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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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煙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China Tobacco International (HK) Company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55）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公告

中煙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公佈本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
業績，連同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財務摘要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收入 3,480,909,568 8,976,951,511
銷售成本 (3,343,078,409) (8,558,113,354)
毛利 137,831,159 418,838,157
其他收入淨額 38,137,653 26,509,025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67,030,217) (64,999,570)
融資成本 (1,509,261) (563,443)
稅前利潤 107,429,334 379,784,169
所得稅 (12,237,476) (60,858,699)
稅後利潤 95,191,858 318,92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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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港元列示）

2020年 2019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入 4 3,480,909,568 8,976,951,511
銷售成本 (3,343,078,409) (8,558,113,354)

毛利 137,831,159 418,838,157
其他收入淨額 5 38,137,653 26,509,025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67,030,217) (64,999,570)

經營利潤 108,938,595 380,347,612
融資成本 6(a) (1,509,261) (563,443)

稅前利潤 6 107,429,334 379,784,169
所得稅 7 (12,237,476) (60,858,699)

年內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95,191,858 318,925,470

以下各方應佔年內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5,191,858 318,925,470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9 0.14 0.53



3

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12月31日（以港元列示）

2020年 2019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41,198,108 41,010,570
租金按金 1,930,132 1,930,132

43,128,240 42,940,702

流動資產
存貨 1,623,114,353 237,329,901
可回收即期稅項 33,122,114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332,176,280 851,545,24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13,169,695 1,737,979,196

3,601,582,442 2,826,854,34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2,028,677,576 1,153,175,011
租賃負債 7,546,348 7,546,348
應付即期稅項 – 78,902,716

2,036,223,924 1,239,624,075

流動資產淨值 1,565,358,518 1,587,230,26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08,486,758 1,630,170,967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7,983,165 24,306,534
修復成本撥備 2,539,029 2,422,927

20,522,194 26,729,461

資產淨值 1,587,964,564 1,603,441,50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03,721,280 1,403,721,280
儲備 184,243,284 199,720,226

權益總額 1,587,964,564 1,603,44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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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中煙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在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於2019年6月12日
（「上市日期」）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完成後，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上市。中煙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中煙國際集團」，前稱天利國際經貿有限公
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直接母公司。中國煙草總公司（「中國煙
草總公司」，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的公司）為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

本公司從事以下業務營運（統稱「相關業務」）：

‧ 向東南亞、香港、澳門及台灣地區出口煙葉類產品（「煙葉類產品出口業務」）；

‧ 自全球原產國或地區（除包括津巴布韋在內的受制裁國家及地區外）進口煙葉類產品
至中國內地（「煙葉類產品進口業務」）；

• 向泰王國（「泰國」）、新加坡共和國（「新加坡」）、香港及澳門的免稅店以及中國內地
境內關外的免稅店直接銷售或通過分銷商銷售CNTC集團捲煙（「捲煙出口業務」）；
及

• 向全球的海外市場出口新型煙草製品（「新型煙草製品出口業務」）。

2 編製基準

載於本年度業績初步公告有關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
本公司該等年度的法定年度財務報表，惟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
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個別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規定）而
編製。該等財務報表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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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根據《公司條例》第436條披露的該等法定財務報表的其他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所要求，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且將適時遞交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本公司該兩個年度的財務報表出具報告。該等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
見；並無載有對核數師在不對該等報告作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方式敬請垂注的任何
事宜的提述；亦無載有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第407(2)或(3)條所作出的聲明。

3 會計政策變動

本公司於當前會計期間已於該等財務報表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與Covid-19有關之租金優惠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外，本公司並無應用任何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
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影響如下所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提供一項可行權宜方法，讓承租人無需評估直接
因COVID-19疫情而產生的若干合資格之租金優惠（「與COVID-19有關之租金優惠」）
是否為租賃修訂，而是可按猶如其並非租賃修訂的方式將租金優惠入賬。

本公司已選擇提早採納該等修訂，並應用該可行權宜方法至年內所有授予本公司的
合資格與COVID-19有關之租金優惠。因此，所收取的租金優惠已於觸發該等付款的
事件或情況發生期間於損益中確認為負可變租賃付款入賬。對2020年1月1日之期初
權益結餘並無影響。於年內，本公司享有與COVID-19有關之租金優惠318,02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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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報告

(a) 收入

本公司的主要經營活動為附註4(b)所詳述的煙葉類產品出口業務、煙葉類產品進口業
務、捲煙出口業務及新型煙草製品出口業務。

按主要產品及服務線劃分的客戶合約收入如下：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
 客戶合約收入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線劃分
－煙葉類產品出口銷售額 1,932,247,753 2,154,191,004
－煙葉類產品進口銷售額 1,350,749,968 4,630,885,448
－捲煙出口銷售額 158,051,298 2,161,363,346
－新型煙草製品銷售額 38,308,054 26,819,668
－佣金收入 1,552,495 3,692,045

3,480,909,568 8,976,951,511

本公司按時確認其所有收入點。按地域市場劃分的收入詳細披露於附註4(b)。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來自三名客戶（2019年：一名）的收入為2,436,864,281
港元（2019年：4,638,635,226港元），已超過本公司收入的10%。

(b) 分部報告

本公司按業務線（產品及服務）及地域聯合組建的分部管理業務。本公司按照與內部
呈報予本公司最高行政管理人員以作出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資料所用方式一致的
方式，呈列以下須予報告分部。本公司並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成下列須予報告分
部。

• 煙葉類產品出口業務：向東南亞、香港、澳門及台灣地區出口煙葉類產品。

• 煙葉類產品進口業務：自全球原產國或地區（除包括津巴布韋在內的受制裁國
家及地區外）進口煙葉類產品至中國內地。

• 捲煙出口業務：向泰國、新加坡、香港及澳門的免稅店以及中國內地境內關外
的免稅店直接銷售或通過分銷商銷售CNTC集團捲煙。

• 新型煙草製品出口業務：向全球的海外市場出口新型煙草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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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本公司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下列基準監
察各須予報告分部之應佔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貿易應收款項、商品的預付款項及存貨。分部負債主要包括貿易
應付款項及合約負債。本公司的所有其他資產及負債，如物業及設備、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短期銀行存款、租賃負債、修復成本撥備及有關遞延或即期稅項的其他應
收款項╱應付款項及資產╱負債不被視為明確歸屬於個別分部。該等資產及負債被
分類為公司資產╱負債，按中心基準管理。

收入及開支乃參考該等分部產生的銷售額及該等分部產生的開支分配至須予報告分
部。報告分部利潤所採用之計量方式為毛利，即須予報告分部收入減與之直接相關
的銷售成本。管理層除收到關於毛利的分部資料外，還會獲提供有關收入的分部資
料。本公司的須予報告分部間不存在分部間收入。其他收入及開支淨額主要指利息
收入、匯兌收益╱虧損淨額、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不被視為明確歸屬於個別分部。

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向本公司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提供以供分配資源及評
估分部表現的有關本公司須予報告分部資料列載如下。

煙葉類產品
出口業務

煙葉類產品
進口業務

捲煙
出口業務

新型煙草製品
出口業務 未分配 合計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銷售貨品 1,932,247,753 1,350,749,968 158,051,298 38,308,054 – 3,479,357,073
佣金收入 1,552,495 – – – – 1,552,495

須予報告分部收入 1,933,800,248 1,350,749,968 158,051,298 38,308,054 – 3,480,909,568

須予報告分部毛利 45,836,218 73,803,385 17,141,411 1,050,145 – 137,831,159

利息收入 32,719,005 32,719,005
其他公司收入 5,418,648 5,418,648
折舊 (10,685,897) (10,685,897)
融資成本 (1,509,261) (1,509,261)
其他公司開支 (56,344,320) (56,344,320)

稅前利潤 107,429,334
所得稅開支 (12,237,476)

年內利潤 95,191,858

於2020年12月31日
須予報告分部資產 70,057,189 1,841,486,480 32,331,868 – 1,700,835,145 3,644,710,682

須予報告分部負債 157,155,156 1,840,174,420 405,600 15,235,740 43,775,202 2,056,746,118



8

煙葉類產品
出口業務

煙葉類產品
進口業務

捲煙
出口業務

新型煙草製品
出口業務 未分配 合計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銷售貨品 2,154,191,004 4,630,885,448 2,161,363,346 26,819,668 – 8,973,259,466
佣金收入 3,692,045 – – – – 3,692,045

須予報告分部收入 2,157,883,049 4,630,885,448 2,161,363,346 26,819,668 – 8,976,951,511

須予報告分部毛利 53,959,206 259,713,459 104,317,640 847,852 – 418,838,157

利息收入 26,458,024 26,458,024
其他公司收入 51,001 51,001
折舊 (2,583,397) (2,583,397)
融資成本 (563,443) (563,443)
其他公司開支 (62,416,173) (62,416,173)

稅前利潤 379,784,169
所得稅開支 (60,858,699)

年內利潤 318,925,470

於2019年12月31日
須予報告分部資產 172,710,056 799,982,942 102,413,797 – 1,794,688,247 2,869,795,042

須予報告分部負債 312,991,813 824,287,400 4,796,089 537,030 123,741,204 1,266,353,536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按本公司產品分銷至客戶的地點劃分的有關本公司自外部客戶產生收入所
在地區的資料。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中國（不包括特別行政區） 1,459,594,466 6,407,789,249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1,332,810,408 1,488,492,999
香港 135,033,307 381,613,948
菲律賓共和國 204,605,522 249,447,126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247,987,121 167,598,119
新加坡 30,487,046 138,951,196
泰國 12,340,097 35,785,422
其他 58,051,601 107,273,452

3,480,909,568 8,976,951,511

本公司於香港經營業務，其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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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淨額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匯兌收益淨額 4,560,924 51,001
利息收入 32,719,005 26,458,024
其他 857,724 –

38,137,653 26,509,025

6 稅前利潤

稅前利潤已扣除以下項目：

(a) 融資成本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租賃負債利息 1,393,159 524,741
撥備應計利息 116,102 38,702

1,509,261 563,443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5,194,131 24,911,889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 1,926,926 1,862,446

37,121,057 26,774,335

本公司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受香港《僱傭條例》保障的受僱僱員設立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為一項由獨立受託人管理的定額供
款退休計劃。根據強積金計劃，僱主及其僱員均須按僱員有關收入的5%向該計劃作
出供款，每月有關收入上限為30,000港元。計劃供款即時歸屬。

此外，根據中國法規的規定，本公司應參與北京市政府為員工組織的各種定額供款
退休計劃。本公司須對該等退休計劃作出供款。除上述年度供款外，本公司毋須就
與該等計劃相關的退休金福利付款承擔其他重大責任。

員工成本計入「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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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項目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折舊
－自有物業及設備 3,534,997 199,764
－使用權資產 7,150,900 2,383,633

10,685,897 2,583,397
短期租賃相關開支 649,580 3,920,933
存貨成本 3,343,078,409 8,558,113,354
上市開支 – 15,803,852
核數師薪酬 1,500,000 2,188,200

除存貨成本外，所有其他項目均計入「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7 所得稅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即期稅項
年內香港利得稅撥備 12,237,476 60,858,699

2020年的香港利得稅撥備按該年度估計應評稅利潤的16.5%計算。由於有關稅項優惠已由
本公司所屬集團之其他公司享有，故本公司未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2020年引入之兩
級稅制項下8.25%稅階。

2020年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乃經計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2019/20年度應評稅應付稅款授
出的100%扣減額（各項業務最高扣減額為20,000港元）（2019年：2018/19年度應評稅授出
最高扣減額20,000港元，且於計算2019年撥備時已計及此扣減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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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a) 應付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年內應佔股息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報告期末後擬派發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4港仙（2019年：16港仙） 27,667,200 110,668,800

於報告期末後擬派發之末期股息於報告期末尚未確認為一項負債。

(b) 應付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上一財政年度應佔（於年內批准及派付）的股息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上一財政年度（於年內批准及派付）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16港仙（2019年：無） 110,668,800 –

(c) 宣派及派付中煙國際集團的特別股息

於2019年5月17日，本公司當時唯一股東中煙國際集團已通過一項決議案，本公
司須根據若干先決條件（「先決條件」）分派金額為本公司於2019年5月31日可供分
派儲備的100%的特別現金股息給中煙國際集團。特別現金股息經參考本公司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2019年5月31日止五個月的非法定財務報表釐定為
192,949,668港元。特別股息已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獲悉數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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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利潤95,191,858港
元（2019年：318,925,470港元）及已發行691,680,000股普通股（2019年：605,140,055股）
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並無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所呈列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281,150,912 814,838,610
應收票據 31,414,996 18,524,160

312,565,908 833,362,77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9,610,372 18,182,473

332,176,280 851,545,243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計將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於各報告期期末，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30日以內 48,722,054 212,398,323
31至90日 255,099,118 217,283,725
90日以上 8,744,736 403,680,722

312,565,908 833,362,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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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1,909,490,319 1,114,070,042 
合約負債 100,000,929 28,542,29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19,186,328 10,562,679

2,028,677,576 1,153,175,011 

於各報告期期末，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港元 港元

30日以內 681,068,703 243,685,927
31至90日 1,148,955,750 343,882,360
90日以上 79,465,866 526,501,755

1,909,490,319 1,114,07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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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年度回顧

於2020年（「本年度」），本公司管理層積極踐行「尊重市場、尊重規則、尊重投
資者」發展理念，全面落實董事會提出的「外延與內生」並重的工作思路，迎難而
上，積極把握市場機遇，在降低新冠疫情對本公司主營業務的影響度和拓展新型
煙草製品方面取得良好成效。防範疫情衝擊風險方面，本公司採取敏捷靈活的應
對措施，通過調整業務模式、提升運營效率及降低經營成本等手段緩衝新冠疫情
帶來的不利影響；同時積極加強公司治理、謀劃資本運作、尋求業務創新，為新
冠疫情後的復蘇與發展夯實基礎。本年度實現營業收入達3,480.9百萬港元，同
比減少5,496.0百萬港元，降幅為61.2%；實現毛利達137.8百萬港元，同比減少
281.0百萬港元，降幅為67.1%；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本年度利潤達95.2百萬港
元，同比減少223.7百萬港元，降幅為70.2%。

煙葉類產品出口業務

業務綜述

於2020年，新冠疫情對捲煙製造商的煙葉需求產生了一定影響，得益於本公司長
期與供應商及重點客戶建立的堅實互信合作關係，加上本公司應客戶需求對原料
供給進行了及時調整，確保了對客戶提供穩定持續的優質產品和服務，使出口業
務保持相對穩定。

經營舉措

1. 加大與供應方和需求方的對接。受新冠疫情影響，東南亞地區捲煙市場消費
水平顯著下降，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煙葉原料的需求。本公司與客戶密切溝
通，及時調整出口等級結構，在緩解客戶成本壓力的同時保持了出口量基本
穩定。

2. 聚焦重點市場和關鍵客戶。本公司深入調研了解疫情下市場變化，充分了解
客戶需求，優選適宜的煙葉產地滿足不同市場的採購訂單，在保證產品質量
的同時提升出口產品性價比，持續增強國產煙葉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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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斷擴大市場份額。本公司積極拓展東南亞潛在的市場需求和客戶資源，
本年度新增客戶（含最終用戶）出口簽約數量達6,730噸，佔本年度簽約總量
6.3%，出運量達1,390噸，佔本年度出運總量1.7%。

年度業績

• 出口數量達82,013噸，與2019年的85,463噸相比，保持基本穩定。

• 營業收入達1,933.8百萬港元，同比減少224.1百萬港元，降幅為10.4%。

• 毛利達45.8百萬港元，同比減少8.1百萬港元，降幅為15.1%。

煙葉類產品進口業務

業務綜述

於2020年，世界煙葉主產區產量保持穩定，新煙庫存處於較低水平。因中國經濟
率先恢復，國內捲煙生產企業對全球優質煙葉原料需求有所增長。但受新冠疫情
影響，部份煙葉產區於本年度產煙進度延後。本年度下半年至本年度末全球供應
鏈受阻，物流運力顯著下降，導致產品交付晚於往年，週期延長。

經營舉措

1. 快速應對新冠疫情衝擊，及時建立新的進口流程。通過「早收購早加工」，
本公司搶抓新冠疫情蔓延前的有限時間，利用遠程方式完成製樣、加工、評
樣、驗貨、談判、簽約，借助視頻傳輸，創新進口檢驗檢疫模式，順利實現
了新模式下的煙葉進口。

2. 主要煙葉供應區域的質量管控不斷提升。我們更加注重優質煙區的選擇，通
過製樣加工等環節的質量管控，不斷提高進口煙葉供給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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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源頭打造產業鏈整體優勢。本公司加大煙葉主供區採購力度，確保煙葉供
應的穩定性，為中國煙草的持續穩定發展提供堅實的上游資源保障，不斷提
升中國煙草全球煙葉供應鏈能力。

年度業績

• 進口數量達22,466噸，同比下降64,795噸，降幅為74.3%。

• 營業收入達1,350.7百萬港元，同比下降3,280.1百萬港元，降幅為70.8%。

• 毛利達73.8百萬港元，同比下降185.9百萬港元，降幅為71.6%。

捲煙出口業務

業務綜述

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免稅捲煙市場銷量大幅下滑。本公司經營區域內的各地政
府自本年度起陸續實施人流限制和邊境管控措施，泰國、新加坡、香港及澳門、
中國境內關外免稅店受此影響而暫停營業或縮短營業時間，客流量和銷量同比大
幅下跌，經濟消費活動受到嚴重影響。本年度下半年，隨著中國恢復辦理內地居
民赴澳門旅遊簽注後，該地區免稅店客流量和消費活動逐步回升。

經營舉措

1. 加強溝通合作，共克時艱。在全球旅遊及零售行業受新冠疫情重創的情況
下，我們與供應商、客戶保持緊密聯繫，通過不斷拓展空白渠道、制訂更
加靈活的定價付款和去庫存政策，在消化自有庫存的同時帶動免稅終端去庫
存，為新冠疫情影響消退後免稅捲煙銷售復蘇創造條件。

2. 綜合施策，降低運營成本。一方面我們降低捲煙購進成本，另一方面加大費
用控制，爭取減輕新冠疫情對本公司盈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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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造更為堅韌的產品組合。我們利用新冠疫情期間銷售減速的時機，調整品
牌組合，優化產品結構，謀劃後疫情時代營銷策略，積極為免稅捲煙銷售做
好準備。

年度業績

• 出口數量達429,854.2千支捲煙，同比減少5,075,963.3千支捲煙，降幅為
92.2%。

• 營業收入達158.1百萬港元，同比減少2,003.3百萬港元，降幅為92.7%。

• 毛利達17.1百萬港元，同比減少87.2百萬港元，降幅為83.6%。

新型煙草製品出口業務

業務綜述

全球新型煙草製品市場規模呈逐年擴張的發展趨勢，本公司該項業務的銷量、
收入、毛利與去年同期相比均有大幅增長。目前，該項業務已覆蓋28個國家（地
區），包括CTOM、COO、MC、嬌子等15個中式新型煙草製品品牌。

經營舉措

1. 構建自有品牌營銷體系。我們持續推進CNTC集團自有品牌的研發、更新、
迭代，以品牌建設為抓手，以渠道建設為著力點，積極發揮作為CNTC集團
獨家境外平台的主導作用，加強與中國煙草體系內各關連企業的合作，不
斷推出新產品，拓展新市場，覆蓋更廣泛市場。於2020年，公司新增規格5
個，新增出口國家（地區）9個。

2. 積極開拓全球經銷渠道。我們通過完善經銷商管理體系，堅持自主開拓渠
道，全球化招募經銷商，甄選具有目標市場分銷管道和線上線下經銷經驗的
合作方，提升渠道拓展力，加快該項業務全球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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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

• 出口數量達164,990千支捲煙，同比增加57,440千支捲煙，增幅為53.4%。

• 營業收入達38.3百萬港元，同比增加11.5百萬港元，增幅為42.8%。

• 毛利1.1百萬港元，同比增加0.2百萬港元，增幅為23.9%。

2021年展望

2021年全球新冠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依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邊境管控措施和旅
遊限制可能繼續對本公司捲煙出口業務帶來壓力。部份國家地區的煙草行業政策
可能導致本公司煙葉出口業務需求變化。本公司將不斷提高風險預見預判能力，
保持戰略定力，鞏固2020年新冠疫情下的業務運營及公司治理成果，繼續按照
「外延與內生」並重的發展思路，尋求資本運作突破，加大創新業務拓展，提高進
口煙葉滿足度，提升煙葉出口市場份額，加快恢復捲煙出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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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及銷售成本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收入為3,480.9百萬港元，同比減少5,496.0
百萬港元，減幅為61.2%；本公司銷售成本為3,343.1百萬港元，同比減少5,215.0
百萬港元，減幅為60.9%。

收入及銷售成本同比下降主要是由於新冠疫情：1.新冠疫情影響若干生產進度及
全球供應鏈，導致煙葉類產品進口量減少；及2.泰國、新加坡、香港及澳門以及
中國境內關外免稅店受新冠疫情影響而暫停營業或縮短營業時間，導致捲煙出口
業務大幅減少。

毛利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毛利為137.8百萬港元，同比減少281.0百萬
港元，減幅為67.1%。

毛利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為新冠疫情導致煙葉類產品進口量減少及捲煙出口銷售
大幅減少。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為67.0百萬港元，同比
增加2.0百萬港元，增幅為3.1%。其主要包括員工成本37.1百萬港元、折舊10.7百
萬港元以及法律及專業費用13.0百萬港元。

其他收入淨額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其他收入淨額為38.1百萬港元，同比增加
11.6百萬港元，增幅為43.9%。

其他收入淨額增加的主要原因為匯兌收益及利息收入增加。

年內利潤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稅後利潤為95.2百萬港元，同比減少223.7
百萬港元，減幅為70.2%。

稅後利潤下降主要是由於受到上述新冠疫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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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盈利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利潤
95,191,858港元（2019年：318,925,470港元）及已發行691,680,000股普通股（2019
年：605,140,055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並無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所呈列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流動資產淨值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流動資產淨值為1,565.4百萬港元（於2019年12月31
日：1,587.2百萬港元）。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資企
業的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資本開支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並無有關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計劃。

債務

借款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銀行借款（於2019年12月31日：無）。

匯率波動風險

本公司於2020年12月31日並無面臨任何重大貨幣風險。本公司主要以美元訂立交
易，且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安排。

或有負債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並無重大或有負債（於2019年12月31日：無）。

資產抵押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並無抵押任何資產（於2019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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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財政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資產總值為3,644.7百萬港元（於2019年12月31日：
2,869.8百萬港元）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1,613.2百萬港元（於2019年12月31日：
1,738.0百萬港元）。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擁有充足的資源支持其營運及滿足其可
預見的資本開支。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負債總額為2,056.8百萬港元（於
2019年12月31日：1,266.4百萬港元）。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資本負債比率（即租賃負債除以股東股權）為0.01
（於2019年12月31日：0.02）。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1.8（於
2019年12月31日：2.3）。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上市日期，本公司根據其股份的首次公開發售，以每股股份4.88港元的價格發
行166,670,000股股份，其所得款項總額約為813百萬港元。於上市日期的收市價
為每股股份5.35港元。於2019年7月4日，本公司根據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
公司及招商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的上市相關超額配售權的悉數行使，以每股股份
4.88港元的價格發行25,000,000股股份，其所得款項總額約為122百萬港元。上市
所得款項淨額（包括根據超額配售權獲行使發行25,000,000股股份的所得款項淨額
並扣除包銷費用及相關開支）（「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04百萬港元。本公司之淨價
（按所得款項淨額除以有關本公司股份首次公開發售的已發行股份數目計算）約為
每股股份4.72港元。所得款項淨額已經並將繼續與招股章程中「未來計劃及所得款
項用途」一節所載之使用方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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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市日期起直至2020年12月31日止期間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以及所得款項淨額
用途的未使用金額之預期時間表載列如下：

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佔總額的

概約百分比
所得款項淨額的

實際金額

於2020年
12月31日的
已使用金額

於2020年
12月31日的
未使用金額 預期期間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進行對本公司的業務形成
 補充的投資與收購

45% 406.8 6.1 400.7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
 無確定或確切的投資或
 收購磋商。

支持本公司業務的持續發展 20% 180.8 3.7 177.1 餘下資金將於2022年
 6月30日之前使用。

與其他國際煙草公司的戰略
 業務合作，包括共同探索及
 開發新興煙草市場

20% 180.8 0.2 180.6 餘下資金將於2022年
 6月30日之前使用。

一般營運資金 10% 90.4 90.4 – 不適用

改善本公司業務資源的管理
 以及優化本公司的經營管理

5% 45.2 15.3 29.9 餘下資金將於2022年
 6月30日之前使用。

合計 100% 904.0 115.7 788.3

僱員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在香港有29名（於2019年12月31日：30名）僱員。

本公司力求為僱員提供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報酬，並已就當地僱員的僱員薪酬制定
內部政策。本公司所有僱員的薪酬待遇包括基本工資、績效獎金及若干其他僱員
福利。本公司每年參考服務年資、相關專業經驗及績效考核等因素，審核僱員的
薪酬待遇。

本公司為所有僱員提供入職培訓，使彼等熟悉本公司的業務運營及煙草行業。本
公司在僱員任職期間根據具體情況按照彼等的工作職責提供特定的額外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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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派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0.04港元的末期股息（2019年：
每股0.16港元）。

其他資料

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21年5月21日舉行。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將根據《上市規
則》的規定適時刊登於本公司網站及聯交所網站並寄送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將自2021年5
月17日（星期一）至2021年5月21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登記，在此期
間內股份過戶將不予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未登記
的股份持有人應確保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在不遲於2021年5月14日（星
期五）下午4時30分前遞交至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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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以進行登
記。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董事會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標準。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
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內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的進一步資料將載於本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年報
的企業管治報告中。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以規範董事的證券交易。所有
董事於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彼等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整個年度均已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要求標準。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
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鄒小磊先生、王新華先生及鄒國強先
生。由鄒小磊先生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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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根據有關審閱
以及與管理層的討論，審核委員會信納年度業績是按適用的會計準則編制，並公
平呈列本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狀況及業績。

獨立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本公司的獨立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已就本公司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業績於本公告所列的財務數字與本公司該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
表所載數字核對一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所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工作準則》所
進行的審計、審閱或其他核證工作，因此本公司獨立核數師並無發表任何保證。

報告期後事項

於本公告日期，概無須本公司予以披露的2020年12月31日之後的重大事項。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2020年年度業績及2020年年報

本公告刊登於聯交所網站https://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ctihk.com.hk。 
本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年報將適時寄發予股東並可於聯交所及本公司
網站查閱。

釋義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審核委員會」 指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中國」不包
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中國煙草總公司」 指 中國煙草總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企業，
為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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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TC集團」 指 中國煙草總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公司」或「我們」 指 中煙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055），一
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企業管治守則》」 指 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治守則》；

「中煙國際集團」 指 中煙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前稱天利國際經貿有限
公司，一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
司控股股東。於2020年9月2日，中煙國際集團唯
一股東及中國煙草總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中國煙草
國際有限公司（「中煙國際」）已向中國煙草總公司
轉讓其持有的全部中煙國際集團已發行股本。緊
隨此轉讓後，中煙國際集團已成為中國煙草總公
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日期」 指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日期，為2019年6月12
日；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
他方式修改）；

「澳門」 指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標準守則》」 指 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於2019年5月28日發行的招股章程；

「股份」 指 本公司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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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元」 指 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美元；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煙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主席
邵岩

香港，2021年3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主席兼非執行董事邵岩先生、執行董事楊雪梅女士、 
李妍女士、梁德清先生及王成瑞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鄒小磊先生、王新華
先生、鄒國強先生及錢毅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