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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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LOBAL BIO-CHEM TECHNOLOGY GROUP COMPANY LIMITED
大成生化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09）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大成生化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去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
員會」）審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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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銷售貨物 4 6,765,253 3,827,658

銷貨成本 (5,154,025) (3,203,047)

毛利 1,611,228 624,611

其他收入 4 39,163 50,345
銷售及分銷成本 (342,935) (225,278)
行政費用 (177,365) (109,619)
其他支出 (42,367) (220)
財務成本 5 (235,615) (180,750)
應佔共同控制公司溢利 399 545

除稅前溢利 6 852,508 159,634

所得稅支出 7 (175,413) (27,586)

本期間溢利 677,095 132,048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香港以外業務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321,316 (253)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998,411 131,795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626,504 104,087
非控股權益 50,591 27,961

677,095 13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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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22,748 103,957
非控股權益 75,663 27,838

998,411 131,795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 基本 8 19.3港仙 4.5港仙

— 攤薄 8 19.3港仙 不適用

本期間內擬派股息詳情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9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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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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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0,697 9,678,118
預付土地租金 679,182 650,284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 506,085 369,345
商譽 348,428 348,428
無形資產 27,240 27,684
於共同控制公司的投資 100,297 97,372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2,381 —
生產性生物資產 9,003 7,535
遞延稅項資產 27,212 17,513

非流動資產總值 11,860,525 11,196,279

流動資產
存貨 4,747,463 4,185,172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2,221,149 1,920,98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25,940 790,240
消耗性生物資產 2,162 1,947
應收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4,868 3,335
可退回稅項 2,208 2,469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32,802 —
已抵押存款 107,143 55,17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56,559 1,679,496

流動資產總值 10,700,294 8,638,81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1,110,933 758,32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861,454 760,911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5,452,693 4,153,113
應付共同控制公司款項 — 17,299
應付稅項 134,455 84,296
應付股息 32,464 —

流動負債總值 7,591,999 5,773,939

流動資產淨值 3,108,295 2,864,88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968,820 14,06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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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2,818,714 4,224,425
擔保債券 525,744 —
認沽期權 724,025 —
遞延收入 36,260 36,543
遞延稅項負債 141,095 127,316

非流動負債總值 4,245,838 4,388,284

資產淨值 10,722,982 9,672,875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 325,649 324,639
儲備 8,600,729 8,341,021
擬派末期股息 — 32,464
擬派中期股息 9 48,847 —

8,975,225 8,698,124

非控股權益 1,747,757 974,751

權益總值 10,722,982 9,672,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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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 公司資料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獲董事通過決議案授權發行。

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根據公司法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主要業務
為投資控股。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夏愨道18號海富中心1座1104室。本集團
從事生產及銷售玉米提煉產品及玉米為原料之生化產品及生物產品。本期間內，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性質
並無重大變動。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編製基準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重大會計政策

除下述者外，編製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本集團已在本期間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 — 供股分類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7號對首次採納者披露比較資料的有限度豁免的
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最低資金
要求的預付款項的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消除金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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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本集團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計算方
法均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在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並無應用下列已頒布但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呈列財務報表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 ─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的 
修訂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4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4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嚴重惡
性通脹及就首次採納者撤銷固定日期的修訂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的 
修訂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聯合安排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公司的權益披露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值計量 4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管理層現正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首次應用時的影響作出評估。目前，本公司認為該
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根據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並有以下三個可報告營運分部：

(a) 玉米提煉產品分部從事生產及銷售玉米澱粉、玉米蛋白粉、玉米油等玉米提煉產品；

(b) 以玉米為原料之生化產品分部從事生產及銷售玉米甜味劑、生物化工醇產品及氨基酸等以玉米為
原料之生化產品；及

(c) 生物產品分部包括飼養肉牛及出售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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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分開監察本集團的業務單位的營運業績，以便對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決策。分部表現乃按可
呈報分部溢利作出評估，乃經調整除稅前溢利的計量。經調整除稅前溢利乃貫徹以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者
計量，惟利息收入、財務費用、政府補助及企業開支不包含於該計量。

分部間銷售及轉撥乃參考按當時現行市價向第三方進行銷售所用的售價進行交易。

本集團的收益源自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中國內地」）及中國內地以外地區的客戶。地區資料為本集
團報告其分部資料的另一基礎。

(a) 營運分部資料 

玉米提煉產品
以玉米為原料的
生化產品 生物產品 抵銷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界客戶 1,782,586 1,045,291 4,916,477 2,680,818 66,190 101,549 — — 6,765,253 3,827,658
分部間 1,137,515 1,143,771 — — — — (1,137,515) (1,143,771) — —

總收益 2,920,101 2,189,062 4,916,477 2,680,818 66,190 101,549 (1,137,515) (1,143,771) 6,765,253 3,827,658

分部業績 193,811 158,910 893,371 144,579 3,626 1,665 — — 1,090,808 305,154

未分配收益 38,781 50,345
未分配費用 (41,466) (15,115)
財務成本 (235,615) (180,750)

除稅前溢利 852,508 159,634

所得稅支出 (175,413) (27,586)

本期間溢利 677,095 13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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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資料

中國內地 中國內地以外地區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外界客戶 5,401,573 2,828,779 1,363,680 998,879 6,765,253 3,827,658

4.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亦為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已售貨物的發票值淨額（已扣除退貨及買賣折扣）。

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2,228 1,160
銷售廢料及原料 31,675 23,254
匯兌收益淨額 — 3,386
政府補助* 4,127 19,758
其他 1,133 2,787

39,163 50,345

* 政府補助指對若干位於中國內地的附屬公司作出有關環境保護、技術創新及改進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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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利息 260,365 205,045
貼現應收票據的財務成本 10,351 4,947
擔保債券的利息 4,688 —
按攤銷成本列賬的金融負債利息增加 9,739 —
減：資本化的利息 (49,528) (29,242)

235,615 180,750

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所用原材料及消耗品 4,011,885 2,719,095
法律費用撥備 8,207 10,364
折舊 283,650 240,458
預付地價及無形資產攤銷 11,921 9,084
應收貿易賬款及預付款項、按金及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回） 29,552 (19,879)
存貨減值至可變現淨值 # 25,163 25,653

# 包括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的「銷貨成本」內。

7. 所得稅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 香港 (4,000) 1,000
即期 — 中國內地：
所得稅 162,895 27,015
預提所得稅 12,438 —
遞延 4,080 (429)

本期間稅項開支 175,413 2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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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的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在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零年：16.5%）計提撥
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內地所有附屬公司的法定稅率均為25%（二零一零年：
25%）。

於二零一一年，四家（二零一零年：五家）附屬公司享有稅項寬減。有關稅項寬減為國家稅務局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相應過渡稅項寬減政策向該等公司授出，據此，該等附屬
公司於首兩個獲利年度獲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並於其後三個獲利年度按適用稅率的50%繳稅。

五家（二零一零年：五家）附屬公司獲授先進技術企業地位，可享有較低適用稅率，根據中國外商投資企
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第75條，該等企業須於五年期內逐步過渡至新法定稅率繳稅。因此，於
二零零七年享有企業所得稅率15%的該等附屬公司現時須於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二
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分別按企業所得稅率18%、20%、22%、24%及25%繳稅。

8.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日常業務綜合純利約626,504,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純利104,087,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3,247,465,407股（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318,849,403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金額按本期間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計算。計算所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指本
期間已發行普通股數目（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者相同），以及假設被視為於行使全部具攤薄潛力普通
股並兌換為普通股而無償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626,504 104,087



— 12 —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47,465,407 2,318,849,403

攤薄影響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3,452,366 —

3,250,917,773 2,318,849,403

9.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擬派中期股息 — 每股普通股1.5港仙（二零一零年：零） 48,847 —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972,050 1,772,939
應收票據 311,288 181,860

2,283,338 1,954,799
減值 (62,189) (33,811)

總計 2,221,149 1,920,988

本集團一般授予長期客戶90日的信貸期，而部分與本集團有長期業務關係且具備良好信貸記錄的主要客
戶則獲授180日的信貸期。本集團嚴格監管其結欠的應收賬款。高級管理人員亦會定期檢討逾期結餘。
鑑於上文所述，加上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分散在眾多不同客戶，故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應收貿易賬
款並不計息，其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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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呈報期末，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按發單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711,239 658,315
一至兩個月 360,762 453,973
兩至三個月 296,941 200,466
三個月以上 852,207 608,234

總計 2,221,149 1,920,988

應收貿易賬款的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33,811 56,835
已確認減值虧損 39,285 17,093
已撥回減值虧損 (9,733) (32,960)
撇銷 (2,381) (7,901)
匯兌調整 1,207 74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2,189 33,811

並無視作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並無逾期或減值 1,719,082 1,312,985
逾期少於一個月 36,315 211,458
逾期一至三個月 17,826 273,996
逾期超過三個月 447,926 122,549

總計 2,221,149 1,920,988

並無逾期或減值的應收賬款與眾多並無近期欠款記錄的不同客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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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期但無減值的應收賬款與多名與本集團有良好信貸記錄的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往經驗，董事認
為，由於信貸質素並無任何重大變動，且結餘仍被視作可全數收回，故毋須就該等結餘計提減值撥備。
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增強信貸項目。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一般獲其供應商給予30至90日信貸期，惟向農民採購的玉米粒一般以現金結算。應付貿易賬款
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於呈報期末，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按發單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443,266 484,816
一至兩個月 74,029 94,183
兩至三個月 54,003 23,468
三個月以上 539,635 155,853

總計 1,110,933 758,320

12. 已發行股本

本公司的法定股本及已發行股本概述如下：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10,000,000,000股（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1,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3,256,489,164股（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46,389,164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325,649 32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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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玉米提煉產品（分類為上游及下游產品）。上游產品包括玉米澱
粉、玉米蛋白粉及其他玉米提煉產品。玉米澱粉再被提煉成一系列高增值下游產品，包括氨
基酸、玉米甜味劑、變性澱粉及生物化工醇產品。

營商環境

儘管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全球市場增長受到美國及若干歐洲國家的經濟不確定性影響，惟
中國政府實施一連串財政及貨幣政策，令中國經濟增長勢頭得以保持。於本期間，本集團
的產品在售出數量及平均售價方面均錄得強勁增長，賴氨酸產品的表現尤其理想，乃由於養
殖業戶對飼料及飼料添加劑需求的增加。與此同時，雖然本集團較為著重中國市場，但出
口銷售仍能實現穩定增長。本集團自出口銷售產生收益約1,364,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999,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65,000,000港元，佔本集團的總收益約20%（二零一零
年：26%）。

一如所有其他農業產品，本期間玉米價格穩中有升。主要由於食品行業需求增加，帶動深加
工及飼料製造的大量需求所致。預期十月中起正式踏入下一個玉米收成期全球玉米產區將會
豐收，因此預計未來二零一一年第四季及二零一二年首三季的玉米供應充足。此外，中國政
府一直採取多項策略，穩定農產品價格，如對玉米加工行業門檻施加限制及淘汰規模較少的
玉米加工者。然而，管理層預計玉米粒價格將維持於相對穩定的水平一段時間。本集團將沿
用一貫維持合理玉米粒存貨水平的策略，避免原材料價格波動及未來成本受壓的可能性。

於二零一一年首季，中東及北非先後爆發反政府示威，推高原油價格至每桶逾100美元。及
至二零一一年第二季，衝突日漸降溫，加上美國及日本的貨幣寬鬆政策，令原油價格維持於
每桶約90美元的水平。整體而言，下游業務所需的各項化工產品耗用量均有所增加，而且原
油價格相對穩定，提升了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生物化工醇產品業務的營商環境。標普
下調美國信貸評級、中國內地通脹加劇，撼動全球股市，儘管如此，近期原油價格仍維持於
每桶高於85美元的穩定水平。展望在二零一一年餘下時間，本集團的化工醇產品分部將會繼
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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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

（收益：6,80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800,000,000港元））
（毛利：1,611,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625,000,000港元））
（純利：677,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32,000,000港元））

財務表現卓著，主要原因是幾乎所有產品的產量及售價均有所上升，平均較去年同期分別上
升約31%及35%。

上游產品分部

（收益：1,80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000,000,000港元））
（毛利：10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83,000,000港元））

本期間，玉米粒的平均成本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1%至每公噸約2,024港元（二零一零年：
1,666港元），而玉米澱粉的平均售價則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6%至每公噸約3,330港元（二零一
零年：2,644港元）。

計及所有上游產品銷貨量約37%的增長後，收益及毛利分別上升約71%及 21%。受惠於興隆
山項目自二零一零年下半年起600,000公噸的額外產能，銷售額有所上升，毛利率則僅約為
6%（二零一零年：8%），乃由於本期間上游副產品的虧損擴大至約147,000,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44,000,000港元）所致。該等上游副產品的售價上升約24%，惟有關增幅未能抵銷玉米
粒成本及其他直接成本的上升幅度。儘管玉米粒及玉米澱粉成本波動，作為下游高增值業務
的原料，上游業務的營業模式一向穩定。

下游產品分部

（收益：4,90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700,000,000港元））
（毛利：1,506,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539,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下游產品的收益及毛利分別大幅上升約83%及179%，乃主要由於幾
乎所有下游產品的銷貨量售價同步上升所致。本期間的銷貨量、平均售價、已售貨物的平均
成本、收益及毛利與去年同期相比的變動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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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下游產品系列的變動

產品系列 銷貨量 平均售價
已售貨物的
平均成本 收益 毛利

氨基酸 29% 53% 28% 97% 199%

生物化工醇產品 31% 23% 10% 60% 228%

變性澱粉 23% 25% 17% 53% 117%

玉米甜味劑 23% 31% 26% 62% 91%

整體 31% 35% 23% 76% 158%

該等下游產品系列當中，氨基酸本期間的收益及毛利分別為約3,30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1,700,000,000港元）及約1,198,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01,000,000港元），分別佔
本集團總收益及總毛利約49%（二零一零年：44%）及約74%（二零一零年：64%）。氨基酸於
本期間的表現出色，此乃由於本期間肉類及雞蛋價格暴漲，令需求及售價飆升所致。起初，
即使動用本集團的全部產能，均未能達致約293,000公噸（二零一零年：228,000公噸）的賴
氨酸銷貨量，然而，管理層因時制宜，於本期間改善細菌轉化率技術，將產能提升20%至
600,000公噸，以應付需求。此外，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約53%，而毛利則增加幾近
2倍。

變性澱粉分部自二零一零年以來逐步恢復，此乃由於紙張價格復甦所致。此分部於本期間為
本集團帶來毛利約23,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0,700,000港元）。

生物化工醇產品分部產生收益約556,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47,000,000港元），並帶來
毛利約10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0,000,000港元）。有關改善主要是受惠於化工產品
市價及原油價格自二零一零年起回升，帶動有關精細化工產品的售價急升。生物化工醇產
品的平均售價較去年同期增加23%，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二零一零
年：9,000,000港元）就生物化工醇產品的期末存貨作出額外撥備，因此，毛利率於本期間改
善至約18%（二零一零年：9%）。銷貨量增加約31%至約62,000公噸（二零一零年：47,000公
噸）。鑒於原油價格企穩及綠色產品形象，董事相信本集團生物化工醇產品分部於二零一一
年下半年及可見將來均繼續穩定地經營及錄得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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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價於本期間創歷史性新高，玉米甜味劑的營商環境空前理想。甜味劑分部的銷貨量及收益
分別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3%及約62%。因此，本期間此分部的毛利上升至約184,000,000港
元（二零一零年：97,000,000港元）。

生物資產分部

本期間，肉牛及牛肉業務分別錄得收益及毛利約66,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02,000,000
港元）及5,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600,000港元）。

產品分部

上遊產品的收益及毛利分別佔本集團總收益及總毛利約26%（二零一零年：27%）及約6%（二
零一零年：13%）。儘管產品分部收益並無重大變動，惟除玉米澱粉外，上游副產品的售價提
高幅度有限，令上游產品產生的毛利百分比下跌。

經營開支、財務成本及所得稅支出

由於銷售額及銷貨量上升，銷售及分銷成本較去年同期增加約52%至343,000,000港元（二零
一零年：225,000,000港元）。然而，有關經營開支佔本集團收益的比率下調至約5%（二零一
零年：5.9%），乃主要由於營運效能提升及作為計算基準的營業額擴大所致。

行政開支約為177,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10,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61%。
然而，有關行政開支佔本集團營業額的比率維持於相若水平，此乃由於本集團持續嚴格控制
相關開支所致。

本期間的其他經營開支為42,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00,000港元），當中涉及法律開支約
8,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0,000,000港元）包括支付歐洲其中一件案件的侵權訴訟及和解
費用、研究及開發開支約7,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9,500,000港元）及為審慎起見而作出
的約27,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撥回18,000,000港元）呆壞賬撥備。

由於借貸組合擴大及利率上升，故約236,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81,000,000港元）的財
務成本較去年同期增加約30%。業務有所改善，財務成本佔收益的比率因而減少至約3%（二
零一零年：5%）。然而，預計二零一一年餘下期間的財務成本壓力依然沉重但仍可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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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行所得稅法律及法規，在中國成立的若干附屬公司仍可享受所得稅減免優惠。鑒於營
運表現強勁，本期間錄得所得稅約175,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8,000,000港元）。本集團
的整體實際稅率輕微上升至約21%（二零一零年：17%）。上升乃主要由於所得稅支出中包括
了約12,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無）的預提所得稅所致，此金額乃由若干中國附屬公司就
所宣派股息扣除支付。

非控股股東應佔溢利

本期間，大成糖業控股有限公司（「大成糖業」）非控股股東應佔的溢利約為51,000,000港元（二
零一零年：28,000,000港元）。急升的主要原因是甜味劑分部表現回升，以及根據台灣存託憑
證（「台灣存託憑證」）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於台灣發售大成糖業發行新股及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出售大成糖業現有股份後，於大成糖業的股本權益由約67%攤薄至約52%。

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借貸淨額

為支持維持較高玉米粒存貨水平的策略，以及本期間內長春興隆山投產的額外上游產能的
營運資金需要，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借貸總額維持約8,80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400,000,000港元）。借貸總額上升主要乃本期間內人民幣兌港元升值
作報告用途的影響所致。然而，借貸淨額減少至約6,00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6,600,000,000港元），借貸淨額減少乃主要由於本期業務表現理想，令現金大量
流入，以及在二零一一年五月成功引入興隆山項目的投資者所致，從而令現金及現金等值項
目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水平增加約1,000,000,000港元。

計息借貸的結構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貸款約為8,80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8,400,000,000港元），其中約4%（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以港
元或美元為單位，餘額約96%則以人民幣（「人民幣」）為單位。本期間的平均利率約為6.6%
（二零一零年：6%）。

須於一年內、第二至第五年以及五年後全數償還的計息借貸比率分別約為62%（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50%）、約19%（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及約19%（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6%）。該變動主要由於二零一零年借取的若干2年期銀行貸款須於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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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償付、於二零一一年五月發行人民幣450,000,000元3年期有擔保債券，以及就興隆
山項目訂立一系列人民幣1,400,000,000元的十年期貸款（當中人民幣200,000,000元已於本期
間提取）所致。鑑於現有往來銀行持續支持，預期在獲取持續財務資源方面不會面對重大壓
力。發行人民幣450,000,000元之3年期有擔保債券是一個開端，管理層銳意於不久將來改善
本集團的債務結構。

周轉期、流動資金比率及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一般授予長期客戶30日至90日的信貸期。於本期間，由於本集團改善信貸監控，故
應收貿易賬款的周轉期改善至約60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5日）。同時，儘管本
期間的原材料供應緊絀，惟由於本集團能穩定付款速度，故應付賬款周轉天數維持於約39
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日）之近似水平。另一方面，本集團的強勁表現加快了
存貨周轉，令存貨周轉期縮短至約167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7日）。為避免玉
米粒及其他原材料成本波動及於日後面對未知壓力，本集團於本期間合理地提高存貨水至約
4,70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00,000,000港元）。

儘管短期計息借貸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約1,300,000,000港元，流動比率及速
動比率分別維持於約1.4（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及0.8（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0.8）。此乃由於短期銀行借貸受營運現金流入增加、高存貨水平及應收賬項抵銷所致，
此外，由於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按債務淨額（即銀行借貸與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間
的結餘淨額）相對權益總額（股東權益及非控股權益的總和）及相對股東權益計算的資本負債
比率分別大幅改善至約56%（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及約67%（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76%）。另一方面按 (i)計息借貸相對資產總值及 (ii)計息借貸相對權益總額計算
之資本負債比率分別約39%（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及82%（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87%）。鑒於現有往來銀行之持續支持，本集團能獲取持續財務資源以撥付其營運
所需。

外匯風險

儘管大部分業務均在中國進行，且交易以人民幣結算，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不利
外匯波動風險，而以港元計值的現金資源充裕，足以償還借貸及用於日後派付股息。於本期
間，概無採用重大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而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重大未平倉對沖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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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於二零一四年到期的人民幣450,000,000元7%有擔保債券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六日所公告，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與香港上海滙豐銀
行有限公司（作為獨家牽頭經辦人兼獨家賬簿管理人）就發行於二零一四年到期的人民幣
450,000,000元7%有擔保債券（「債券」）（「債券發行事項」）訂立認購協議。債券發行事項已於
二零一一年五月完成。債券發行事項的估計所得款項淨額（扣除本公司應付的佣金及開支後）
約為人民幣441,600,000元，並將主要由本公司用作償還本集團的現有債務。債券已於新加坡
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股本權益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所公告，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China Bio-chem 
Group Limited（「China Bio-chem Group」）、China Bio-chem Investments Limited（「China Bio-
chem Investments」）及長春大成生物科技開發有限公司（「大成生物科技」）（均為本公司的全資
附屬公司）與長春宏成植物糖開發有限公司（「投資者」）訂立增資協議（「增資協議），據此，
投資者同意以現金向大成生物科技的註冊資本分別進行為數人民幣300,000,000元及人民幣
300,000,000元的首次注資事項及第二次注資事項（「注資事項」）。注資事項經已完成，而人民
幣600,000,000元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注入大成生物科技，因此，本集團於大成生物科技持有
的股本權益將由100%攤薄至70.96%。根據上市規則第14.29條，有關大成生物科技權益攤
薄將構成視作出售大成生物科技。大成生物科技於建議增資事項完成後繼續為本公司的附屬
公司。

根據增資協議，China Bio-chem Investments已同意向投資者授出認沽期權（「認沽期權」），據
此，投資者有權於增資協議日期後第22個曆月當日起計三個曆月內任何時間要求China Bio-
chem Investments以現金向投資者收購投資者於行使認沽期權當時所持有於大成生物科技註
冊資本的全部（但非部分）權益（「認沽權益」），代價（「認沽期權行使價」）相當於認沽權益金額
的125%。

此外，根據增資協議，China Bio-chem Investments已同意向投資者授出認購期權（「認購期
權」），據此，倘投資者並無行使認沽期權或倘完成行使認沽期權的所有條件未能根據增資協
議的條款在訂明期間內達成或獲豁免，則China Bio-chem Investments有權於增資協議日期後



— 22 —

第25個曆月當日起計六個曆月內任何時間要求投資者以現金向China Bio-chem Investments
出售投資者於行使認購期權當時所持有於大成生物科技註冊資本的全部（但非部分）權益（「認
購權益」），代價（「認購期權行使價」）相當於認購權益金額的125%。

由於建議增資事項（及視作出售事項）以及認購期權行使價及認沽期權行使價的最高可能貨幣
價值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06條，增資協議（及視作出
售事項）以及授出認購期權及認沽期權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認沽期權

董事認為投資者持有的認沽期權包括本集團不可避免的責任，須以現金收購大成生物科技的
股本權益而承擔金融負債724,000,000港元。有關金融負債按贖回款項的現值初步確認，其後
按攤銷成本列賬。此外，本公司董事已採納一項會計政策以對該類交易進行會計處理。該方
法認為非控股權益須繼續於股權內確認，直至認沽期權獲行使。

呈報期後事項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所公佈，本公司附屬公司長春金寶特生物化工有限
公司的生產廠房內的一個倉庫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發生爆炸。爆炸對受影響倉庫以
及附近房屋的窗戶及財產造成損壞。長春金寶特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生產設施的主要部分不受
影響，爆炸亦無導致人員身亡或嚴重受傷。由於本集團其他生產設施並無受爆炸所影響，管
理層認為爆炸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營運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影響。管理層已採取行動，委
聘安全專家為全體員工審核安全守則及加強安全訓練，以提升本集團所有生產設備的安全水
平。

前景

美國及歐洲國家為求減債，紛紛採納緊縮政策，加上美國及歐洲國家的經濟增長很可能放
緩，標普下調美國信貸評級，全球經濟將更為動蕩顛簸。管理層預期，二零一一年餘下數月
仍須面對重重挑戰，故已準備就緒，以應對瞬息萬變的環境。此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上
半年取得記錄新高的中期溢利，足以反映管理層跨越逆境的毅力和本領，成功抵禦全球通貨
膨脹及緩滯全球經濟增長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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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致力擴大市場份額，以及令產品結構更為多元化，與此同時，亦會透過研發或與國
際知名之廠商進行策略性合併，藉以大力發展高增值下游產品。本集團預期中國在可見將來
將繼續穩步發展，管理層將竭盡全力，透過審慎維繫本集團的現有業務及管理各項新投資，
為股東力爭最高回報及財富。

生物化工醇項目

本集團已成功開發多種生物化工醇用途及應用。生物化工醇的產能使用率將隨著市場復甦及
開拓新市場的努力而繼續獲得改善。興隆山生物化工醇設備二期正在建造中，預期將於二零
一二年落成。董事相信興隆山生物化工醇產能的擴大將加速生物化工醇業務成為本集團日後
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展望將來，於進行任何發展生物化工醇項目的擴充計劃前，董事會將因
應市況採取審慎的策略。

氨基酸

中國生活質素不斷提升，加上賴氨酸產品需求龐大，大成生化一直致力增加其賴氨酸的產
能，以應付市場需求。

於本期間，本集團於賴氨酸80%及賴氨酸75%等新賴氨酸產品的研發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且
於賴氨酸產品的生產過程取得改進，大幅減低生產成本。本集團已開始改良其生產設施，令
賴氨酸產品的年產能由現時的500,000公噸大幅增加60%至800,000公噸。

經改良的生產設施將可生產各類型的賴氨酸產品，當中包括新研發的賴氨酸80%、賴氨酸
75%及本集團的現有賴氨酸產品（賴氨酸98%、賴氨酸70%及賴氨酸65%），而新開發技術
的應用亦將能大幅降低生產成本。預期改良工作將耗資約人民幣50,000,000元，並將於二零
一一年十一月竣工。

自二零一一年十月起，本集團亦將開始在其興隆山廠房生產氨（賴氨酸之主要原材料之一）。
預期氨年產量將達120,000公噸，將為其賴氨酸生產提供充足氨。透過直接進行氨生產，本
集團將能夠減低其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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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業內取得成功講求革新創新。本集團一直相當著重研發。作為全球最具規模的賴氨酸產品
供應商，本集團的策略一直為透過擴充產能及繼續專注研發維持其領導地位。本集團相信，
上述業務發展將進一步鞏固本集團於賴氨酸市場的領導地位。

侵權訴訟進展

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目前以擬定答辯人身分涉及若干有關賴氨酸產品在歐洲的註冊專利
侵權案訴訟。在此等訴訟當中，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海牙地方法院頒佈判決（「判
決」），裁定本集團的L-賴氨酸產品侵犯兩項第三方的專利，並頒令 (i)即時禁止本集團進一
步侵權及在荷蘭提呈出售、進口及╱或買賣任何侵權的L-賴氨酸產品；及 (ii)償付原告人
損失，金額由法庭評定。本集團已就判決提出上述，惟已接獲海牙法院於二零一一年三月
二十九日的臨時裁決，維持判決。

然而，本集團已就生產其L-賴氨酸產品開發出另一種菌株，該菌株並非判決目標物，惟質素
相同，故已終止使用為判決目標物的菌株生產L-賴氨酸產品。因此，董事相信，海牙法院的
裁決對本集團的銷售、財務或貿易狀況及前景將不會構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其他訴訟方面，董事獲本集團法律顧問建議，表示本集團具充分理據就申索提出抗辯。因
此，現時認為毋須就任何侵權賠償作出撥備。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人數及薪酬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共聘用約6,000名全職僱員。本集團深明人
力資源乃其成功關鍵。因此，本集團招攬合資格且經驗豐富的人才加盟，冀望加強生產能力
及開發嶄新生化產品。僱員薪酬維持於具競爭力水平，本集團會按表現發放酌情花紅，此乃
符合業內慣例。本集團亦會提供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保險計劃及與表現掛鈎
的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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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向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六日名列本公司香港股東名冊的股東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1.5港仙。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至二零一一年十月六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
登記，期間不得登記股份過戶。為符合資格獲派付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八日或
前後派發），股東必須確保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三日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巿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並達致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維護股東利益，並投放相當資源於選取及訂立最
佳常規。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本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為遵守守則規定，本公司已成立董事會轄下的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董事會認為，董事
的任命和罷免應由董事會集體決定，故無意採納守則的建議最佳常規成立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其條款與上市規則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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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的規定準則同樣嚴格，作為本公司有關董事
買賣本公司證券的操守守則。根據向董事作出的具體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本期間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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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守則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察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主席李元剛先生為執業會計師，自
一九九零年起開始執業。審核委員會其他成員陳文漢先生為律師，於香港執業已逾二十年；
而李德發先生則為中國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院長。

審核委員會定期與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及本公司核數師召開會議，以考慮本公司的財務申報程
序，以及內部監控、審核程序及風險管理的有效性。

本集團本期間的中期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經由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及審核委
員會審閱。

財務資料的全部詳情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資料的本公司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
hk)及本公司網站 (www.globalbiochem.com)。

代表董事會
大成生化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聯席主席
劉小明 徐周文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劉小明先生、徐周文先生、王桂鳳女士、張福盛先生及張澤鋒
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文漢先生、李元剛先生及李德發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