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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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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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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下文所載於二零零九年同期的比較數字。本中期業績公佈
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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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850,621 1,563,790

銷售成本 (1,734,621) (1,493,279)
  

毛利 116,000 70,511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淨額 19,775 10,635

收購附屬公司的議價收購收益 216,511 –

分銷開支 (28,265) (30,215)

行政開支 (49,236) (29,806)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 (3,407)
  

經營溢利 274,785 17,718

融資成本 (28,754) (13,081)
  

除稅前溢利 3 246,031 4,637

所得稅 4 (4,758) (4,112)
  

本期間溢利 241,273 525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39,316 1,226

－非控股權益 1,957 (701)
  

本期間溢利 241,273 525
  

每股盈利 5

－基本 36.77港仙 0.22港仙
  

－攤薄 36.51港仙 0.2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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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 241,273 525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54,134 (28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稅項 54,134 (288)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95,407 237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93,450 938

非控股權益 1,957 (701)
   

295,407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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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1,871 109,150
生物資產 1,186,850 –
土地租賃溢價 11,326 3,253
無形資產 72,120 21,404
商譽 84,544 81,341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6,397 26,801
預付款項及其他按金 14,943 13,657

  

1,528,051 255,606
  

流動資產
土地租賃溢價 268 96
存貨 162,340 94,131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 2,257,892 2,037,036
貿易證券 3,238 1,292
受限制銀行存款 449,073 340,88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51,131 95,234

  

3,123,942 2,568,67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7 (1,900,813) (1,316,047)
銀行貸款 (452,690) (539,009)
應付稅項 (52,484) (47,995)
可換股債劵 (29,800) (896)

  

(2,435,787) (1,903,947)
  

流動資產淨值 688,155 664,723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 (5,918)
承兌票據 (176,403) –
可換股債劵 (568,425) (28,963)

  

(744,828) (34,881)
  

資產淨值 1,471,378 885,44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67,277 64,277
儲備 1,381,419 800,32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448,696 864,597

非控股權益 22,682 20,851
  

權益總額 1,471,378 88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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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1. 呈報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中期賬目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呈報」（適用於簡明中期賬目）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編製。

編製該等簡明中期賬目所採用主要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之年度賬目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除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賬目的會計政策另有訂明者外，簡明
中期賬目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2. 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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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銷售農藥及肥料（「製造業務」）；(iii)提供植保科技服務（「顧問業務」）；(iv)買賣非農資產
品（「非農資貿易業務」）；及 (v)綠化苗木之培育、種植及銷售（「苗木業務」）。

按本集團業務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及分部業績分析如下：

(i)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貿易業務 製造業務 顧問業務
非農資

貿易業務 苗木業務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1,318,736 95,113 9,061 402,990 24,721 1,850,621
分部間收益 10,216 8,822 – 17,719 – 36,757

           

可呈報分報收益 1,328,952 103,935 9,061 420,709 24,721 1,887,378
           

可呈報分部除稅前溢利 3,811 8,033 7,873 7,967 17,666 45,350
           

利息收入 8,910 4 4 1,231 1 10,150
融資成本 15,761 91 – 4,171 – 20,023

可呈報分部溢利之對賬：

可呈報分部溢利 45,350
未分配收購附屬公司的
議價收購收益 216,511

未分配融資成本 (8,731)
未分配公司開支 (7,099)

 

綜合除稅前溢利 246,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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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貿易業務 製造業務 顧問業務
非農資

貿易業務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1,125,897 30,251 8,061 399,581 1,563,790

分部間收益 7,145 7,445 – 39,107 53,697
     

可呈報分部收益 1,137,042 37,696 8,061 438,688 1,617,487
     

 

可呈報分部除稅前溢利╱（虧損） (6,926) 4,845 5,403 13,745 17,067
     

利息收入 8,094 6 2 144 8,246

融資成本 10,701 – – 1,650 12,351

可呈報分部溢利之對賬：

可呈報分部溢利 17,067

未分配融資成本 (730)

未分配公司開支 (11,700)
 

綜合除稅前溢利 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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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溢利在扣除及計入以下各項後入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扣除：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利息 20,023 12,351

可換股債券利息 6,871 730

承兌票據利息 1,860 –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負債的利息開支總額 28,754 13,08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4,146 9,722

攤銷
－土地租賃溢價 139 139

－產品開發成本 2,063 2,010

－技術知識 1,860 2,713

物業的經營租約租金 7,736 1,80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866 3,285

僱員股份補償開支 – 8,040
  

已計入：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的利息收入 10,150 8,246

4. 所得稅

本公司獲豁免繳納開曼群島稅項，直至二零一九年為止。由於本集團並無香港應課稅溢
利，故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本期間稅項指就於中國大陸成立之本公司附屬公司估計應課稅溢利徵收的企業所得稅。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
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將內資及外資企業之企業所得稅稅率劃一為25%，自二零零八
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獲特別優惠的實體可繼續享有該等減免（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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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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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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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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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316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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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917 560,859

潛在攤薄股份的影響
 －購股權 4,566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55,483 560,859
  

非上市認股權證對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有反
攤薄影響。

可換股債券對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
盈利有反攤薄影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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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
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90 日 701,127 502,827

91-180 日 67,764 82,828

181-365 日 22,070 29,754

365日以上 35 2,477
  

790,996 617,886

減：呆賬撥備 (4,177) (4,161)
  

786,819 613,725
  

債務一般於發單日期起計六個月內到期。本集團可按個別情況及於評估與客戶的業務關
係及信譽後，應客戶要求延長信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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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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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的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應要求到期 460,075 324,959

一個月後但兩個月內到期 377,978 196,804

兩個月後但三個月內到期 51,545 105,939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到期 655,486 496,819

六個月後到期 24,137 14,769
  

1,569,221 1,139,290
  

8. 比較數據

若干比較數據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報方式。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
零九年：無）。

業務回顧及展望

整體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綜合營業額約為1,850,621,000

港 元（二 零 零 九 年：1,563,790,000港 元），而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淨 溢 利 則 約 為
239,31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226,000港元），分別較上一個財政期間增長約18%

及194倍。

本集團業務可分為 (i)農資經營業務；(ii)非農資產品貿易；及 (iii)苗木業務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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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顧問服務。苗木業務為新收購業務，其於報告期內貢獻兩個月之業績。

撇除於報告期內就收購附屬公司的議價收購之一次性收益及就有關收購的代
價而發行的不計息可換股債券和承兌票據的計提名義融資成本7,894,000港元，
淨溢利約為30,69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226,000港元），大幅增長約24倍。此乃
主要由於市場復甦，導致本集團農資經營業務的營業額上升及整體毛利率有
所改善，以及新收購苗木業務的溢利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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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業務－農資經營業務及非農資產品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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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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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996 9% 153,952 10%

磷肥 249,493 14% 189,771 12%

鉀肥 372,678 20% 324,650 21%

複合肥 467,241 26% 412,197 26%

農藥 167,502 9% 83,639 5%
        

農資產品（小計） 1,422,910 78% 1,164,209 74%

非農資產品貿易 402,990 22% 399,581 26%
        

合計 1,825,900 100% 1,563,790 100%
        

肥料（包括氮肥、磷肥、鉀肥和複合肥）總體銷量從上一個期間約 528,000噸增加
約2%至本期間約 539,000噸。肥料總營業額從上一個期間約 10.81億港元顯著增
加約16%至本期間約 12.55億港元。

農藥方面，營業額從上一個期間約8,400萬港元飆升100%至本期間約1.68億港元。

非農資產品貿易營業額從上一個期間約4.00億港元輕微增加1%至本期間約4.03

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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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業務之毛利及可呈報分部除稅前溢利分別合共約為 99,956,000港元（二零
零九年：70,511,000港元）及27,68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7,067,000港元），分別較
上一個期間上升約42%及62%。現有業務的整體毛利率從上一個期間約4.5%上
升至本期間約5.5%。此乃歸因於市場復甦以致農資產品於期內的售價上升。因
此，農資經營業務的毛利由上一個期間約 5,100萬港元增加至本期間約 7,470萬
港元，以致本期間分部溢利大幅上升。

農資經營

(1) 氮肥

作為最常用的肥料，氮肥供過於求，顯示經營環境以薄利多銷為主。於回
顧期內，經營邊際利潤仍然微薄，本集團錄得毛利率約1.7%（二零零九年：
1.8%）。因此，為更有效分配本集團的營運資金資源及盡量減低營運風險，
本集團自去年起開始減少進行氮肥貿易，以致銷量約8.8萬噸（二零零九年：
9.1萬噸）僅佔肥料的總銷量的16%，而營業額則由於售價調高上升8%至1.66

億港元（二零零九年：1.54億港元）。

(2) 磷肥

於回顧期內，磷肥市場需求呈現溫和上升。本集團憑藉其於磷肥市場之經
驗，增加磷肥貿易，並減少存貨週轉日數，以減低經營風險。因此，磷肥銷
售量增加7%至約16.2萬噸（二零零九年：15.1萬噸），營業額大幅增加31%至
2.49億港元（二零零九年：1.90億港元），毛利率則維持於約3.8%。

(3) 鉀肥

於回顧期內，市場對鉀肥的需求與上一個期間相若。本集團繼續憑藉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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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鉀肥於本期間的銷量上升9%至10.5萬噸（二零零九年：9.6萬
噸），而營業額則上升15%至3.73億港元（二零零九年：3.25億港元）。毛利率
亦輕微改善至約 4.1%（二零零九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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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複合肥

本集團透過自產及採購提供適合不同農作物的專用複合肥。期內，本集團
調整複合肥的產品組合，以應付市場需求。銷量從上一個期間約 19.0萬噸
輕微下跌至本期間約 18.4萬噸，營業額上升 13%至約 4.67億港元（二零零九
年：4.12億港元）。毛利率由上一個期間的約4.5%輕微上升至本期間約4.6%。

(5) 農藥

農藥方面，本集團透過與不同研究機構的合作研發出各式各樣高增值農
藥產品。該等農藥產品由自設廠房生產或來自採購，並加以分銷。期內，
由於本集團增加於農藥經營業務的資源（包括收購一間山東農藥製造商），
致使本期間營業額飆升 100%至約1.68億港元（二零零九年：8,400萬港元）。
因此，農藥平均毛利率從上一個期間約11.8%上升至本期間約15.4%。

非農資產品貿易

就非農資產品而言，由於全球商品市場逐步復甦，以致訂單有所上升。因此，
本期間營業額及毛利分別增加1%至約4.03億港元（二零零九年：4億港元）及29%

至約2,53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1,950萬港元）。

於回顧期內，由於商品及資源產品市價有所上升及邊際毛利有所改善，故毛利
率亦由上一個期間約 4.9%上升至本期間約6.3%。

新收購業務－苗木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完成對一間綠化苗木企業的收購。該企業（即
山西天行若木）現時於山西及北京經營合共九個苗木種植基地，以於中國培育、
種植及銷售珍稀綠化苗木，並於報告期間向本集團貢獻了兩個月的業績。於截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山西天行若木分別錄得營業額
及淨溢利約8,160萬港元及4,770萬港元（毛利率約為58%），其中分別約2,470萬港
元及1,770萬港元於收購完成後計入本集團報告期間的營業額及分部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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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事項

收購Present Sino Group：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賣方及擔保人訂立買賣協議（經日期為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七日之補充協議修訂），據此，本公司同意收購Present Sino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的全部權益（「收購Present Sino Group」），代價為1,000,000,000

港元。收購Present Sino Group乃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完成及所述代價按以下
方式償付 (i)透過發行可換股債券支付800,000,000港元；及 (ii)透過發行承兌票據
支付200,000,000港元。收購Present Sino Group可令本公司之農業業務範圍多元化
以擴展至中國苗木產業、擴大其資產規模及增加其收入來源。收購Present Sino 

Group構成本公司之非常重大收購及關連交易，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五日之通函。

收購Fast Base Group：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賣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
收購Fast Base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的全部權益（「收購Fast Base Group」），
代價為人民幣70,000,000元（約相當於81,395,000港元）。收購Fast Base Group乃於二
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完成。上述代價將按以下方式償付：(i)於完成後以現金支
付人民幣11,520,000元（約相當於13,395,000港元）；及 (ii)透過按每股1.00港元之發
行價配發及發行 68,000,000股代價股份（可予調整），支付人民幣 58,480,000元（約
相當於68,000,000港元）。於分別落實Fast Base Group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後，配發及發行代價股份將分兩批償付，且
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按所達致之擔保溢利為基準予以調整（如有）。收購
Fast Base Group可令本集團拓展其農藥生產經營業務，從而鞏固其於農藥市場
的市場份額，並憑藉其現有農資產品之分銷網絡產生協同效應。收購Fast Base 

Group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
月二十九日之公佈。

企業策略及未來展望

由於各類肥料的市場需求及價格均於回顧期內逐漸回升，就全球經濟復甦及
對糧食的需求強勁，二零一一年的價格走勢樂觀。此外，中國政府繼續致力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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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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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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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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規避風險的同時掌握市場復甦帶來的機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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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資經管的架構以加強其
核心競爭力，以冀增加集團經營的穩定性和持續發展性。

就新收購的苗木業務方面，本集團正積極物色於下游行業的投資機會（即綠化
工程公司），以強化苗木業務的銷售渠道及延展其價值鏈。預期新的苗木經營
於來年將會為本集團帶來新的增長勢頭及可觀的溢利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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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及銀行信貸撥付經營所需，以應付其資本開
支及其他資本需要。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及受限制銀行存款約為
700,204,000港元，包括以港元結算的655,000港元、以美元結算的3,766,000港元及
以人民幣結算的 695,78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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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而人民幣兌港
元╱美元之匯率於回顧期間保持穩定，故並無面對任何重大匯率波動風險。於
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債務及銀行融資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約為452,690,000港元（其中以
人民幣結算約425,722,000港元及以美元結算約26,968,000港元），按年利率約 2.6

厘至9.0厘計息。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人民幣結算的應付票
據為約 13.09億港元，全數以為數約 4.49億港元（亦以人民幣結算）的已抵押銀行
存款作抵押。



– 15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以港元結算的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一一
年七月到期）的尚未兌換本金額為 33,200,000港元，並按年利率3厘計息。

此外，本集團之可換股債劵（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到期）及承兌票據（於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到期）的尚未兌換本金額分別為 7.7億港元及 2億港元，兩者均以港元
結算及不計息。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維持於約85%之水平。
該比率乃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貸款、承兌票據及可換股債劵
（負債部份）總額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計算。經考慮本公司財務工
具的性質和本集團業務性質及營運規模後，董事認為，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屬穩健。

已發行證券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為8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
券（「二零一五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作為收購Present Sino Group之部分代價（按
「重大收購事項」一節所述）。二零一五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不計息，到期日為
發行日期之第五個週年（即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一日），持有人有權將二零一五年
到期之可換股債券以每股 1.00港元之轉換價（可予調整）轉換為本公司股份。本
公司須將於到期日仍未行使之二零一五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按其本金贖回。
本金額為132,000,000港元之二零一五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設有禁售安排，有關
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五日之通函內。於報告期
間，本金總額為30,000,000港元之二零一五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已按每股1.00港
元之轉換價轉換為 30,000,000股本公司之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普通股為 672,765,216股；潛在普通股由
以下各項產生：(i)合共48,670,000份未行使購股權（包括每股行使價為0.55港元之
400,000份購股權及每股行使價為0.72港元之48,270,000份購股權）；(ii)未償還本
金總額為29,880,000港元之3厘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到期，每股轉換價
為0.90港元，可予調整）；及 (iii)未償還本金總額為770,000,000港元之二零一五年
到期之可換股債券（每股轉換價為 1.00港元，可予調整）。

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已訂約但尚未繳付的資本承
擔，而經營租約承擔則約為74,854,000港元，其中約4,950萬港元為苗木種植基地
的經營租賃，其剩餘租賃期由 17至49年不等。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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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金政策及購股權計劃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產生之薪金及其他薪
酬總額（不包括僱員股份補償開支）約為14,146,000港元，平均員工人數約為1,000

人。

薪酬組合包括薪金、強制性公積金及視乎個人表現而定的年終花紅。本公司已
根據其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通過之決議案，採
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概無根據該計劃向相關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二零零九年：授出購股權48,970,000

份）。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訂立可換股債券認購協議及認股權證
認購協議（統稱「認購協議」）。於認購協議所載之所有先決條件獲達成後，本公
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已完成發行人民幣 70,000,000元之零息無抵押可
換股債券及發行非上市認股權證。

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
日之通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
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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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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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下述主要偏離情況除
外：

1.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應有所區分，
不應由同一人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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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計劃之重要因素，董事會相信，由吳少寧先生出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
裁，能為本集團提供穩健一致之領導，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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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任期獲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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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林明
勇先生並無按任何指定任期獲委任，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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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舉行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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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三月獲
委任填補臨時空缺之黃健德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舉行之股東週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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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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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閱賬目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
層檢討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項，包括
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賬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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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少寧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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