運數據
肉製品銷量（千公噸） 1,612 1,614
豬肉銷量（千公噸） 2,031 2,13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生物公允價值
調整前的業績

生物公允價值
調整後的業績

生物公允價值
調整前的業績

生物公允價值
調整後的業績

百萬美元 
（另有說明除外）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另有說明除外） 
（未經審核）

主要財務數據
收入 13,398 13,398 13,331 13,331
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1,541 1,608 1,227 1,376
經營利潤 1,211 1,211 920 92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701 759 539 652
每股基本盈利（美仙） 5.46 5.92 3.66 4.42
每股中期派息（港元） 0.05 0.05 0.05 0.05

• 肉製品及豬肉銷量分別下降0.1%及5.0%

• 收入上升0.5%；經營利潤上升31.6%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生物公允價值調整前）上升30.1%

• 每股基本盈利（生物公允價值調整前）上升49.2%



– 2 –

萬洲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以下討論該與本公告財務信息部分所載的本集團中期財務資料（包括有關附註）一併閱讀。

行業概覽

本集團的運營範圍涵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美利堅合眾國（「美國」）、墨西哥合眾
國（「墨西哥」）及歐洲若干選定市場（「歐洲」）。每個區域各有鮮明的特點，我們的管理團
隊負責有效應對每個區域瞬息萬變的市場，以爭取本集團利潤最大化。

中國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豬肉生產國及消費市場。中長期而言，中國的豬肉供應主要取決於可
使用的農業資源、政府政策、監管環境、動物疫情及生產技術。基於豬肉在中式飲食所
佔的重要地位，需求一直穩定而強勁。由於中國持續經歷經濟增長及人民生活水平提升，
對優質豬肉產品的需求預期還會進一步增長。然而，短期趨勢會受行業週期及近期事件
所影響。

於回顧期間，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信息，生豬總出欄量為3.66億頭，較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比較期間」）的3.37億頭增加8.4%。豬肉總產量為2,939萬公噸，
較比較期間的2,715萬公噸增加8.2%。參考中國農業農村部發佈的數據，平均生豬價格於
回顧期間為每公斤人民幣（「人民幣」）14.5元（約2.24美元（「美元」）），較比較期間顯著下
跌43.9%。該下跌乃主要由於商品豬供應持續增加，惟需求隨經濟增長放緩而轉弱。由於
生豬價格維持在較低水平，進口豬肉大幅減少。誠如中國海關總署所披露，進口豬肉總
量於回顧期間為80萬公噸，較比較期間減少65.1%。主要進口地區按進口數量計算依次為
歐洲聯盟（「歐盟」）、巴西及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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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美國是全球第二大豬肉生產國。整個行業相對成熟及集中。由於美國亦是全球最大的豬
肉出口國，美國的生豬價格及豬肉價值受其本地及出口市場的供需所帶動。

參考美國農業部（「美國農業部」）的統計數據，美國的整體動物蛋白產量於回顧期間保持
平穩，其中豬肉較比較期間減少3%、牛肉增加2%、雞肉增加1%。豬肉產量下降乃由於
部分地區的豬群受疾病影響，加上養殖成本高企，生產商的盈利水平存在不確定因素。
與此同時，市場消費暢旺，支持國內需求。因此，根據芝加哥商業交易所公佈的平均生
豬價格於回顧期間為每公斤1.62美元，較比較期間上升2.5%。根據美國農業部報告的平
均豬肉價值於回顧期間也維持在較高水平。

然而，零售價格高企會削弱消費需求，此乃由於生活成本上漲持續擠壓家庭預算。故在
回顧期間，生豬及豬肉價格於第一季度同比上漲，但於第二季度同比下降。出口需求亦
受價格高企所抑制。根據美國農業部的信息，美國豬肉及副產品出口量於回顧期間減少
22.1%至120萬公噸。錄得減少的出口目的地涵蓋中國、日本及南韓。儘管兩個市場的消
費者喜好具有互補性，但由於價差大幅縮窄，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於回顧期間減少55.5%。
相反，美國對墨西哥的出口則有所增加，部分抵銷了對其他目的地出口的下跌。

歐洲

集體考慮歐盟所有成員國，歐盟是僅次於中國的全球第二大豬肉生產地，其中主要生產
國為德國、西班牙、波蘭、法國、丹麥及荷蘭。與此同時，歐盟亦是全球最大豬肉及豬
肉產品出口地。因此，其豬肉價格對出口環境高度敏感。

根據歐洲聯盟委員會所披露的最新統計數據，歐盟成員國於回顧期間的豬肉總產量較比
較期間減少6.0%。除了非洲豬瘟（「非洲豬瘟」）相關的影響外，豬肉總產量減少亦是由於
烏克蘭發生戰事，區內通脹蔓延，導致投入成本高企及需求不明朗，對生產商造成盈利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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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供應減少，歐盟的平均白條價格於回顧期間上漲11.3%至每公斤1.72歐元（約1.88美
元）。由於價格吸引力下降，加上非洲豬瘟所帶來的限制，歐盟在二零二二年首五個月的
總出口量較去年同期減少26.2%。尤其是付運至中國的數量減少達61.5%，原因是中國本
土供應復甦，進口需求持續疲弱。

經營業績

我們的業務主要包括下列經營分部，分別為肉製品及豬肉。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

收入 (1)

— 肉製品 (2) 7,073 6,464 9.4
— 豬肉 (3) 5,550 6,139 (9.6)
— 其他 (4) 775 728 6.5

13,398 13,331 0.5

經營利潤
— 肉製品 (2) 1,081 816 32.5
— 豬肉 (3) 124 77 61.0
— 其他 (4), (5) 6 27 (77.8)

1,211 920 31.6

附註：

(1) 收入指外部銷售淨額。
(2) 肉製品指生產、批發及零售包裝肉製產品。
(3) 豬肉指生豬養殖、生豬屠宰，以至批發及零售生鮮和冷凍豬肉。
(4) 其他指肉製品及豬肉以外的配套業務。
(5) 其他經營利潤包括若干本部開支。

肉製品一直是我們的核心業務，於回顧期間佔本集團收入的52.8%（比較期間：48.5%）。
其佔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的經營利潤達89.3%（比較期間：88.7%）。

按區域而言，中國業務於回顧期間佔本集團的收入及經營利潤分別為32.6%及44.3%（比
較期間：40.9%及57.0%）；美國及墨西哥業務於回顧期間佔本集團的收入及經營利潤分別
為57.2%及51.1%（比較期間：49.6%及34.5%）。本集團其餘的收入及經營利潤則來自歐洲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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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製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

收入
中國 2,029 2,099 (3.3)
美國 4,428 3,872 14.4
歐洲 616 493 24.9

7,073 6,464 9.4

經營利潤
中國 496 408 21.6
美國 539 358 50.6
歐洲 46 50 (8.0)

1,081 816 32.5

於回顧期間，我們的肉製品銷量保持穩定，為161.2萬公噸。在中國，銷量於回顧期間下
跌1.8%，此乃由於消費市場放緩及大眾產品競爭激烈。營銷計劃及供應鏈亦被部分地區
的2019冠狀病毒病（「新冠病毒」）防控措施所擾亂。於回顧期間，美國的銷量下跌1.7%，
此乃由於零售及工業渠道的銷售量主要因勞動力和供應鏈環境充滿挑戰而下降，但餐飲
渠道的銷售量因酒店服務業持續自疫情中復甦而增加，抵消了部分的降幅。在歐洲，我
們受惠於有機增長及新增併購項目，銷量上升18.9%。

於回顧期間，收入增加9.4%至70.73億美元。中國的收入減少3.3%，主要是銷量下跌所
致。在美國，由於餐飲渠道的需求旺盛，以及我們加強所有銷售渠道的價格管理來應對
成本持續上漲，致使收入增加14.4%。在歐洲，收入於回顧期間增加24.9%，此乃由於銷
量上升及面對通脹逆境的價格管理得宜，但部分升幅因當地貨幣走弱而有所抵銷。

於回顧期間，經營利潤為10.81億美元，較比較期間顯著增加32.5%。在中國，經營利潤
於回顧期間增加21.6%，此乃由於主要原材料成本下降，抵銷了其他成本及開支的增加以
及銷售的減少。在美國，儘管原材料、配送、能源及勞工成本增加，我們的經營利潤於
回顧期間大幅增加50.6%。盈利能力提高主要歸因於銷售增長及製造效率提升。在歐洲，
我們的經營利潤減少8.0%，此乃由於成本及開支增加，以及當地貨幣貶值的影響大於銷
售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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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

收入
中國 1,895 2,871 (34.0)
美國及墨西哥 (1) 3,195 2,695 18.6
歐洲 460 573 (19.7)

5,550 6,139 (9.6)

經營利潤（虧損）
中國 36 68 (47.1)
美國及墨西哥 (1) 102 (17) 不適用
歐洲 (14) 26 不適用

124 77 61.0

附註：

(1) 於回顧期間，墨西哥附屬公司的收入及經營虧損被納入合併範圍，原因是我們於二零二一年七月提
高了一家合營企業的持股比例（比較期間：不適用）。

於回顧期間，總生豬屠宰量為2,549.2萬頭，較比較期間增加0.6%。在中國，隨著商品豬
供應擴大，生豬屠宰量顯著增加31.2%。反之而言，我們於美國及墨西哥的屠宰量減少
4.5%，此乃由於商品豬供應收緊。在歐洲，生豬屠宰量於回顧期間減少17.9%，此乃由於
非洲豬瘟影響商品豬的供應，以及我們因應市場環境調整生產量。豬肉的外部銷量於回
顧期間為203.1萬公噸，較比較期間下跌5.0%。該下跌的驅動因素是美國及歐洲的屠宰量
降低，以及中國進口產品的銷售減少。

於回顧期間，豬肉收入較比較期間減少9.6%至55.50億美元。在中國，由於豬肉價格按年
下跌，收入減少34.0%。在美國及墨西哥，收入增加18.6%，此乃主要由於回顧期間合併
其中一家墨西哥附屬公司的收入，以及美國的產品組合有利。在歐洲，由於銷量跌幅超
過售價增幅，收入減少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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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我們的豬肉經營利潤大幅增加61.0%至1.24億美元。在中國，經營利潤減少
47.1%，此乃由於國際貿易在回顧期間較為不利，致使進口豬肉的貢獻減少。在美國及墨
西哥，經營利潤於回顧期間為1.02億美元（比較期間：經營虧損1,700萬美元）。美國而言，
勞動力短缺、生豬供應收緊、豬肉需求旺盛及其他製造成本的通脹壓力拉升了整個豬肉
價值鏈。經營利潤提升是因為銷售強勁，不僅抵銷了較高的原材料和製造成本。在歐洲，
我們出現經營虧損1,400萬美元（比較期間：經營利潤2,600萬美元）。虧損的主要原因是銷
售下降，以及原材料及製造成本上升。可喜的是，盈利能力於回顧期間按季提高。

其他

除肉製品及豬肉外，本集團亦從事若干其他業務，以輔助我們兩大經營分部。該等其他
業務包括飼養、屠宰及銷售家禽、製造及銷售包裝材料、提供物流服務、經營財務公司、
地產公司及食品零售連鎖店、生產調味料和天然腸衣，以及銷售生物醫藥材料。

於回顧期間，我們其他業務產生收入7.75億美元，較比較期間增加6.5%。我們設於歐洲
及中國的家禽業務以及設於中國的物流業務為我們其他業務作出重大貢獻。在家禽業務
方面，我們於回顧期間屠宰約1.04億隻肉雞、鵝與火雞，較比較期間增加17.4%。家禽業
務的增長是我們蛋白多元發展策略的重要一環。在物流業務方面，我們目前在中國15個
省份擁有20個物流中心，覆蓋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該等設施讓我們得以將肉製品和豬
肉及時安全地付運，並服務其他外部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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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資源分析

財資管理

我們的財資管理職能負責現金管理、流動性規劃和控制、為本集團提供具成本效益的資
金、與銀行和評級機構聯絡、投資理財產品、企業融資，以及降低如利息和外匯等金融
風險。我們財資管理職能的設計旨在配合本集團的長期和短期需求，並符合良好的管治
標準。

流動性

本集團繼續維持流動性充足。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9.68
億美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56億美元），主要以人民幣及美元持有。我們
亦不時持有若干理財產品及債務工具以增加收益。該等理財產品及債務工具分別分類為
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列賬的流動金融資產及其他流動資產，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
結餘總額為1.80億美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2億美元）。於回顧期間，該等
理財產品及債務工具並無任何減值損失。

我們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比率（綜合流動資產除以綜合流動負債所得比率）為
1.7倍（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倍）。未動用的銀行融資額度於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的總額為46.81億美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7.96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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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狀況

我們在截至下列所示日期止擁有以下未償還計息銀行借款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按性質劃分的借款
優先無抵押票據 1,975 1,973
銀行借款 1,896 2,038
商業票據 12 —

第三方借款 3 3

3,886 4,014

按地區劃分的借款
美國及墨西哥 2,188 1,995
中國 1,558 1,877
歐洲 140 142

3,886 4,014

按貨幣劃分的借款
美元 2,169 2,195
港元 890 1,135
人民幣 666 539
其他貨幣 161 145

3,886 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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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未償還借款本金總額為39.19億美元（於二零二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40.49億美元）。到期情況分析如下：

總計

於二零二二年 14%
於二零二三年 9%
於二零二五年 23%
於二零二六年 3%
於二零二七年 15%
於二零二九年 10%
於二零三零年 13%
於二零三一年 13%

100%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97.6%的借款為無抵押借款（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99.8%）。若干借款乃以抵押銀行存款及其他資產作擔保。若干借款包含肯定及否定
承諾，該等承諾約定了若干條件及例外情況。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並無拖欠銀行借款的還
款，亦無違反任何有關財務承諾。

重大融資活動

於回顧期間並無重大融資活動。

槓桿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負債權益比率（綜合借款除以綜合總權益所得比率）及
淨負債相對權益比率（綜合借款減現金及銀行結餘除以綜合總權益所得比率）分別為39.6%
及29.7%（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41.4%及25.4%）。我們於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的負債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比率（綜合借款除以未計生物公允價值調整的息
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所得比率）及淨負債相對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比率（綜合借款減現
金及銀行結餘除以未計生物公允價值調整的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所得比率）分別為1.4
倍及1.0倍（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1.6倍及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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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我們於回顧期間的財務成本為7,900萬美元，較比較期間增加16.2%。該增加主要是由於
平均未償還借款餘額有所提高。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未償還借款餘額的平均利率為3.1%（於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7%）。

信用狀況

本集團致力於維持有利其長期增長及發展的良好信用狀況。惠譽授予我們的長期外幣發
行人違約評級（「長期外幣發行人違約評級」）及優先無抵押評級為BBB+級別，標準普爾
授予我們的長期企業信用評級為BBB級別，穆迪授予我們的發行人評級為Baa2級別，該
等評級展望穩定。

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史密斯菲爾德食品有限公司（「史密斯菲爾德」）獲惠譽授予BBB級
別的長期外幣發行人違約評級，且展望穩定。標準普爾授予史密斯菲爾德的企業信用評
級為BBB-級別，展望穩定。穆迪授予史密斯菲爾德的企業家族評級是Ba1級別。於二零
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穆迪將史密斯菲爾德的評級展望由穩定修訂為正面。

人力資源

我們繼續著力於關注人才管理及提升員工的積極性。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聘
用合共約10.5萬名僱員，其中服務於中國業務的約有4.8萬名，服務於美國及墨西哥業務
的約有4.0萬名，而服務於歐洲業務的約有1.7萬名。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培訓，以持續改進
他們的技能和知識。我們的政策為確保僱員薪酬恰當，並與本集團的方針、目標及業績
貫徹一致。於回顧期間的薪酬開支總額為20.44億美元（比較期間：19.34億美元），包括基
本薪金及津貼等固定薪酬；業績獎金等可變獎勵；以及退休福利計劃等長期獎勵。

生物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擁有合共1,416萬頭豬隻，包括1,299萬頭生豬及117萬頭
種豬，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豬隻頭數增加0.2%。我們亦擁有合共2,033萬隻家
禽，包括1,850萬隻肉雞及183萬隻種雞，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家禽隻數增加
60.6%。我們生物資產的公允價值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為16.07億美元，而於二零二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4.31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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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業績一直且預期將繼續受我們生物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動所影響。我們的生物資產
公允價值乃參考市場定價、品種、生長狀況、發生的成本及專業估值釐定。我們委聘了
獨立估值師仲量聯行企業評估及咨詢有限公司每年計量本集團的有關公允價值。

於回顧期間，生物公允價值調整對損益的影響淨額為收益6,200萬美元（比較期間：收益
1.11億美元）。

投資合營企業

本集團於全球擁有多家合營企業。

在美國，我們的合營企業主要從事把生豬養殖場產生的廢物轉化為可為家居、車輛及商
業提供電力的負碳排放可再生天然氣。Align RNG, LLC（「Align」）是與 Dominion Energy 
RNG Holdings, Inc.合作成立的公司，而Monarch Bio Energy, LLC（「Monarch」）是與
Roeslein Alternative Energy, LLC合作成立的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二月，我們與Monarch
的合營夥伴成立了Viceroy Bio Energy, LLC（「Viceroy」）。其成立後，Monarch向 Viceroy
注入了若干與沼氣運營相關的資產。同樣在二零二二年二月，Monarch向一名氣候投資
者 — TPG Rise Monsoon, LP發行了相當於Monarch 33%權益的新增股份。因此，我們
於Monarch的所有權益由50%減至33%。

在墨西哥，我們於一體化生豬養殖及加工商Norson Holding, S. de R.L. de 
C.V.（「Norson」）擁有合營權益。其擁有約5.1萬頭母豬，並設有每年屠宰約140萬頭生豬
的設施。根據合營協議，我們於二零二二年六月提出購入合營夥伴目前持有Norson的股
份，但被回絕。因此，我們的合資夥伴不可撤銷地承諾購入我們的股份，並將導致我們
全面出售在Norson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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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我們的資本開支主要用作建造、翻新及提升生產廠房及相關設施。我們透過內部產生的
現金、銀行借款及股東資金注資方式支付該等資本開支。

回顧期間的資本開支為4.34億美元。下表載列所示期間我們按地區劃分的已付資本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中國 283 215
美國及墨西哥 119 78
歐洲 32 28

434 321

於回顧期間，我們在中國之資本開支主要用作建設兩項垂直整合家禽生產設施，以及兩
項生豬養殖設施。部分有關的資本開支乃由本集團非全資附屬公司 — 雙匯投資發展股
份有限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月非公開發行新A股募集所得款項撥付。我們在美國及墨西
哥的資本開支主要與我們屠宰工廠的現代化及肉製品工廠的升級改造有關。我們在歐洲
的資本開支則主要用於廠房的維護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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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風險及其管理

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風險管理系統旨在協助本集團實行一個完善及統一的風險管理和匯報制度。本
公司的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管理委員會」）主要負責監督本集團風險管理系統的開發及
實施。本集團的風險管理部協助風險管理委員會檢討風險管理系統是否有效運行，審閱
管理層提交的風險管理報告，向風險管理委員會匯報主要風險及其應對措施。在回顧期
間，本集團開展了企業層面的風險評估工作，分析及匯報主要風險並建立相關監控措施。

商品價格風險

大宗商品佔本集團投入（成本）及產出（銷售）的顯著部分。本集團的肉製品及豬肉業務會
使用生豬、豬肉、玉米及豆粕為主的各類原材料。而本集團的收入主要受肉製品及生鮮
豬肉銷售帶動，該等大宗商品的顯著價格波動將影響我們的業績。

在中國，我們透過策略性庫存管理、將原材料價格有效轉移至終端顧客，以及於適當時
機從海外進口來降低價格波動的影響。在美國，我們垂直一體化的產業鏈有助於商品價
格波動的天然對沖，而該等商品亦於交易所的交投活躍。在我們認為條件合適時，我們
會進行對沖以減輕價格風險。我們對沖的主要目標為減輕原材料成本和我們肉製品及豬
肉業務的期貨銷售有關的商品價格風險。雖然該等對沖活動可能限制我們在有利商品價
格波動下獲取收益的能力，但該活動亦可降低原材料價格不利變動帶來的虧損風險。本
集團通過專責及專業團隊的領導及執行，對其所有衍生工具交易活動的管理擁有完善的
監控程序。

貨幣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於各個營運地區一般採用同種貨幣計算收入及開支、資產及負債，以降低貨幣風
險。本集團僅有若干實體的部分銷售、採購、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借款採用其功能貨幣
以外的貨幣計值。我們實時監察外匯風險及於需要時就重大風險進行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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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借款按固定或浮動利率計息。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借款中約68.1%為
固定利率（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2.7%）。為管理利率風險，我們優化債務組合
及進行對沖（如合適）。

或有負債

我們的營運受多個特定地方機構所實施的多項法律及法規所規限。我們不時接到該等機
構就合規情況作出的通知及查詢。在某些情況下會引致訴訟，或有個別人士對本集團
興訟。

反壟斷訴訟

史密斯菲爾德於美國被三組原告人（即直接買方、商業間接買方及個人間接買方）列為被
告之一，指稱豬肉行業自二零零九年開始最少持續至二零一八年六月存在反壟斷違規行
為（「反壟斷訴訟」）。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除了按二零二一年約定支付7,700萬美元就直接買方的所有集體申索
進行和解以外，亦根據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九日所訂立的和解協議，一次性支付4,200萬
美元以解決商業及機構間接買方的所有集體申索。而根據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四日所訂立
的協議，本集團進一步同意一次性支付7,500萬美元予消費者間接買方，就其所有集體申
索進行和解，相關和解條款在通知全體集體訴訟成員後有待法院批准。本集團的意向是
堅決就餘下的申索進行抗辯。而與反壟斷訴訟申索有關的損失及費用已於回顧期間之前
建立計提。

董事會持續評估及監察重大或然事項（包括反壟斷訴訟）的財務及營運影響，並採取被認
為符合本集團最佳利益的行動。更多詳情將載於本公司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是本集團企業管治框架的重要構成部分。董事會在本集團層面已設立了環境、
社會及管治委員會（「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負責制定本集團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為本集團的發展戰略提供指導。在回顧期間，本集團召開了一次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
會會議。在會議上，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對管理層匯報本集團在環境、社會及管治
方面所面對的主要風險，以及其風險管理措施進行審視，並評估和審批了本集團的環境
目標和企業原則，以及審批了本集團二零二一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本集團二零二
一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已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式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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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積極活躍地融入我們所經營及哺育的社區，對此我們自豪不已。我們相信，我們
有責任回饋多年來支持我們並為我們迄今取得的成就作出貢獻的人士及社區。作為全球
性食品企業，我們恪守各個所經營國家和地區不同的法律及法規標準，滿足不同市場的
利益相關者的期望與要求。本集團還在每個業務部門設立自己的可持續發展機構，接受
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的指導，並負責落實既符合當地實際，又遵守本集團整體原則
的可持續發展舉措。

於二零二一年，本公司獲納入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成
分股，並獲評A+級別，亦獲全球最大指數公司MSCI將環境、社會及管治評級升至BBB
級別，反映市場對本集團在可持續發展方面表現的肯定。

展望

在經濟增長放緩、通脹攀升、貨幣政策分歧、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及全球應對新冠病毒措
施各異的環境下，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對全球諸多企業而言充滿挑戰。市場普遍認為該等
不確定局面將於今年下半年持續。

於回顧期間，我們因受惠於較低的中國主要原材料成本及暢旺的美國本地消費需求而錄
得穩健增長。儘管如此，除非我們可透過正確的定價、理想的產品組合、最佳的成本控
制措施及卓越的營運效率實現產品增值，否則通脹環境將為我們的利潤率帶來壓力。因
此，聚焦於此等方面的工作乃是我們的首要任務。同時，我們亦將增加市場投入，加快
產業升級，並推廣蛋白多元發展策略。在各級及各區域管理團隊的共同努力下，本集團
將繼續為消費者提供優質產品，保持行業領先地位，為股東、員工及社區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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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於生物 
公允價值 
調整前的 

業績
生物公允 
價值調整 總計

於生物 
公允價值 
調整前的 

業績
生物公允 
價值調整 總計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3 13,398 — 13,398 13,331 — 13,331
銷售成本 (10,775) 51 (10,724) (11,093) 133 (10,960)

毛利 2,623 51 2,674 2,238 133 2,371
分銷及銷售開支 (1,035) — (1,035) (974) — (974)
行政開支 (412) — (412) (393) — (393)
按農產品收穫時的公允價值減銷售成本 
產生的收益 — 116 116 — 76 76

因生物資產的公允價值減銷售成本變動 
而產生的虧損 — (102) (102) — (67) (67)

其他收入 54 — 54 63 — 63
其他收益及（虧損） (47) — (47) 120 — 120
其他開支 (11) — (11) (171) — (171)
財務成本 (79) — (79) (68) — (68)
分佔聯營企業利潤（虧損） (2) — (2) 4 — 4
分佔合營企業利潤（虧損） (3) 2 (1) 9 7 16

除稅前利潤 4 1,088 67 1,155 828 149 977
稅項 5 (251) (5) (256) (169) (38) (207)

期內利潤 837 62 899 659 111 77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界定福利退休計劃的重新計量 — 103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 
收入淨額 —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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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於生物 
公允價值 
調整前的 

業績
生物公允 
價值調整 總計

於生物 
公允價值 
調整前的 

業績
生物公允 
價值調整 總計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因換算國外業務而產生的匯兌 

差額 (309) (22)
— 現金流量對沖的公允價值變動，

扣除稅項 (12) 24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淨額 (321) 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扣除稅項 (321) 10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578 875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利潤：
— 本公司擁有人 759 652
— 非控股權益 140 118

899 770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483 753
— 非控股權益 95 122

578 875

每股盈利
— 基本（美仙） 7 5.92 4.42

— 攤薄（美仙） 7 5.92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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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6,344 6,367
使用權資產 788 711
生物資產 9 179 168
商譽 2,037 2,070
無形資產 1,729 1,757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20 62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137 191
其他應收款項 83 67
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12 12
已抵押銀行存款 8 7
遞延稅項資產 45 42
其他非流動資產 268 335

非流動資產總值 11,750 11,789

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 8 145 150
生物資產 9 1,428 1,263
存貨 10 3,081 2,625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1 1,252 1,064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842 668
可收回稅項 47 20
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93 232
已抵押╱受限制銀行存款 56 44
現金及銀行結餘 968 1,556

流動資產總值 7,912 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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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2 966 1,14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2,709 2,371
租賃負債 102 110
應付稅項 67 71
借款 14 788 874

流動負債總額 4,632 4,575

流動資產淨值 3,280 3,0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030 14,836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3 396 383
租賃負債 475 377
借款 14 3,098 3,140
遞延稅項負債 701 725
遞延收入 43 46
退休金負債及其他退休福利 493 478

非流動負債總額 5,206 5,149

資產淨值 9,824 9,68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 1
儲備 9,001 8,7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002 8,748
非控股權益 822 939

總權益 9,824 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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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34 340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60) 2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416) (19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542) 14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56 1,553
匯率變動的影響 (46) 3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68 1,70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968 1,704

968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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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1. 公司資料及編製基準

萬洲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登記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主要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肉製品及豬肉的生產及銷售。

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美元（「美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
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
規定編製。中期財務資料已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於初次確認時及於各報告期末按其公允價值減銷
售成本計量的生物資產及若干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除外。除另有註明者外，本財務資料以美
元呈列，且所有價值均湊整至最接近百萬位。

中期財務資料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全部資料及披露，並應連同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貫徹一致。其按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惟採納下文附註2所披露之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2. 會計政策的變動及披露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
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貫徹一致，惟就本期間之中期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除外。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對概念框架的提述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未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 虧損合約 — 達成合約的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
的年度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相應闡釋範例及國際會計
準則第41號的修訂

本期間應用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中期財務資料所載的呈報金額及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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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本公司執行董事（亦為慣常作出策略決定的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的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
本集團的可呈報分部（亦為經營分部）按其位置（包括中國、美國及墨西哥以及歐洲）及經營性質分類
為(i)肉製品，(ii)豬肉，及(iii)其他。

本集團業務活動的詳情如下：

(i) 肉製品 — 指低溫肉製品及高溫肉製品生產、批發及商業零售。

(ii) 豬肉 — 指屠宰生豬、生鮮豬肉及冷凍豬肉的批發及商業零售和生豬養殖。

(iii) 其他 — 指飼養、屠宰及銷售家禽、銷售配套產品及服務，如提供物流服務、
生產調味料和天然腸衣、製造及銷售包裝材料、經營財務公司、地產
公司及食品零售連鎖店、銷售生物醫藥材料、肉類相關產品貿易及本
集團產生的本部開支。

各可呈報分部基於業務所在位置自銷售產品及提供服務產生收入。可呈報分部進行獨立管理，因為
各分部要求不同的生產及營銷策略。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賺取的生物公允價值調整前利潤，且並無分配並非歸屬於相關分部的其他收入、
其他收益及虧損、財務成本以及分佔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利潤及虧損。此乃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
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的方式。

分部間收入按成本加利潤的基準進行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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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以下為對本集團按可呈報分部劃分的收入及業績的分析：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肉製品 豬肉 其他 總計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
總分部收入 2,029 2,220 618 4,867
減：分部間收入 — (325) (176) (501)

收入 2,029 1,895 442 4,366

可呈報分部利潤 496 36 5 537

美國及墨西哥
總分部收入 4,429 5,200 45 9,674
減：分部間收入 (1) (2,005) — (2,006)

收入 4,428 3,195 45 7,668

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 539 102 (22) 619

歐洲
總分部收入 640 680 348 1,668
減：分部間收入 (24) (220) (60) (304)

收入 616 460 288 1,364

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 46 (14) 23 55

總額
總分部收入 7,098 8,100 1,011 16,209
減：分部間收入 (25) (2,550) (236) (2,811)

收入# 7,073 5,550 775 13,398

可呈報分部利潤 1,081 124 6 1,211

未分配開支淨額 (39)
生物公允價值調整 67
財務成本 (79)
分佔聯營企業虧損 (2)
分佔合營企業虧損 (3)

除稅前利潤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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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肉製品 豬肉 其他 總計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
總分部收入 2,099 3,284 655 6,038
減：分部間收入 — (413) (176) (589)

收入 2,099 2,871 479 5,449

可呈報分部利潤 408 68 48 524

美國及墨西哥
總分部收入 3,873 4,877 40 8,790
減：分部間收入 (1) (2,182) — (2,183)

收入 3,872 2,695 40 6,607

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 358 (17) (24) 317

歐洲
總分部收入 515 816 254 1,585
減：分部間收入 (22) (243) (45) (310)

收入 493 573 209 1,275

可呈報分部利潤 50 26 3 79

總額
總分部收入 6,487 8,977 949 16,413
減：分部間收入 (23) (2,838) (221) (3,082)

收入# 6,464 6,139 728 13,331

可呈報分部利潤 816 77 27 920

未分配開支淨額 (37)
生物公允價值調整 149
財務成本 (68)
分佔聯營公司利潤 4
分佔合營企業利潤 9

除稅前利潤 977

# 本集團收入超過99%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並無披露分部資產及負債，原因是有關資料並無定期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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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

上文呈列有關本集團收入的資料乃根據營運所在地理位置編製。

4. 除稅前利潤

本集團除稅前利潤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07 265

使用權資產的折舊 62 61

計入行政開支的無形資產攤銷 5 5

計入銷售成本的存貨撥備淨額 9 57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的減值虧損 1 1

就無形資產確認的減值虧損 —* —

計入行政開支的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1) (5)

不計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租賃付款 70 59

研發開支 91 74

員工成本（不包含董事薪酬） 2,036 1,926

或有法律事項 3 173

界定福利計劃修改的收益 — (10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淨額 1 (1)

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收益 (5) (17)

銷售成本指於兩個期間在損益確認的存貨及提供服務的成本。

* 少於1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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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所得稅 120 98

美國所得稅 110 30

歐洲所得稅 16 15

其他所得稅 —* 2

預扣稅 26 32

遞延稅項 (16) 30

256 207

所得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有關司法權區的現行適用稅率計算。

6. 股息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股東通過派付董事會建議的本公司截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0.14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每股0.125港元）。有關股息已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七日以現金派付予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三日名列本公
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

董事會決議向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0.05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0.05港元）。有關股
息將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或前後以現金派付予本公司股東。

* 少於1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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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利潤 759 652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百萬股 百萬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12,830.22 14,745.66

具有潛在攤薄作用的普通股的影響：購股權 — 39.62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12,830.22 14,785.28

8. 物業、廠房及設備和發展中物業變動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增添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項目產生了5.40億美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45億美元）。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增添發展中物業產生了1,800萬美元（截至二零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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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物資產

 本集團農業活動的性質

本集團的生物資產為處於不同成長階段的生豬及家禽（包括乳豬、幼豬及育成豬以及肉雞），分類為
流動資產。生物資產亦包括用作未來繁殖生豬及肉雞的種豬及種雞，分類作本集團非流動資產。於
各報告期末，本集團擁有的生豬、肉雞以及種豬╱種雞的數量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頭 百萬頭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生豬
— 乳豬 2 2
— 幼豬 2 2
— 育成豬 9 9

13 13

種豬（生豬） 1 1

14 14

肉雞 18 11

種雞（家禽） 2 2

20 13

本集團承受有關其生物資產的多項風險。本集團承受下列經營風險：

 (i) 監管及環境風險

本集團受其經營生豬及家禽養殖所在地的法律及法規所規限。本集團已制訂環境政策及程序以
遵守當地環境及其他法律。管理層進行定期檢討以識別環境風險並確保訂立的制度足以管理該
等風險。

 (ii) 氣候、疾病及其他自然風險

本集團的生物資產面對氣候變化、疾病及其他自然力所帶來損害的風險。本集團擁有大量旨在
監控及減少有關風險的流程，包括定期檢查、疾病控制以及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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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物資產（續）

 本集團生物資產的賬面值

生物資產公允價值減銷售成本變動包括於各報告期末生豬及家禽的公允價值變動。

為呈報而分析為：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 1,428 1,263

非流動資產 179 168

1,607 1,431

 公允價值計量

種豬及種雞的公允價值乃根據類似品種及基因特性的生豬及家禽的平均歷史售價減銷售成本而釐定
（第三級）。當平均歷史售價小幅上漲，所估計的公允價值將會大幅上漲；反之亦然。

生豬及肉雞的公允價值主要根據活躍交易市場上的生豬及肉雞價格扣除養殖將被屠宰的生豬及肉雞
所需的養殖成本以及養殖商所要求的利潤及減去銷售成本後而釐定（第三級）。當生豬及肉雞市價上
漲或養殖生豬及肉雞所需的養殖成本下降，所估計的公允價值將會上漲；反之亦然。

10. 存貨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1,117 1,222
在製品 195 145
製成品 1,769 1,258

3,081 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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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258 1,070
減值 (13) (14)

1,245 1,056
應收票據 7 8

1,252 1,064

本集團向其中國業務客戶授出的一般信貸期為30天內，而美國及其他國家業務的信貸期視乎銷售管
道與客戶而各不相同。以下為按交付貨品日期（與確認收入的有關日期相若）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及
應收票據（扣除虧損撥備後）的賬齡分析：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1,128 912
31至90天 122 142
91至180天 2 9
超過180天 —* 1

1,252 1,064

* 少於10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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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中國業務購買貨品的平均信貸期為約30天，而美國及其他國家業務的信貸期則視乎供應商而定。本
集團訂有金融風險管理政策，確保應付款項在信貸期限內支付。

以下為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953 1,127

31至90天 10 13

91至180天 1 4

181至365天 2 5

966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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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計員工成本 523 609

按金收入 91 99

應付銷售回扣 203 223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 265 157

應付保險 144 151

應付利息 25 23

有關收購附屬公司的或有代價結餘 191 177

應付養殖戶的款項 45 45

退休金負債 24 24

衍生金融工具 19 3

應計專業費用 12 29

應計租金及公用設施 41 35

應付股息 281 60

合同負債 526 523

其他應計費用 456 478

其他應付款項 259 118

3,105 2,754

為呈報而分析為：
流動負債 2,709 2,371

非流動負債 396 383

3,105 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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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借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優先無抵押票據：
於二零二七年二月到期的4.250%優先無抵押票據 597 597

於二零二九年四月到期的5.200%優先無抵押票據 396 396

於二零三零年十月到期的3.000%優先無抵押票據 491 490

於二零三一年九月到期的2.625%優先無抵押票據 491 490

1,975 1,973

商業票據 12 —

銀行貸款：
有抵押 94 5

無抵押 1,802 2,033

第三方貸款：
有抵押 1 1

無抵押 2 2

借款總額 3,886 4,014

借款須按以下方式償還：
一年內 788 874

一至兩年 128 24

兩至五年 1,591 1,141

五年後 1,379 1,975

3,886 4,014

減：列入流動負債於一年內到期的款項 (788) (874)

於一年後到期的款項 3,098 3,140

借款總額：
定息 2,647 2,515

浮息 1,239 1,499

3,886 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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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周暉女士（主席）、
黃明先生及劉展天先生。審核委員會聯同本公司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的中期業績，連同
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當中包括經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審
閱的回顧期間中期財務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及本集團管理層承諾維持良好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於整個回顧期間，本公司已
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的行為守則（「行為守則」）。本公司已
向各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並獲各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均已遵守標準守則及行為守則
下規定的所有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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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每股0.05港元（二零二
一年：每股0.05港元）（「二零二二年中期股息」），即支付合共約6.42億港元（相等於約8,200
萬美元）（二零二一年：約7.37億港元，相等於約9,500萬美元）予本公司的股東（「股東」）。
二零二二年中期股息預期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五）或前後以現金向於二零二二
年九月二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
一日（星期三）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二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止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手續，於該期間概不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派二零二二年中期股息，股
東須不遲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將本公司股份過戶文件連同
相關股票及適用過戶表格交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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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1716號舖，辦理登記。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wh-group.com)刊載。本公司
的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於上述網站上刊載。

承董事會命
萬洲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萬隆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萬隆先生、郭麗軍先生、萬宏偉先生、馬相傑先生及
Charles Shane SMITH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焦樹閣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黃明先生、劉展天先生及周暉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