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食品（00506.HK）

二零一零年中期業績公佈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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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演示材料由中國食品有限公司制作，用於幫助討論2010年中期業績。其全部或部分內
容均不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分發、復制或再分發，或傳遞給其他任何人。參與本次演示活
動，你即同意接受上述約束。任何不遵守將可能違反有關法律或規定。

本演示材料的内容不構成任何有關證券的買賣要約，也不成為任何合約或承諾的依賴基
礎。

本演示材料可能包括前瞻性稱述。潛在投資者需謹記實際結果可能與下述前瞻性陳述有
顯著區別。

本演示材料内容没有經過獨立第三方的驗證。不能保證以及依賴內容的公正、準確、完
整和正確。本演示材料内容应该在當時環境來理解，沒有也不會在演示結束後再更新內
容來反映重大的發展變化。本公司和相關董事、管理層、雇員、代理人和顧問在任何時
候都無須為本演示材料內容負責，因此也無須為由于使用本演示材料內容造成的任何損
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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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1.二零一零年中期財務表現

2.二零一零年中期業務回顧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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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食品（00506.HK）

二零一零年中期財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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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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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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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上半年 2009年上半年 增長率（％）

銷售收入 84.44億港元 81.91億港元 +3.1%

綜合分部業績合計 3.55億港元 4.91億港元 -27.7%

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盈利 3.66億港元 5.05億港元 -27.5%

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盈利 1.79億港元 3.01億港元 -40.5%

每股盈利 6.4港仙 10.77港仙 -40.5%

股東權益回報率(ROE)(6個月) 3.2% 5.8% -2.6ppt

EBITDA# 5.40億港元 6.22億港元 -13.2%

有效稅率* 29.7% 25.3% +4.4ppt

*本集團有效稅率乃按稅項除以經調整除稅前溢利（不包括分佔聯營公司溢利貢獻）計算。

#本集團EBITDA乃財務成本、入息稅、折舊、攤銷(無形資產和土地出租溢價)及聯營公司溢利貢獻前利潤。



資產、負債和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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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30日 2009年12月31日

總資產 120.33億港元 124.96億港元

總負債 49.02億港元 56.11億港元

少數股東權益 15.07億港元 14.02億港元

淨資產 56.24億港元 54.83億港元

總負債/總資產 40.7% 44.9%

有息負債/淨資產 20.2% 17.1%

已發行在外股數（億股） 27.92億股 27.92億股



收入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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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港元)

2010年上半年 2009年上半年 增長率

酒業 14.56億港元 15.71億港元 -7.3%

飲料 39.52億港元 38.61億港元 +2.4%

廚房食品 28.54億港元 25.88億港元 +10.3%

休閒食品 1.83億港元 1.71億港元 +6.7%

合計 84.44億港元 81.91億港元 +3.1%



分部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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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2010年上半年 2009年上半年 增長率

酒業 1.66億 3.10億 -46.5%

飲料 2.12億 2.12億 ---

廚房食品 約950萬 約700萬 +35.7%

休閒食品 -約3,250萬 -約3,760萬 N/A

合計 3.55億 4.91億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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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業務回顧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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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酒2010年上半年整體銷量從約58,700噸下跌至49,100噸, 
減少16%。

酒類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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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2010年上半年 2009年上半年 增長

銷售收入 14.56億 15.71億 -7.3%

毛利率 58.7% 57.9% +0.8ppt

分部業績／銷售收入比率 11.4% 19.7% -8.3ppt

銷售及分銷成本／銷售收入比率 42.1% 34.1% +8ppt



營營銷模式戰略性轉型銷模式戰略性轉型

酒類業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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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結構提升產品結構提升
 「長城」桑干酒莊系列產品的銷售保持大幅增長, 實現銷售收入超越
8,000萬港元, 比去年同期增長約5.7倍。

 「長城」桑干酒莊系列產品以試點形式通過品牌驅動的營銷模式經營, 
其銷售增長勢頭持續向好, 加強了我們對轉型後營銷模式的信心。

酒類業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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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類業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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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策略品牌策略
 借助「長城」葡萄酒成為「上海世博會唯一指定葡萄酒」的契機
及國宴用酒的概念，積極開展多種形式的品牌傳播，有效增加了
品牌曝光率及美譽度。



酒類業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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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產品組合豐富產品組合
 我們開發上海世博會(“世博”)特標、世博紀念產品和禮盒產品並於市場
銷售。

 我們積極策劃推出全國統一佈局的中高端系列產品，計劃於今年第四季度
上市。

 酒類業務淘汰年銷售額貢獻較少的非主打產品，使產品線更加清晰，進一
步提升產品競爭力。



渠道建設渠道建設
 我們參考世博內中國展覽館作為商場及超市內擺放陳列的設計，
並開展多種促銷推廣活動。

 我們在北京及上海的商場及超市啟動陳列優化項目，目前已完成
約數百家形象店建設及售點陳列改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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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類業務（續）



飲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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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2010年上半年 2009年上半年 增長

銷售收入 39.52億 38.61億 +2.4%

分部業績／銷售收入比率 5.4% 5.5% -0.1ppt



 異常天氣異常天氣
 今年前四個月由於受到異常寒冷天氣影響，上半年銷量增長較緩慢。

 隨著天氣逐漸回暖，飲料銷售增長已逐漸加快, 預期全年仍然能有較好的表現。

飲料業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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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料業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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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酸及非碳酸飲料推出新產品碳酸及非碳酸飲料推出新產品
 「雪碧茶」於本年初上市。作為「雪碧」品
牌的延伸。

 我們預計這個產品將吸引新的、年輕的消費
者，並給碳酸飲料注入新的增長動力。

 我們推出了「美汁源」系列新口味及新產品,
例如具有高附加值的「美汁源10分V」果汁
飲料等，進一步加強「美汁源」品牌的市場
地位。

 根據ACNielsen截至2010年6月底的市場調查
數據,「美汁源」品牌在中國的果汁飲料市場
份額超過25%,排名第一。



產能擴充產能擴充

 目前，我們飲料業務的年產能約為6.07億標箱。

 新建的內蒙古裝瓶廠準備於今年下半年投產,年產能將增
加約2,100萬標箱, 預計將有助於擴大我們的銷售地域覆
蓋及提升我們的營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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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料業務（續）



廚房食品業務

港元 2010年上半年 2009年上半年 增長

銷售收入 28.54億 25.88億 10.3%

毛利率 8.8% 11.9% -3.1ppt

分部業績／銷售收入比率 0.3% 0.3% ---

銷售及分銷成本／銷售收入比率 7.7% 11.3% -3.6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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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食品業務的銷量約為290,000噸, 
比去年同期增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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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食品業務 (續)

品牌推廣品牌推廣
借助上海世博的機遇，我們大力推廣「福臨門」品牌。「福臨門」品牌食用油均以「世
博會唯一指定糧油產品」進行推廣。

「福臨門」食用油更實現了對27個世博國家館餐廳的供應，包括加拿大、意大利、丹麥、
芬蘭、澳大利亞、美國等,有效提升了「福臨門」品牌的美譽度。

銷售渠道提升銷售渠道提升
我們繼續致力於加強渠道滲透及建設。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 我們針對性地向三四線
城市進行滲透, 主動加強與縣級經銷商合作,至今我們終端售點的覆蓋達到約21.4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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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食品業務 (續)

 產品創新產品創新
 隨著消費者健康意識進一步提升, 消費升級加快, 我們繼續積極推動
產品創新, 推出美味、營養、健康的食用油。

 「福臨門」DHA谷物多調和油於中期期間成功上市, 已經在100個城
市、7,900多家門店鋪市銷售，有效提升品牌形象, 豐富了高端健康油
種的產品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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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房食品業務 (續)

 增添增長動力增添增長動力
 我們預期將受益於母公司在食用油產業內的中上游產能部署。

 預計母公司將在2010及2011年於山東、廣西、天津及江西等地完
成產能擴建工作。

 我們將全方位借助該等中上游產能部署帶來的成本優勢, 開拓新增
市場據點, 積極擴大市場份額, 為廚房食品業務增添增長動力。



於中期期間, 即使春節及情人節這兩個傳統巧克力送贈節日重
疊,我們仍然實現銷售收入約1.83億港元, 比去年同期增長約
6.7%。

休閒食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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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2010年上半年 2009年上半年 增長

銷售收入 1.83億 1.71億 +6.7%

毛利率 48.6% 44.1% +4.5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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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食品業務 (續)

品牌策略品牌策略
我們透過較大力度的廣告、欄目植入、網路傳播及主題促銷等活動
進一步提升「金帝」品牌和其子品牌「美滋滋」品牌的知名度與美
譽度。

「美滋滋」與湖南電視台綜藝節目《花兒朵朵》欄目合作，藉著該
欄目贊助的機會, 我們在各終端銷售點開展主題活動, 大大提升了品
牌曝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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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食品業務 (續)

豐富產品組合及提升銷售渠道豐富產品組合及提升銷售渠道
我們一方面根據市場調查進行口味測試, 持續對配方加以改善。

我們積極推動新產品開發，重點完成了充氣巧克力、巧克力沖飲及
凝膠糖果等新產品的開發。

在渠道策略方面，繼續積極開發渠道和拓展售點，例如開拓網絡銷
售渠道等。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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