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財務概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重列）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6,190,163 12,933,223
經營溢利 651,381 930,32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28,498 208,601
股東應佔溢利 749,733 725,462
每股盈利 港幣0.36元 港幣0.35元
每股中期股息 港幣0.10元 港幣0.09元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重列）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東權益 13,424,718 12,945,721
少數股東權益 3,431,760 3,290,057
綜合借款淨額 1,479,747 1,482,909
負債比率 8.78% 9.13%
流動比率 1.38 1.29
每股資產淨值：
　賬面值 港幣6.45元 港幣6.22元

附註：

1. 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便符合本期間會計政策之遞延稅項改變。

營業額及溢利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股東應佔溢利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及重列）1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及重列）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石油及化學品經銷 5,978,428 4,557,996 285,507 182,018

零售 4,303,594 2,725,851 (88,818) 61,494

食品加工及經銷 2,357,389 2,388,627 175,461 172,274

飲品 1,908,632 1,845,602 25,253 38,484

紡織 1,410,521 999,517 82,274 47,167

物業 2 142,627 214,690 165,931 97,071

投資及其他業務 167,877 272,646 167,581 190,776

小計 16,269,068 13,004,929 813,189 789,284

對銷業務間之交易 (78,905) (71,706) — —

公司總部利息淨額及費用 — — (63,456) (63,822)

總額 16,190,163 12,933,223 749,733 725,462

2. 由於有物業從固定資產改變用途為投資物業，導致遞延稅項負債減少。

‧ 營業額為港幣162億元，比去年增加25.2%

‧ 股東應佔溢利增加3.3%至港幣7.497億元

‧ 中國內地業務對營業額之貢獻首度超越香港

‧ 中期股息為每股港幣10仙，比去年增加11%

主席報告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營
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為港幣 16,190,200,000元及港幣
749,700,000元，比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25.2%及3.3%。按加權平
均數基準計算，本集團每股盈利為港幣0.36元，而二零零二年
則為港幣0.35元。

股息

董事局議決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三日或前後，向二零零三年十
月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發二零零三年度中期股
息，每股港幣0.10元（二零零二年：每股港幣0.09元）。是次二零
零三年度中期股息是繼按實物分派方式向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五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分派華潤水泥控股有限公司（「華
潤水泥」）股份作為特別中期股息以外的股息。以上所述之二零
零二年度中期股息是繼二零零二年二月八日就本集團出售銀行
業務投資而派發每股港幣0.25元的特別股息以外的股息。

前景

本集團獨特之零售帶動分銷的經銷模式，業務日漸轉以中國內
地及香港的消費市場為中心。本集團於過去數年積極重組業務
組合，減少對物業發展業務的依賴，逐步將重心轉向分銷業
務。今年，本集團更開始重組旗下的非核心業務，成功分拆建
築材料業務，並以實物分派形式將權益分派予股東。新公司 —
華潤水泥已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以介紹上市方式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此外，為強化本集團的核心零售業
務，本集團亦已於七月收購母公司的物流業務。這項物流業務
將併入本集團目前的物流業務，並以快速消費品的配送為重
點，以配合本集團物流業務的長期需要。在二月，本集團宣佈
收購華潤錦華股份有限公司51%股權，成為首間外資公司持有
中國內地上市公司的控股權。是項交易已於七月份完成，標誌
著本集團邁進內地紡織業領導地位的重要里程碑。

本集團已經按計劃加快在中國內地的投資，旗下的食品加工及
分銷業務已打入中國大陸的肉類市場，也在三月成立合營企
業，在上海興建現代化的肉類加工中心。在回顧期內，本集團
來自中國內地業務的收入首次超越香港業務的收入。

中港兩地爆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非典型肺炎」）後，大
大影響本集團在香港及內地若干地區的業務。幸而在非典型肺
炎疫情受控後，情況已經改善，本集團的經營狀況也逐漸得以
回復。更緊密經貿合作安排（「CEPA」）促進了粵港之間的合作，
加上中國放寬五個主要城市的居民以個人身份旅遊的限制，令
來港旅客人數激增，相信將可刺激本港經濟。與此同時，中國
內地的經濟增長保持強勁，消費者購買力持續上揚。憑藉目前
穩健的財政狀況及現金流量，本集團正蓄勢待發，將充份把握
眼前的每個契機，並致力提升經營效率，因此對未來前景充滿
信心。

企業管治

本集團於過去數月繼續在不同範疇的企業管治上努力，務求向
股東保證本集團的運作符合內部監控、會計準則以及道德操守
的要求。董事局成員朝著這個目標，每月平均召開一次會議，
親身參與本集團重要的決策過程。在董事局的獨立意見對某些
重大決定越見重要的當前，本集團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在上半年
度參與這些決定的平均會議出席率逾90%，突顯團隊內各有不
同專業背景的專業人士的積極參與，令本集團作出重要決策
時，皆能周詳考慮各方獨立觀點。

完善的企業管治亦包括保障股東權益，尤其是少數權益股東的
權益及利益。因此，本集團選擇將當時的非核心業務  —  建築
材料業務以實物分派方式向股東分派。本集團透過向股東實物
分派華潤水泥的股份作為特別中期股息，目的是要讓全體股東
得享同等權利，一同分享和靈活參與建築材料未來的發展成
果。

投資者關係

本集團一向致力推動與投資者的關係，而這方面的努力已見成
果，亦備受推祟。根據國際權威財經刊物  —  Institutional
Investor Research Group 在六月進行的調查，本集團被基金經
理評為亞洲綜合企業中的「最佳投資者關係」及「投資者關係最
大躍進的綜合企業」。同時，亦被分析員評為香港一眾公司中
的「投資者關係最大躍進的企業」，並取得亞洲綜合企業中的「投
資者關係最大躍進」殊榮。本集團將不斷改善與投資者的溝通，
提高透明度。

社會責任

非典型肺炎雖令很多家庭破碎，但亦令許多家庭關係變得更為
親密。「以人為本，改善人民生活」是本集團奉行的文化之一，
為此，本集團向不同的慈善機構捐獻善款，受惠機構包括香港
及中國內地的中國紅十字會，冀藉此協助社會對抗及防範非典
型肺炎。本集團承諾會繼續竭盡全力，為顧客、股東及僱員帶
來更優質的生活。

僱員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除聯營公司以外僱用約
66,000名員工，其中約63,000名員工在中國內地僱用，其餘主要
為香港僱員。本集團僱員按其工作性質、個別工作表現及市場
情況收取薪酬，附以獎勵計劃，包括現金花紅和購股權等。

致謝

盧雲龍先生已經於六月辭任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本人謹
代表董事局全體同仁，感謝盧先生在過去十年的寶貴貢獻。此
外，本人亦對員工在期內的努力不懈和辛勤工作致以衷心謝
意。

承董事局命
主席

寧高寧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十日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石油及化學品經銷

本業務在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業額港幣
5,978,400,000元，比去年同期攀升31.2%，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
費用前純利則達港幣285,5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56.9%。業
績增長主要由於因出售一間共同控制實體公司所持在香港國際
機場的航空燃料補給設施的權益而獲得一項應佔所得溢利的進
賬，卻被香港加油站業務的盈利下降抵消了部份盈利貢獻。

回顧期內的整體營業額全面急升，主要因為美伊戰事以及石油
輸出國組織供油量不明朗，令國際原油價格反覆波動。雖然爆
發非典型肺炎，但本業務於二零零三年上半年的整體銷量仍然
取得溫和增長。

二零零三年上半年，全球油價波動不穩，但航空煤油和柴油仍
能保持其邊際利潤。在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有不少航班停
飛，但由於航空煤油在第一季度表現理想而令其銷量仍能有所
增長，加上本集團與更多航空公司訂立了供應合約，保障了航
空煤油銷量的增長。回顧期內，在積極開拓中國市場所帶動
下，燃油經銷業務的銷情理想。香港的石油氣經銷業務和出口
中國的石油氣也實現平穩增長。化工品業務在回顧期內保持良
好營業額增長，尤其是在中國市場。

二零零三年上半年，香港的石油及石油氣加油站的銷量比去年
同期上升4.3%。但由於石油氣的成本高漲，售價機制又無法及
時調整，盈利貢獻因而減少港幣24,300,000元。自營加油站的石
油氣銷量比去年上升11.1%。

本集團為了抓住中國內地龐大的管道燃氣需求，遂於二零零三
年八月與蘇州市政府訂立合營企業協議，為蘇州新區分銷和供
應管道燃氣。新成立的合營企業的註冊資本為15,000,000美元，
本集團佔70%權益。合營企業將投資約24,000,000美元，鋪設管
道網絡。本集團會繼續在中國內地發掘投資良機。

若撇除任何不明朗的情況，本集團預期全球油價可在二零零三
年下半年逐步喘定。隨著世界衛生組織在二零零三年五月撤銷
對香港的旅遊警告後，航空煤油的需求已逐步回復正常水平。
本集團會繼續採取審慎措施，提高石油和化學品分銷業務的表
現。

零售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達港幣
4,303,600,000元，比去年同期跳升57.9%，零售業務上半年錄得
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的虧損淨額港幣88,800,000元，去年
同期則為純利港幣61,500,000元。

超級市場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業務錄得營業額港幣
3,390,700,000元，比去年同期跳升93.4%，二零零三年上半年的
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的虧損淨額為港幣66,100,000元，去
年同期則為純利港幣47,600,000元。表現回落的原因在於非典型
肺炎對大賣場業務帶來的不利影響，以及去年因積極拓展業務
而引致成本架構高企。回顧期間的息稅折舊和攤銷前業績為虧
損港幣10,300,000元。

營業額大幅攀升的原因在於店鋪數目增加，以及於二零零二年
七月收購華潤萬佳有限公司65%股權。非典型肺炎的爆發對廣
東省的大賣場造成的打擊，由二零零三年第二季度同店銷售下
降8%可見一斑。二零零三年上半年，開設17間店鋪（其中包括
1間大賣場）須支付的一次性預付開設店鋪開支總額為港幣
11,000,000元。

下半年，本集團會繼續進行全新的公司形象活動，結合創新業
態，全面掌握市場增長的勢頭，致力將中國內地的業務建立為
全國品牌。為使我們的資源得以更有效地運用以及店鋪模式可
重複利用，本集團撤回了開設部份新店的計劃。至於本集團最
近在減省員工成本及租金支出的成本控制上，已漸見成效。為
建立更良好的供應商關係，新一套向供應商回饋收入的機制已
經訂立，本集團會按供應商的貨品供應量而分類，鼓勵大額購
貨的折扣優惠。本集團為了實踐躋身國內備有完善物流支援的
頂尖經銷零售集團的業務策略，已經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向母公
司收購其物流業務，相信對本集團的超級市場業務裨益至深。
新收購的物流業務將併入為超級市場業務的一部份。

中國內地爆發非典型肺炎，大大衝擊了當地大賣場的銷情，但
是香港業務的銷情萖相當不錯，市民在疫情期間轉從超級市場
選購食品在家煮食，減少外出用膳，反而刺激了香港超市業
務，減輕內地業務承受的不利影響。香港的超級市場自從二零
零二年重新裝修，以全新形象面市後，表現有所改善。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底，本集團在香港和中國內地合共經營461
間店舖，去年年底則有454間，其中包括自營店舖和根據加盟安
排在中國內地經營的店鋪。在二零零三年上半年，集團新增17
間店，結束10間包括加盟店之店鋪。

回顧期間，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  —  蘇果超市有限公司的盈利
共達港幣5,100,000元。本集團在二零零二年九月收購該公司的
39.25%股權。

本集團有信心在本年可落實強化管理團隊，改善商品採購、門
店營運及物流管理等基本元素的目標。

品牌時尚產品經銷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營業額達港幣
446,800,000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1.9%，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
用前虧損淨額錄得港幣16,500,000元，去年同期則為純利港幣
6,500,000元。回顧期間的業績主要受非典型肺炎沖擊，以及以
高折扣清理某些品牌存貨所影響。二零零三年上半年的息稅折
舊和攤銷前的盈利倒退24.9%至港幣45,300,000元，去年則為港
幣60,300,000元。回顧期內，大部份品牌的同店營業額仍錄得可
觀增長。

回顧期內的營業額上升，主要因為本集團繼續擴充新店和廣告
宣傳收效。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底，本集團在內地指定城市的715
間自營和特許經營店經銷18個國際品牌。於去年年底時，本集
團有761間服裝店。

本集團預期，在非典型肺炎減退後，主要城市的高檔服裝的銷
情應可止跌回升，與此同時，本集團也會繼續全力提升個別品
牌的盈利表現。

香港零售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業務錄得營業額港幣
466,100,000元，比去年同期下跌18.7%，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
用前虧損淨額達港幣 6,200,000元，去年同期則為純利港幣
7,400,000元。本地經濟不景，三月份又爆發非典型肺炎，加上
本集團在二零零二年結束兩間華潤百貨，都是表現回落的主
因。在非典型肺炎的刺激下，華潤堂在回顧期間的藥品銷量上
升，盈利增長強勁。然而，非典型肺炎萖令旅客和顧客驟降，
對中藝和華潤百貨的表現起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底，本集團經營2間華潤百貨、5間中藝、2間超級店和20間
標準店華潤堂。回顧期間，本集團採取積極行動減低非典型肺
炎的影響，包括減省宣傳開支和員工成本的節流方案。

食品加工及經銷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業務錄得營業額港幣
2,357,400,000元，比去年同期下跌1.3%，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
費用前純利達港幣175,500,00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8%。

二零零三年上半年，活畜經銷業務的營業額從去年同期穩步增
長2.7%，抵消了因取消出口至香港之冷凍肉食配額獨家代理權
而使其銷售下降。由於集團大力宣傳「五豐」品牌的優質鮮肉達
到成效，本業務的表現勝於預期。然而，非典型肺炎疫情和香
港市民消費意欲不振，令飲食業雪上加霜，影響了食品經銷業
務的表現。

二零零三年上半年遠洋捕撈和水產品加工業務的經營盈利較去
年同期攀升88.6%，這驕人成績，乃由於集團努力開闢魚場，提
高船隊效能，令捕撈量增長16.9%，並提升了捕撈的質素。

至於食品生產和加工業務內的冰淇淋業務，本集團致力開拓客
源，進行市場推廣和宣傳活動提高市場滲透率，豐富冰淇淋種
類，使業務表現令人滿意，營業額比去年同期增長18.8%。

為了迎接面前的種種挑戰，本集團會落實審慎的市場推廣策
略，進行多元化的宣傳活動，產品推陳出新，把握大陸肉食市
場湧現的新投資機會，加快業務增長。本集團已在二零零三年
三月於上海成立了首間合營企業，建設現代化肉類加工中心。

飲品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飲品業務錄得營業額港
幣1,908,600,000元，比去年增長3.4%，未計公司總利息及費用
前純利達港幣25,300,000元，比去年下滑34.3%。回顧期內，由
於受到非典型肺炎沖擊，吉林和大連盈利表現下跌，再加上新
收購北京釀酒廠的初期虧損，飲品業務總體表現受到影響。

二零零三年上半年的啤酒銷量合共1,228,678千升，比去年同期
上升8.8%。銷量增長是因為二零零二年收購武漢和盤錦的新釀
酒廠，二零零三年收購北京的新釀酒廠，以及四川藍劍釀酒廠
的銷量穩步增長所致，我們亦晉身成為國內啤酒市場的第二大
釀酒廠。本集團的「雪花」牌產品的銷量較二零零二年上半年跳
升45%至302,000千升，佔整體銷量25%，反映出我們的全國性
品牌發展策略使滲透率得以逐步提升。內涵增長達5.4%，其中
四川、安徽及瀋陽的釀酒廠錄得驕人的盈利，而哈爾濱釀酒廠
的虧損亦大幅收窄。儘管促銷活動令平均價格下跌6%，但毛利
率仍能與去年持平。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底，釀酒廠的數量合計29間，年生產能力約
4,100,000千升。二零零三年上半年，純淨水的銷售量達165,271
千升，比去年增長逾34.4%。

為進一步配合國內品牌的發展及加強釀酒廠的管理，於二零零
三年八月及九月分別向某些合營夥伴收購其部份少數股東權
益。

紡織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紡織業務錄得營業額港
幣1,410,500,000元，去年則為港幣999,500,000元，未計公司總
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達港幣 82,300,000元，去年則為港幣
47,200,000元。

二零零三年上半年表現理想，主要是由於收購帶來的增長，以
及棉價攀升導致紗線和布匹的售價大幅上升，再透過有效控制
棉花購入成本，利潤比預期有所提升。整體邊際利潤仍達
5.8%，二零零二年上半年則為4.7%。縱然受非典型肺炎的影
響，但由於大部份成衣出口訂單在二零零三年二月前已經訂
立，故成衣出口仍有不俗表現。

自本年初，本集團共收購了三間紡織廠，一間位於江蘇，其餘
兩間位於陝西。本集團的12家紡織廠設備包括：環錠紡96萬
枚、布機14.6萬台、印染加工線13條，年產能力：各類紗10萬
噸、各類布2.6億米、印染加工1.3億米。二零零三年七月，本集
團完成收購華潤錦華股份有限公司的51%股權。該公司是深圳
的一間上市公司，在四川經營紡織生產業務。預期該項收購可
鞏固紡織業務在二零零三年下半年的表現。

本集團正進行技術改造計劃，購置新型號機器取代舊有機器。
為了提升盈利能力，本集團將會密切注視棉類和成衣配額的價
格變動。本集團期盼假以時日，可晉身成為市場首屈一指的紡
織廠商，以本身的品牌製造和銷售紡織產品。

物業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物業業務錄得
營業額港幣142,600,000元，比去年下跌33.6%，未計公司總部利
息及費用前純利達港幣165,900,000元，比去年上升70.9%。

物業發展

本集團在香港的物業發展業務包括灝景灣的55%權益。本業務
在回顧期間錄得營業額港幣 5,000,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
66,100,000元），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達港幣
22,100,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9,900,000元）。灝景灣發展項目
已經落成，絕大部份住宅單位已在過往數年售出。於二零零三
年六月底，只有2個住宅單位尚未售出，而且500個停車位中，
有212個已經售出，256個已經租出。

收租物業

收租物業包括辦公室、零售店鋪和工業單位。截至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業務錄得營業額港幣137,600,000元，
比去年下跌 7.4%，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達港幣
143,800,000元，同比上升64.9%。租金收入減少是由於旺角中心
進行翻新工程，以及給予受非典型肺炎影響的租戶減租優惠。

儘管香港經濟疲弱，回顧期內的辦公室單位平均出租率仍取得
輕微改善，而零售店鋪的平均出租率則維持高企。本集團旗下
位於旺角中心的零售物業，已由原先的華潤百貨轉為一座時尚
購物中心，迄今已租出逾70%鋪位，租金水平理想。旺角中心
的物業用途由自用固定資產轉為投資性物業，故增加了遞延稅
項的稅項抵免。

投資及其他業務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其他投資業務錄
得營業額港幣 167,900,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 272,600,000
元），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達港幣167,500,000元（二
零零二年：港幣190,800,000元）。

貨櫃碼頭

本集團擁有  HIT Investments Limited 的10%權益。香港的貨櫃
碼頭業務的吞吐量與去年持平，息稅前盈利下跌5%。而鹽田港
業務的吞吐量增長30%，息稅前盈利增長38%。

建築材料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業務錄得營業額港幣
167,900,000元，比去年同期下跌23.2%，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
用前純利達港幣9,100,000元，去年則為港幣36,600,000元。在二
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表結賬日後，本公司成功透過向
股東分派實物股息分拆建築材料業務。

資金及融資

本集團集中所有業務的剩餘資金並採取中央資金管理，務求可
更有效地監控庫務運作及營運管理需要，藉此減省平均融資成
本。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綜合現金及現金等
值達港幣4,315,000,000元。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的
借貸為港幣5,795,000,000元，其中港幣1,970,000,000元於一年內
到期，港幣3,825,000,000元於二至五年內到期。本集團於二零
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動用的借貸備用額約港幣1,500,000,000
元。除了230,000,000美元可換股擔保債券以固定息率計算利息
外，所有借貸均以浮動息率計算。

以本集團的綜合借貸淨額比對股東資金及少數股東權益計算，
本集團的負債比率維持在約8.8%的低位。再加上現有銀行信貸
備用額，本集團於可見的未來有足夠的財務資源為其營運提供
資金以及應付投資計劃。

本集團的主要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是以美元、港幣及人民
幣為單位。本集團預計由外㶅兌換波動所帶來風險程度是有限
的。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存款餘額中有
52%以港幣持有、26%以人民幣持有及22%以美元持有。本集團
的借貸中有36%以美元列值、36%以人民幣列值而餘下以港幣列
值。

資產質押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表結算日，本集團已抵押賬
面 淨 值 達 港 幣 571,900,000元（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二 月 ： 港 幣
466,400,000元）的 固 定 資 產 來 獲 取 短 期 貸 款 金 額 達 港 幣
359,500,000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港幣370,600,000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業績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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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重列）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16,190,163 12,933,223
銷售成本 (13,168,155 ) (10,274,753 )

毛利 3,022,008 2,658,470
其他收益 145,134 227,537
銷售及分銷費用 (1,734,989 ) (1,210,822 )
一般及行政費用 (780,772 ) (744,857 )

經營溢利 3 651,381 930,328
財務成本 4 (128,552 ) (171,046 )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 143,177 —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228,498 208,601

除稅前溢利 894,504 967,883
稅項 5 (70,202 ) (145,334 )

除稅後溢利 824,302 822,549
少數股東權益 (74,569 ) (97,087 )

股東應佔溢利 749,733 725,462

每股盈利 7
　基本 港幣0.36元 港幣0.35元

　攤薄 港幣0.36元 港幣0.35元

附註：

1. 簡明編製及會計政策

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時所用的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二零零二年全年財務報告所用者相同，除以下外：

（甲） 遞延稅項

鑒於採納對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及往後會計期間生效的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收益稅〉（經修訂），有關遞延稅項會計政策因而改變。

採用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經修訂）帶來的影響主要與遞延稅項有關。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經修訂），因資產負債的評稅基準與財務報告所示資產負債賬面值之間的暫時差異而引致的遞延稅
項，以資產負債表法全數撥備，只有少數情況例外。計算遞延稅項時，會以資產變現或負債清還所屬期間預期適用的稅率計算。

在過往年度，遞延稅項由評稅溢利與財務報告所示溢利之間的時差引致，並以負債法計提撥備，但只會對預期於可見將來變現的負債或資產計提撥備。此會計政策變動對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損益表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之影響於附註五釋述。

（乙） 共同控制實體

本集團在共同控制實體的權益即集團在一間有限責任合夥的投資。該項權益之前列為其他投資，以成本值計算。集團將該有限責任合夥的投資重新分類，影響並不重大，因此不必作出前期調整。

2. 分類資料

主要申報規格  —  按業務劃分（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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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益
　對外銷售 5,978,428 4,279,328 2,338,091 1,908,632 1,410,521 107,286 167,877 — 16,190,163
　業務間銷售 — 24,266 19,298 — — 35,341 — (78,905 ) —

5,978,428 4,303,594 2,357,389 1,908,632 1,410,521 142,627 167,877 (78,905 ) 16,190,163
其他收益 7,075 32,345 28,759 8,563 29,812 3,746 763 — 111,063

5,985,503 4,335,939 2,386,148 1,917,195 1,440,333 146,373 168,640 (78,905 ) 16,301,226

業績
　分類業績 166,733 (112,324 ) 216,613 132,254 100,823 137,643 6,387 — 648,129

未經分攤之公司支出 (30,819 )
利息收入 34,071

經營溢利 651,381
財務成本 (128,552 )
應佔一間共同
　控制實體純利 143,177 — — — — — — — 143,177
應佔聯營公司純利 3,980 5,079 22,809 — 4,342 — 152,163 — 188,373
稅項 (30,077 )

除稅後溢利 82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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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4,967 2,372,444 1,845,602 999,517 160,051 272,646 — 12,933,223
　業務間銷售 — 884 16,183 — — 54,639 — (71,706 ) —

4,557,996 2,725,851 2,388,627 1,845,602 999,517 214,690 272,646 (71,706 ) 12,933,223
其他收益 9,895 34,964 25,928 9,063 21,036 1,058 47,115 — 149,059

4,567,891 2,760,815 2,414,555 1,854,665 1,020,553 215,748 319,761 (71,706 ) 13,082,282

業績
　分類業績 207,118 89,666 200,779 152,008 55,634 136,913 38,647 — 880,765

未經分攤之公司支出 (28,915 )
利息收入 78,478

經營溢利 930,328
財務成本 (171,046 )
應佔聯營公司純利 3,516 — 24,571 — 5,068 — 146,818 — 179,973
稅項 (116,706 )

除稅後溢利 822,549

附註：

1. 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便符合本期間會計政策之遞延稅項改變。

2. 物流業務從物業業務重新分類至零售業務。

次要申報規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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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
　營業額 7,017,823 7,967,268 1,205,072 16,190,163
　其他收益 67,144 37,920 5,999 111,063

7,084,967 8,005,188 1,211,071 16,301,226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重列）
分類收益
　營業額 6,878,650 5,159,245 895,328 12,933,223
　其他收益 110,958 36,470 1,631 149,059

6,989,608 5,195,715 896,959 13,082,282

3. 經營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列）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
　折舊
　　—  自置資產 469,732 369,912
　　—  按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 2,524 2,663
　無形資產攤銷（包括在一般及行政費用內）
　　—  商譽 39,077 30,005
　　—  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 5,149 6,167
並已計入：
　來自其他非上市投資之股息 2,054 2,087

4. 財務成本

融資租約利息 1,162 1,196
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利息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107,089 157,146
其他貸款利息不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3,290 —
融資支出 17,011 12,704

128,552 171,046

5. 稅項

本期間稅項
香港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80,783 74,352
　聯營公司 22,596 21,238

中國內地
　附屬公司 19,843 35,466
　聯營公司 14,009 8,228

海外
　附屬公司 41 —

137,272 139,284

遞延稅項
香港
　附屬公司 (43,884 ) (3,648 )
　聯營公司 3,520 (838 )

中國內地
　附屬公司 (26,706 ) 10,536

70,202 145,334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7.5%（二零零二年：16%）計算。中國內地所得稅乃根據適用於中國內地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有關稅務法例按估計應課稅溢利撥備。海外稅項按各司法權區
之適用稅率計算。

本集團按照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號〈收益稅〉（經修訂）的規定追溯遞延稅項賬目，而先前報告中之比較數字已重新編列。對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所作之調整如下：

港幣千元

購入商譽減少 (46,498 )
聯營公司減少 (37,888 )
遞延稅項資產增加 89,001
遞延稅項負債增加 (318,826 )
少數股東權益增加 (26,801 )

儲備減少 (341,012 )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東應佔溢利因而增加5,392,000港元。

6.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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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18,142
二零零二年之應派付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13元（二零零一年：港幣0.10元）（附註甲） 270,453 207,353

270,453 725,495

附註：

（甲） 董事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日舉行會議，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13元。股東隨後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批准該建議。

（乙） 本集團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五日宣佈以實物分派派付特別中期股息，每持有十股本公司股票可獲分派華潤水泥控股有限公司的一股股份。

（丙） 董事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日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10元（二零零二年九月：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09元）。總金額港幣208,120,000元（二零零二年：港幣187,218,000元）乃根據截至本報告日
之已發行股份數目而計算。

7. 每股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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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股東應佔溢利 749,733 725,462
因行使可換股債券而節省之利息 34,352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股東應佔溢利 784,085 725,462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80,405,215 2,063,501,624
可能對普通股構成之攤薄影響
　—  可換股債券／購股權 119,595,400 12,158,95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200,000,615 2,075,660,574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六日至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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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三年十月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  —  標準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更詳盡資料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46(1)及46(6)段規定刊登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刊登。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李業華

香港，二零零三年九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