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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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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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董事會乃根據本集團每季公佈財務業績之現行慣例而發表其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摘要 

卜蜂國際有限公司 (「本公司」) 之董事會 (「董事會」) 乃根據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 ( 統稱「本集團」) 每季公佈財務業績之現行慣例而發表其截至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之未經審核股東應佔綜合利潤約

為 4,20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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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1,566,967  1,432,543 
銷售成本  (1,281,141)  (1,281,502) 
     毛利  285,826  151,041 
生物資產公允值之變動淨額  (45,996)  2,707 
     
  239,830  153,748 
    
其他收入淨額  10,818  7,876 
銷售及分銷成本  (69,792)  (65,848) 
行政及管理費用  (78,716)  (67,883) 
財務成本  (33,624)  (19,517) 
應佔溢利及虧損︰     

合營企業  432  1,249 
聯營公司  5,057  2,831 

     
除稅前溢利  74,005  12,456 
所得稅  (19,997)  (13,110) 
     
期內溢利/(虧損)  54,008  (654) 

     
收入明細 (註):     
中國飼料業務  752,668  802,515 
中國養殖業務  135,068  103,681 
中國食品業務  60,042  55,162 
越南飼料業務  210,834  179,781 
越南養殖業務  385,788  273,338 
越南食品業務  22,510  18,027 
其他  57  39 
  1,566,967  1,432,543 
     

生物資產之已變現公允值之變動  (98,716)  (16,098) 
生物資產之未變現公允值之變動   52,720  18,805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1,208  - 
其他折舊及攤銷  42,983  42,653 
     
租賃負債之利息費用  11,102  - 
     
註: 比較數字已因應本期呈報方式而重新分類 (若干生肉產品已由食品業務重分類到 
養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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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續 )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權益投資按公允值透過其他全面 
   收益計量 (不可循環至損益)  6,490  2,559 
所得稅影響  (1,622)  (640) 
出售其他金融資產  637  - 

  5,505  1,919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與外地業務於換算時之相關匯兌
差額  32,116  45,753 
應佔其他全面收益︰     

合營企業  385  922 
聯營公司  3,276  4,762 
  35,777  51,437 

     
除所得稅後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41,282  53,35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95,290  52,702 

     
溢利/(虧損)歸屬予︰     

本公司股東  41,656  (2,507) 
非控制性權益  12,352  1,853 

     
  54,008  (654) 

     
全面收益總額歸屬予︰     

本公司股東  80,506  49,839 
非控制性權益  14,784  2,863 

      
 

 95,290  5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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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27,693  1,781,312 
投資物業  19,421  19,047 
使用權資產  380,611  - 
預付土地租賃費  185,625  174,168 
非當期生物資產  71,773  71,460 
無形資產  26,288  26,297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17,930  17,114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37,047  128,714 
其他金融資產  20,839  15,042 
商譽  36,340  35,461 
其他非流動資產   30,320  29,494 
遞延稅項資產  12,364  11,553 
     總非流動資產  2,766,251  2,309,662 
     
流動資產     
存貨  616,921  629,057 
當期生物資產  467,743  484,632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378,389  353,515 
預付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465,119  391,538 
已抵押存款  35,314  34,835 
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22,118  15,2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24,302  392,890 
     總流動資產  2,409,906  2,301,70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509,634  476,807 
其他應付賬款及預提費用  460,463  463,896 
租賃負債  32,979  - 
銀行借款  895,294  842,230 
企業債券  148,762  145,041 
應付所得稅  17,080  25,324 
     總流動負債  2,064,212  1,953,298 
     
淨流動資產  345,694  34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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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續 )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千元  美元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111,945  2,658,06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96,199  - 
銀行借款  833,666  824,096 
其他非流動負債  50,723  49,748 
遞延稅項負債  70,118  81,996 
     
總非流動負債  1,350,706  955,840 
     
資產淨值  1,761,239  1,702,224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253,329  253,329 
儲備  1,071,916  1,017,731 
建議末期股息  84,443  84,443 
       1,409,688  1,355,503 
     
非控制性權益  351,551  346,721 

權益總額  1,761,239  1,70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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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於本期首次生效的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三 個 月 未 經 審 核 綜 合 業 績 乃 根 據 本集團載述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編製。除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的影響外，這些新準則及修訂對本財務資料並無重

大財務影響。請參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中的財務報告

附註 2.3 作參考。 

 

 

 承董事會命 

 董事 
 Arunee Watcharananan 
 

 

香港，二零一九年五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八位執行董事：謝國民先生、蔡益光先生、謝吉
人 先 生 、 謝 鎔 仁 先 生 、 白 善 霖 先 生 、 Sooksunt Jiumjaiswanglerg 先 生 、 Arunee 
Watcharananan 女士及于建平先生；兩位非執行董事：謝克俊先生及池添洋一
先 生 ； 及 五 位 獨 立 非 執 行 董事：馬照祥先生、Sombat Deo-isres 先生、Sakda 
Thanitcul 先生、Vinai Vittavasgarnvej 先生及 Vatchari Vimooktayon 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