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截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末 期 業 績

‧ 總營業額達港幣288億元，比較二零零一年攀升19.1%。

‧ 縱使沒有重大地產發展項目及銀行盈利貢獻，純利仍跳升16.4%至港幣14.03億元。

‧ 末期股息為每股港幣0.13元，連同已於去年二月因出售銀行業務之權益而派付的特別股息每股港幣0.25元（中期股息：港幣0.09元），
本年度之派息總額合共每股港幣0.47元，派息比率達70%。

財務概要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8,822,019 24,196,490
經營溢利 1,800,373 2,021,80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49,930 422,559
股東應佔溢利 1,402,945 1,204,807
每股盈利 港幣$0.68元 港幣$0.60元
每股股息 港幣$0.47元 港幣$0.18元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東權益 13,286,733 11,987,385
少數股東權益 3,263,256 2,867,842
綜合借款淨額 1,482,909 1,684,944
流動比率 1.29 1.60
每股資產淨值：
　賬面值 港幣$6.39元 港幣$5.95元

營業額及溢利分析表

營業額 股東應佔溢利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石油及化學品經銷 10,500,763 9,889,257 284,671 227,942
零售 6,344,205 4,025,816 24,306 30,920
食品加工及經銷 4,803,374 5,749,859 336,794 396,767
飲品 3,738,119 2,412,999 100,105 60,849
紡織 2,521,527 — 164,311 —
物業 540,832 1,478,956 220,760 512,727
投資及其他業務 518,442 774,271 407,293 169,471

小計 28,967,262 24,331,158 1,538,240 1,398,676

對銷業務間之交易 (145,243) (134,668) — —
公司總部利息淨額及費用 — — (135,295) (193,869)

總額 28,822,019 24,196,490 1,402,945 1,204,807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局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 28,822,019 24,196,490
銷售成本 (23,114,000) (19,504,688)

毛利 5,708,019 4,691,802
其他收益 2 440,728 513,697
銷售及分銷費用 (2,759,151) (1,988,926)
一般及行政費用 (1,589,223) (1,194,772)

經營溢利 3 1,800,373 2,021,801
財務成本 4 (312,246) (422,668)
有關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所確認之虧損 — (292,01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49,930 422,559

除稅前溢利 1,938,057 1,729,680
稅項 5 (310,187) (263,825)

除稅後溢利 1,627,870 1,465,855
少數股東權益 (224,925) (261,048)

股東應佔溢利 1,402,945 1,204,807

股息 6 981,611 366,229

每股盈利
　基本 7 港幣$0.68元 港幣$0.60元

　攤薄 港幣$0.67元 港幣$0.59元

附註：

1.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乃根據本集團之內部財務申報呈列，並以業務分類為主要申報規格，地區分類為次要申報規格。

按業務劃分

石油及 食品

化學品 加工及 投資及

經銷 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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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益

　對外銷售 10,500,763 6,342,269 4,768,241 3,738,119 2,521,527 432,658 518,442 — 28,822,019
　業務間銷售 — 1,936 35,133 — — 108,174 — (145,243 ) —

10,500,763 6,344,205 4,803,374 3,738,119 2,521,527 540,832 518,442 (145,243 ) 28,822,019
　其他收益 29,136 54,634 40,493 33,522 49,358 11,551 81,723 — 300,417

10,529,899 6,398,839 4,843,867 3,771,641 2,570,885 552,383 600,165 (145,243 ) 29,122,436

業績

　分類業績 327,052 116,309 402,909 344,708 199,574 270,330 62,763 — 1,723,645

未經分攤之公司支出 (63,583 )
利息收入 140,311

經營溢利 1,800,373

財務成本 (312,246 )
應佔聯營公司純利 6,660 (704 ) 40,090 — 9,961 — 336,893 — 392,900
稅項 (253,157 )

除稅後溢利 1,627,870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益

　對外銷售 9,889,257 4,025,816 5,715,205 2,412,999 — 1,378,942 774,271 — 24,196,490
　業務間銷售 — — 34,654 — — 100,014 — (134,668) —

9,889,257 4,025,816 5,749,859 2,412,999 — 1,478,956 774,271 (134,668) 24,196,490
　其他收益 48,177 38,067 56,562 23,070 — 15,716 8,459 — 190,051

9,937,434 4,063,883 5,806,421 2,436,069 — 1,494,672 782,730 (134,668) 24,386,541

業績

　分類業績　 246,107 90,907 436,252 147,871 — 707,324 117,034 — 1,745,495

未經分攤之公司支出 (47,340 )
利息收入 255,272
出售投資所得溢利 68,374

經營溢利 2,021,801
財務成本 (422,668 )
有關於聯營公司之
　投資所確認虧損 (292,012 )
應佔聯營公司純利 11,668 3,819 43,508 — — — 310,965 — 369,960
稅項 (211,226 )

除稅後溢利 1,465,855

1. 分類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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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類收益
　　營業額 14,423,234 12,227,194 2,171,591 28,822,019
　　其他收益 184,550 112,333 3,534 300,417

14,607,784 12,339,527 2,175,125 29,122,436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類收益
　　營業額 15,684,629 7,727,574 784,287 24,196,490
　　其他收益 145,365 37,956 6,730 190,051

15,829,994 7,765,530 791,017 24,386,541

2. 其他收益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收益包括下列各項：
　來自其他非上市投資之股息 14,525 12,888
　利息收入 140,311 255,272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所得溢利 474 9,289

3.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
　　—  自置資產 814,771 565,241
　　—  按融資租約持有之資產 5,078 6,178
　無形資產攤銷
　　—  商譽（包括於一般及行政費用內） 67,712 37,330
　　—  商譽以外之無形資產 12,847 12,951

4. 財務成本

融資租約利息 2,402 4,079
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利息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284,692 399,153
融資支出 26,786 19,436

313,880 422,668
減：撥充資本款項 (1,634) —

312,246 422,668

5. 稅項

本年度稅項

香港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145,007 174,198
　聯營公司 42,171 43,726
中國內地

　附屬公司 95,164 32,548
　聯營公司 14,859 8,873
海外

　附屬公司 12,959 2,553

310,160 261,898

遞延稅項

香港

　附屬公司 315 1,775
中國內地

　附屬公司 (288) 152

310,187 263,825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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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中國內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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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股息

因去年配發股份及行使購股權而派發之額外末期股息 5,798 3,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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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零二年之已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09元（二零零一年：港幣0.08元） 187,218 161,197
二零零二年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13元（二零零一年：港幣0.10元） 270,453 201,555

981,611 366,229

7. 每股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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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2,945 1,204,807
因行使換股債券而節省之利息 69,561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股東應佔溢利 1,472,506 1,20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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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0,867,429 2,010,044,074
普通股可能攤薄之影響
—  購股權 12,236,759 17,212,460
—  可換股債券 119,595,400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202,699,588 2,027,256,534

行使二零零一年可換股債券帶來反攤薄影響。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登更詳盡資料

一份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及45(3) 段所規定刊登之資料之詳盡業績公佈，將於適當

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刊登。

二零零二年業績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通 告
茲通告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星期四）下午三時正，假座香港灣仔港灣道26號華潤大廈50樓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以便處理下
列事項：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審核之財務報告與董事局及核數師報告。

2. 宣佈派發末期股息。

3. 重選董事及釐定董事酬金。

4. 續聘核數師及授權董事局釐定其酬金。

5.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在認為適當時，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在下文(b)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局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按照所有適用法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不時修訂之規定，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於聯交所或本公司之證券
可能上市及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聯交所認為可作此用途之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購回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港
幣1.00元之股份；

(b) 根據上文(a)段之批准，本公司董事局獲授權可購回之本公司股份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於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之已發行
股本面值總額之10%，而上述批准亦須受此數額限制；及

(c) 就本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乃指由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起至下列三者中較早之日期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法例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之日；及

(iii) 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撤回或修訂本決議案所述之授權之日。」

6.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在認為適當時，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在下文 (c)段之規限下及遵照公司條例第57B條，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局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行使本公司所
有權力以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1.00元之額外股份，以及作出或授出需要或可能需要行使該項權力
之售股建議、協議及購股權（包括可兌換本公司股份之票據、認股權證及債券）；

(b) 上文 (a)段所述之批准授權本公司董事局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內作出或授出需要或可能需要於有關期間結束後行使該等
權力之售股建議、協議及期權（包括可兌換本公司股份之票據、認股權證及債券）；

(c) 本公司董事局依據上文(a)段所載批准而配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不論是否依據期權或其他原因配發）及發行之股本
面值總額（但不包括 (i)配售新股（定義見下文）； (ii)依據任何當時經已採納可授予或發行本公司股份或購股權之購股權計劃

或其他類似安排而發行股份；(iii)依據本公司任何認股權證或可轉換為本公司股份之證券之條款而行使認購權或換股權而發
行股份；或 (iv)依據本公司不時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就以股代息計劃發行股份）不得超過於本決議案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面值總額之20%；上述批准亦須受此數額限制；及

(d)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乃指由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起至下列三者中較早之日期止之期間：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法例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之日；及

(iii) 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撤回或修訂本決議案所述之授權之日；及

「配售新股」乃指本公司董事局於所定期間內根據於某一指定記錄日期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於該日之持股比例向彼等提出之
股份配售建議（惟本公司董事局有權就零碎股權或適用於本公司之香港以外任何地區之法律限制或責任或任何認可管制機構
或任何證券交易所之規定，作出其認為必要或權宜之豁免或其他安排）。」

7. 作為特別事項，考慮並在認為適當時，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動議待召開本大會之通告所載之第5及第6項決議案獲通過後，藉加入相當於本公司根據召開本大會之通告所載之第5項決議案，
授權購回本公司股本中之股份面值總額之數額，以擴大根據召開本大會之通告所載之第6項決議案授予本公司董事局配發、發行
及處理額外股份之一般授權，惟該購回股份之數額不得超過於上述決議案獲通過之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之10%。」

承董事局命
秘書

李業華

香港，二零零三年四月三日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任一名或多名代表代其出席，並於投票表決時代其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簽署人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之副本，須於大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送達本公
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為香港灣仔港灣道26號華潤大廈39樓，方為有效。

3.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三年月六月五日（星期四）（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股
東如欲領取擬派發之末期股息，務請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之股票，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
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標準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4.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規定，就上述第5項決議案建議購回授權而刊發之說明文件，將連同本公司二零零二年年
報一併寄發予股東。

末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營業額和股東
應佔溢利分別約達港幣28,822,000,000元和港幣1,402,900,000元，比
較去年攀升19.1%和16.4%。紡織業務所帶來的溢利代替了地產發展
業務預計的溢利減少。本年度按加權平均數基準計算的本集團每股
盈利為港幣0.68元，而二零零一年則為港幣0.60元。

以地域分析，二零零二年的中國內地營業額佔42.4%，而去年則佔
31.9%。該增長與本集團加強中國內地業務比重的策略方向一致。

股息

董事局建議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日或前後，向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
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二零零二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港幣
0.13元（二零零一年：每股港幣0.1元）。

連同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09元及包括已於二零零二年二月八日派付
的特別股息每股港幣0.25元，本年度之派息總額合共每股港幣0.47
元（二零零一年：每股港幣0.18元）。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期間（包括首
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獲派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
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三十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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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焦點

本集團已經劃定中國內地的零售市場，作為經銷業務增長的動力源
頭。於二零零二年，中國內地的零售銷售以名義的8.8%增長，領先
國內生產總值6.7%的名義增長，一如以往八年中國內地的表現。國
內一片蓬勃的經濟，城市的發展勢頭，加上消費者越來越喜歡舒適
寬敞的購物環境和優質產品，給予零售市場有力的發展支持，令現
代的食品零售市場，尤其是大賣場和超級市場迅間大受歡迎。中國
在入世以後，經濟將會更加開放，我們相信國內的消費者市場依然
在蛻變初期，還有很多的發展機會。

在本集團以零售為主的經銷模式下，我們的食品、紡織和飲品等一
部份和消費有關業務便成為我們零售業務的供應鏈。本集團的目標
是要令零售業務和供應鏈相關的經銷業務之間，締造更大的協同效
益。集團暫時計劃將新鮮食品和成衣產品與零售業務融合。

去年，我們與專業公司攜手合作，為我們的零售、食品和物流業務制
定策略。在今年，我們亦開始透過出售非核心資產，繼續精簡業務。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本集團為了精簡業務，專注核心業務，遂
建議進行集團重組。建議一旦得到通過和推行，本公司的股東將可收
取以實物分派的特別股息  —  本集團目前的混凝土製造業務的權
益，此權益將注入在一間新控股公司  —  華潤水泥控股有限公司
（「華潤水泥」）內。是次集團重組須待（其中包括）本公司的獨立股東
批准收購部份由華潤集團持有的水泥業務。華潤水泥已經向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申請，透過介紹上市的方式在聯交所上
市。集團重組的詳情將會載入向股東寄發的通函內。我們會繼續審視
集團的業務組合，以符合股東權益和利益的方式提高整體的效益。

公司管治

為了提高財務的透明度，本集團在去年十一月自動宣佈首次的季度
財務和業務回顧。我們有意在未來繼續公佈季度財務和業務回顧。
事實上，我們是第三間恆指成份股公司主動公佈季度業績。以下是
本集團在去年採取的其他主要公司管治措施。

‧ 本集團的執行委員會是制定公司策略和監督它的實施，它曾於
二零零二年九月舉行會議，討論內部的公司管治標準和比較。
委員會其後通過建議，提高我們的標準。

‧ 我們在去年底印製了公司管治手冊，並在內部分派。手冊列出
我們的公司管治原則和實務，也會定期更新，以達國際標準。

‧ 作為進一步鞏固委員會的獨立性去回顧管理層的表現，本集團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宣佈委任李家祥議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集團矢力向股東保證，在各方面維持高質素的公司管治，也已經
向全體管理層頒佈有關的要求。基於去年果斷積極的努力，我們未
來會繼續力求改善，更進一步。

投資者關係

去年，本集團的高級管理層和各業務單位的主管緊密合作，共同為
加強投資者關係的目標而進發，務求與香港和海外的股東、金融界
和傳媒建立起開放互動的溝通。在過去一年，本集團安排了各項的
公司採訪、實地採訪、路演和會議，向投資者詳盡介紹業務及新投
資項目。這些活動共有超過240位分析員和440位基金經理出席。管
理層透過與投資者積極互動的溝通，更清楚明白投資者的興趣和關
心所在，實在獲益良多。本集團在推動與投資者之間的關係上，所
花努力得到金融界和媒介的熱烈反應。

此外，本集團也在本年度翻新了集團網站，讓各界更容易掌握公司
的最新消息。集團也經常發出新聞稿和演示材料，務求投資者緊貼
公司的最新發展和資訊。

社會責任

本集團矢志與香港社會攜手改變生活。在二零零二年十月，本集團
與華潤集團聯辦一項招聘計劃「華潤帶你闖內地」，為新畢業的大學
生創造100個職位空缺。是次活動反應空前，有超過1,800位應徵者
出席。此外，本集團各級的員工都有機會參與持續培訓計劃和不同
課題的工作坊，加強員工在事業和個人方面的發展。

本集團也訂下目標，減少集團業務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並以此為己
任。我們的啤酒、石油、化學品經銷、食品加工和經銷等各項業務
已經推行嚴謹的環保措施，將影響減至最少。本集團會繼續鼓勵推
行各種以香港及中國內地社會福祉為依歸的政策，同時竭力達到業
界標準。

全新形象

二零零二年九月，華潤集團進行了公司形象革新運動，推廣和提升
集團的全新形象。新標誌中的四個中文「人」（Λ）字是陷於我們的新
標誌，代表華潤本身文化的四大方面  —  為人效力、以人為主的
增長、尊重人民、改善人民生活。本集團聯同母公司，致力豐富人
民生活，為客戶、股東和僱員締造最大利益。本集團已經定下明確
目標，透過創新改革，提升改進，在中至長期內確立核心業務的領
導地位。我們的公司口號：「與你攜手，改變生活」跟本集團與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的業務遙遙呼應。

前景

二零零二年，香港的通縮依然，全球的經濟放緩，不論在經濟還是
政治，也充滿著各種不明朗的因素，所以我們本年度的業績是在一
片艱難的環境下實踐出來。營商環境雖然挑戰滿途，但本集團已經
為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固的基礎。雖沒有物業發展業務帶來的盈
利，但二零零二年的盈利仍然保持穩定，證明我們在二零零零年六
月進行的集團重組已收初步成效。在過去二至三年，我們已經重整
業務組合，減少對物業發展的依賴，轉至專注經銷業務。

我們已經透過收購和實質增長，加快在中國內地零售市場的投資步
伐。本集團鎖定目標，希望中國內地的零售業務在五年內實踐人民
幣500億元的營業額，帶動公司的發展。集團成功收購華潤萬佳和
蘇果，都是實現集團零售大計的重要一步。而且，我們已經替超級

市場展開全新形象運動。集團將會設計一個形象獨特鮮明的品牌形
象，推行全國。世貿開拓了直接進入中國市場的大道，所以超級市
場行業的競爭將會日漸加劇。為了在一片競爭之中脫穎而出，我們
已經強化本身的供應鏈、加強地區控制、提高成本效益，廣招優秀
人才。當我們的零售大計在二零零六年成功落實後，我們的盈利基
礎將可增強，帶來更多經常收入。

此外，我們的供應鏈相關業務，包括食品、飲品和紡織等業務已經
準備就緒，物色中國內地的增長契機，為我們的零售業務帶來協同
效益。雖然香港的業務飽受連續三年的通縮和高企的失業率影響，
但業務在本年度卻展示出強勁的回升力，帶來穩定的現金流量。在
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來自中國內地的收益和除稅前盈利比例，由截
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31.9%和12.5%增至42.4%和
29.5%。

在沒有不可預見的情況下，我們期待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繼續達到
理想業績，而中國內地的營業額有可能超前香港。我們有十足的信
心，集團有持久毅力可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突圍而出。

僱員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除其聯營公司以外僱用約
66,000人，其中約63,000人在中國內地僱用，其餘要駐守香港。本
集團僱員按其工作性質及市況收取薪酬，附以獎勵計劃，以現金花
紅和購股權形式鼓勵個人表現。本公司的舊購股權計劃已終止，並
以已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股東大會上通過採納新購股權計劃取
代。詳情玆概述於集團二零零二年年報內。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感謝陳威武先生在過去的寶貴貢獻。陳威武先
生已經因為私人理由，辭去本集團執行董事一職。本集團董事謹熱
烈歡迎董事會新成員  —  新任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家祥博士。我們
深信，憑著他在擔任公職、會計實務和專業管理上的豐富經驗，李
博士定會成為董事會另一要員。

最後，本人謹此衷心感謝員工在過去一年努力不懈、辛勤工作致意。

主席

寧高寧

香港，二零零三年四月三日

業務回顧

石油及化學品經銷

本集團的石油及化學品經銷業務主要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從事石油、
石油氣和化學產品的市場推廣及經銷。

回顧年度內，全球經濟不明朗，中東地區戰雲密佈，市場憂慮中東
的石油供應，加上中亞一帶異常寒冷的冬天，都對原油和石油產品
的供應和價格造成影響。原油價格由二零零二年初每桶21美元，飆
升至年底時每桶31美元。儘管出現上述各項的波動改變，本業務在
二零零二年仍能取得佳績。

本業務在二零零二年度的營業額錄得港幣10,500,800,000元，比去年
上升6.2%。二零零二年度的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錄得港
幣284,700,000元，比二零零一年增長24.9%。

石油業務在二零零二年度錄得營業額港幣8,076,800,000元，比去年
上升2.1%，整體銷量維持去年水平。與去年比較，柴油銷量下跌
17.4%，燃料油和航空煤油分別上升3.3%及19.4%。雖然原油價格波
動和業界競爭令柴油和航空煤油面對售價下調的壓力，但中央購貨
和改善物流控制卻提高了本業務的盈利。香港的石油氣業務在回顧
年度內表現平穩。

香港的石油及石油氣加油站的銷量於二零零二年度錄得19.7%升
幅。由於香港政府引進石油氣環保的士，令使用石油氣的車輛數目
不斷增長，再配合兩個新增的石油氣加油站，造就了自營加油站的
石油氣總銷量比去年急升28.4%。雖然近日石油氣購入成本上漲，
但港府每六個月預設的石油氣價格上限卻令價格無法及時調整，導
致盈利貢獻額下跌。此外，香港主要的石油經銷商已經開始在本身
的油站加設石油氣補充設施，預期將令競爭加劇。至於中國內地油
站的銷量，預期在二零零三年可於直銷業務的配合下改善。年終
時，本集團在香港有19個石油及石油氣加油站，在中國內地有22個
石油加油站。本集團在本年度成功取得一個位於澳門的加油站經營
權，預期可在二零零三年投入服務。在回顧年度內，本集團的加油
站嚴格遵守安全標準，令保險費用不升反跌。

借助於中國內地的巨大需求和不斷改善的經銷網絡，化工品業務表
現出色。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項業務錄得營
業額港幣1,005,100,000元，比較去年跳升44.2%，經營溢利達港幣
33,100,000元，而去年則錄得經營虧損港幣19,700,000元。

在回顧年度內，海運業務錄得營業額港幣740,400,000元，比去年下
跌22.4%，但經營溢利卻比去年增長77.5%至港幣25,600,000元。營
業額下跌是因為船隻燃料補給的銷量減少，至於溢利增長則因為邊
際利潤好轉，加上有效控制船務成本所致。

本集團預期全球油價短期內仍會波動，本集團將會採取審慎措施，
減低對業務表現的影響。

零售

過往兩年，香港經濟飽受通縮、樓價持續下滑、失業率高企等負面
影響。不論香港還是中國內地的零售業，都存在激烈的競爭。在一
片陰霾的經濟環境下，消費者對售價格外敏感，零售商因此需推出
大減價及會員計劃，爭相汲取日漸減少的消費額。本集團的零售業
務在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港幣
6,344,200,000元，比去年上升57.6%，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
利則達港幣24,300,000元，較去年減少21.4%。

超級市場

本集團目前在香港和中國內地合共經營近460間店舖，其中包括自
營店舖及一些在中國內地的特許經營店舖。本集團在二零零二年七
月以人民幣372,000,000元（港幣350,000,000元）收購華潤萬佳有限公
司（「華潤萬佳」）（前稱萬佳百貨股份有限公司）65%的股權後，躋身
為華南地區最大的單一超級市場集團。本集團在二零零二年九月以
人民幣232,000,000元（港幣217,000,000元）的代價收購蘇果超市有限
公司39.25%的股權，鞏固中國內地的零售業務。中國內地業務所佔
的營業額由二零零一年的29.5%增至二零零二年的62.7%，自營店舖
由254間增至316間，加強對中國內地業務的重視。本集團在二零零
三年會增設更多新店，拓展超級市場的業務。

超級市場業務在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
港幣4,386,300,000元，比去年跳升97.3%，然而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
費用前的虧損為港幣 9,600,000元，較二零零一年的溢利港幣
2,900,000元減少。本集團應佔超級市場二零零二年息、稅、折舊和
攤銷前的盈利達港幣127,000,000元。整體息、稅、折舊和攤銷前的
盈利率維持去年2.9% 的水平。在回顧年度內，新收購的華潤萬佳
業務帶來港幣2,200,000元的溢利。是項業績已經包括因二零零二年
新店數目急升，而帶來較大的一次性開店前期費用，以及收購華潤
萬佳65%的股權後，五個月的商譽攤銷港幣3,900,000元。營業額突
飛猛進，原因是本集團在二零零二年七月收購華潤萬佳之後，中國
內地的店舖數目大增所致。

本集團已經開始更新中國內地的店舖模式，迎合客戶需要，迎合市
場環境轉變，而且亦開展了全新公司形象活動，以建立全國性品牌。

鑑於中國內地零售業持續增長，本集團透過擴展營運規模，提高內
部效益。對於中國內地零售業務日後的持續增長及盈利改善表現十
分樂觀。

品牌時尚產品經銷

本集團在中國內地的品牌時尚產品經銷業務穩步上揚。本集團目前
在指定的城市經銷18個在國際享負盛名的品牌，截至二零零二年底
為止，自營和特許經營時裝店的數目已經由去年底大約570間增至
761間。早年開發品牌所投入的大量開辦費已開始得到回報。本集
團會不時評核各店舖和各品牌的表現，考慮結束盈利不高或無利可
圖的店舖，以及放棄發展潛力有限的品牌。本集團會繼續擴充業
務，開設新店，完善分銷網絡，提高本集團的市場份額。

本業務在回顧年度內錄得營業額港幣893,600,000元，比去年上升
28.0%，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則由二零零一年減少4.0%
至港幣4,500,000元。營業額強力增長，主要是二零零二年不斷擴充
店舖的成效。

香港零售

本集團目前在香港經營以華潤百貨、中藝和  CRCare 華潤堂為名
的零售店舖。CRCare 華潤堂的英文前稱是  CRC Medichall。本業
務在二零零三年一月為零售店舖推出新形象。

本集團為了配合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已經採取策略部署，將傳統
的百貨公司逐步轉型為品類店。在二零零二年度，因業主收樓重
建，本集團結束了位於中環的華潤百貨商場，重新裝修了灣仔和星
光行的中藝商場，中藝經營中高檔工藝首飾和傳統服裝的形象更加
突出，另外，旺角的華潤百貨商場將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底結業，而
太古廣場的中藝商場亦會按新形象重新裝修。二零零三年一月，本
業務以全新的「華潤堂  CRCare」之名，在土瓜灣開設了第一間超
級店。新店佔地12,000平方呎，售賣參茸藥材、中西成藥、個人護
理用品、保健食品、海味乾貨、家居用品、運動用品等，同時還提
供診症服務。此項全新以健康生活為主題的品類店拓展將是香港零
售業務未來的主營業務之一，而中藝亦將拓展為時尚化，品味化的
知名品牌店。

香港的零售業務在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
額港幣1,064,300,000元，比去年減少3.6%，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
用前純利港幣29,400,000元，比去年上升 26.3%。結束兩間百貨公
司，所以業務表現受到影響。

食品加工及經銷

儘管香港目前經歷的經濟困境，本集團的食品加工和經銷業務表現
相對地平穩。

食品加工及經銷業務在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
營業額港幣4,803,400,000元，比二零零一年減少16.5%，未計公司總
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為港幣336,800,000元，比去年減少15.1%。消
費不振及二零零二年一月取消出口至香港之冷凍肉食配額獨家代理
權均導致收益減少。若剔除因二零零一年支付港幣13億元股息後而
導致利息收入減少的影響，二零零二年純利比去年只微跌3.7%。

食品經銷業務在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營溢利
比去年下跌4.5%。溢利下跌是因為二零零一年爆發禽流感和泰國凍
肉暫停進口，令活豬需求異常殷切，才造成本業務的經營溢利下跌
的錯覺。在回顧年度內，實力雄厚的銷售隊伍協力成功推出新產
品，加上日漸增多的新客戶，令食品經銷業務的綜合及其他食品的
營業額比二零零一年增長11.3%，經營溢利上升22.7%。透過審慎的
市場策略和增加直接進口海外和中國內地凍肉，本集團凍肉的毛利
率上升5.4個百分點。此外，本集團為提高香港市場份額，積極推廣
五豐品牌的鮮肉、冰鮮肉和凍肉，成績理想。

冰淇淋和凍肉加工業務因為網絡擴充、產品種類增加及毛利改善，
令整體表現理想。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業額
比去年增長19.5%，經營溢利跳升14.9%。

經濟不景，本集團在歐洲市場面對南美鮮蝦供應商更大的競爭，加
上日本市場的消費亦同時減少。全球經濟放緩，導致海水蝦和金槍
魚在二零零二年的售價下跌。然而，燃油價格逆市上漲，帶動運輸
成本上升，令遠洋捕撈和水產品加工業務的營業額即使維持去年相
若水平，經營溢利則比二零零一年減少。

儘管屠場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屠宰量和收益
比去年減少，但屠宰及其他業務的經營溢利因效率提升及有效地
控制成本而上升5.2%。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三月成立一間合營公司，負責在上海興建一
所先進的肉食加工中心，為進軍內地市場立下奠基石。

樂觀展望，中國內地蓬勃向上的經濟正好為本集團創造良機，擴充
目前在內地的業務，提高市場份額。

飲品

本集團是國內第二大啤酒廠，銷售量上升62.3%至2,343,748千升。
中國內地的啤酒業正處於整合期，小數大型的釀酒廠相繼出現。本
集團會繼續在目標地區進行收購，壯大生產能力，繼續實現本身的
發展策略。本集團亦會加強「雪花」牌的宣傳力度，提高其市場份額
和盈利能力。「雪花」牌的銷量上升37%至442,000千升，其中約一半
在瀋陽以外銷售。

本集團在二零零二年四月收購了位於武漢市的一家新釀酒廠，及在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購入位於盤錦的一家新釀酒廠，使總釀酒廠數目
增至28間，整體年生產能力高達約4,000,000千升。新的釀酒廠順利
與業務融合，創出良好的協同效益。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本集團
收購了位於瀋陽的一間釀酒廠的少數股東權益，亦在二零零三年一
月，收購位於北京的一間釀酒廠的70%股權。

本業務在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港幣
3,738,100,000元，比去年增長54.9%，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的
純利達港幣100,100,000元，比去年上升64.5%。大部份增長是因為
本集團分別在二零零一年底收購了四川藍劍釀酒廠和在二零零二年
收購武漢的釀酒廠所致。

啤酒和淨水在二零零二年度的銷量分別達2,343,748千升和279,777千
升，分別比去年上升62.3%和17.7%。若剔除新收購的業務，啤酒銷
量在回顧年度錄得5.2%的內涵增長。

紡織

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以港幣940,000,000元的代價，向母公司  —
華潤（集團）有限公司（「華潤集團」）收購紡織業務。是項收購包括
華潤集團訂明一項港幣160,000,000元的盈利保證。所收購的紡織業
務自一九五零年代末開展以來，已成為紡織業鼎尖領導公司之一，
主要在中國內地從事製造和經銷紡織及成衣的業務，擁有穩健的進
出口網絡，雄厚的供應以及遍佈全球的客戶。本集團已經在二零零
二年五月收購了位於山東多個業務單位的少數股權，以及在二零零
二年十一月收購位於河北一間公司的控股權益，務求鞏固紡織業務
的管理工作。為了減省所收購業務的經營和生產成本，協助本集團
落實計劃，提高在中國內地高度分散的紡織成衣業的市場份額，本
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宣佈以人民幣163,500,000元的代價，收購深
圳的一間上市公司  —  華潤錦華有限公司的51%股權。是項收購仍
有待監管機關審批，包括提出全面收購建議的豁免權，方告完成。
此外，本集團亦於二零零三年三月訂立另一項協議，收購位於江蘇
的一項紡織生產業務。為了提高品質，從而改善毛利，本集團已經
在二零零二年底展開一項計劃，利用內部資源，以先進機器取替舊
有機器。美國西岸港口在二零零二年九月的工潮並沒有嚴重影響成
衣出口的業務。

紡織業務在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港幣
2,521,500,000元 ， 未 計 公 司 總 部 利 息 和 費 用 前 純 利 達 港 幣
164,300,000元。在回顧年度內，就華潤集團訂明的盈利保證要求的
港幣160,000,000元已經達到。

本集團對於紡織業務非常樂觀，相信更新後的技術在發揮影響力
後，業務將會更具競爭力，同時帶來更理想的回報。

物業

在回顧年度內，香港的樓市一片淡靜。辦公室和工業物業的淨租金
繼續下滑，回復至一九八八年的水平。樓市下滑影響本集團的租金
收入，但物業出租率依然維持高企。

物業業務在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港幣
540,80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1,478,900,000元），未計公司總部
利 息 及 費 用 前 純 利 港 幣 220,800,000元（二 零 零 一 年 ： 港 幣
512,700,000元）。營業額和盈利較二零零一年遜色，反映本集團已
經採取政策轉攻零售業務。

物業發展

本集團在香港的物業發展業務，包括就灝景灣發展項目的55%權
益，在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港幣
70,80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999,200,000元），未計公司總部利
息及費用前純利港幣12,30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208,000,000
元）。灝景灣項目已經竣工，大部份住宅單位已在過往年度售出。
在二零零二年底時，僅餘三個住宅單位待售，500個停車位有211個
已經售出及有266個已經租出。

收租物業

本集團的零售物業位於香港黃金地段，包括銅鑼灣、旺角、尖沙咀
和荃灣，總樓面面積約達398,000平方呎。本集團位於南豐中心的新
之城，針對年青新一代，自從二零零零年開業以來，租金收入一直
保持穩定增長。憑著這次成功經驗，本集團遂決定在二零零三年翻
新位於旺角的零售物業，以革新裝修和鮮明主題吸引和挽留客戶。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大部份零售物業都已經租出。本集團持作
工業和辦公室用途的收租物業，總樓面面積分別約達812,000平方呎
和163,000平方呎。

本集團的收租物業包括零售店舖、辦公室和工業單位，在截至二零
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港幣286,500,000元（二零
零一年：港幣309,400,000元），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港
幣148,50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242,500,000元）。本集團已為本
業務投資物業在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為止的重估減值計提港幣
78,600,000元的撥備，其中港幣57,400,000元已在集團的綜合損益表
內反映和港幣21,200,000元在儲備反映。

本集團是香港經營貨倉和冷倉倉庫的主要公司之一，倉庫樓面面積
有1,550,000平方呎。經濟持續疲弱，令貨倉和冷倉倉庫的佔用率由
去年的91%和90%下滑至今年的89%和86%。儘管競爭加劇，需求偏
軟，本業務的營業額仍然有平穩表現，營業額錄得港幣183,500,000
元（二零零一年：港幣170,400,000元），純利達港幣60,000,000元（二
零零一年：港幣62,200,000元）。

其他投資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其他投資錄得營
業額分別為港幣518,400,000元（二零零一年：港幣774,300,000元），
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利港幣407,300,000元（二零零一年：
港幣169,500,000元）。

若剔除二零零一年出售資產的港幣59,100,000元收入，以及出售銀
行業務投資的已確認虧損港幣292,000,000元，二零零二年度的溢利
實質增加1.2%。

貨櫃碼頭

本集團擁有  HIT Investments Limited 的10%權益。香港和鹽田深水
港共同服務深圳和華南市場，合併吞吐量和息稅前盈利均分別錄得
21%和11%的增長。

建築物料

雖然建築材料業務在回顧年度的表現受稀疏的建築活動影響，但本
集團對長遠前景仍然審慎樂觀，因為港府仍會利用大量投資基建項
目來維持香港的競爭力。港府已經宣佈出多個重點發展項目，包括
維多利亞港、運輸建設、市區重建、興建港口和新市鎮等。這些興
建項目均可帶動混凝土的需求。

本業務在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港幣
391,500,000元，比去年減少41.3%，未計公司總部利息及費用前純
利減少港幣53,300,000元，比去年下降62.4%。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本集團宣佈建議透過向股東分派股
份，重組預拌混凝土業務，務求精簡和專注核心業務。

財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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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所需資金。在二零零二年四月全數償還175,000,000美元浮息票
據，以及悉數償還港幣29億元銀團貸款後，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的借貸為港幣5,429,000,000元，其中港幣2,278,500,000
元於一年內到期。本集團的綜合現金達港幣3,946,100,000元。本集團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動用的借貸備用額約港幣20億元
（二零零一年：無）。除了本集團在二零零一年五月發行及於二零零
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到期的230,000,000美元可換股擔保債券以固定息
率計算利息外，所有其他銀行貸款均以浮動息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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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比率維持在約9.0%的低位。

本集團大部份資產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訂值。於二零零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借貸中有21.2%以港元列值、39.3%以美元
列值及39.5%以人民幣列值。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
團在外㶅合約、掉期利息或貨幣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上並無重大
風險。

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十月獲批出一項價值港幣30億元的雙重貨幣銀
團貸款備用額度。美元貸款息率為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39個基點，
港幣貸款息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39個基點。是項備用額度將會
作為償還現有貸款及應付本集團及其附屬公司的營運資金需求。

資產質押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淨值達港幣466,400,000元（二
零零一年：港幣 654,000,000元）的固定資產已質押作為港幣
370,600,000元（二零零一年：短期貸款港幣438,300,000元和長期貸款
港幣37,600,000元）之短期貸款的抵押品。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主 席 報 告

管 理 層 討 論 與 分 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