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務概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2,933,223 12,059,464
經營溢利 925,166 1,050,86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08,601 247,167
股東應佔溢利 720,069 787,835
每股盈利（港幣元） 0.35 0.39
每股中期股息（港幣元） 0.09 0.08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東權益 12,768,982 11,987,385
少數股東權益 3,157,723 2,867,842
綜合借款淨額 386,428 1,684,944
淨負債比率 2.43% 11.34%
流動比率 173% 160%
每股資產淨值：賬面值（港幣元） 6.15 5.95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

二 零 零 二 年 未 經 審 核 中 期 業 績

‧ 扣除出售資產所得溢利後之盈利保持平穩 ‧ 中國內地業務帶動超級市場營業額增長55%

‧ 石油及化學品業務之盈利倍增 ‧ 華潤萬佳之收購已於七月完成，進一步推高增長

‧ 釀酒業務自二零零一年下半年迅速復原 ‧ 香港零售業務表現有所改善

營業額及溢利分析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各項業務之營業額
石油及化學品經銷 4,557,996 5,149,517
零售 2,637,798 1,893,776
食品加工及經銷 2,388,627 2,854,054
飲品 1,845,602 1,130,956
紡織 999,517 —
物業 302,743 727,221
投資及其他業務 272,646 380,252

小計 13,004,929 12,135,776
對銷業務間之交易 (71,706) (76,312)

總額 12,933,223 12,059,464

各項業務之股東應佔溢利

石油及化學品經銷 181,172 90,766
零售 16,789 (6,086)
食品加工及經銷 171,613 220,662
飲品 41,606 48,094
紡織 43,231 —
物業 140,885 249,108
投資及其他業務 188,595 296,676

小計 783,891 899,220
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淨額 (63,822) (111,385)

總額 720,069 787,835

主席報告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為港幣12,933,200,000元及港幣720,100,000元，較去年同期
分別上升7.2%及下跌8.6%。然而，撇除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出售了瀋陽華潤三洋壓縮機有限公司之25.5%股權所得之溢利港幣59,100,000元後，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東應佔溢利僅下跌1.2%。按加權平均股數基準計算的本集團每股盈利為港幣0.35元，而二零零一年上
半年則為港幣0.39元。

中期股息

董事已宣派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9仙（二零零一年：港幣8仙），合共約港幣186,700,000元（二零零一年：
港幣161,100,000元），予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一日或前後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至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一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獲派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填妥
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四日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  —  標準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干
諾道中111號永安中心5樓。

業務回顧

石油及化學品經銷

本集團石油及化學品業務主要在中港兩地推廣及經銷石油產品、石油氣產品及化學產品。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業額為港幣
4,558,0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跌11.5%。二零零二年上半年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為港幣181,200,000元，較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增長接近
100%。本業務之表現與國際油價走勢及有效的存貨成本管理息息相關。雖然本業務之營業額有所下跌，但由於毛利率的提升及有效的市場推廣
策略，反而取得更佳盈利。

石油及石油氣業務會向全球主要石油供應商採購煉油及石油氣產品，並將產品以批發形式銷售及經銷予代理商及直銷客戶，包括船公司、巴士公
司、航空公司、公用事業機構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政府」）。本業務亦透過於香港的19個石油及石油氣汽車加油站，以及於中國內地
的22個石油汽車加油站經銷其產品。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石油業務營業額為港幣3,515,2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跌13.8%。雖然
石油產品總銷售量下降及售價下調，但透過有效的存貨成本控制措施，本業務大部分產品的毛利仍得以提升。本集團預期二零零二年下半年的石
油需求將維持於現有水平。倘若石油輸出國組織維持其目前的低產量水平，以及中東局勢持續緊張，則國際油價可能上升。

香港的石油及石油氣汽車加油站在銷售量方面較去年同期錄得51.4%之顯著升幅。由於香港政府引入環保石油氣的士令到使用石油氣之車輛數目
上升，以及加設了2個石油氣加油站之緣故，集團之石油氣加油站之石油氣銷售量較去年同期勁升超過80%。

化學品業務負責石油副產品、有機及無機化學品的市場推廣及經銷，於二零零二年上半年有賴中國內地的強大需求和更有效的經銷網絡，本業務
表現出色。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業務錄得營業額港幣438,0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40.8%，並相對去年同期轉虧為盈，錄
得經營溢利港幣22,500,000元。

零售

本集團零售業務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達港幣2,637,8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9.3%，並相對去年同期之淨虧損港幣
6,100,000元轉虧為盈，錄得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為港幣16,800,000元。

超級市場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超級市場業務錄得營業額港幣1,665,2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55.3%。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底，香港與中國
內地合共有450間自營連鎖站及特許經營店，相對去年同期的店舖數目為333間。與本集團策略一致，增長主要來自中國內地。在回顧期間，中國
內地的店舖數目由265間增加至379間。鑑於中國內地的零售增幅顯著，本集團對其超級市場業務於二零零二年下半年的持續增長表示樂觀。

為了貫徹轉型為零售主導的經銷公司之策略方向，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以人民幣372,000,000元的代價，向中國華潤總公司（「中國華潤」）收
購了廣東省內最大型的大賣場營運商  —  華潤萬佳超級市場有限公司（「華潤萬佳」）（前稱萬佳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的65%股權。華潤萬佳和本集
團現有連鎖式超級市場的合併營運，使本集團成為按銷售額計廣東省內最大型的零售商，並將擔當實踐集團零售大計的先鋒。

品牌時尚產品經銷

本集團在中國內地之時尚品牌產品經銷業務保持平穩增長。二零零二年上半年，已就指定城市訂立協議經銷3項新品牌產品，使現有品牌總數增
加至19項。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業額增加30.0%至港幣399,400,000元，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為6,500,000元。進行品
牌開發而產生了大量開辦費用。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727間自營及特許經營店舖，相對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只有520間。本
集團正加強力度，透過開設更多新店舖及壯大經銷網絡，積極落實業務拓展計劃，期望帶來更佳溢利。

香港零售

本集團作為業內最大型營運商之一，擁有以華潤百貨及中藝為名之9間百貨公司，所有店舖均位於香港之主要商業及購物區。於二零零二年六月
底，未計設於華潤百貨內之店舖，本集團合共經營11間以「華潤堂」為名之獨立門店，銷售各類中成藥產品。於二零零二年上半年，位於灣仔及尖
沙咀之中藝店舖已經過重新裝修，而中環華潤百貨已於本年度三月結業。儘管本地經濟疲弱，本集團零售店舖之營業額仍較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增
長11.5%達港幣573,200,000元。業務表現令人滿意乃由於湊效之市場推廣活動，以及部份店舖進行結業及裝修清貨之銷售額比預期更為理想。預
期二零零二年下半年，高失業率與經濟低迷之陰霾仍會繼續籠罩香港零售業。

食品加工及經銷

二零零二年上半年，本集團之食品加工及經銷業務錄得港幣2,388,600,000元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降16.3%。消費不振及年初時取消出口至香港之
冷凍肉食配額的獨家代理權均導致收益減少。本集團透過審慎之市場策略以及增加直接向外地及中國內地採購肉食產品，將冷凍肉食之毛利率大
幅提升5.8個百分點。在回顧期間，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達港幣171,600,000元。剔除由於二零零一年私有化後股息分派港幣1,300,000,000
元後而導致利息收入淨額下跌港幣43,100,000元，期內純利相對去年同期僅輕微下跌3.2%。

二零零二年上半年，食品經銷業務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下跌13.4%。此乃由於二零零一年上半年曾爆發禽流感及暫停進口泰國凍肉，導致對生豬
需求異常殷切，因而產生本期經營溢利下跌之錯覺。二零零二年上半年，由於本集團致力開發和推出全新產品、加強銷售力度以及增加新客戶數
目，使食品經銷業務之雜貨及其他食品經銷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分別較去年同期錄得13.7%以及6.9%之升幅。

食品生產及加工業務之雪糕生產環節表現甚佳。有關業績全賴本集團不斷投入資源擴充產品種類、提升銷售推廣及加快市場拓展。在回顧期間，
雪糕業務的營業額相對去年同期增加23.3%，而經營溢利則大幅躍升34.1%。然而，由於供應至歐洲市場之南美鮮蝦供應商之競爭及日本市場消費
下跌，食品生產及加工業務於二零零二年上半年之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減少23.1%。

在回顧期間，儘管屠場之屠宰量及其他業務之收益稍有回落，但經營溢利仍因效率提高及更有效之成本控制措施而較去年同期增加8.7%。

飲品

本集團飲品業務於二零零二年首六個月之營業額為港幣1,845,6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63.2%。二零零二年上半年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
利為港幣41,600,000元，較二零零一年同期下跌13.5%，主要是由於利息開支較高及進行全國性品牌廣告宣傳的費用所致。

啤酒及淨化水業務於二零零二年上半年之銷量分別約達1,129,000千升及123,000千升，分別較去年同期增加73.4%及17.1%。啤酒業務增長強勁主要
有賴本集團藉著收購釀酒廠而擴充其中國內地市場份額的計劃。撇除由於新收購釀酒廠而造成的增長，瀋陽、大連、吉林、安徽、天津以及鞍山
釀酒廠的銷量約有5.4%的合併內涵增長。連同本集團於本年度四月新收購位於武漢市的另一間釀酒廠，合共有27間釀酒廠，合併生產能力達每年
3,700,000千升。本集團於新釀酒廠融入現有業務後將改善資源分配，從而提升釀酒業務的業績表現。

紡織

二零零二年一月，本集團向華潤（集團）有限公司收購其紡織品製造及經銷業務，代價約為港幣940,000,000元。

紡織業務自一九五零年代後期開展以來，已成為中國內地出口紡織紗線及紡織品往外國之最大出口商之一。本身已建立的紡織品經銷網絡將有利
本集團壯大中港兩地之零售及經銷業務。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已完成收購山東紡織品製造業務之少數股權。

由收購起計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為止的五個月，本集團的新紡織業務已分別錄得營業額為港幣999,500,000元及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為
港幣43,200,000元。由於季節性因素、棉花價格相對較高、來自美國的需求減少以及配額成本急升等因素的影響，本集團的新紡織業務於截至二
零零二年首六個月的表現顯得較為遜色。本集團預期聖誕節訂單將有助改善二零零二年下半年的表現。

物業

本集團物業業務錄得營業額為港幣302,700,000元及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為港幣140,900,000元，去年同期則分別錄得港幣727,200,000元
及港幣249,100,000元。與去年同期數字之差額乃由於貫徹本集團減少物業發展業務之策略，務求更專注發展其核心業務。

物業發展

本集團物業發展業務，其中包括灝景灣項目55%的權益，於二零零二年上半年錄得營業額及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分別為港幣66,100,000
元（二零零一年：港幣498,300,000元）及港幣9,90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102,500,000元）。該發展項目已告完成，大部份住宅單位已於以往年度
內售出。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底，僅餘3個住宅單位尚待認購；500個停車位之中已售出204個。

收租物業

本集團的收租物業業務包括貨倉及冷倉倉庫、零售舖位、商用及工業物業，錄得營業額港幣236,600,000元，較二零零一年上半年增加3.4%。二零
零二年上半年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為港幣131,000,000元，比對去年同期的數字為港幣146,600,000元。

本集團零售物業之總樓面面積約有398,000平方呎，該等物業均位於香港的黃金地段，包括銅鑼灣、旺角、尖沙咀及荃灣。於二零零二年六月，
大部分零售舖位均已租出。本集團持作工業、商用及住宅用途之收租物業之總樓面面積約有954,000平方呎，上述物業連同零售物業於二零零二
年上半年為本集團帶來之租金收入總額為港幣148,600,000元。

本集團是香港經營貨倉及冷倉倉庫業務的主要公司之一，於自置物業內營運的倉庫業務的總樓面面積約達1,550,000平方呎。由於經濟持續疲弱，
故貨倉及冷倉倉庫使用率由去年同期的88%及85%分別下跌至本年的85%及82%。儘管競爭加劇及需求偏低，本業務於二零零二年上半年仍有平穩
表現，營業額及純利分別錄得港幣88,10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82,300,000元）及港幣27,00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30,200,000元）。

投資及其他

本集團其他投資業務錄得的營業額為港幣272,60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380,200,000元），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為港幣188,600,000元
（二零零一年：港幣296,700,000元）。撇除出售資產所得收入港幣59,100,000元以外，本回顧期間之溢利比去年減少20.6%。

貨櫃碼頭

本集團擁有10%權益的  HIT Investments Limited 錄得令人滿意的吞吐量與盈利增長。整體而言，為深圳及華南製造業基地服務的香港及鹽田深水
港業務，錄得合計吞吐量增長18%和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增長10%。在香港，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與聯營公司  COSCO-HIT 錄得合計吞吐量增長
4%，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則下跌4%，兩者皆由於鹽田碼頭錄得吞吐量增長56%和未計利息及稅項前盈利增長58%而得以抵銷。

建築物料

本集團之建築物料業務主要是生產和經銷預拌混凝土，該業務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止六個月錄得的營業額及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分
別為港幣218,700,000元及港幣35,200,000元，較去年同期分別減少35.1%及51.0%。由於本港樓市仍未全面復蘇，故建築物料之需求仍然偏低。在回
顧期間，政府基建工程項目亦相對不多。預期二零零二年下半年，預拌混凝土售價仍會飽受下調壓力。為了保持毛利率，本集團已採取積極措施
控制物料成本及減低開支，同時亦考慮進軍中國市場。

資金及融資

本集團主要以內部業務所得的現金流入、股本及銀行借貸為其業務提供資金。於二零零二年四月悉數償還175,000,000美元浮息票據後，本集團於
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借貸為港幣6,543,700,000元，其中港幣1,540,200,000元將於一年內到期，港幣4,887,100,000元將於二至五年內到期，以及
港幣116,400,000元將於五年後到期。本集團的綜合現金達港幣6,157,300,000元。以本集團的借貸淨額比對股東資金及少數股東權益計算，本集團
的淨負債比率仍然偏低，約為2.4%。

本集團大部份的資產均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訂值。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中有47.1%以港元訂值、37.9%以美元訂值及14.7%
以人民幣訂值。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外幣合同、掉期利息或貨幣或其他財務衍生工具的重大風險。

公司管治

自二零零一年底以來，發生多宗國際公司管治事件，動搖了投資者對公司管治標準、道德操守及會計守則的信心。本集團一如以往，向股東承諾
會在各方面施行一級的公司管治。為進一步加強其獨立、問責及職能水平，本集團主席與董事總經理之職位一向由不同人士擔任，本集團將於本
年底成立薪酬檢討委員會，並會委任獨立董事出任委員會主席。本集團亦會於本財政年度下一季開始，刊發自發性質的季度業績公告。昂首向前，
本集團將繼續在營運及發展中進一步提高其公司管治水準及透明度。

投資者關係

本集團為鞏固與投資者之關係，已由二零零二年二月起成立專責小組，負責適時及有效率地與海內外之新聞媒體、分析員及投資者進行溝通聯繫。
除此以外，為使投資者對集團各項業務有更深入全面的認識，我們在回顧期間舉行了多次公司巡訪及投資者訪問團。本集團亦於二零零二年六月
舉行了首次非融資的路演，超過140名來自全球各地的投資者有機會與高級管理層直接進行熱烈討論。本集團將繼續竭盡全力，通過主動與投資
者及傳媒進行對話、積極參與業內主要之會議與研討會，從而加強與投資者的溝通聯繫。

僱員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除聯營公司以外，本集團僱用約65,000人，其中約59,000人在中國內地僱用，其餘主要駐守香港。本集團僱員按其工
作性質、個人表現及市場情況收取薪酬，附以花紅形式支付的獎勵計劃。

前景

過去數年，本集團全力為經銷業務創造新動力，並減低對香港物業發展業務的依賴。根據本集團於二零零零年六月公佈的重組計劃，本集團已完
成石油及化學品經銷業務、紡織業務之收購，以及將五豐行有限公司私有化。期內亦已出售非核心資產，包括所持有的華潤置地有限公司、華潤
勵致有限公司及香港華人有限公司（前稱  HKCB Bank Holding Company Limited）的權益。今天，我們過往付出的努力已漸見成果，二零零二年上
半年集團盈利穩定，而來自本地物業發展項目  —  灝景灣的溢利亦已差不多全部入賬。展望未來，本集團將專注利用在中國內地的零售業務進
一步帶動未來增長，並預期取得更穩定的經常溢利。

成功收購華潤萬佳是實踐本集團零售大計的重要一步。本集團希望在中國內地的零售總營業額透過業務本身的內涵增長及進行收購，可於未來五
年達到人民幣500億元。按照本集團重點發展的首兩項業務模式  —  大賣場及超級廣場，應可加快開設新超級市場的速度。現正研究第三項業務
模式，即主要銷售本集團自有品牌產品的折扣店。因此，我們預期未來數年來自本集團超級市場的營業額將會大幅增長。

為了把握內地經濟的強勁表現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商機，本集團已拓展中國內地的投資。於回顧期間內，來自中國內地的營業額及除稅前
溢利所佔比例分別增加至40%及25%，而二零零一年上半年的數字分別為31%及22%。

香港持續通縮加上美國經濟復蘇步伐不穩，本集團將會繼續受到考驗。然而，本集團已採取審慎的成本控制措施並致力提升營運效率，加上目前
資產負債狀況非常良好以及現有業務的現金流量穩定，本集團現正處於有利位置捕捉未來各種商機。我們將進而強化管理職能及提高透明度，讓
投資者可透徹評估集團的重組計劃進度。除未能預見的情況外，董事有信心本集團業績可於二零零二年下半年持續報捷。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局向本集團全體員工之不懈努力、摯誠投入致以最深謝意。

主席
寧高寧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

二 零 零 二 年 未 經 審 核 中 期 業 績
綜合損益表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 12,933,223 12,059,464
銷售成本 (10,274,753) (9,841,622)

毛利 2,658,470 2,217,842
其他收益 223,414 289,630
銷售及分銷費用 (1,210,822) (863,210)
一般及行政費用 (745,896) (593,393)

經營溢利 925,166 1,050,869
財務成本 2 (171,046) (223,17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08,601 247,167

除稅前溢利 3 962,721 1,074,864
稅項 4 (139,284) (123,214)

除稅後溢利 823,437 951,650
少數股東權益 (103,368) (163,815)

股東應佔溢利 720,069 787,835

股息 5 912,250 462,899

每股盈利 6
　基本 HK$0.35 HK$0.39

　攤薄 HK$0.35 HK$0.39

附註：

1. 分類資料

按業務劃分

石油及 食品加工 投資及
化學品經銷 零售 及經銷 飲品 紡織 物業 其他業務 對銷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對外銷售 4,557,996 2,636,914 2,372,444 1,845,602 999,517 248,104 272,646 — 12,933,223
　業務間銷售 — 884 16,183 — — 54,639 — (71,706 ) —

4,557,996 2,637,798 2,388,627 1,845,602 999,517 302,743 272,646 (71,706 ) 12,933,223
　其他收益 9,895 34,964 25,928 9,063 16,913 1,058 47,115 — 144,936

4,567,891 2,672,762 2,414,555 1,854,665 1,016,430 303,801 319,761 (71,706 ) 13,078,159

分類業績 207,118 54,418 200,779 150,969 51,510 172,161 38,648 875,603

未經分攤之公司支出 (28,915 )
利息收入 78,478

經營溢利 925,166
財務成本 (171,046 )
應佔聯營公司純利 3,516 — 24,571 — 5,068 — 145,980 179,135
稅項 (109,818 )

除稅後溢利 823,437

石油及 食品加工 投資及
化學品經銷 零售 及經銷 飲品 紡織 物業 其他業務 對銷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對外銷售 5,149,517 1,885,656 2,837,112 1,130,956 — 675,971 380,252 — 12,059,464
　業務間銷售 — 8,120 16,942 — — 51,250 — (76,312 ) —

5,149,517 1,893,776 2,854,054 1,130,956 — 727,221 380,252 (76,312 ) 12,059,464
　其他收益 26,226 5,565 21,600 12,919 — 2,236 6,050 — 74,596

5,175,743 1,899,341 2,875,654 1,143,875 — 729,457 386,302 (76,312 ) 12,134,060

分類業績 98,477 8,230 232,717 123,235 — 335,150 63,287 861,096

未經分攤之公司支出 (25,261 )
利息收入 155,949
出售投資所得溢利 59,085

經營溢利 1,050,869
財務成本 (223,172 )
應佔聯營公司純利 6,265 1,432 20,749 — — — 191,987 220,433
稅項 (96,480 )

除稅後溢利 951,650

按地區劃分

香港 中國內地 其他國家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
　營業額 6,878,650 5,159,245 895,328 12,933,223
　其他收益 106,835 36,470 1,631 144,936

6,985,485 5,195,715 896,959 13,078,159

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
　營業額 7,789,469 3,733,837 536,158 12,059,464
　其他收益 54,953 19,033 610 74,596

7,844,422 3,752,870 536,768 12,134,060

2.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融資租約利息 1,196 2,175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利息 157,146 214,742
融資支出 12,704 6,255

171,046 223,172

3.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來自其他非上市投資之股息 (2,087 ) (597 )
出售土地及樓宇所得（盈利）／虧損 (198 ) 418
折舊
　—  自置資產 369,912 256,293
　—  按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 2,663 3,467
無形資產之攤銷 36,172 20,159

按地區劃分之除稅前溢利分析如下：
　香港 685,213 816,078
　中國內地 239,111 231,517
　其他國家 38,397 27,269

962,721 1,074,864

4.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稅項
香港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74,352 78,686
　聯營公司 21,238 22,871
中國內地
　附屬公司 35,466 15,798
　聯營公司 8,228 3,863

139,284 121,218

遞延稅項
香港
　附屬公司 — 1,996

139,284 123,214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二零零一年：16%）計算。中國內地所得稅乃根據適用於本集團之中國內地有關稅務法例按估計應課稅溢利撥備。

5.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零零二年之已付特別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25元（二零零一年：無） 518,142 —
二零零一年應派付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10元（二零零零年：港幣0.15元） 207,353 301,795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四日宣派之二零零二年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09元
　（二零零一年：港幣0.08元） 186,755 161,104

912,250 462,899

董事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四日舉行會議，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09元。該等總金額為港幣186,755,000元之中期股息乃根據截至本報告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而計算。建
議派付之股息並未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告中反映為應付股息，但將會計算入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作為保留溢利之分配。

6. 每股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股東應佔溢利 720,069 787,835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63,501,624 2,005,183,625
購股權可能對普通股構成之攤薄影響 12,158,950 22,561,378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75,660,574 2,027,745,003

刊登進一步資料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46(1)至46(6)段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內刊登。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李業華

香港，二零零二年九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