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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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明概不會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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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INIAN INTERNATIONAL LIMITED
瑞年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2010）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業績公告

年度業績

瑞年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合併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如下：

合併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850,622 632,357

銷售成本  (261,573) (206,068)
   

毛利  589,049 426,289

其他收入  746 1,975

銷售及分銷成本  (216,190) (200,833)

行政開支  (46,602) (42,059)

研發成本  (2,000) (13,900)

財務費用  (11,891) (14,657)
   

除稅前溢利 5 313,112 156,815

稅項 6 (103,410) (36,836)
   

年內溢利  209,702 119,979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0 176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209,712 120,155
   

每股盈利－基本 7 28.0分 1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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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99,568 192,482

 土地使用權  166,825 86,329
 無形資產  58,012 16,467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12,380 –
 收購附屬公司之按金  – 230,000
 收購技術知識之預付款項  26,840 –
 遞延稅項資產  8,198 11,934
   

  571,823 537,212
   

流動資產
 存貨  22,627 87,09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417,384 288,405
 已抵押銀行存款  – 983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5,216 1,840
   

  655,227 378,32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112,853 77,926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51,728 –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47
 應付稅項  39,043 20,860
 短期銀行貸款  226,000 201,000
   

  429,624 299,833
   

流動資產淨額  225,603 78,49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97,426 615,70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582 1,910
   

資產淨值  792,844 613,79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13
 儲備  792,831 613,783
   

總權益  792,844 613,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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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登記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自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九
日（「上市日期」）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上市前其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
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福瑞投資有限公司（「福瑞」）。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營養保健品、保健飲品及藥品。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的
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主要營
業地點的地址為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139號及駱克道 138號中國海外大廈 10樓A室

合併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集團重組及合併財務資料的呈列基準

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本公司按以下步驟進行集團重組（「集團重組」）：

(a)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一日前，無錫瑞年實業有限公司（「瑞年實業」）及無錫瑞年營銷有限公司（「瑞年營銷」）
所經營的本集團業務由本公司控股股東王福才先生（「控股股東」）持有及控制。該日後，同瑞控股有限公司
（「同瑞」）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並由控股股東控制，捷輝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捷輝」）於香港註冊成立
為同瑞的附屬公司。

(b) 根據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二日訂立的買賣協議，捷輝以現金代價人民幣20,220,000元及發行一股捷輝股份向
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收購瑞年實業全部權益，然後再以零代價轉讓予同瑞。

(c) 根據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訂立的買賣協議，本公司透過發行及配發 749,999,9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股份
予控股股東及同瑞的其他股東收購同瑞全部權益。因此，本公司自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起成為本集團控股
公司。

集團重組後的本集團視為一個持續經營實體。因此，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各年的合併全面收
益表及現金流量表包括本集團現時旗下各公司的業績及現金流量，採用合併會計原則編製，猶如集團重組完成
時的集團架構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各年或自該等公司各自的註冊成立╱成立日期以來（以較
短者為準）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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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之修訂（二零零八年
 所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所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6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4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之額外豁免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對比較披露的有限寬免 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清算股份付款之交易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 7

香港 (IFRIC*) — 詮釋第 14號（修訂本） 預付最低資金需求 6

香港 (IFRIC) — 詮釋第 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1

香港 (IFRIC) — 詮釋第 19號 發行權益工具以註銷金融負債 5

* IFRIC指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視情況而定）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的修訂。
3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或會影響本集團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業務
合併會計處理。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將影響本集團所持附屬公司權益轉變的會計處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引入有關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有關準則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起生效，並可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疇內之所有已確認金融
資產應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 i)以旨在收取訂約現金流之業務模式持有；及 ( i i)具有純粹為支付尚
未償還本金額之本金及利息之訂約現金流之債務投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則按
公平值計量。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或會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對合併財務資料不會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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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已按內部管理報告區分，行政總裁負責檢討，以分配資源至呈報分部及評估分部表現。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的呈報分部如下：

營養保健品  — 營養保健品的生產及銷售
保健飲品  — 保健飲品的生產及銷售
藥品  — 藥品的生產及銷售

自二零零八年起，由於本集團開始從事保健飲品的銷售，故有兩個業務分部。於二零零九年七月收購南京瑞年
百思特製葯有限公司（「南京瑞年」）後，由於本集團開始從事藥品銷售，故有三個業務分部。各呈報分部的營業
額均來自產品銷售。由於各產品的生產及市場推廣策略不同，故各分部分開管理。

營業額指年度已售予外界客戶的貨品已收或應收代價的公平值。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賺取的毛利。

分部業績資料如下：

 營養保健品 保健飲品 藥品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654,565 165,381 6,455 826,401

來自關連方收益 24,221 － － 24,221
    

 678,786 165,381 6,455 850,622

銷售成本 (165,332) (88,956) (962) (255,250)
    

毛利 513,454 76,425 5,493 595,372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481,653 125,674 － 607,327

來自關連方收益 25,030 － － 25,030
    

 506,683 125,674 － 632,357

銷售成本 (108,217) (88,321) － (196,538)
    

毛利 398,466 37,353 － 43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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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所申報各呈報分部總營業額及合併總營業額 850,622 632,357

各呈報分部銷售成本總額 (255,250) (196,538)
  

各呈報分部毛利總額 595,372 435,819

增值稅調整 (6,323) (9,530)
  

所呈報毛利總額 589,049 426,289

廣告及推廣費用 (182,208) (156,794)

研發成本 (2,000) (13,900)

其他經營開支 (80,584) (86,098)

其他收入 316 451

利息收入 430 1,524

利息開支 (11,891) (14,657)
  

除稅前溢利 313,112 156,815
  

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的資料如下：

分部資產指物業、廠房及設備、土地使用權、無形資產、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收購技術知識之預付
款項、存貨及有關呈報分部直接應佔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分部負債指有關呈報分部直接應佔貿易及其他應付
款項。該等分部資料須向行政總裁報告，用作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



7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 營養保健品 746,864 588,299

 － 保健飲品 47,460 80,844

 － 藥品 206,106 －
  

 1,000,430 669,143

收購南京瑞年所付按金 － 230,000

遞延稅項資產 8,198 11,934

不分配公司資產 218,422 4,462
  

合併資產總額 1,227,050 915,539
  

負債
 分部負債
 － 營養保健品 80,646 60,360

 － 保健飲品 20,906 11,350

 － 藥品 6,835 －
  

 108,387 71,710

應付稅項 39,043 20,860

遞延稅項負債 4,582 1,910

不分配公司負債 282,194 207,263
  

合併負債總額 434,206 30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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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董事酬金 720 1,887

其他僱員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221 1,696

其他僱員成本 7,964 12,518
  

 9,905 16,101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
 － 銷售成本 2,808 2,675

 － 行政開支 2,647 －
  

 5,455 2,675
  

有關以下各項的經營租賃租金
 － 土地使用權 2,974 832

   減：撥入在建工程成本 (1,936) (186)
  

 1,038 646
  

 － 租賃物業 1,010 766

廣告及推廣費用 182,208 156,794

存貨撥備 － 256

核數師酬金 1,585 1,587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58,765 203,54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285 5,736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4 －
匯兌虧損淨額 73 3,653

亦已計入：

存貨撥備撥回 141 －
利息收入 430 1,524
  

6. 稅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扣除以下項目：

中國所得稅 (97,002) (32,552)

遞延稅項 (6,408) (4,284)
  

 (103,410) (36,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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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所得稅按照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以適用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瑞年實業於二零零四年首個經營獲利年度起計兩年內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其後三
年中國所得稅則減半。雖然稅法出現下述改變，但根據國發[2007]39號，瑞年實業的稅項優惠至二零零八年底方
屆滿。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
內資及外資企業的所得稅稅率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統一為25%。瑞年實業當時享有自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起豁免繳稅及標準所得稅稅率減低的優惠，可繼續享有直至豁免及減稅期屆滿（即二零零八年底）為止。

根據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的聯合通知財稅 [2009]1號，僅外資企業在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之前賺取的溢利分派
予外國投資者時不受條例限制，並可豁免繳納預扣稅。然而，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第3及27條及實施細則第91條，
中國實體須就自當日後的溢利所分派股息繳交 10%的預扣企業所得稅。根據《中國與香港避免雙重徵稅安排》（中
國 — 香港徵稅安排），香港居民企業收取中國附屬公司股息時可享受 5%優惠稅率。由於瑞年實業的直接控股公
司乃於香港註冊成立，且控制瑞年實業超過一年，故可享受上述優惠稅率。本公司董事估計以截至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賺取未分派溢利的25%派發股息，而相關的遞
延稅項負債按 5%稅率累計。

由於本年度本集團的香港業務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故本集團概無於合併財務資料撥備香港利得稅。

7. 每股盈利

年內每股基本盈利基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人民幣209,702,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19,979,000元）及
年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750,000,000股（二零零八年：749,109,600股）及假設集團重組及資本化發行已於二零
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計算。

由於年內並無潛在攤薄股份，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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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 一家關連公司 * 15,523 1,890

 － 其他 362,206 120,618

應收票據 － 26
  

 377,729 122,534

已付供應商按金 2,610 70,120

物業租金按金 270 339

研發工作的預付款項 5,700 9,700

媒體播放時間預付款項 28,139 84,412

其他預付款項及按金 2,936 1,300
  

 417,384 288,405
  

* 關連公司為控股股東的兄弟控制的公司。

客戶主要以賒賬方式付款，一般在發票發出日期後 90日內付款。以下為呈報期結算日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的賬齡分析：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90日 368,224 49,976

91–180日 9,503 60,638

181–365日 2 11,920
  

 377,729 12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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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39,036 3,794

應付票據 － 5,655
  

 39,036 9,449

客戶按金 259 45

應付工資及福利 11,123 12,375

其他應繳稅項 31,470 9,939

應付工程款項 6,655 －
其他應付款項 2,434 4,135

廣告應計費用 19,844 34,685

按銷量計算的回扣 － 5,217

其他應計費用 2,032 2,081
  

 112,853 77,926
  

本集團一般獲供應商提供 90日的信貸期。以下為開具發票日起至呈報期結算日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
齡分析：

賬齡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90日 37,652 7,393

91–180日 507 1,407

181–365日 712 502

超過 1年 165 147
  

 39,036 9,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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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零八年後期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對本集團而言充滿挑戰。本集團管理層於金融危機期間積極
採取一系列措施，確保本集團保持穩健的財務狀況。該等措施包括削減整體銷售及市場推廣預
算，以及優先安排資源推廣高端氨基酸產品（其銷售額受經濟危機影響較小，因為該等產品的目標
客戶群的消費能力在經濟低迷時期依然可保持強勁）。

中國消費市場於二零零九年下半年迅速恢復。受益於管理層於二零零九年初推行的有效措施，本
集團得以保存充足的財務資源以把握銷售強勁回升之機會。因此，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在整個營
養保健品及保健飲品方面整體均錄得不俗的銷售額增長。本集團董事認為，金融危機加快了中國
營養保健品市場的整合，中長期而言，並將有助提高中國氨基酸保健產品的整體標準。

本集團上市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 806.6百萬港元。所得款項淨額約 45%及 30%將分別用於市場擴
展及資本開支。本集團可憑藉新籌資金及上市公司身分，吸引中國及海外新的優質分銷商以及銷
售、管理及研發人才加入本集團。本集團有信心在中國增長迅速及競爭激烈的氨基酸保健品市場
中把握巨大的發展機遇。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的營業額由二零零八年的人民幣 632.4百萬元增加約 34.5%至二零零九年的人民幣 850.6百
萬元。

營養保健品及普通健康食品的銷售額由二零零八年的人民幣 506.7百萬元增加約 34.0%至二零零九
年的人民幣 678.8百萬元，主要得益於本集團二零零九年氨基酸片的銷售額增加所致。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初推出的保健飲品的銷售額由二零零八年的人民幣 125.7百萬元增加約 31.6%

至二零零九年的人民幣 165.4百萬元。

二零零九年，來自藥品銷售的營業額為人民幣 6.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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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零八年的人民幣 426.3百萬元增加至二零零九年的人民幣 589.0百萬元。本集
團的平均毛利率由二零零八年的67.4%增加至二零零九年的69.2%。毛利率小幅上升乃主要由於保
健飲品採購成本降低及其品牌轉為「順牌」後售價較高，令保健飲品毛利率有所上升所致。

其他收入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由二零零八年人民幣 2.0百萬元下降至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0.7百萬元，主要由於
所有貿易融資交易已於二零零八年三月終止，致使較一般銀行存款利率相對為高的已抵押銀行存
款利息收入下降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金融危機期間維持非常嚴格的廣告預算及增加向零售門市推廣其
產品，因而令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由二零零八年的人民幣200.8百萬元僅輕微增加約7.6%至二
零零九年的 216.2百萬元，佔本集團營業額的百分比二零零八年約 31.8%及二零零九年約 25.4%。
該輕微增長主要由於本集團產品的廣告及推廣開支由二零零八年的人民幣 156.8百萬元增加至二零
零九年的人民幣 182.2百萬元所致。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二零零八年的人民幣 42.1百萬元增加約 10.8%至二零零九年的 46.6百萬元，
佔本集團營業額的百分比二零零八年約6.7%及二零零九年約5.5%。行政開支增加主要由於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折舊由二零零八年的人民幣 1.7百萬元增加至二零零九年的 6.3百萬元所致。

研發成本

本集團的研發成本由二零零八年的人民幣 13.9百萬元減少至二零零九年的 2.0百萬元，乃由於本集
團在二零零九年上半年金融危機及經濟低迷時期將財務資源優先分配至核心氨基酸產品的銷售及
市場推廣方面所致。此外，本集團擁有多個已通過產品開發階段而只待監管機構批准的後續產品。

財務費用

本集團的財務費用由二零零八年的人民幣 14.7百萬元減少約 18.9%至二零零九年的人民幣 11.9百
萬元，主要由於二零零九年銀行貸款的利率降低所致。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的浮息銀行貸款利
率介乎 4.9%至 7.6%，而二零零八年則介乎 6.4%至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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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

本集團的稅項開支由二零零八年的人民幣 36.8百萬元增加約 180.7%至二零零九年的人民幣 103.4

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稅務優惠屆滿而導致稅率上升所致。因此，本集團於二零
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的實際稅率分別為 23.5%及 33.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基於上述原因，本集團的年度溢利由二零零八年的人民幣 120.0百萬元增至二零零九年的人民幣
209.7百萬元。本集團的溢利率由二零零八年的 19.0%增至二零零九年的 24.7%。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現金流量

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的現金淨額增加人民幣 213.4百萬元。本集團的經營活動及融資活動分別產
生人民幣234.5百萬元及人民幣59.7百萬元，而人民幣80.8百萬元則用於投資活動。投資活動產生
的現金流出淨額乃主要用於支付購買兩幅土地的土地使用權，而本集團計劃於該兩幅土地上建造
保健飲品生產設施及物流中心以及倉庫。

存貨

本集團的存貨減少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22.6百萬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87.1百
萬元），主要由於轉售商品及製成品減少所致。本集團的存貨包括原材料、包裝材料、在製品、製
成品及轉售商品。年內，存貨周轉期約為 77日（二零零八年：98日）。年內存貨周轉期縮短乃主要
由於產品銷售速度加快所致。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為人民幣 377.7百萬元（二零零八
年：人民幣 122.5百萬元）。年內，分銷商獲授的信貸期一般為 90日。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
周轉期增加至 107日（二零零八年：82日），主要是由於二零零九年第四季產品銷售增加但有關款
項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末到期支付。

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為人民幣 39.0百萬元（二零零八
年：人民幣 9.4百萬元）。年內，本集團供應商提供的信貸期一般介乎 70至 90日之間。貿易應付款
項及應付票據周轉期增加至 50日（二零零八年：29日），主要由於本集團與提供保健飲品及氨基酸
口服液的第三方製造商經磋商後，對方同意減少以預付款形式收取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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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本集團以代價人民幣 211百萬元收購南京瑞年的全部股權。

借貸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短期銀行貸款為人民幣226百萬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未使用之可動用信貸融資為人民幣 317百萬元。

已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總賬面值分別為人民幣 37.6百萬元及人民幣 1.5百萬元的
若干樓宇及土地使用權抵押予若干銀行，作為授予本集團信貸融資的擔保。

資本開支

年內，本集團就收購土地使用權、興建生產設施及購買無形資產已投資約人民幣 86.6百萬元（二零
零八年：人民幣 122.1百萬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為 73.4百萬元（二零零八年：84.7百萬元），均
與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技術知識有關。

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

發行超額配發股份後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總共約為 806.6百萬港元，該款項將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
年二月八日所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之建議用途使用。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零八年：零）。

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股東通過書面決議案，批准招股章程附錄八「唯一股東於二零一零年
二月一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一段所載的事宜，主要包括通過增設額外1,965,000,000股每股面
值 0.01港元的股份，將本公司的法定股本由 350,000港元增加至 2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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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本公司自同瑞當時股東收購同瑞的全部已發行股本。作為上述收購
的代價，本公司向同瑞當時股東發行及配發合共 749,999,900股新股份，而同瑞亦向福瑞轉讓
100股本公司股份。隨後，福瑞向Strong Ally Limited（福瑞就設立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
全資擁有的公司）轉讓 2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

於集團重組完成後及緊接上市完成前，本公司已發行總共 750,000,000股股份。

(c) 根據本公司唯一股東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通過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已採納一項首次公開
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其詳情載於招股章程附錄八「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分節。直至本
公告日期，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20,000,000份按每股 3港元認購本公司股份的購
股權已獲授出，其公平值為17,340,000港元。該等購股權可於上市日期起三年期間內獲行使。
於上市日期後六個月屆滿當日至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屆滿當日，可行使根據首次公開發售
前購股權計劃已授出的三分之一購股權；而於上市日期後十二個月起每個曆月底可分 24次行
使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授出的 1/36的購股權，直至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屆
滿日期為止。

(d)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九日，25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本公司股份已按每股3港元以全
球發售方式獲發行。同日，本公司的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自首次全球發售收取的所得款
項淨額約為 676.7百萬港元。

(e)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八日，超額配股權已獲行使而另外45,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本公司
股份已按每股 3港元獲發行。自超額配股權收取的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129.9百萬港元。

僱員

高質素及專注的員工是本集團於競爭市場得以成功的不可或缺資產。本集團為香港及中國的全體
僱員提供符合行業慣例並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及多種額外福利。本集團定期檢討其人力資源及
薪酬政策，以確保符合市場慣例及監管部門規定。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員工534人。於二零零九年的薪金總額及相關成本約為
人民幣 9.9百萬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 16.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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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鞏固在中國氨基酸保健品市場方面的領導地位。本集團的目標是在二零一零年
底前將其分銷門市擴大至 50,000間以上。本集團將在中國長三角其他省份複制其高滲透率分銷模
式，將優先發展具強勁消費能力的華南及華中省份，其中以廣州、深圳、成都及武漢為重點。本
集團今年將為分銷商舉行八次地區銷售會議，向分銷商提供本集團的最新產品資訊及市場趨勢，
尤為重要的是本集團在擴展中國氨基酸保健品市場方面的團隊策略。就消費者層面而言，本集團
將於整個年度內在主要超市、特大型超市及連鎖店舉行超過300次的推廣活動，為消費者講解氨基
酸產品的益處及本集團產品將如何滿足消費者的需要。本集團亦將贊助大型體育及社會活動，以
提高本集團瑞年品牌的公眾認知度。

就藥品而言，本集團的目標是在中國200家醫院推出高端術後眼科藥品及本集團獨一無二的新一代
抗癌口服藥拓扑替康。本集團致力於三年內將其自身打造為中國最大的眼藥品製造商之一，特別
在高端醫用眼藥品領域。

至於海外市場，本集團正與多家海外分銷商就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推出本集團產品進行商討。本
集團的氨基酸片自二零一零年三月起一直在香港的屈臣氏店舖銷售，而預期今年可在香港更多連
鎖店推出其他保健產品。

本集團保健飲品生產線預期可於二零一零年第三季施工。待完工後，該條生產線的年產能（按每天
兩班，每班八個小時及每年三百個工作天計算）將可達 200百萬罐 350毫升飲品。本集團已開始建
設位於無錫的新物流中心，預期該物流中心第一期於二零一零年第四季開始運營。

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一零年第四季推出新產品，包括阿膠鐵膠囊及複合膠原蛋白片。此外，本集團
現正在開發氨基酸飲料的原型產品，並將於二零一零年第三季推出新產品。本集團的目標是致力
在中國迅速增長的消費飲料市場將其自身塑造成為領先的氨基酸保健飲品品牌。因此，本集團將
可迅速在巨大的消費市場佔據強大地位及鞏固其作為最大氨基酸保健品（涵蓋多個消費類別）供應
商的領先優勢。

研發方面，本集團將繼續開發新型氨基酸產品，以滿足不同人群的特別需要。例如，本集團已就
下列目標人群展開分類氨基酸保健品開發的研究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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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改善肌膚質素的女士；
－ 計劃生育小孩的夫婦；
－ 患有糖尿病及肝炎等慢性疾病的病人；
－ 患有心臟病的病人；
－ 正在節食的超重人士；
－ 臨近考試的學生；及
－ 長時間在線游戲或其他工作的人士。

本集團將透過運用其現有技術知識及科學配置天然氨基酸，開發此等新的目標人群分類產品，從
而盡量降低開發時間及成本。該等首批新產品的原型預期於二零一零年第三季面市。本集團預期
在今後幾年內每年均會推出一至兩種目標人群分類氨基酸產品。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將由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三）至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包
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有關期間內，本公司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手
續。為合資格有權出席本公司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不遲於二
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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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起，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證券。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監管
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
自上市日期起，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買賣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由於本公司股份於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九日上市，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被要求遵守守
則項下的規定或根據上市規則遵守上市公司的持續責任規定。自上市日期起，本公司已遵守守則
所載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述守則之條文第A.2.1條有所偏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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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能應分開，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本公司就本條文有
所偏離，因王福才先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職位。王先生為本集團之創始人，於保健及藥品行業
擁有逾 30年經驗。鑒於本集團目前所處發展階段，董事會相信，將兩個職能集中於同一人士，可
為本公司提供強大一致之領導，方便本集團業務策略之實施及執行。然而，董事會將根據當前情
況不時檢討其架構。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目前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黃
龍德先生、方志華博士及饒萬有先生。

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審閱及監督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體制。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所採納
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

刊發經審核年度業績及年報

根據報告期間適用之上市規則之規定，載有本公告所載本公司所有資料（包括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業績）之二零零九年年報將適時於本公司網站 (www.ruinian.com.hk)及聯交
所網站 (www.hkex.com.hk)刊發。

代表董事會
瑞年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王福才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王福才先生、于岩先生、李林先生、伊林先生、張宴先生及歐陽錦
玲女士；非執行董事為葉德銓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龍德先生、方志華博士及饒萬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