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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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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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CORN OIL COMPANY LIMITED
中國玉米油股份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06）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本 集 團 錄 得 收 入 約 人 民 幣
629,000,000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約人民幣
513,000,000 元增長約 22.7%。本集團收入的增長主要由於﹕(i)自家品牌
玉米油的銷售額增加約人民幣48,000,000元或75.2%；(ii)其他油產品的銷
售額增加約 17,000,000元或105.8%；及 (iii) 玉米粕的銷售額增加約人民幣
57,900,000元或97.5%。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率約 12.5%（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12.6%），其中銷售 (1)散裝非品牌玉米油；(2)自家品牌玉米油；
(3)玉米粕及 (4)其他油產品之毛利率分別約7.2%、33.0%、2.9%及36.0%（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14.1%、15.9%、0.1%及10.9%）。

• 本集團自家品牌玉米油的毛利率上升，主要由於：(i)本集團於二零一零
年上半年直接向超級市場及零售商銷售大部分自家品牌的產品；及 (ii)
儘管玉米油市價自二零一零年二月普遍下滑，本集團仍能控制並穩定
自家品牌玉米油的價格。

• 非品牌玉米油毛利率下跌，主要由於：(i)玉米胚芽及玉米原油市價自二
零一零年二月下跌速度及幅度，較非品牌玉米油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下跌速度及幅度為低；及 (ii)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
底前以較高市價採購大量原料，令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第一季的非品
牌玉米油的銷售成本增加。於二零一零年七月至八月期間，由於非品牌
玉米油產品售價在二零一零年八月大幅反彈，加上同期玉米胚芽及玉
米本原油的成本升幅相對較低，加上本集團能更佳地控制原料成本，
本集團非品牌玉米油產品的毛利率已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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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
約人民幣44,400,000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53,600,000元下跌約17.2%，其中包括：(1)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授予董事及
本集團僱員之購股權之以股份付款開支約人民幣3,700,000元；(2)本公司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香
港首次公開發售」）而產生的額外法律及專業費用；及 (3)香港首次公開
發售所得款項產生的匯兌虧損約人民幣800,000元。倘撇除此等項目，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溢利約人民幣49,8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人民幣53,600,000元）（「經調整溢利」），跌幅約7.1%。

• 本公司經調整溢利下跌約人民幣3,800,000元，跌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9,800,000元，乃主要由於（其中包括）本集團用
於廣告及營銷活動及擴展銷售及分銷網絡的投資，此反映出本集團鑑
於回顧期內自家品牌玉米油的銷售分部表現強勁而加強在這方面的工
作。

•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已於 (1)營銷品牌形象及提升知名度；及 (2)加強及開
拓營銷及分銷網絡方面投入大量資源。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不同營銷
及廣告活動已透過廣告代理公司於媒體推出，以提升長壽花的品牌知
名度。此外，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擴展其批發分銷及零售
網絡至中國更多具消費市場潛力的城市。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八個新代表辦事處分別於天津、上海、太原、瀋陽、成都、廈
門、合肥及南寧成立。

• 於長壽花品牌的市場營銷及加強市場營銷及分銷網絡的投資，此反映
出本集團鑑於回顧期內長壽花品牌玉米油的銷售分部表現強勁而加強
在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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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國玉米油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
績，連同相關比較數字。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5 629,230 512,901
銷售成本 (550,396) (448,313)

  

毛利 78,834 64,588
其他收入 5 9,135 6,076
銷售及分銷費用 (22,625) (4,751)
行政費用 (12,108) (3,583)
其他營運費用 (394) (100)

  

經營溢利 52,842 62,230
融資成本 6 (1,162) (928)

  

除所得稅前利潤 7 51,680 61,302
所得稅開支 8 (7,247) (7,663)

  

期內溢利 44,433 53,639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期內本公司權益所有人
 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 8.443 16.504

  

－攤薄 8.435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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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44,433 53,639
  

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虧損 (672)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672) –
  

本公司權益所有人應佔期內總全面收益 43,761 53,639
  



– 5 –

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5,026 225,119
土地使用權 35,063 35,419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與土地
 使用權之已付按金 58,737 –

  

408,826 260,538
流動資產
存貨 148,356 101,195
應收賬款及票據 11 100,819 55,01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80,957 76,040
應收關連方款項 304 10,795
現金及銀行結餘 352,204 638,843

  

782,640 881,89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15,944 7,160
應計負債、其他應付款及已收按金 42,589 53,098
應付關連方款項 6,967 2,826
計息銀行借款 50,000 50,000
應付稅項 3,033 3,879

  

118,533 116,963
  

流動資產淨值 664,107 764,929
  

資產淨值╱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72,933 1,025,467
  

權益
本公司權益所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46,340 46,340
儲備 1,026,593 979,127

  

總權益 1,072,933 1,02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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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
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

1111, Cayman Islands。本集團之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山東省鄒平縣
韓店工業園。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生產和銷售食用油。

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五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發行。

2.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會計
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
度財務報表採納的會計政策一致，惟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除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通過的所有適用個別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以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採納
的全部適用個別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

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惟經均富會計師行根據國際審計及核證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
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中期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全部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重大會計政策

本中期財務資料按照與最近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
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惟不包括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採納的下列標準：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二零零八年修訂）

•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二零零八年修訂）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零九年）

初次採納此等新規定對本期或前期產生之重大影響如下所述。.

此等會計政策已於本集團編製此中期財務資料中貫徹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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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二零零八年修訂）

經修訂的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對業務合併之會計規定引入重大
變動。其保留會計購買方法的主要特點（現指收購方法）。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最重要的變動對本集團產生下列重大影響：

• 合併收購相關成本將被作為收入表中一項支出記錄。過往，此等成本將於記
錄為收購成本的一部分。

• 除非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提出的例外情況及特定計量方法，否
則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將以收購日期之公平值計量。

• 任何或然代價將於收購日期按公平值計量。如或然代價安排導致產生金融負
債，則隨後任何變動將於損益表中確認。過往，僅於有可能付款的情況下，始
會於收購日期確認或然代價。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已應用於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之
業務合併。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無任何業務合併。因此，
本集團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時變動其會計政策，但此變動對本期
間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影響。

3.2 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二零零八年修訂）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需同時採納經修訂的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國
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對與非控股（前稱「少數」）權
益之交易及失去控制附屬公司之控制權的會計規定引入變動。與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3號（修訂）相似，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同被往後應用。本集團於本期
間並無與非控股權益進行交易，亦無出售任何附屬公司之股權。因此，本集團於採
納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時變動其會計政策，但此變動對本期間財務狀況及表
現並無影響。

3.3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零九年）（於二零零九年四月頒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零九年）（「二零零九年改進」）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作
出多項輕微的改進。有關本集團之改進涉及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此改進規定
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將土地租賃分類為財務或經營租賃。於此改進前，國際會
計準則第 17號通常規定土地租賃分類為一項經營租賃。本集團已根據訂立有關租
賃時現存的資料，重新評估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尚未屆滿之租賃之土地部份分
類，並已決定其租賃概無須重新分類。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向本集團之執行董事呈報以供其作出有關本集團營運分部間之資源分配及
審閱該等分部表現之決定之內部財務資料識別其營運分部及編製分部資料。

向執行董事作出內部申報之業務組成部份乃根據本集團之主要產品及服務類別而釐定，
其為生產及銷售 (i)玉米油，其中包括非品牌玉米油及自家品牌玉米油；(ii)其他油產品，
主要包括精煉食用葵花籽油、精煉食用橄欖油、精煉食用棉子油；及 (iii)玉米粕。

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之目的而言，董事透過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
表計量之毛利或毛損評估分部溢利或虧損。用於辨別經營分部及呈報分部報告損益的測
量方法與前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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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向本集團之執行董事提供之須予呈報之分部之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玉米油

非品牌
玉米油

自家品牌
玉米油 其他油產品 玉米粕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366,991 111,934 33,094 117,211 629,230
      

須予呈報分部收入 366,991 111,934 33,094 117,211 629,230
     

須予呈報分部溢利 26,528 36,964 11,919 3,423 78,83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玉米油

非品牌
玉米油

自家品牌
玉米油 其他油產品 玉米粕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373,568 63,889 16,084 59,360 512,901
     

須予呈報分部收入 373,568 63,889 16,084 59,360 512,901
     

須予呈報分部溢利 52,585 10,188 1,753 62 64,588

須予呈報分部溢利及本集團除所得稅前利潤對銷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予呈報分部溢利 78,834 64,588

其他收入 9,135 6,076

銷售及分銷成本 (22,625) (4,751)

行政開支 (12,108) (3,583)

其他營運開支 (394) (100)

融資成本 (1,162) (928)
  

除所得稅前利潤 51,680 6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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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及其他收入

來自本集團主要業務之收入（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已售貨品之發票淨值，並經扣除退貨、
貿易折扣及增值稅。本集團之收入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銷售貨品 629,230 512,901

  

其他收入
按攤銷成本呈列之銀行結餘之利息收入 169 37
銷售廢料 7,707 4,794
來自其他債權人之補償 － 950
其他 1,259 295

  

9,135 6,076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按攤銷成本呈列之財務負債之利息開支：
銀行及其他借款於－五年內悉數償付 1,160 925
其他利息開支 2 3

  

1,162 928
  

7. 除所得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乃經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11,492 11,231
以下項目之營運租賃開支：
 －租賃物業 － 30
 －土地租賃付款 356 80
撥回撇減至可變現淨值之存貨（附註） － (3,11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酬金及花紅 9,662 3,889
 －定額退休計劃供款 512 222
 －以股份付款的開支 3,705 －

  

總員工成本 13,879 4,111
  

匯兌虧損淨額 962 24
  

附註 :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撥回過往撇減之人民幣3,115,000
元之存貨。本集團已按較原本成本更高之價格向非關連第三方出售所有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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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
 －中國所得稅撥備 7,247 7,663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之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於該等年度不須
於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司法權區繳付任何稅項。

山東三星玉米產業科技有限公司（「玉米產業」）於二零零七年獲批准為外資企業。根據山
東省鄒平縣國家稅務局鄒國稅函（2007）41號文，玉米產業於抵銷過往年度稅務虧損後自
首個盈利年度起兩年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獲 50%稅務
減免。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玉米產業首個盈利年度，並為其稅務優
惠期首個年度。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玉米產業須按
12.5%之稅率繳付企業所得稅。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權益所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44,433,000元（截至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3,639,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26,250,000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25,000,000）股計算。

用於計算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之325,000,000股普通股之股
份加權平均數包括：

(i)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九日無償配發及發行之一股股份；及

(ii) 作為收購一家附屬公司之代價所發行之324,999,999股股份。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所有人應佔溢
利人民幣44,433,000元，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526,791,000股計算，並就所有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作出調整。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根據年
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26,250,000股，另加被視為猶如本公司所有購股權已獲行使
而無償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541,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數額尚未披露，因於期內並無潛在
普通股。

10. 中期利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利息。（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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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31,422 47,517
應收票據 69,397 7,502

  

100,819 55,019
  

於報告日期之應收賬款及票據（經扣除減值撥備）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如下：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60日內 98,039 47,671
61至90日 1,838 2,031
91至180日 942 4,764
181至365日 – 553

  

100,819 55,019
  

應收賬款不計息。除與本集團建立長期業務關係及概無拖欠紀錄之客戶外，概不向國內
客戶授出信貸期，而信貸期不超過六十日。所有海外客戶一般獲授六十日信貸期。

12.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不計息及一般根據三十日期限償付。

應付賬款於本報告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日內 9,810 2,395
31至60日 2,354 1,865
61至90日 1,273 864
91-至80日 1,498 1,095
181至365日 381 483
超過365日 628 458

  

15,944 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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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製造食用玉米油產品以：(1)於中國消費市場以品牌長壽花
進行內銷；及 (2)內銷或整批出口銷售予以其自家品牌銷售食用玉米油的其他
公司。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已於 (1)營銷品牌形象及提升知名度；及 (2)加強及開拓營銷
及分銷網絡方面投入大量資源。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不同營銷及推廣活動已
透過廣告代理公司於媒體推出，以提升長壽花的品牌知名度。此外，於二零一
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擴展其批發分銷及零售網絡至中國更多具消費市場潛
力的城市。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八個新代表辦事處分別於天
津、上海、太原、瀋陽、成都、廈門、合肥及南寧成立。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分銷網絡包括約153名（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名）批發分
銷商及約48名（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名）零售商，另有 15個（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個）銷售代表辦事處，覆蓋中國27個省及╱或行政自治區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個）。從回顧期間本集團的優秀業績可見，該
等用以營銷長壽花的品牌知名度及加強營銷及分銷網絡的投資顯示出本集團
更專注於自家品牌玉米油銷售分部所作出的努力。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自家品牌玉米油銷售上升約 75.2%，而相比二零零九年同
期，來自自家品牌玉米油銷售的毛利上升約262.8%。

由於預期對我們的食用玉米油產品的需求將出現增長，本集團自二零一零年
年初開始於現有生產廠房毗鄰興建一個新廠房（「新精煉廠房」）以進行精煉程
序。新精煉廠房的建築工程已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竣工，預期精煉生產線及機
器的裝置及檢測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完成。該新的精煉生產線預期於二零一
零年第四季開始全面營運，屆時將令玉米及其他油產品的精煉程序的年度產
量額外提升100,000噸及本集團精煉程序的總產量每年將增加至282,000噸玉米
及其他油產品。

此外，本集團正於內蒙古及遼寧興建兩座新壓榨生產廠房（「新蒙古壓榨廠房」
及「新遼寧壓榨廠房」）以擴充其壓榨產能。董事認為，興建新蒙古壓榨廠房及
新遼寧壓榨廠房將可讓本集團：(1)提升透過壓榨生產取得玉米原油以供精煉
程序所用的能力，此可減低本集團透過對外採購取得玉米原油來源的倚賴，
使其減低受玉米原油價格波動的影響；(2)更直接於內蒙古及遼寧購得玉米胚
芽，因該等地區的玉米胚芽供應充裕。因此，本集團可更易控制其玉米胚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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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成本。新蒙古壓榨廠房及新遼寧壓榨廠房將各自為本集團壓榨生產程序
增設生產線，並預期於全面營運後，玉米及其他油產品的精煉程序的年度產量
將合共額外提升 200,000噸（每座 100,000噸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本集團已與內
蒙古及遼寧的當地政府訂立合約，以收購分別位於內蒙古及遼寧的兩幅將用
作興建新蒙古壓榨廠房及新遼寧壓榨廠房的土地。新蒙古壓榨廠房及新遼寧
壓榨廠房的建築工程預期於二零一零年第三至第四季內開展，並預期於二零
一一年第一至第二季內完成。於新蒙古壓榨廠房及新遼寧壓榨廠房全面營運
後，本集團壓榨程序的總產能每年將增至 300,000噸玉米及其他油產品。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 629,000,000
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約人民幣513,000,000元增長約
22.7%。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自家品牌玉米油、(2)散裝非自
家品牌玉米油、(3)玉米粕及 (4)其他油產品之銷售額分別為約人民幣112,000,000
元、人民幣367,000,000元、人民幣117,000,000元及人民幣33,000,000元（截至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64,000,000元、人民幣374,000,000元、人民幣
59,000,000元及人民幣16,000,000元），分別佔本集團總收入約17.8%、58.3%、18.6%
及5.3%（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2.5%、72.8%、11.6%及3.1%）。自
家品牌玉米油的銷售均於中國進行，然而，本集團其他產品的銷售乃於中國及
海外進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中國及其他海外國家的
收入分別佔本集團的總銷售額約97%及3%（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99%及1%）。



– 14 –

收入及毛利

下表載列按產品分類劃分的收入及毛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玉米油
 －自家品牌玉米油 111,934 17.8% 63,889 12.5%
 －非品牌玉米油 366,991 58.3% 373,568 72.8%
玉米粕 117,211 18.6% 59,360 11.6%
其他油產品 33,094 5.3% 16,084 3.1%

    

629,230 100% 512,901 100%
    

毛利
玉米油
 －自家品牌玉米油 36,964 46.9% 10,188 15.8%
 －非品牌玉米油 26,528 33.7% 52,585 81.4%
玉米粕 3,423 4.3% 62 0.1%
其他油產品 11,919 15.1% 1,753 2.7%

    

78,834 100% 64,588 100%
    

毛利率
玉米油
 －自家品牌玉米油 33.0% 15.9%
 －非品牌玉米油 7.2% 14.1%
玉米粕 2.9% 0.1%
其他油產品 36.0% 10.9%

  

整體 12.5%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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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油產品平均售價之波幅

下表顯示於本集團的玉米油產品平均售價之波幅：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六月
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六月
三十日

止六個月

售出數量（噸）
自家品牌玉米油 9,932 12,956 8,565
非品牌玉米油 53,056 52,319 57,227

平均售價（人民幣╱噸）
自家品牌玉米油 11,270 9,658 7,460
非品牌玉米油 6,917 6,805 6,528

平均售價百分比上升
自家品牌玉米油 16.7% 29.5%
非品牌玉米油 1.6% 4.2%

平均單位銷售成本（人民幣╱噸）
自家品牌玉米油 7,548 6,948 6,270
非品牌玉米油 6,417 6,048 5,609

平均單位銷售成本百分比上升
自家品牌玉米油 8.6% 10.8%
非品牌玉米油 6.1% 7.8%

大連商品交易所所報的黃豆油每月平均期貨價格

二零一零年
八月*

二零一零年
七月

截至
二零一零年

六月
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六月
三十日

止六個月

黃豆油每月平均期貨價格
 （人民幣╱噸） 7,516 7,179 7,290 7,048 6,819
平均黃豆油期貨價百分比
 上升╱（下跌） 4.7% (1.5%) 3.4% 3.4%

* 截至本公佈日期



– 16 –

玉米油市價波動

我們的玉米油產品的波幅一般取決於（其中包括）黃豆油的期貨價格波幅，此乃
一般市場做法，用以於釐定我們的非品牌玉米油產品的售價時作參考。截至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黃豆油的每月平均期貨價格及本集團非品
牌玉米油的平均售價均普遍呈上升趨勢，而其價格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及二
零一零年一月為較高。黃豆油的每月平均期貨價格及非品牌玉米油的平均售
價自二零一零年二月起大幅回落，直至二零一零年六月底仍普遍呈下跌趨勢，
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黃豆油的平均期貨價格及非品牌玉
米油的平均售價仍較二零零九年上下半年為高。黃豆油平均售價及非品牌玉
米油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回升至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平均售
價為高的水平。

收入波動

本集團收入自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12,900,000元增加
約人民幣 116,300,000元或 22.7%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
幣629,200,000元，乃主要因下列因素所致：(i)自家品牌玉米油銷量上升約人民
幣48,000,000元或75.2%；(ii)其他油產品銷量上升約人民幣17,000,000元或105.8%；
及 (iii)玉米粕銷量上升約人民幣 57,900,000元或97.5%。

期內自家品牌玉米油銷售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大幅上升約16.0%，原因是本集
團加強營銷及分銷工作。銷量上升連同自家品牌玉米油的平均售價自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噸約人民幣7,460元大幅上升約51%至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噸約人民幣11,270元，導致自家品牌玉米油銷
售大幅上升。

自家品牌玉米油的平均售價上升主要由於：

(1) 玉米油市價上升一般取決於黃豆油的期貨價格波幅。然而，雖然玉米油市
價自二零一零年二月起普遍呈下跌趨勢，但本集團自家品牌玉米油的平
均售價相對非品牌玉米油較為穩定，此乃由於相對於非品牌玉米油的售
價乃就每份銷售訂單而釐定，並緊貼玉米油的市價趨勢，本集團有能力保
持及穩定其品牌玉米油產品的售價。因此，相比非品牌玉米油，自家品牌
玉米油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平均售價較二零零九年同
期上升幅度較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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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直接於超級市場及零售商
銷售大部分自家品牌玉米油，代替根據銷售安排（定義見下文）透過鄒平三
星油脂工業有限公司（「三星油脂」）之銷售。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本集團向三星油脂銷售若干自家品牌玉米油，以轉售予超級市場
及零售商（「銷售安排」），據此，本集團向三星油脂收取的價格乃按三星油
脂收取的開售市價為基準，並按三星油脂支付有關其於銷售安排中的開
支（「銷售開支」）向下調整。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開
支約人民幣8,600,000元，使同期自家品牌玉米油的銷售額及平均售價向下
調整。

期內散裝非品牌玉米油銷售較二零零九年上半年輕微下跌約7.3%，主要由於鑑
於回顧期間自家品牌玉米油的優秀業績，本集團更專注於自家品牌玉米油銷
售分部所作出的努力，以及非品牌玉米油市價自二零一零年二月起下跌。減去
非品牌玉米油的平均售價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噸約人民幣
6,528元上升約6%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噸約人民幣6,917元
的增長後，銷量的輕微下跌導致非品牌玉米油銷售輕微下跌。非品牌玉米油的
平均售價上升主要由於玉米油市價上升一般取決於黃豆油的期貨價格波幅。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油產品銷售額主要包括葵花籽油及
橄欖油。其他油品銷售額增加約人民幣17,000,000元或105.8%，主要由於零售需
求上升及本集團加強市場推廣工作，我們自家品牌的葵花籽油及橄欖油銷售
分別大幅增長約人民幣9,000,000元及約人民幣3,900,000元。玉米粕銷售額增加
約人民幣57,900,000元或97.5%，主要由於本集團按為其精煉程序採購玉米原油
的比例，透過壓榨生產增加採購玉米原油，此乃由於玉米粕是本集團的壓榨生
產的副產品。

毛利及毛利率之波動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約人民幣78,800,000元（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人民幣64,600,000元），而毛利率則約12.5%（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12.6%），其中銷售 (1)散裝非品牌玉米油；(2)自家品牌玉米油；(3)玉米粕及
(4)其他油產品之毛利率分別約7.2%、33.0%、2.9%及36.0%（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14.1%、15.9%、0.1%及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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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自家品牌玉米油的毛利率自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15.9%上升至二零一零
年上半年的 33.0%，主要由於：

(i)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直接銷售予超級市場及零售商大部分自家品
牌的產品，因此本集團自家品牌玉米油的售價不再需要就銷售安排下的
銷售開支作下跌調整。為供說明，若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並無銷售安排，本集團來自自家品牌玉米油的收入及毛利將可增加銷售
開支約人民幣8,600,000元，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
率將為26.0%；及

(ii) 雖然玉米油的市價自二零一零年二月起普遍呈下降趨勢，本集團仍能控
制及穩定其自家品牌玉米油的售價。因此，本集團自家品牌玉米油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平均售價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上升約51%，
增幅遠較自家品牌玉米油的平均銷售成本的上升百分比 20.4%為高。自家
品牌玉米油的平均銷售成本自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每噸人民幣6,270元增
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每噸人民幣7,548元。由於上述原因，自家品牌玉米
油的毛利率自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5.9%增至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3%。

我們的非品牌玉米油的毛利率下跌主要由非品牌玉米油的市價以及本集團主
要原材料玉米胚芽及玉米原油的市場購買價的波動所致。本集團的玉米胚芽
及玉米原油平均購買價的波幅一般如上述般與非品牌玉米油平均售價的波幅
一致。然而，自二零一零年二月起，因非品牌玉米油產品市價持續下跌，玉米
胚芽及玉米原油供應商於供應玉米胚芽及玉米原油時越趨審慎。供應減少導
致玉米胚芽及玉米原油的市價自二零一零年二月起以較非品牌玉米油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市價為慢的速度及幅度下降。

本集團非品牌玉米油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平均售價較二零
零九年同期上升約6.0%。本集團非品牌玉米油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平均銷售成本為每噸人民幣 6,417元，較非品牌玉米油於二零零九年
同期的平均銷售成本每噸人民幣5,609元上升約14.4%。相比非品牌玉米油截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平均售價的上升百分比，非品牌玉米油平均
銷售成本較高的上升百分比主要由於 (i)如上文所述般，玉米胚芽及玉米原油
的市價自二零一零年上半年起以較非品牌玉米油的市價為慢的速度及幅度下
降；及 (ii)由於原材料成本自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起大幅上漲，本集團為控制未來
生產成本，於二零零九年年底以高價採購大量原材料。此導致本集團於二零一
零年第一季錄得較高的非品牌玉米油銷售成本。由於上述原因，非品牌玉米油
毛利率自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4.1%下跌至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7.2%。於二零一零年七月至八月期間，由於我們的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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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玉米油產品售價在二零一零年八月大幅回升，而玉米胚芽及玉米原油在同
期的成本升幅較少，且本集團更佳地控制原料成本，本集團由二零一零年七月
一日至本公佈日期止期間非品牌之玉米油的毛利率已有改善。

其他油產品的毛利率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 11%上升至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
36.0%，主要由於本集團透過增加毛利率高的自家品牌葵花籽油及橄欖油的銷
售以改變其銷售組合。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包括原材料成本、勞工及製造的間接成本。勞工成本包括支付予生產
工人的工資及其他補償。製造間接成本包括運輸成本、折舊及水電開支。原材
料成本構成銷售成本最大部份，並佔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
售成本約9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98%）。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約為人民幣 9,1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6,100,000
元），主要來自廢料銷售約人民幣7,7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4,800,000元）及向一名客戶收取的沒收按金約人民幣 1,1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零）。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自一名客戶就所發出的玉米油訂單收取
按金人民幣1,800,000元。該名客戶隨後未能履行銷售訂單，該筆人民幣1,800,000
元的按金自此由本集團持有。於二零一零年，該名客戶同意本集團沒收該筆按
金中人民幣 1,100,000元為賠償。廢料、油產品的剩餘及廢棄副產品的銷售上升
乃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產量較二零零九年同期
有所上升。

營銷及推銷開支

營銷及推銷開支約為人民幣22,6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4,800,000
元 )，主要包括運輸及交通費約人民幣 9,4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
民幣3,200,000元 )、廣告開支約人民幣4,4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
幣1,200,000元 )、代表辦事處開支約人民幣3,2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零 )及銷售員工之員工成本約人民幣5,2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
幣300,000元 )。

營銷及推銷開支增加約人民幣 17,800,000元部份乃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
半年直接銷售予超級市場及零售商大部分自家品牌的產品，而以往銷售安排
下的相關銷售開支因此由本集團直接承擔。為供說明，若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銷售安排，本集團的銷售費用將增加銷售開支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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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0,000元，至約人民幣13,400,000元（「經調整銷售費用」）。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銷及推銷開支的增加超過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經調整銷售費用約人民幣9,200,000元，主要由於：(1)廣告活動開支增
加約人民幣3,100,000元；(2)為擴展銷售及分銷網絡，因而設立新銷售代表辦事
處及及聘請更多銷售員工，導致銷售代表辦事處及銷售員工之薪金開支分別增
加約人民幣1,200,000元及人民幣2,600,000元；及 (3)交通費增加約人民幣4,600,000
元（此與本集團期內銷售的增幅一致）。

為提升長壽花的品牌知名度及公司形象，本集團已與廣告代理公司訂立12份
主要合約，以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推出不同市場營銷及推廣活動。另一方面，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透過於天津、上海、太原、瀋
陽、成都、廈門、合肥及南寧設立八個新的代表辦事處以擴展其市場推廣及分
銷網絡至中國更多城市。本集團管理層有信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於品牌推廣活動及擴展分銷網絡方面所作出的投資將於將來令銷
售表現得到改善。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12,1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3,600,000元 )，
主要包括：(i)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向員工授出的以股份支付購股權的開支約人民
幣3,7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零)；(ii)法律及專業費用約人民幣1,500,000
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00,000元 )；(iii)匯兌虧損約人民幣1,000,000
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24,000元 )；及 (iv)行政人員之員工成本約人
民幣1,5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000,000元 )。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本集團六名執行董事及26名員工獲授合共25,000,000份購股
權（「購股權」），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的公佈內。購股權的
成本乃參考授出購股權當日的公平值計量，並自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歸屬
期間確認為以股份付款開支。購股權的以股份付款開支總額預計約為人民幣
39,100,000元，其中約人民幣18,200,000元、人民幣17,100,000元及人民幣3,800,000
元將分別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確認。法律及專業費用上升主要由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香港首次公開發
售」）後產生額外合規成本及專業費用約人民幣900,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的匯兌虧損增加主要由於兌換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為
人民幣以作本集團於中國營運之用而產生約人民幣800,000元的匯兌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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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除前溢利及股東應佔溢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除所得稅前溢利約人民幣
51,7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61,3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
期下跌約15.7%。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
團溢利約人民幣 44,400,000元，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53,600,000元下跌約17.2%，其中包括（1)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授予董事及本集團僱
員之購股權之以股份付款開支約人民幣3,700,000元；(2)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十八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香港首次公開發售」）而產
生的額外法律及專業費用約人民幣900,000元；及 (3)香港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
項產生的匯兌虧損約人民幣800,000元。倘撇除此等項目，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
集團溢利約民幣 49,8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53,600,000元）（「經
調整溢利」），跌幅約7.1%。

本公司經調整溢利下跌約人民幣3,800,000元，跌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9,800,000元，乃主要由於（其中包括）本集團用於廣告及營銷
活動及擴展銷售及分銷網絡的投資，此反映出本集團鑑於回顧期內自家品牌
玉米油的銷售分部表現強勁而加強在這方面的工作。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率約為7.1%（截至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5%)。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約人民幣 8.443分，而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則約為人民幣 16.504分。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土地使用權所付按金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土地使用權所付按金約人
民幣58,7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零 )。如「業務回顧」一節所述，本集
團就購買兩幅分別位於內蒙古及遼寧的土地與當地政府訂立合約，該兩幅土
地將用作興建新蒙古壓榨廠房及新遼寧壓榨廠房，並因此本集團已根據土地
合約支付約人民幣42,500,000元作為該兩幅土地的按金。餘下的人民幣16,000,000
元主要為購買將安裝於新壓榨廠房及新精煉廠房的機器所付按金。預期該兩
幅於蒙古及遼寧的土地的收購事項將於二零一零年年底前完成，而生產設備
及機器的裝置及檢測亦預期於二零一一年第一至第二季期間新蒙古壓榨廠房
及新遼寧壓榨廠房的建築工程竣工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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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及票據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及票據約為人民幣100,800,000元（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5,000,000元 )，包括應收賬款約人民幣 31,400,000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7,500,000元 )。應收賬款減少主要由本集
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實施嚴格的償還及信用管制所致。應收票據大幅增加
乃因為更多客戶透過銀行承兌匯票清償賬款。該等銀行承兌匯票由發行銀行
背書，且到期日一般介乎三至六個月。本集團接納該等若干客戶透過銀行承兌
匯票清償賬款乃因為本集團一般可向該等客戶收取較有利的售價。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約為人民幣181,000,000
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6,000,000元 )，主要包括採購原材料所
付按金、預付廣告開支及其他預付款項及應收款項。採購原材料所付按金大幅
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底前後採購更多原材料以為新精煉廠
房開始營運作準備。預付廣告開支增加乃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就
推出不同營銷及廣告活動而訂立多份廣告合約，該等合約年期一般約為三年。

未來計劃

本集團致力保持中國領先食用玉米油生產商地位，並將長壽花發展為中國食
用玉米油消費市場中的領先品牌，從而將股東價值提升至最高。本公司將繼續
致力提升品牌形象以及知名度，並繼續加強在中國的市場推廣工作。本公司將
繼續改善市場推廣及分銷網絡以及在日後開拓新商機，並繼續滲透及增加市
場佔有率。考慮到本集團自家品牌玉米油的銷售額增長強勁及毛利率高企，本
集團將繼續積極專注此分部，投資於長壽花品牌的市場營銷及市場營銷及分
銷網絡。本集團對自家品牌玉米油分部的未來表現表示樂觀，將會佔本集團日
後大部分整體業績。整體而言，本集團對業務未來的表現感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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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上段所列，本公司已透過興建預期於二零一零年第四季開始營運的新
精煉廠房以擴充產能。另一方面，本集團透過分別興建新蒙古壓榨廠房及新遼
寧壓榨廠房以擴充壓榨產能，且本集團已與當地政府訂立合約，以購買兩幅位
於內蒙古及遼寧的土地以興建該等壓榨廠房。於新蒙古壓榨廠房及新遼寧壓
榨廠房全面營運時，本集團的壓榨程序總年產能預期增加至300,000噸玉米油
及其他油產品。董事認為興建新蒙古壓榨廠房及新遼寧壓榨廠房可讓本集團：
(1)加強本集團透過壓榨程序取得玉米原油以作精煉程序的能力，此可減少本
集團向市場採購玉米原油的依賴程度，以及更能避免受到玉米原油價格浮動
的影響：(2)由於內蒙古及遼寧的玉米胚芽供應豐富，本集團更容易於該等地區
採購玉米胚芽。因此，本集團更能有效控制其採購玉米胚芽的成本。

本公司亦擬投資其他資源於加強研究實力，並提升有關食用玉米油產品生產
質素及生產技術之專長及技術知識。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52,625,000港元，分為526,250,000
股每股面值 0.1港元之股份。

本集團採用務實的庫務政策，其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按總
借貸除以股東權益計算）為4.66%（二零零九年：4.88%)。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之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6.6倍（二零零九年：7.54倍 )。
本集團繼續嚴密監察債務收回政策，以將信貸銷售之風險減至最低，並確保及
時收回資金。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須於一年內償還之無抵押計息銀行借貸金額
約達人民幣50,000,000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0,000,000元），
該等銀行借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按固定年息率 5.841%計息。本集團之
現金及銀行結餘為人民幣 352,204,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638,843,000元）。

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進行任何重大附屬公司或
聯營公司收購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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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率波動風險及有關對沖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境內經營業務及本集團之主要附屬公司於人民幣環境下營
運，而主要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因此，本集團大部分交易乃以人民
幣（「人民幣」）結算。本報告乃以人民幣呈列。期內，本集團銷往中東國家、新加
坡及馬來西亞之出口產品，交易均以美元及歐元結算。本集團大部份現金及銀
行存款以人民幣計值。本公司宣派股息時亦以港元派付。董事預期人民幣與其
他貨幣的兌換比率相對穩定，且本集團將密切注意滙率的變動情況，所以認為
無須採用衍生工具進行對沖。

人民幣目前不可自由兌換。本集團部份人民幣收入或溢利可兌換為其他貨幣，
以履行本集團之外匯責任，例如派付股息（如有宣派）。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將其任何資產抵押予銀行，作為授予本
集團銀行信貸的抵押。

資本開支及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約為人民
幣9,30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68,000元）。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經營租賃承擔為人民幣13,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30,000元）。

僱員福利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1,210名僱員（二零零九年：637名）。本
公司僱員人數大幅增加乃由於本集團拓充業務。

此外，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計劃」），以挽留
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員工。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本集團的六名執行董事
及26名僱員獲授合共 25,000,000份購股權。董事相信，相比市場標準及慣例，本
集團向僱員所提供的是屬具競爭力的薪酬組合。

根據中國社保法規，本公司參與相關地方政府部門營運之社保計劃，涵蓋退休
金、醫療保險、失業保障、工傷保險及分娩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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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計劃項下由董事持有本公司之購股權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並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藉
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而獲得利益。

重大投資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事項。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分部資料詳情載列於財務報表附註4。

購買、購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任何其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
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於向全體董事作出具
體查詢後確認，全體董事均已間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所列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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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
守則企業管治守則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須分開除外。主席與行
政總裁之角色並無分開乃由於本公司並無委任行政總裁，而行政總裁之角色
及功能乃由本公司全部執行董事（包括主席）共同擔任。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且董事認為，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其書面
職權範圍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
就委任、重新委任及罷免外聘核數師及批准外聘核數師之酬金及委聘條款以
及有關核數師辭任或被辭退之任何問題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審閱本集團
之中期及年度報告與賬目；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制度及內部監控程序。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愛國先生（主席）、王瑞元先生及劉
樹松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玉米油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王明星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明星先生、王明峰先生、王明亮先生、王
福昌先生、孫國輝先生及黃達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柯世鋒先生；而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樹松先生、王瑞元先生及王愛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