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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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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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0）

二零零八年末期業績公告

• 收益達人民幣 9,241.6百萬元，增長 6.8%

• 本集團毛利率為 34.1%，上升 0.4%

•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人民幣 878.7百萬元，增長 1.1%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 343.8百萬元，下降 18.9%

• 建議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2.866分及建議二零零八年特別股息每股人民幣
1.910分

主席報告書

目前全球經濟正處深幅調整之中，美歐日三大經濟體都已陷入衰退。中國政府拉動內需的成效已
初步顯現，整體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仍可期待，我們仍樂觀期待整體快速消費品的正向成長發展。
展望二零零九年，鑒於全球的經濟情勢很難有所立即改觀，中國政府擴大內需的政策雖能促使經
濟繼續成長，但對企業的經營仍存在相當的挑戰與適應。

每一次的經濟危機，對企業經營都是一場優勝劣敗的淘汰戰，誰能更快適應危機，並盡快調整經
營體質存活下來，誰就能在危機過後新一輪的競爭中更上一層樓。經過多年在中國市場的粹煉，
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統一中控」）或（「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經營團隊已
積累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有自信能應對是次危機。自從二零零六年第三季起，本公司就已加速
推動企業的內部改造，開始全面調整經營體制，至今已經有2年時間，雖然仍有無限優化空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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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改造的績效，已在整體組織競爭力上逐漸顯現。在二零零八年包含金融危機等因素所籠罩下
的經營環境，統一中控的經營雖然受到許多衝擊，包括不可控制的匯兌損失及帳款糾紛等，導致
對預期目標的完成有所影響，但整體持續性的營業收益仍保持穩健成長，進而也帶動營業毛利持
續增加。

統一中控的基礎鞏固，財務穩健，擁有核心競爭力及良好的經營管理能力，我們在二零零九年會
善加利用這場罕見的金融危機，將危機轉變為機遇，積極通過優化組織能力來擴充市場營銷，進
一步擴大我們的市場規模，全力以赴完成本公司董事會賦予的經營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除
了將加速內部的組織改造、持續優化人力資源及經營模式、不斷改善產品組合及強化管理能力及
內部控制外，我們也正實施更積極的績效考核及職務輪調系統，以全面提升人力素質及競爭力。
同時，我們還會更有效整合內部資源，加大建設生產基地及投資的力度，為危機過後的市場契機
做準備。現將二零零九年的工作重點摘要說明如下：

深化組織及經營模式的改革

我們為提升業務組織服務市場的能力，促進產品和消費者更緊密的聯繫，在二零零七年業務組織
改造時，即設定目標為精耕中國市場，建構銷售平台，提升整體市場服務的能力。於此同時，也
開始推動事業群利潤中心制，強化產品經營能力。

回顧二零零七與二零零八年為期兩年的階段性改造，除已實現組織改造所預期的目標，本公司的
業務更是持續穩固推進，獲利持續能力大幅改善。

展望二零零九年，我們仍將繼續深化組織及經營模式改革，朝既定的目標不斷提升核心競爭能
力，希望在未來的營運中，達到組織各部門皆有專業化及系統性的管理水平。

精進公司經營體質、提升公司戰鬥力

二零零八年，本集團收益合計人民幣9,241.6百萬元，較二零零七年上升約6.8%。其中，方便麵因
處於產品結構調整過程，使得收益僅得人民幣2,255.0百萬元，較二零零七年減少約7.8%，飲料收
益為人民幣 6,940.3百萬元，較二零零七年成長約 13.0%。其他業務收益人民幣 46.3百萬元，較二
零零七年減少約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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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度本集團因受一次性撥備等負面影響，整體利潤合計人民幣 343.8百萬元，較二零零七
年減少 18.9%。二零零九年起雖然許多原料價格因為金融危機而開始下降，事業群的產品毛利結
構因而得到進一步改善，但是這種外部的因素畢竟不可長久憑藉，因此二零零九年公司還是以產
品、利潤組合的持續優化，列為各事業群最重要的考核指標。我們更會嚴控費用支出，導入全公
司的績效考核，精進本集團的經營體質，以進一步提升組織的綜合效能。

強化市場地位、擴大市場規模

二零零八年方便麵事業群推動全方位的產品組合調整，以期能夠長期優化營運結構，從二零零八
年第四季起，我們已可看出調整後的業績、利潤都已開始朝向本公司所預期的方向發展。二零零
九年將持續伺機推出更多優質產品，以核心工藝技術滿足消費者對更高質量的選擇。

茶飲料在二零零八年內持續產品的優化，對全國性及地方電視與網路媒體增加投入的力度。我們
堅持品牌價值，廣泛增加與目標消費群的互動，提升品牌力，並對中國廣大二、三級市場擴散。
二零零八年的市場佔有率得到實質提升。二零零九年，我們會持續努力，再進一步提升茶飲料的
市占率與盈利。

果汁飲料的營運在二零零八年下半年起開始回升，統一鮮橙多的產品優化得到市場的認同。在多
元化的策略下，其中蜜桃多在中國一、二級城市都已取得領先地位。二零零八年在沿海主要城市
導入100%番茄汁，提供注重健康意識的消費者需要。展望二零零九年，我們將延續產品多元化的
策略，推出更多的果汁產品，加快市場擴張與通路擴建的速度。

包裝水在二零零八年內改善了產品與利潤結構，扭虧為盈。展望未來，我們將持續推出更高質量
產品，滿足城市消費者對質量的需求。奶茶與咖啡的經營，二零零八年在平穩中小有進步，我們
將持續優化產品及組合，期待二零零九年會有更好的表現。由於位處南方的廣東省，已邁入人均
國內生產總值突破 3,000美元的關卡，消費習慣將出現質的變化，對冷藏品的需求將逐步增加，我
們亦將持續聚焦冷藏事業部在廣東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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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策略

統一中控的經營目標：「為消費者提供安全、健康與快樂的產品，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我們將
繼續奉行以下主要原則為基礎的長期增長策略：

1、 以愛心和關懷成為國內的標杆企業：

成為與當地社會、環境和諧相處的本土化企業，用愛心和關懷促進當地經濟的繁榮和發展。

2、 發揮網路成效，創造競爭優勢：

商品與商品互補、市場與市場互補、通路與通路互補，構成獨樹一幟的網路，發揮相成功效。

3、 顧客滿意，永遠保持領先：

保持對當地經營環境的靈活應對能力，同時建立有效的客戶回應體系，落實「顧客至上、以客
為尊」的行銷理念。

4、 重視企業核心價值的傳承與維護：

誠實苦幹、創新求變、樂觀進取、健康祥和作為處世行事的準則，必須堅強、剛正、開朗、
謙卑、無我、正心、修身、敬業、樂群、對社會常懷感恩之心。

5、 經營人才當地化，經營團隊國際化：

就地選才、育才，務求人盡其才、才有所用。經營團隊上要求國際化、有國際經營之才能。

6、 以策略和品質為先的營運管理體系：

貫徹策略領先、品質至上的理念。積極留意與核心事業有關的內部和外部成長機會，鞏固擴
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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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公司得以持續發展，是有賴各方的支援和努力，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客戶、供應商、業務夥伴
及股東的鼎力支援致以衷心謝意，並特別對全體員工過去一年付出的努力及貢獻致謝。

羅智先
主席

台南 • 台灣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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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業績

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綜合收益表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9,241,571 8,656,777

銷售成本 4 (6,085,853) (5,742,097)
   

毛利  3,155,718 2,914,680

其他虧損－淨額  (4,428) (1,062)

其他收入  62,202 40,365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4 (2,277,750) (2,147,668)

行政開支 4 (416,191) (263,366)
   

經營溢利   519,551 542,949

融資收入  80,873 22,676

融資成本  (157,542) (40,359)
   

融資成本－淨額 5 (76,669) (17,683)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734) (40,800)
   

除所得稅前溢利  442,148 484,466

所得稅開支 6 (98,307) (60,461)
   

年度溢利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343,841 424,005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元列值）
 －基本 7 9.56分 14.04分
   

 －攤薄  9.56分 14.04分
   

股息 8 171,9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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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  171,952 158,438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56,937 1,889,691

無形資產  8,383 56,258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306,448 235,38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94,657 231,164

遞延所得稅資產  84,480 43,895
   

  2,922,857 2,614,828
   

流動資產
存貨  551,467 567,087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9 221,509 239,53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5,486 121,760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803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72,859 3,411,868
   

  4,202,124 4,340,251
   

總資產  7,124,981 6,955,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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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34,047 33,370

股本溢價  2,243,980 1,960,248

其他儲備
－擬派股息  171,909 –

－其他  3,292,606 3,191,209
   

總權益  5,742,542 5,184,827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貼  5,956 8,673

遞延所得稅負債  – 6,813
   

  5,956 15,48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513,003 471,21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21,139 916,660

借貸  8,562 296,175

其他長期負債－即期部分  5,685 46,192

即期所得稅負債  28,094 24,521
   

  1,376,483 1,754,766
   

總負債  1,382,439 1,770,252
   

權益及負債總額  7,124,981 6,955,079
   

流動資產淨額  2,825,641 2,585,48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748,498 5,2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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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本集團一般資料及本集團重組

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四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
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之地址為 PO Box 309GT, Ugland House, South Church Stree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已完成其全球首次公開發售，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主板上市（「上巿」）。

本集團之最終控股公司是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統一企業」），其股份在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本公司建立之前，統一企業在中國透過多家附屬公司從事中國飲料及方便麵業務及其他業務，包括生產麵粉、
食用油、動物飼料、水產品及家畜產品、食品及碳酸飲料之貿易及零售（總稱為「其他業務」）。其他業務與中國
飲料及方便麵業務分開管理。

為籌備上市，統一企業對中國飲料及方便麵業務進行了重組（「重組」）。根據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日完成之重
組，中國飲料及方便麵業務被轉移到本公司，自此，本公司成為現時組成本集團之附屬公司之控股公司。

重組涉及同一控制權下之各間公司。因此，本集團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指引第五號「共同控制合
併之合併會計法」編製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並按猶如重組後之本集團架構在截至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一直存在而呈列其業績及現金流。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
基準編製，並就重估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作出修訂。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算。這亦需要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過程
中行使其判斷。

(a) 於二零零八年生效之修訂及詮釋

與本集團營運相關：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對金融資產重新分類的修訂容許若干金融資產如符合
註明的條件，從「持有作買賣用途」及「可供出售」類別中重新分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金融工
具：披露」的相關修訂引入了有關從「持有作買賣用途」及「可供出售」類別中重新分類金融資產的披露
規定。此項修訂自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起生效。此項修訂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任何影響，因為本集
團並無重新分類任何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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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 -界定福利資產限額、最低資金要
求及兩者相互關係」，對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有關評估可確認為資產的盈餘金額的限額提供指引。此項
準則亦解釋了退休金資產或負債如何可能受法定或合約性的最低資金要求所影響。由於本集團主要參
與界定退休金供款計劃，故此項詮釋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與本集團營運無關：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

(b) 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之準則、修訂及對現有準則之詮釋

以下為已公佈的準則、修訂及對現有準則的詮釋，而本集團必須在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
期間或較後期間採納，但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與本集團營運相關：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報」（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號（經修訂）「借貸成本」（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企業合併」（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營運分部」（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師公會對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公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財務報表的呈列」（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修訂本）「僱員福利」（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號（修訂本）「借貸成本」（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修訂本）「資產減值」（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修訂本）「無形資產」（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關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金融工具：披露」、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的變
動和錯誤更正」、香港會計準則第 10號「結算日後事項」、香港會計準則第 18號「收益」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有多項輕微修訂而未有在上文提及。



11

與本集團營運無關：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聯營公司的投資」（及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金融工具：呈示」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金融工具：披露」的其後修訂）（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本）「金融工具：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財務報表之呈報」－
「可認沽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本）「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合資格對沖項目」（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起生效）。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綜合及獨立
財務報表」（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本）「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3號「客戶忠誠度計劃」（自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5號「房地產建設協議」（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6號「對沖海外業務淨投資」（自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起生
效）。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7號「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
生效）。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8號「從客戶轉讓資產」（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前生
效）。

• 香港會計師公會在二零零八年十月公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修訂本）「物業、機器及設備」（及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7號「現金流量表」的其
後修訂）（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0號（修訂本）「政府補貼的會計處理和政府援助的披露」（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本）「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聯營公司投資」（及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金融工具：呈報」及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金融工具：披露」的其後修訂）（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9號（修訂本）「嚴重通脹經濟下的財務報告」（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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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修訂本）「合營企業權益」（及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的其後修訂）（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修訂本）「無形資產」（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修訂本）「投資物業」（及對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的其後修訂）（自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41號（修訂本）「農業」（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修訂本）「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及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 1號「首次採納」的其後修訂）（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0號「政府補貼的會計處理和政府援助的披露」、香港會計準則第 29號「嚴重通脹
經濟下的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 40號「投資物業」和香港會計準則第 41號「農業」的輕微修
訂未有在上文提及。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包括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銷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代價之公平值扣除增值稅、退貨、回扣及折扣，並已抵
銷本集團內部之銷售。

根據本集團之內部財務報告，本集團已釐定業務分部將呈列為主要及唯一呈報方式，原因為本集團超逾90%之銷
售及業務活動乃於中國開展。

本集團乃按兩個主要業務分部組織營運，即飲料和方便麵之生產及銷售。

按業務分部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飲料 方便麵 其他 未分配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業績

收益 6,940,344 2,255,042 46,185 – 9,241,571
     

分部溢利╱（虧損） 767,292 (103,049) (10,937) (133,755) 519,551

融資成本－淨額      (76,66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734) – – – (734)
     

除所得稅前溢利     442,148

所得稅開支     (98,307)
     

年度溢利     34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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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飲料 方便麵 其他 未分配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業績

收益 6,143,016 2,445,484 68,277 – 8,656,777
     

分部溢利╱（虧損） 655,404 1,230 (23,462) (90,223) 542,949

融資成本－淨額      (17,683)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40,800) – – – (40,800)
     

除所得稅前溢利     484,466

所得稅開支     (60,461)
     

年度溢利     424,005
     

4 費用性質

包含於銷售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及行政開支之費用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所用原材料、包裝材料、易耗品及購買的商品 5,167,872 5,001,906

成品存貨變動 34,869 (12,333)

外包生產開支 137,934 116,240

促銷及廣告費用 1,013,453 1,030,888

員工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 881,335 764,472

運輸費用 477,564 427,273

租賃土地攤銷 3,855 3,96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00,512 307,071

無形資產攤銷 55,530 55,749

差旅費 75,735 60,030

樓宇經營租賃 65,904 48,750

物業稅及其他稅項 33,646 19,960

撥回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撥備 (1,164) (100)

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2,702 4,521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減值撥備╱（撥回撥備） 100,425 (5,268)

年內核數師酬金 5,252 3,687

機器維修開支 131,177 93,317

水電費 97,513 91,825

其他 195,680 141,183
  

總計 8,779,794 8,15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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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淨額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銀行借貸之利息開支  5,566 28,990

匯兌虧損淨額 151,976 11,369
  

融資成本 157,542 40,359

融資收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利息收入 (80,873) (22,676)
  

融資成本－淨額 76,669 17,683
  

6 所得稅開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 132,726 90,944

遞延稅項 (34,419) (30,483)
  

 98,307 60,461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因此，本公司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於中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按照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全國人大批准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及國務院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批准的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
（「實施細則」）計算及繳納企業所得稅。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細則，國內及海外投資企業之所得稅率自二
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統一為25%。就於新企業所得稅法公佈前成立，並獲有關稅務機關授予減免企業所得稅率之
稅務優惠的企業而言，新企業所得稅率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計五年內由優惠稅率逐步遞增至25%。現時於
指定期間內享有標準所得稅率豁免或減免之企業可繼續享有有關稅務優惠，直至有關期限屆滿為止。至於因累
計虧損尚未能享有有關優惠政策的企業，優惠政策將視為於二零零八年課稅年度開始進入稅務優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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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343,841 424,005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597,455 3,020,206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人民幣元計） 9.56分 14.04分
  

於釐定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發行股份數目時，於本公司註冊成立日期及上巿前資本化發行
所發行之股份總數 3,000,000,000股被視作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已發行。

由於本公司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一致。

8 股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 2.866分（二零零七年：無） 103,160 －
建議派付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 1.910分（二零零七年：無） 68,749 －
  

 171,909 －
  

本公司董事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 2.866分（二零零七年：
無）及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 1.910 分（二零零七年：無），合共約人民幣 171,909,000元（二零零七年：無）。
有關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在將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批准。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不反映有關
應付股息。

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獨立第三方貿易賬款 231,873 250,822

減：減值撥備 (12,114) (13,573)
  

應收獨立第三方貿易賬款，淨值 219,759 237,249

應收關聯方貿易賬款，淨值 1,513 1,837

應收獨立第三方票據 237 45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淨值 221,509 23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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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通常授予客戶 60日至 90日之信用賬期。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總額
　－90天以內 198,966 213,210

　－91-180天 24,631 27,565

　－181-365天 3,267 9,518

　－一年以上 6,522 2,366
  

 233,386 252,659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獨立第三方 477,843 437,347

 －關聯方 33,168 31,316
  

 511,011 468,663

應付票據
 －獨立第三方 1,992 2,555
  

 513,003 471,218
  

供應商授予本集團之信用期通常為 30至 45天。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180天以內 502,987 460,600

 －181至 365天 1,862 5,394

 －超過一年 6,162 2,669
  

 511,011 468,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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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本集團以頑強拼搏的企業精神，加上豐富的營運管理經驗，努力克服國內特大自然災害及國際金
融危機衝擊下經濟調整對本集團事業的影響。

市場回顧

二零零八年的中國內地經濟消費品零售總額為人民幣 108,488億元，較二零零七年增加 21.6%。城
市消費品零售總額達人民幣 73,735億元，較二零零七年上升 22.1%；縣及縣以下消費品零售總額
為人民幣 34,753億元，較二零零七年上升 20.7%。國內城市化的過程帶動了消費能力全面、持續
的提升，為企業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受國際金融風暴的影響，國內金融體系降低銀行的存款利率，國內居民實質的收入因而減少，是
否會影響家庭及個人消費的意願仍有待觀察。

二零零八年底，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喚醒中國人民對食品的安全意識，消費者在追求物美價廉產品
的同時，也提高對食品企業形象重視的程度。只有「誠信經營」的企業，未來才能更受消費者的青
睞。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回顧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人民幣 9,241.6百萬元，較
去年同期之人民幣 8,656.8百萬元增長 6.8%。方便麵及飲品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 2,255.0百萬元及
人民幣 6,940.3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分別下降 7.8%及增加 13.0%，佔本集團總收益的比重分別達
到 24.4%及 75.1%。毛利於回顧期內上升 8.3%至人民幣 3,155.7百萬元，而毛利率則由去年同期
之 33.7%增長至 34.1%。年內收益及毛利之增長放緩，主要由於外圍經濟調整影響本集團經營環
境以及方便麵產品組合調整造成，但毛利率的增長主要反映邊際毛利較高的茶飲料佔總收益的比
重上升。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 343.8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之人民幣 424.0百萬元下
降 18.9%。回顧年度內每股盈利為人民幣 9.56分（二零零七年：人民幣 14.04分）。在面對經濟環境
調整下，本集團業績仍表現良好，主要由於回顧年度內積極優化市場營銷策略、不斷改善產品組
合和深化市場開發帶動收益增加所致。隨著收益的上升，本集團總經營支出及整體員工成本亦有
所增加。由於本集團在去年積極擴大客戶基礎，致使回顧年度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增加至人民幣
2,277.8百萬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2,147.7百萬元）。行政開支為人民幣416.2百萬元，增加58.0%

（二零零七年：人民幣 263.4百萬元），主要是為與廣東中谷糖業集團有限公司簽訂的兩份糖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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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損失撥備（詳細內容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刊載之公告）及僱員人數增加所
致。年內人民幣升值 6.4%，由於本集團有大量存款及部份借貸均以外幣計值，以致期內融資成本
大幅上升至人民幣 76.7百萬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 17.7百萬元）。此外，期內今麥郎飲品（北京）
有限公司轉虧為盈，將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減少至人民幣 0.7百萬元（二零零七年：人民幣 40.8

百萬元）

業務回顧

方便麵

二零零八年銷售業績完成約人民幣2,255.0百萬元，較二零零七年減少約7.8%。二零零八年方便麵
展開全方位的產品組合調整，以期能夠優化營運結構。從二零零八年第四季起，調整後的平均單
價以及整體毛利率均大幅提升，開始朝本公司所期待的方向發展。在二零零九年，我們將繼續在
適當的時機推出更多優質產品，並優化作業流程，提升管理效率，增強和各階客戶之間的互動，
繼續以核心工藝技術滿足消費者對更高質量的期待，全力塑造品質領先的形象。

果汁飲料

果汁飲料二零零八年銷售業績完成約人民幣 2,408.1百萬元，較二零零七年減少約 7.0 %。二零
零八年業績衰退主因，上半年在春節期間，突然歷經五十年來的大雪災，造成返鄉團圓人潮銳
減，對歡樂分享概念的大包裝果汁造成消費量減低的影響，造成業績的短暫下降，但二零零八
年下半年的營運開始回升，統一鮮橙多的產品優化得到市場的認同。果汁飲料的營運在二零零
八年有三大亮點值得報告：1、美譽度提升：二零零八年第二、三季，全國 27個城市啓動事件
行銷－「統一鮮橙多二零零八中國（南航）新空姐招募大會」路演及電視節目，有效提升多果汁品
牌美譽度。2、鮮橙多產品升級換代：優化後的橙汁產品，明顯改善了果汁感與酸甜合一的平衡
感，「第一道優橙原汁」的產品訴求，得到消費者的接受與認同。3、口味多樣化：在多元化的策
略下，蜜桃多在中國一、二級城市已漸漸取得領先地位。第四季度品牌健康度調查中，統一多
果汁在知名品牌、值得信賴、口味選擇多、廣告╱宣傳活動等品牌形象中均領先其他競爭產品。
二零零八年我們在沿海重要城市推出100%番茄汁，提供注重健康意識消費者，另一個優質產品的
選擇。展望二零零九年，果汁事業將延續產品多元化的策略，推出更多優質的果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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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飲料

二零零八年茶飲料銷售業績完成約人民幣 3,945.4百萬元，較二零零七年增加 29.5%。二零零八年
茶飲料業績增長的動力來源是品牌力提升的效果及對二、三級市場的通路進一步開拓。茶飲料在
二零零八年持續優化產品包裝，增加對全國性及地方電視與網路媒體的投資，廣泛增加與消費者
的互動，有效提升了統一茶飲料的品牌力及消費者偏好度。二零零九年我們會繼續努力提升品牌
價值，更進一步提升茶飲料的市占率。

業務部

我們在二零零八年對銷售平台進行如下的建設：1、強化部門的組織建設，提升人力素質。2、繼
續銷售管理的優化及電腦化。3、完善通路的建設，加快深化通路的速度。4、鞏固城市的經營，
擴建城市以外的市場。5、推動建立經銷商電子化資訊網路平臺。二零零九年，在繼續執行上述建
設的同時，業務部將設為獨立的利潤中心，全力擴建銷售平台，開拓、深化通路的經營，並不斷
完善各類通路的操作模式，做好繼續成長的準備。

品質監控

本集團在昆山的研究開發中心為中國境內的研發總部，負責國內及外銷之各類產品研發及品質保
障。既有的生產工廠全部持有 ISO9001：2000國際質量管理體系和HACCP食品安全管理體系認
證。該中心的食品檢測實驗室於二零零五年就已通過國家認可，為業內少數的國家級檢測實驗
室。其在農藥殘留、防腐劑、人工色素、微量重金屬等食品安全檢測、氨基酸分析等營養成分分
析的檢測能力已達到國際水準，有關檢測報告受到全球四十多個主要經濟體國家和地區承認有
效。二零零九年我們還將開發多種檢測技術，強化對供應商資質查核、評鑒及輔導，讓消費者隨
時享受到安全無慮及品質領先的產品。

展望

自金融海嘯後，中國推出四萬億的龐大經濟刺激方案，集中擴大內需，本集團對二零零九年國內
宏觀經營環境持樂觀態度；另一方面，隨著國內接連發生重大食物安全事故，影響廣泛深遠，國
內消費者對食品安全和消費質量的要求提高；本集團會化危為機，繼續提升其品牌在市場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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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出多元化優質產品；對外積極鞏固及開拓市場、與消費者建立更緊密的聯系和持續優化產
品組合，提高產品邊際利潤；加強高質素內部營運、人資及財務管理，增加成本效益；設立業務
部獨立利潤中心，有效管理銷售平台；嚴格執行品質監控程序，確保產品符合安全標準，為本集
團長期持續發展及維持股東利益等目標努力。

財務分析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合共約人民幣 3,272.9百萬元（二零
零七年：約人民幣 3,411.9百萬元）。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 4,202.1百萬元（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
4,340.3百萬元），流動負債則約為人民幣1,376.5百萬元（二零零七：約人民幣1,754.8百萬元），或
然負債約為人民幣 246.7百萬元（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 150.3百萬元）。本集團保持良好財務流動
性，流動資產淨額約為人民幣2,825.6百萬元（二零零七：約人民幣2,585.5百萬元）。本集團總借貸
包括銀行借貸約人民幣 8.6百萬元（二零零七年：約人民幣 296.2百萬元），均須於一年內償還。於
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借貸 1,348,389 1,730,245

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72,859) (3,411,868)
  

負債淨額 (1,924,470) (1,681,623)

總權益 5,742,542 5,184,827
  

總資本 3,818,072 3,503,204
  

資本負債比率（負數） (50.40%) (48.00%)
  

（附註： 總借貸包括借貸、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以及其他長期負債（如綜合資產負債表所
示）。總資本的計算方法為總權益（如綜合資產負債表所示）加負債淨額。）

財務政策

本集團一直堅持審慎理財原則的理念在當前世界金融海嘯下發揮積極作用；回顧年度內業務增長
雖受到二零零八年底國內經濟增長放緩和本集團產品組合調整的影響略遜預期，本集團整體財務
狀況仍保持穩健，資本負債比率處於低水平並錄得淨現金狀況。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營運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上市籌集的資金及其主要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借貸作為營運及業務開發資金。本集
團之借貸均由本集團附屬公司運用，按利率計息。針對潛在貨幣風險，本集團本年度已將大量銀
行外幣存款兌換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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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與福利

截止到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18,439名僱員，其中約1,131名為工程人員及技術
人員，具備專業學院或以上學歷。本集團內各公司與僱員均訂立個別勞動合約，明確規定工資、
國家各項津貼、僱員福利、工作場所安全及衛生的環境、商業秘密的保密責任以及終止理由等。
本集團鼓勵員工為企業作出更好的貢獻，對勇於創新及表現進步的僱員給予花紅作獎勵，並為員
工安排內部及外部在職培訓課程。培訓課程範圍由基礎的生產程式、深造的技術訓練，再到專業
的管理課程，以全面提升員工的生產力。本集團根據中國適用的社會保險法規及地方政府規定為
僱員投保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及住房公積金。另外還為僱員加保了僱主責任險及補助
員工額外自購的醫療門診住院險，充分降低員工的生活風險。

本集團設有工會，棣屬於全國總工會。工會負責組織員工業餘活動，致力改善僱員的生活質量，
做好職工與企業間溝通的橋樑，建構和諧的勞資關係。年內均無任何罷工或勞資糾紛等事件。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商討了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
告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

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2.866分
及特別股息每股人民幣 1.910分，合共約人民幣 171,909,000元。

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將按照中國人民銀行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召開前五日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
幣平均匯率計算，以港元派付。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或前後，向於二零零九年五
月二十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發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例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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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年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起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止（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於此期間內本公司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為符合資格獲發建議末期股息、特
別股息及有權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必須最遲於二零零九年五月
二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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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股東在將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舉
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或前後派付末期股息及特別股
息。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公佈年報

本公司二零零八年年度之年報，將在適當時間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上登載。

上列綜合財務資料節錄自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或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
報表。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包括無保留意見之核數師報告）將
會送交公司註冊處處理，並將寄送各股東及可於本公司之網站 http://www.upch.com.cn下載。

承董事會命
統一企業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羅智先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羅智先先生及林武忠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高清愿先
生、林蒼生先生、林隆義先生及蘇崇銘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聖德先生、范仁達先生、
黃鎮台先生、楊英武先生及路嘉星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