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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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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

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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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之未經審核股東應佔綜合利潤約為

1.26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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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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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8,883  4,972,846 
銷售成本  (4,215,114)  (4,217,558) 
     毛利  773,769  755,288 
生物資產公允值之變動淨額  (12,327)  94,409 
     
  761,442  849,697 
    
其他收入淨額  28,835  24,085 
銷售及分銷成本  (219,337)  (210,321) 
行政及管理費用  (252,679)  (227,397) 
財務成本  (109,670)  (60,668) 
應佔溢利及虧損︰     

合營企業  1,665  2,881 
聯營公司  14,298  13,112 

     
除稅前溢利  224,554  391,389 
所得稅  (57,529)  (92,483) 
     
期內溢利  167,025  298,906 

     
收入明細 (註):     
中國飼料業務  2,361,969  2,563,766 
中國養殖業務  494,915  351,844 
中國食品業務  202,855  165,863 
越南飼料業務  683,247  610,362 
越南養殖業務  1,168,425  1,221,521 
越南食品業務  77,299  59,374 
其他  173  116 
  4,988,883  4,972,846 
     

生物資產之已變現公允值之變動  (152,772)  (59,633) 
生物資產之未變現公允值之變動   140,445  154,042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35,918  - 
其他折舊及攤銷  132,458  126,160 
     
租賃負債之利息費用  36,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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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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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6  (13,386) 
所得稅影響  (816)  3,348 
出售其他金融資產  638  - 

  3,088  (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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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38)  (89,583) 

分階段收購一家附屬公司之儲備回
撥  -  (1,309) 
應佔其他全面收益︰     

合營企業  (685)  (1,061) 
聯營公司  (5,512)  (7,136) 
  (54,335)  (99,089) 

     
除所得稅後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51,247)  (109,12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15,778  189,779 

     
溢利歸屬予︰     

本公司股東  125,946  210,957 
非控制性權益  41,079  87,949 

     
  167,025  298,906 

     
全面收益總額歸屬予︰     

本公司股東  81,541  114,929 
非控制性權益  34,237  74,850 

      
 

 115,778  189,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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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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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500  1,781,312 
投資物業  14,201  19,047 
預付土地租賃費  176,398  174,168 
其他使用權資產  396,580  - 
非當期生物資產  61,651  71,460 
無形資產  21,989  26,297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15,564  17,114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37,169  128,714 
其他金融資產  16,462  15,042 
商譽  34,122  35,461 
其他非流動資產   70,539  29,494 
遞延稅項資產  12,110  11,553 
     總非流動資產  2,806,285  2,309,662 
     
流動資產     
存貨  653,619  629,057 
當期生物資產  504,193  484,632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342,688  353,515 
預付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439,410  391,538 
已抵押存款  17,369  34,835 
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定期存款  10,829  15,2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67,695  392,890 
     總流動資產  2,435,803  2,301,70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548,358  476,807 
其他應付賬款及預提費用  441,671  463,896 
應付股息  25,982  - 
租賃負債  36,086  - 
銀行借款  1,156,016  842,230 
企業債券  139,892  145,041 
應付所得稅  14,254  25,324 
     總流動負債  2,362,259  1,953,298 
     
淨流動資產  73,544  348,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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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續 )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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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9,829  2,658,06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15,643  - 
銀行借款  711,706  824,096 
其他非流動負債  56,549  49,748 
遞延稅項負債  59,573  81,996 
     
總非流動負債  1,243,471  955,840 
     
資產淨值  1,636,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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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992  1,017,731 
股息  -  84,443 
       1,300,321  1,355,503 
     
非控制性權益  336,037  346,721 

權益總額  1,636,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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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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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之更改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未經審核中期財

務報告附註2中載列。 

 

 

 承董事會命 

 董事 
 Arunee Watcharananan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八位執行董事：謝吉人先生、蔡益光先生、謝鎔
仁先生、謝明欣先生、白善霖先生、Sooksunt  J iumaiswangl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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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res 先生、Sakda 
Thani tcul 先生、Vinai  Vi t tavasgarnve j 先生及 Vatchar i  Vimook tayon 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