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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有机增长 3.2%，营业利润率按固定汇率计算增加 30 个

基准点 

 有机增长率 3.2%，内部增长率继续保持强劲，为 2.4% 

 销售额 895 亿瑞郎，增长 0.8%，汇率影响-1.6% 

 营业利润率按固定汇率计算增加30个基点，营业利润率增加20个基点，达到15.3% 

 按固定汇率计算的每股基本收益为 3.40 瑞郎，增加 3.4% 

 平均营运资本从销售额的 4.7％显著减至 2.8％ 

 拟派红利增至每股 2.30 瑞郎 

 2017 年展望：有机增长率在 2％和 4％之间；由于重组成本大幅增加可望带动未来

盈利能力，按固定汇率计算的营业利润率能保持稳定；预计按固定汇率计算的每股

基本收益和资本效率都将增加 

雀巢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克·施奈德表示：“2016 年，我们的有机增长虽然在业内处于高

水平，但却低于我们的预期。我们的营业利润率得到稳步提高，现金流也大幅增长。基

于这些结果，我们董事会非常高兴连续第 22 次增加红利派发，以兑现我们关于持续性

的承诺。 

2017 年，我们预计有机增长会在 2％和 4％之间。为了加强未来的盈利能力，我们计划

在 2017 年大幅增加重组费用，因而按固定汇率计算的营业利润率预计将保持稳定。按

固定汇率计算的每股基本收益和资本效率将增加。 

雀巢会在促进未来增长、提高运营效率方面继续投资，以期到 2020 年实现中个位数的

有机增长，并显著节省结构成本。”  



集团业绩 

销售额 

 总销售额增加了 0.8%，为 895 亿瑞郎，汇率变化影响为-1.6%。收购和资产剥

离净值使销售额降低 0.8%。 

 有机增长为 3.2%，其中实际内部增长为 2.4%，达到三年来的新高。 

 定价因素带来的增长限制在 0.8％，因为 2016 年下半年定价能力得到一些改善。

预计 2017 年全年的定价能力将进一步改善。 

 有机增长和实际内部增长来源广泛，突显我们的多元化产品组合的实力和弹性。 

 集团 欧洲、中东和

北非地区

（EMENA） 

美洲地区

（AMS） 

亚洲、大

洋洲和撒

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

（AOA） 

发达市场 新兴市场 

销售额

（十亿瑞

郎） 

89.5 26.8 40.2 22.4 52.1 37.4 

实际内部

增长 

+2.4% +2.4% +2.0% +3.0% +2.3% +2.4% 

定价% +0.8% -0.5% +2.5% -0.2% -0.6% +2.9% 

有机增

长% 

+3.2% +1.9% +4.5% +2.8% +1.7% +5.3% 

 创新支持销量增长，销售额的 30％来自近 3 年新推或创新的产品。 

 电子商务占总销售额的 5％，同比增长 18％。 

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为 137 亿瑞郎，利润率为 15.3%，年报显示增加 20 个基点，按固定汇率

计算增加 30 个基点。 

 我们实现上涨利润率的同时： 

 显著增加对于品牌支持、数字化营销、研发和新营养健康平台的投资。面向消

费者的营销支出按固定汇率计算增长 6.3％。 

 2016 年重组费用翻了一番，达到 3 亿瑞郎，以支持结构性节约成本计划。 

 

净利润 



 受各种因素影响，净利润为 85 亿瑞郎，最大影响因素为递延税项的一次性非现金

调整。 

 年报中每股收益为 2.76 瑞郎，下降 4.8%，原因同上。 

 按固定汇率计算每股基本收益上升 3.4%。 

现金流和营运资金 

 营运现金流增加 13 亿瑞郎，至 156 亿瑞郎（占销售额的 17.4％），部分归功于营

运资金减少。自由现金流增加 2 亿瑞郎，至 101 亿瑞郎（占销售额的 11.3％）。

这显示出即使在充满挑战的汇率环境下，我们也能保持现金流持续强劲的能力。 

 平均营运资金下降了 190 个基点，从销售额（过去五个季度的平均值）的 4.7％下

降至 2.8％。 

 包括商誉和无形资产在内的投资回报率提高了 30 个基点，至 11.2％。不包括商誉

和无形资产的投资回报率提高了 180 个基点，至 31.7％。 

 

美洲地区 

实现销售额 264 亿瑞郎，有机增长 4.2%，实际内部增长 1.3%；营业利润率 19.3%，

降低 10 个基点。 

 该地区年报业绩良好，保持了持续的有机增长。 

 北美地区，增长速度逐年加快： 

 在宠物用品方面，猫粮系列产品在创新的驱动下实现良好增长。在狗粮方面，

因为 Merrick、Purina ONE 和冠能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高档产品组合表现良

好。因为品牌在重新分段方面取得了进步，Beneful 保持稳定。 

 通过推出 64 盎司包装和 natural bliss 新风味等创新措施，咖啡伴侣保持良好

的增长势头。 

 由于新产品线的扩展，Lean Cuisine 和 Stuffer’s Fit Kitchen 表现出强劲的有

机增长。 

 受到竞争环境和主流巧克力市场低迷的影响，美国市场糖果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在拉丁美洲，随货币贬值，定价因素带来了强劲的有机增长，实际内部增长放缓： 

 我们在巴西取得了高个位数的有机增长。上半年大幅上涨的价格因素影响了短

期内的销售量。雀巢咖啡多趣酷思和奇巧巧克力继续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我们在墨西哥继续保持良好增长，而且来源广泛，包括乳品、咖啡奶精、速溶

咖啡、雀巢咖啡多趣酷思和巧克力。 

 宠物用品继续在该地区实现强劲增长。 

 由于重组成本增加，营业利润率下降 10 个基点。北美的盈利能力有所改善，但拉

丁美洲货币贬值和商品价格导致高成本通货膨胀，盈利能力受到严重影响。 



 

欧洲、中东和北非地区 

实现销售额 162 亿瑞郎，有机增长 2.0%，实际内部增长 2.7%；营业利润率 16.7%，

增长 100 个基点 

 该区域实现了强劲的实际内部增长，增长速度连续第四年增加，市场份额增加，显

示出创新的能力。 

 稳定的实际内部增长促进了西欧市场的有机增长。受持续低商品价格、贸易压力和

激烈竞争的影响，定价贡献率为负： 

 宠物用品、雀巢咖啡和比萨饼继续成为大多数市场增长的主要来源。 

 在德国和法国，我们实现了稳固的内部增长，而南欧则实现了良好的有机增长

和实际内部增长。另一方面，在英国，过去一年特别具有挑战性，销量和定价

贡献率略有下降。 

 在良好的实际内部增长和提高定价的基础上，中东欧继续实现强劲的有机增长： 

 在俄罗斯，我们实现了两位数的有机增长和积极的实际内部增长。其中，雀巢
咖啡速溶咖啡，特别是 Barista 实现了强劲增长。在 Felix 猫粮的带动下，俄罗

斯成为雀巢在全球宠物用品表现最强劲的市场。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该地区的正面定价贡献，而所有其他市场都

经历了通货紧缩定价。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有机增长良好，业务依然具有韧性，但环境不稳定和通货紧缩压

力削弱了增长动力： 

 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局势继续产生影响。该地区乳品面临着通货

紧缩的压力。 

 在土耳其，雀巢咖啡和糖果带动了两位数增长。北非市场也表现良好。 

 即使在重组成本和营销投资增加的情况下，营业利润率依然提高了 100 个基点。在

高端化、销量杠杆作用、效率节省和有利的投入成本的推动下，大多数产品类别的

盈利能力得到提高。产品组合管理也为建立冰淇淋合资公司 Froneri 做出了积极贡

献。 

  

亚洲、大洋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实现销售额 145 亿瑞郎，有机增长 3.2％，实际内部增长 2.9％；营业利润率 19.0％，

增加 60 个基点  

 该地区实际内部增长和有机增长保持了全年增长的势头，市场份额恢复，几乎所有

市场都做出了贡献。  

 该地区的新兴市场整体表现良好，大多数业务增长加快。但是银鹭例外，将该地区

的有机增长降低了 260 个基点： 



 在中国，银鹭经历了两位数下降，影响了整体增长。为了扭转业务下降趋势采

取了几项举措，预计 2017 年将实现稳定。乳品（银鹭除外）和糖果增长势头

积极，雀巢咖啡表现良好。 

 东南亚地区，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以两位数增长，特别是乳品和美禄。菲律宾也

表现良好，实现了高个位数的增长，特别是 Bear Brand 乳品。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增长势头良好。不考虑价格上涨抵消货币贬值的因素，实

际内部增长仍然保持积极态势。中非和西非（包括加纳、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

和赤道非洲（包括安哥拉）地区取得了两位数增长，美极和 Nido 表现良好。 

 尽管年底经历了一些破坏性影响，我们在印度的业务增长势头依然强劲。美极
方便面继续恢复市场份额。糖果在奇巧的推动下也表现良好。巴基斯坦的乳品、

即饮产品和其他类别的产品都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发达市场中，日本市场增长势头良好，大洋洲市场实际内部增长稳健： 

 日本的有机增长高于本地区和集团平均水平，在实际内部增长和定价之间实现

平衡。得益于雀巢咖啡和奇巧巧克力的创新和高端化。 

 在大洋洲，实际内部增长保持稳健，与集团一致，在很大程度上被持续的价格

通缩压力因素所抵消。  

 该区域的营业利润率提高了 60 个基点，同时增加了营销投资。毛利率的提升得益

于成本降低（特别是乳品）以及成本效率提升、销量提高和产品组合优化。增加重

组支出的影响被降低与印度美极相关的一次性成本抵消。  

 

雀巢饮用水 

实现销售额 79 亿瑞郎，有机增长 4.5％，实际内部增长 4.5％；营业利润率 11.9％，增

加 110 个基点  

 雀巢饮用水在实际内部增长的基础上保持了良好的有机增长势头。定价保持平稳： 

 过去一年，美国市场的国际高端品牌增长持续强劲，本地品牌 Poland Spring、

Ice Mountain 和 Deer Park 贡献率高于集团和雀巢饮用水的平均水平。4 月份

发生龙卷风之后，德克萨斯的一家工厂的关闭，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欧洲，由于热浪，2015 年以后大部分市场保持了增长趋势。英国、西班牙

和德国市场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其他市场中，东南亚、墨西哥和北非市场表现良好。  

 国际高端气泡水品牌 Perrier 和 S.Pellegrino 进一步表现出强劲增长势头，增长速

度是主流产品组合的两倍。  

 旗舰国际品牌雀巢优活做出了积极贡献，有机增长高于雀巢饮用水平均水平。  

 营业利润率强劲增长，增加了 110 个基点，营销投资同比增长。驱动因素包括销量

增加、通过高端化进行积极的产品组合、运营成本效率和有利的投入成本。   

 



雀巢营养品 

实现销售额 103 亿瑞郎，有机增长 1.5％，实际内部增长 0.9％；营业利润率 22.7％，

增加 10 个基点  

 雀巢营养品在品类的各种因素趋变（特别是在中国）和牛奶价格持续走低导致通货

紧缩压力的背景下实现增长： 

 在实施新法规之前，中国市场疲弱，导致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库存水平调整。乳

品价格低和激烈的竞争对定价产生了影响，特别是高端产品。与此同时，过去

一年启赋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份额增加，成为中国同类产品中的领先品牌。

我们还加强了电子商务方面的能力，赢得了这个重要渠道的市场份额。 

 过去一年美国增长缓慢。我们开始对嘉宝品牌进行革新，并改进产品包装和配

方，包括推出许多有机产品。 

 创新促进了拉丁美洲的强劲增长势头，包括巴西的 Mucilon Iron Plus 麦片和墨

西哥的 NAN Optipro。 

 由于菲律宾表现良好，东南亚也实现了稳健增长。 

 由于乳品价格持续走低，营业利润率的提高来源广泛，包括婴儿配方奶粉和婴儿食

品。同时，品牌营销投入增加。 

  

其他业务  

实现销售额 141 亿瑞郎，有机增长 3.7％，实际内部增长 3.4％；营业利润率 15.2％，

下降 50 个基点 

 雀巢专业餐饮继续增长，受新兴市场中个位数增长的驱动——俄罗斯和墨西哥强劲

增长，中国稳健增长。美国有机增长势态良好，而加拿大和西欧的业务则出现下降。

自 2017 年起，随着地方和地区对更多定制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雀巢专业

餐饮业务已整合进各个地区。 

 奈斯派索（Nespresso）连续第 30 个年头实现增长。由于 VertuoLine 系统持续取

得成功，美国和加拿大获得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法国的销售额也因为年底推出的

VertuoLine 受益。英国的销售额在进行品牌投资和推出创新促销模式后出现了强劲

的增长。亚洲市场上，中国和韩国表现良好。 

 雀巢健康科学保持良好的增长速度。消费者保健再次成为增长的主要来源，包括

Boost 系列产品、Carnation Breakfast Essentials 和欧洲的 Meritene。医疗营养品

受益于主要市场上的抗过敏系列产品（特别是在中国）、Vitaflo 和口服营养补充剂

的强劲贡献。 

 雀巢皮肤健康的消费者护理产品表现良好。但是，我们在年底调整了库存水平。来

自非专利药物的竞争和压力的增加影响了美国处方药业务。 

 本部分的营业利润率受到雀巢皮肤健康影响。库存调整和增加的重组及诉讼成本影

响了盈利能力。雀巢健康科学也耗费了较高的重组成本。雀巢专业餐饮和奈斯派索

都通过有利的投入成本提高了各自的盈利能力。  



 

年度股东大会的董事会提议 

在 2017 年 4 月 6 日将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将提议以每股 2.30 瑞郎进行分

红。可以获得分红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为 2017 年 4 月 7 日。净分红将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起支付。股权登记记录中有投票权的股东可在 2017 年 3 月 30 日中午 12 点（欧洲中

部时间）开始执行其投票权。  

2016 年 6 月 27 日，董事会宣布了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继任计划。在为公司服务近

50 年，包括 11 年的首席执行官和 12 年的董事长之后，因为退休年龄限制，包必达先

生将不再参加选举。董事会推举保罗·薄凯先生（从 2008 至 2016 年年底担任首席执行

官）为董事长。2016 年 6 月 27 日，董事会还任命马克·施奈德先生为雀巢公司首席执

行官，于 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根据公司经验证的治理模式，他已经被提议在年度股

东大会上选为董事会成员。 

董事会提议董事会其他现任成员分别进行重新选举，任期直至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为

止。此外，董事会提议推举从 2010 年起担任施乐公司董事长、从 2009 年至 2016 年担

任其首席执行官的娥休拉•伯恩丝成为董事会成员。  

最后，董事会提议个人选举薪酬委员会成员，并推举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法定审计机

构，直至下一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董事会也提交了董事会和执行董事会的报酬，以供

股东批准。 

  

  

展望 

我们预期 2017 年有机增长在 2％和 4％之间。为了推动未来盈利能力的发展，我们计

划在 2017 年大幅增加重组成本。因而按固定汇率计算的运营利润率预计将保持稳健。

按固定汇率计算的每股基本收益预计将增加。 

  

  

联系人 媒体 罗宾·蒂克尔（Robin Tickle） 电话：+41 21 924 22 

00 
 投资者 斯蒂芬·金德勒（Steffen Kindler） 电话：+41 21 92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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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度销售和营业利润率总览 

 2016 年 1-12 月

销售额（百万瑞

郎） 

2016 年 1-12 月
有机增长（%） 

营业利润率 

2016 年 1-12 月

（%） 

与 2015年 1-12

月对比 

按经营划分 



美洲地区 26’356 +4.2 19.3 -10 bps 

欧洲、中东和北非区 16’249 +2.0 16.7 +100 bps 

亚洲、大洋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 

14’493 +3.2 19.0 +60 bps 

雀巢饮用水 7’926 +4.5 11.9 +110 bps 

雀巢营养品 10’326 +1.5 22.7 +10 bps 

其他业务 14’119 +3.7 15.2 -50 bps 

集团总计 89’469 +3.2 15.3 +20 bps 

按产品划分 

固体和液体饮料 19’792 +4.6 20.8 -50 bps 

饮用水 7’414 +5.0 12.2 +100 bps 

奶品和冰淇淋 14’331 +1.6 18.4 +150 bps 

营养品和健康科学 15’038 +2.0 18.5 -110 bps 

预制食品和烹饪调料 12’148 +2.7 15.0 +130 bps 

糖果 8’679 +1.8 13.7 -30 bps 

宠物用品 12’067 +5.3 21.0 +20 bps 

集团总计 89’469 +3.2 15.3 +20 b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