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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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China agroteCh holdings limited
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073）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
末期業績公佈

末期業績

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經審核
綜合末期業績，連同上個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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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3,362,029 3,178,420
銷售成本 (3,183,660) (2,966,047)

  

毛利 178,369 212,373

投資物業估值收益 － 595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淨額 39,619 44,767
分銷開支 (48,764) (76,757)
行政開支 (73,374) (57,650)
其他開支 (4,161) (9,790)
存貨撇減 (5,847) (24,510)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8,474) (12,226)

  

經營溢利 77,368 76,802
融資成本 (30,093) (51,069)

  

除稅前溢利 3 47,275 25,733
所得稅 4 (16,394) (13,816)

  

本年度溢利 30,881 11,917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9,793 11,067
 －非控股權益 1,088 850

  

本年度溢利 30,881 11,917
  

每股盈利 6
 －基本 4.98港仙 2.26港仙

  

 －攤薄 4.92港仙 2.2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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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30,881 11,917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
 之匯兌差額 2,670 (1,712)
有關出售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匯兌差額
 重新分類調整 － (1,319)
有關出售海外附屬公司之匯兌差額 
 重新分類調整 (157) －

   

2,513 (3,031)

有關其他全面收益部分之所得稅 － －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2,513 (3,031)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33,394 8,886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2,306 8,234
 非控股權益 1,088 652

   

33,394 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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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9,150 82,676
 投資物業 － 20,557
 土地租賃溢價 3,253 8,538
 無形資產 21,404 32,917
 商譽 81,341 85,881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6,801 －
 其他按金 13,657 27,224

  

255,606 257,793
  

流動資產
 土地租賃溢價 96 240
 存貨 94,131 147,882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 2,037,036 1,704,977
 貿易證券 1,292 2,989
 受限制銀行存款 340,881 305,70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5,234 112,621

  

2,568,670 2,274,41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8 (1,316,047) (1,482,729)
 銀行貸款 (539,009) (304,433)
 應付稅項 (47,995) (37,603)
 可換股債券 (896) －

  

(1,903,947) (1,824,765)
  

流動資產淨值 664,723 449,65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20,329 707,443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5,918) －
 可換股債券 (28,963) －

  

(34,881) －
  

資產淨值 885,448 707,44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4,277 48,977
 儲備 800,320 638,20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864,597 687,184

非控股權益 20,851 20,259
  

權益總額 885,448 707,443
  



– 5 –

附註：

1. 守章聲明及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已按照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此等
財務報表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
本集團所採納主要會計政策之概要載於本公司將向股東寄發之年報內財務報表附註（「附
註」）一節。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生效或已經生效之修訂及詮釋，亦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及本
公司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附註所
載資料，闡述初次應用該等與本集團當前及以往會計期間有關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引
致，已於此等財務報表內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

除會計政策另行訂明者外，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計算基準為歷史成本基準。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於中國大陸 (i)買賣肥料、農藥及其他農資產品（「貿易業務」）；(ii)製造
及銷售植物生長劑產品、農藥及肥料（「製造業務」）；(iii)提供植保科技服務（「顧問業務」）；
及 (iv)買賣非農資產品（「非農資貿易業務」）。

營業額指向客戶供應貨品的銷售價值及提供服務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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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集團業務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及分部業績分析如下：

(i)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貿易業務 製造業務 顧問業務
非農資

貿易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2,446,356 121,032 13,693 780,948 3,362,029
分部間收益 18,756 15,555 － 43,179 77,490

     

可呈報分部收益 2,465,112 136,587 13,693 824,127 3,439,519
     

可呈報分部除稅前溢利 8,616 8,990 11,903 33,946 63,455
    

利息收入 17,590 8 6 254 17,858
融資成本 23,982 － － 4,556 28,538
折舊及攤銷 3,656 11,880 2 336 15,874
存貨撇減 5,847 － － － 5,847
以下減值虧損
 －應收貿易款項 314 636 － 3,211 4,161

(ii)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貿易業務 製造業務 顧問業務
非農資

貿易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2,280,175 236,586 18,900 642,759 3,178,420

分部間收益 26,030 20,721 335 90,813 137,899
     

可呈報分部收益 2,306,205 257,307 19,235 733,572 3,316,319
     

可呈報分部除稅前 

 溢利╱（虧損） (2,391) 21,668 9,820 3,840 32,937
    

利息收入 16,137 31 30 268 16,466

融資成本 43,559 37 － 7,473 51,069

折舊及攤銷 2,037 13,766 2,111 284 18,198

存貨撇減 20,074 42 － 4,394 24,510

以下減值虧損
 －無形資產 － 798 － － 798

 －物業、廠房及設備 － － 137 － 137

 －應收貿易款項 2,843 538 － 5,474 8,855

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均於中國大陸產生，故並無呈列地區分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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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入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
 及其他借貸利息 28,538 51,069
可換股債券利息 1,555 －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負債的利息開支總額 30,093 51,06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33,586 29,465
折舊 # 7,549 5,478
攤銷 #

 －土地租賃溢價 258 306
 －無形資產 8,067 12,414
存貨成本 # 3,183,660 2,966,047
存貨撇減 5,847 24,510
以下減值虧損
 －物業、廠房及設備* － 137
 －無形資產* － 798
 －應收貿易款項* 4,161 8,855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1,250 1,300
 －其他服務 208 50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8,474 12,22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324 2,363
經營租約開支：土地及樓宇最低租金付款# 4,306 4,312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的利息收入 (17,858) (16,466)

  

# 存貨成本包括與員工成本、折舊、攤銷支出及經營租約開支相關之金額約9,244,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11,125,000港元），該金額亦計入上文獨立披露的相關總金額。

* 減值虧損已計入綜合損益表之其他開支中。

4. 所得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3,957 13,816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中國企業所得稅 2,437 －

  

16,394 13,816
  

本公司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稅項，直至二零一九年為止。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估
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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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根據中國國家主席令第63號頒佈中
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國國務院頒佈新
稅法實施細則。根據新稅法及實施細則，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中國企業所得稅稅
率已調整至25%。

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之新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須
就向外資企業投資者宣派之股息徵收10%預扣稅。倘中國與外資企業投資者所屬司法權
區之間定有稅務協約安排，則可按較低預扣稅率繳稅。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國稅務機關頒佈財稅 (2008)第1號，規定自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有關中國稅法及法規釐定之保留盈利宣派並匯出中國境外之股息，
可獲豁免預扣稅。

由於本公司控制其附屬公司之股息政策，且已決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所賺取之溢利將不會在可預見未來作出分
派，故並無確認任何遞延稅項負債。

5.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二零零九年：
無）。

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a) 盈利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用的盈利 29,793 11,067
  

(b)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股份數目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97,735 489,767

潛在攤薄股份的影響
 －購股權 7,625 194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05,360 489,961
  

非上市認股權證對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
利有反攤薄影響。

可換股債券對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有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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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根據發
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90日 502,827 613,965

91-180日 82,828 34,042

181-365日 29,754 22,789

365日以上 2,477 11,799
  

617,886 682,595

減：呆賬撥備 (4,161) (8,855)
  

613,725 673,740
  

債務一般於發單日期起計六個月內到期支付。本集團可按個別情況及於評估業務關係及
客戶信譽後應客戶要求延長信貸期。

8.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於報告期間結算日的賬齡
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應要求 324,959 550,445

一個月後但兩個月內到期 196,804 482,832

兩個月後但三個月內到期 105,939 37,134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到期 496,819 218,374

六個月後到期 14,769 23,576
  

1,139,290 1,312,361
  

9.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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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本人欣然提呈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浩倫農科」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業績，以供股東省覽。

營業額及溢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綜合營業額約為3,362,029,000港
元（二零零九年：3,178,420,000港元），增長約6%；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
29,79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1,067,000港元），增長約 169%。若剔除僱員股份補
償開支之影響，淨利潤約為37,83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1,067,000港元），上升
約242%。

業務回顧

受到二零零八年環球金融風暴和商品價格大跌的影響，二零零九年下半年的
市場需求仍然疲弱，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化肥市場開始有回暖趨勢。浩倫農科憑
藉豐富的管理和營銷經驗，以及迅速和果斷的策略調整，令全年營業額保持
適度增長，達 33.6億港元，較上年度增長約6%，惟各類產品的經營在國內市場
需求疲弱、化肥產能顯著過剩以及南北地區均先後發生惡劣天氣變化和災情
等因素影響下，本集團毛利率有所下降，平均毛利率約為5.3%（二零零九年：約
6.7%）。面對市場不景氣的經營環境，浩倫農科積極控制成本及庫存水平，取得
理想效果，以致本年度純利增長 169%至29,793,000港元。

於回顧財政年度，本集團之分銷網絡在統購分銷策略成功運作下為集團在困
難的經營環境中發揮了鞏固的作用，並令集團的營業額穩步上揚。年內，由於
整體農資產品價格依然疲弱，集團繼續以薄利多銷為主要目標，在市場價格低
迷的同時，掌握價格走勢並縮短存貨週期，儘快套利，因此令肥料總銷售量達
107萬噸（二零零九年：106萬噸），與去年水平相若。由於毛利空間有限，因此，
在營業額提升的同時，各類產品的毛利也無可避免地下降。於回顧財政年度，
本集團實現毛利約1.78億港元（二零零九年：約 2.12億港元），較去年度下降 約
16%。整體毛利率亦從去年度約6.7%下跌至本年度約5.3%，其中農資產品（佔總
營業額77%）的平均毛利率從去年度約 7.3%下降至本年度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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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產品方面，由於氮肥邊際利潤微薄，集團繼續減少氮肥的買賣以規避風
險。而在磷肥、鉀肥和農藥方面，由於集團近年積極拓展供應及銷售管道，加
上集團的分銷網絡進一步體現其經濟效益，這幾類產品的銷售均持續上升，為
整體營業額帶來增長動力。

企業策略及未來展望

雖然各類肥料價格現已處於較低水平，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及明年價格走勢將
取決於全球經濟復甦速度及對糧食需求等因素。然而，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深化
農業改革，增加農民收入，不斷加大對「三農」（即農村、農民及農業）投入。具體
而言，中央政府頒佈的二零一零年第一號文件強調將持續增加對農業投入的
總量，並達致比例上的穩步增長。中央政府亦致力增加糧食的產量，此亦加快
肥料市場未來數年的復甦步伐，並為行業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

本集團於來年將繼續加強風險管理，審慎行事，採取穩中求勝的經營方針，以
規避風險。此外，由於國內化肥產能過剩，行業逐步進行結構性調整，本集團
也藉此機遇重整架構，在鞏固現有業務的同時拓展新的業務發展方向，以加強
集團的核心競爭力。

展望將來，除了繼續集團統購分銷及優化產品組合的策略，我們將積極強化與
上游品牌供應商的戰略性合作，進一步開發優質資源，以增加集團經營的穩定
性和持續發展性。

此外，為了令本集團之農業業務更多元化、擴大本集團之資產規模及增加收入
來源，本集團一直積極物色投資機會。其中，浩倫農科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公佈
了收購山西綠化苗木企業的交易，並剛於本月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獲股東批准
通過。苗木企業即將成為本集團的新業務範疇，為本集團帶來新的增長動力。
我們對集團的長遠未來抱著樂觀的態度，而且將致力為來年的挑戰與機遇做
好準備。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向本公司股東、董事會成員、高級管理層及全體員工多年來
所付出之熱誠和努力致謝。此外，本人亦代表董事會向我們所有客戶、供應商、
科研單位及各商業夥伴不斷之支持深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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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整體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綜合營業額約為3,362,029,000港
元（二零零九年：3,178,42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約為29,793,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11,067,000港元），分別較上一財政年度增長約6%和169%。若剔除
僱員股份補償開支估值虧損之影響，淨利潤約為37,83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11,067,000港元），增加約242%。

導致本年度淨利潤增加的主要因素乃由於經營開支及存貨撇減金額減少，減
低因農資產品毛利率萎縮令年內整體毛利減少的影響。

農資產品整體毛利率由去年約7.3%減少至今年5.3%，主要由於市場需求尚未完
全回復，導致本集團產品售價的跌幅大於採購成本的下降幅度，因此令整體毛
利率萎縮。雖然年內市場需求回復速度緩慢，有賴本集團的成功銷售策略及把
握市場趨勢的經驗，本集團於農資經營和非農資產品貿易的營業額均有增加。

本集團業務可分為農資經營和非農資產品貿易兩類。農資經營業務包括製造
及銷售、採購及分銷農資產品，並提供相關產品的植保和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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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產品分類，農資經營業務及非農資產品貿易的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營業額
佔總營業額

百分比 營業額
佔總營業額

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農資經營業務
 氮肥 320,887 10% 416,646 13%
 磷肥 452,167 13% 422,243 13%
 鉀肥 507,764 15% 466,553 15%
 複合肥 825,698 25% 827,317 26%
 農藥 474,565 14% 402,902 13%

        

農資產品（小計） 2,581,081 77% 2,535,661 80%

非農資產品貿易 780,948 23% 642,759 20%
        

合計 3,362,029 100% 3,178,420 100%
        

肥料（包括氮肥、磷肥、鉀肥和複合肥）總體銷量從去年度約106萬噸輕微增加約
1%至本年度約107萬噸。肥料總營業額則從去年度約21.33億港元下跌至本年度
約21.07億港元，輕微下跌約1%。

農藥方面，營業額從去年度約4.03億港元增加約18%至本年度約4.75億港元。

非農資產品貿易營業額從去年度約6.43億港元增加至本年度約7.81億港元。

本年度毛利約178,369,000港元，較上年度減少約16%。本集團整體毛利率從去年
度約6.7%減少至本年度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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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資經營

(一 ) 氮肥

氮肥是最常用的肥料，市場供大於求，因此邊際利潤微薄，主要靠量取勝。
於回顧年度，氮肥的邊際利潤愈趨微薄，而集團錄得毛利率約為1.8%（二零
零九年：2.8%）。為更有效分配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及降低營運風險，本集團
遂減少氮肥的買賣，因此，銷售量下降至約18萬噸（二零零九年：23萬噸），
而營業額則下降 23%，至3.21億港元（二零零九年：4.17億港元）。

(二 ) 磷肥

於回顧財政年度，磷肥的市場需求與去年相若。本集團憑藉其於磷肥市場
的經驗，增加磷肥貿易，並縮短存貨週轉日數，以減低經營風險。因此，
磷肥銷售量增加6%至約35萬噸（二零零九年：33萬噸），營業額則增加7%至
4.52億港元（二零零九年：4.22億港元）。然而，毛利率從上年度約 7.5%減少
至本年度約4.2%，此乃由於作為本集團生產設施重組計劃的一部分，本年
度出售磷肥工廠，因此，只有邊際利潤相對較少的貿易導致整體毛利率下
跌。

(三 ) 鉀肥

於回顧財政年度，鉀肥的本地需求大幅下跌，令市價顯著下滑。儘管如此，
本集團於年內繼續憑藉統一採購和本身網絡優勢，加大鉀肥的經營並成
功為煙草市場取得穩定的鉀肥供應。因此，鉀肥於本年度的銷量上升18%
至15萬噸（二零零九年：12.7萬噸），營業額上升9%至約5.08億港元（二零零
九年：4.67億港元）。然而，由於售價下跌，整體毛利率由去年約5.1%減少至
今年3.8%。

(四 ) 複合肥

集團通過自有廠房生產和採購提供適合不同農作物的專用複合肥。年內，
本集團調整複合肥產品的產品組合，以應付市場的需求。銷售量從上年度
約37.4萬噸增加至本年度約 39萬噸，營業額約為8.26億港元，與去年8.27億
港元相若，而基於市場因素，毛利率由上年度約8.2%下跌至本年度約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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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農藥

農藥方面，本集團擁有多種與不同研究機構研發的高增值農藥產品，由自
有廠房生產或通過採購及分銷方式供應市場。年內，本集團較低利潤產品
的銷量有所增加，故營業額上升約18%至約4.75億港元（二零零九年：4.03億
港元），但受到市價下跌之影響，毛利率從上年度平均約12.4%下跌至本年
度約10.4%。

作為本集團製造業務重組計劃的一部分，本集團出售兩間分別從事磷肥及複合
肥生產的附屬公司，並於年內錄得虧損約830萬港元。本集團亦以代價約2,540萬
港元收購一間中國農藥製造商已發行股本的10%，作為本集團的策略性投資。

非農資產品貿易

非農資產品貿易方面，全球商品市場逐漸復甦令訂單數量增加，以致營業額及
毛利分別增加21%至約7.81億港元（二零零九年：6.43億港元）及56%至4,230萬港
元（二零零九年：2,720萬港元）。年內，商品及資源產品之市場價格逐步上升，
以致毛利率亦由上年度約4.2%增加至本年度約5.4%。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現金流量及銀行信貸撥付經營所需，以應付其資本開
支及其他資金需要。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和有限制銀行存款約為436,115,000
港元，包括以港元結算的747,000港元、以人民幣結算的 431,210,000港元以及以
美元結算的 4,158,000港元。

就外匯風險而言，由於本集團的盈利及借貸主要以人民幣計算，而人民幣兌港
元╱美元的匯率於回顧年內屬穩定，故此並無承受重大匯率波動風險。於回顧
年內，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年內，本公司成功以配售新股及可換股債券籌集資金，有關所得款項淨額合共
約為1.058億港元。本公司亦因若干認股權證持有人行使非上市認股權證所附
帶的認購權而籌集額外資金 5,890萬港元。所籌集的資金已用作本集團一般營
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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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及銀行信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貸款約544,927,000港元（其中以人民幣
結算約485,014,000港元及以美元╱歐元結算約59,913,000港元），按年利率1.1厘至
7.5厘計息。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應付票據約9.28億港元。該等
票據以人民幣結算，全數以約 3.18億港元的已抵押銀行存款（亦以人民幣結算）
作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港元結算的可換股債劵的尚未兌換本金
額為29,88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到期），並按年利率3厘計息。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維持於約66%水平，該比率乃
按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以及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總額除以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計算。董事認為，經計及本集團之營運性質及規模後，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屬穩健。

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未償還已訂約資本承擔。於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經營租約承擔約24,23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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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酬政策及購股權計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本集團產生薪金及其他薪酬（不包括僱
員股份補償開支）合共約 2,550萬港元，平均員工人數約900人。

薪酬組合包括薪金、強制性公積金及與個人表現掛鈎的年終花紅。本公司已根
據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
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該計劃之上限已根據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舉
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獲更新。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年度內，按該計劃向相關參與者授出的購股權涉及 48,970,000股本公司股
份（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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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賣方及擔保人就收購100,000股Present Sino 
Limited（「PSL」）普通股股份（「銷售股份」）訂立買賣協議（「該協議」，經日期為二零
一零年七月二十七日之補充協議修訂）。根據該協議，本公司同意向賣方收購
銷售股份（相當於PSL全部已發行股份），總代價為1,000,000,000港元，將透過發
行承兌票據及可換股債券支付。受限於及根據該協議之條款及條件，PSL將於
完成後成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PSL及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其中包括）
於中國研發、培育、種植及銷售以白皮松及其他珍稀苗木為主之綠化苗木。

根據上市規則，該協議構成本公司非常重大收購及關連交易。

該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
別大會獲獨立股東批准。該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之詳情載於寄予股東日
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五日之通函。

其他報告期後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將向股東寄發之年報內「財務報表附註」
一節。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年
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惟以下主要偏離情
況除外：

1.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應有所區
分，不應由同一人兼任。然而，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同時由吳少寧
先生出任，此情況偏離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由於持續性為成
功推行業務計劃之關鍵，董事會相信，由吳少寧先生出任主席兼行政總
裁，能為本集團提供穩健一致之領導，尤其有利於本集團規劃及執行業務
策略。董事會亦相信，現行安排對本公司及股東整體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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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委任非執行董事應指定任期，並
須重選連任。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乃按指定任期獲委任，惟委任林
明勇先生並無任何指定任期，但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每三年輪
值退任一次。

3.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2條，任何獲委任填補臨時空缺之董
事須經股東於彼等獲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選舉。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
程細則，任何獲委任填補臨時空缺之董事將任職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
止。董事會認為，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與在二
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日期相近。因此，年內獲委任填
補臨時空缺之黃健德先生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退任及重選連任，而非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退任。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一般事項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吳少寧先生及楊卓亞先生以
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明勇先生、張紹升先生及黃健德先生。

代表董事會
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少寧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