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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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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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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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同期的比較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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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2,220,242 1,850,621
銷售成本 (2,082,593) (1,734,621)

  

毛利 137,649 116,000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淨額 39,258 19,775
一項收購產生的保證溢利差額補償收益 120,000 —

收購附屬公司的議價收購收益 — 216,511
衍生金融負債公平值變動收益 21,567 —

生物資產公平值減出售開支變動之虧損 (10,277) —

分銷開支 (34,468) (28,265)
行政開支 (54,993) (49,236)

  

經營溢利 218,736 274,785

融資成本 (79,244) (28,754)
  

除稅前溢利 3 139,492 246,031
所得稅 4 (5,222) (4,758)

  

本期間溢利 134,270 241,273
  

應佔：
 — 本公司擁有人 133,850 239,316
 — 非控股權益 420 1,957

  

本期間溢利 134,270 241,273
  

每股盈利 5
 — 基本 16.88港仙 36.77港仙

  

 — 攤薄 16.88港仙 36.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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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134,270 241,27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中國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50,570 54,134
有關出售中國附屬公司之匯兌差額
 重新分類調整 187 —

  

50,757 54,134
有關其他全面收益部份之所得稅 — —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50,757 54,13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85,027 295,407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84,603 293,450
 非控股權益 424 1,957

  

185,027 29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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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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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65 135,662
 土地租賃溢價 11,609 11,476
 生物資產 921,989 883,536
 無形資產 65,298 68,481
 商譽 100,781 98,33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38,304 27,348
 其他按金 14,808 14,447

  

1,292,654 1,239,280
  

流動資產
 土地租賃溢價 279 272
 存貨 152,304 100,520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6 2,799,164 2,855,266
 貿易證券 2,399 4,147
 受限制銀行存款 593,114 609,78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18,834 178,514

  

3,666,094 3,748,50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7 (1,609,064) (2,004,660)
 銀行貸款 (891,389) (674,977)
 應付稅項 (52,920) (51,379)
 衍生金融負債 (23,015) (50,462)
 可換股債劵 — (30,623)
 承兌票據 (187,721) —

  

(2,764,109) (2,812,101)
  

流動資產淨值 901,985 936,40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194,639 2,175,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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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4,807) (14,447)
 可換股債劵 (533,228) (544,244)
 遞延稅項負債 (13,333) (13,702)
 承兌票據 — (182,016)

  

(561,368) (754,409)
  

資產淨值 1,633,271 1,421,27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84,777 77,977
 股份溢價及儲備 1,536,056 1,320,07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620,833 1,398,055
非控股權益 12,438 23,221

  

權益總額 1,633,271 1,42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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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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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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年度的年度賬目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除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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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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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苗木的培育、種植及銷售（「苗木業務」）。

營業額指向客户供應貨品的銷售價值及提供服務的收益。
 

按本集團業務分部劃分的營業額及分部業績分析如下：

(i)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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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1,535,919 70,472 10,107 568,426 35,318 2,220,242
分部間收益 2,501 7,688 — 12,554 — 22,743

      

可呈報分部收益 1,538,420 78,160 10,107 580,980 35,318 2,242,985
      

可呈報分部除稅前溢利╱（虧損） 14,218 (5,832) 8,710 11,867 354 29,317
      

利息收入 11,438 219 5 2,527 10 14,199
融資成本 32,540 2,509 — 17,994 — 53,043

可呈報分部溢利之對賬：

可呈報分部溢利 29,317
一項收購產生之保證溢利差額 
 補償未分配收益 120,000
衍生金融負債公平值變動 
 未分配收益 21,567
未分配融資成本 (26,201)
未分配公司開支 (5,191)

 

綜合除稅前溢利 139,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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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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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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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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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43 20,023

可換股債券利息 20,496 6,871

承兌票據利息 5,705 1,860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負債的利息開支總額 79,244 28,75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7,240 14,146

攤銷
 — 土地租賃溢價 181 139

 — 產品開發成本 2,062 2,063

 — 技術知識 2,778 1,860

物業的經營租約租金 10,488 7,73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528 4,866
  

已計入：

並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的利息收入 14,199 10,150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11,5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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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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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特別優惠的企業可繼續享有該等減免（如適用）。

除因收購附屬公司而就已辨識及確認之無形資產之公平值所確認之遞延稅項負債外，由
於本公司控制其附屬公司之股息政策，且已決定本公司若干中國附屬公司自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所賺取之溢利將不會在可預見未來作出
分派，故並無就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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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用的盈利 133,850 239,316
  

(b)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92,961 6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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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961 655,483
  

非上市認股權證對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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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換股債券對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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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90日 597,998 705,114
91-180日 196,599 39,659
181-365日 9,291 44,347
365日以上 35 7,746

  

803,923 796,866
減：呆賬撥備 (13,075) (13,075)

  

790,848 783,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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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應要求 258,540 385,103

一個月後但兩個月內到期 156,287 311,865

兩個月後但三個月內到期 96,699 246,807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到期 857,852 762,481

六個月後到期 12,215 33,610
  

1,381,593 1,73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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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
零一零年：無）。

業務回顧及展望

整體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綜合營業額約為2,220,242,000
港 元（二 零 一 零 年：1,850,621,000港 元），而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淨 溢 利 約 為
133,85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39,316,000港元），分別較上一個財政期間增長約
20%及下降約44%。若剔除若干非現金流量項目的影響（即生物資產公平值減
出售開支變動之虧損、收購附屬公司的議價收購收益（上一個報告期間）、衍
生 金 融 負 債 公 平 值 變 動 收 益 及 金 融 負 債 之 名 義 利 息 開 支），淨 溢 利 約 為
148,76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1,536,000港元），增加約372%，主要原因為期內
錄得一項收購產生的保證溢利差額補償收益1.2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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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業務為綠化苗木的培育、生產種植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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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綜合營業額增加，主要原因是去年市場逐步復甦，導致農資及非農
資產品貿易均有所增加，以及化肥、農藥及商品的售價上升所致。本集團的
整體毛利率為6.2%，與上一個期間相若。

本集團可呈報分部溢利約為29,31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5,350,000港元），下降
約35%，主要由於中國大陸的經營融資成本增加，抵銷期內農資經營業務及非
農資產品貿易的營業額及毛利增加的影響，以及苗木業務於期內的業績並不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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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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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215 8% 165,996 9% 
 磷肥 274,095 13% 249,493 14%
 鉀肥 401,653 18% 372,678 20%
 複合肥 511,662 23% 467,241 26%
 農藥 257,873 12% 167,502 9%

    

農資產品（小計） 1,616,498 74% 1,422,910 78%

非農資產品貿易 568,426 26% 402,990 22%
    

合計 2,184,924 100% 1,825,9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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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000噸微升
至本期間約540,000噸。肥料總營業額從上一個期間約12.55億港元增加約8%至
本期間約13.59億港元。

農藥方面，營業額從上一個期間約1.68億港元大幅上升54%至本期間約2.58億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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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農資產品貿易營業額從上一個期間約4.03億港元增加41%至本期間約5.68億
港元。

農資經營業務及非農資產品貿易之毛利及可呈報分部除稅前溢利分別合共約
為119,18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99,956,000港元）及28,96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27,684,000港元），分別較上一個期間上升約19%及5%。該等業務的整體毛利率
約為5.5%，與上一個期間相若。農資經營業務的毛利由上一個期間約7,470萬
港元增加至本期間約8,640萬港元，而非農資產品貿易的毛利由上一個期間約2,530
萬港元增加至本期間約3,280萬港元，惟此升幅的大部份被本期間融資成本的
增加所抵銷。

農資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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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二零一零年：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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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近年開始減少進行氮肥貿易，以致銷量下降至約8.3萬噸（二零一零年：
8.8萬噸），而營業額則由於售價調高上升3%至1.71億港元（二零一零年：1.66
億港元）。

(2) 磷肥

於回顧期內，磷肥市場的需求與上個期間相若。本集團憑藉其於磷肥市場
之經驗以及維持短存貨週轉日數，務求盡量減低經營風險。因此，磷肥銷
售量微升至約16.3萬噸（二零一零年：16.2萬噸），而基於售價調高，營業額
增加10%至2.74億港元（二零一零年：2.49億港元）以及毛利率由上一個期間
的3.8%上升至本期間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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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鉀肥於本期間的銷量上升2%
至10.7萬噸（二零一零年：10.5萬噸），而營業額則基於售價調高上升8%至4.02
億港元（二零一零年：3.73億港元）。毛利率亦輕微改善至約4.2%（二零一零年：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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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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優化複合肥的產品組合，以應付市場需求。銷量從上一個期間約18.4
萬噸微升至本期間約18.7萬噸，營業額上升10%至約5.12億港元（二零一零年：
4.67億港元）。毛利率基於售價調高由上一個期間約4.6%輕微升至本期間
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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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間
營業額增加54%至約2.58億港元（二零一零年：1.68億港元），而農藥平均毛
利率則從上一個期間約15.4%下降至本期間約12.3%，此乃由於本期間溢利
率相對較低的農藥產品的訂單銷售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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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
本集團在入口煤炭貿易方面取得理想成績。因此，本期間營業額及毛利分別
增加41%至約5.68億港元（二零一零年：4.03億港元）及30%至約3,280萬港元（二零
一零年：2,530萬港元），而經營溢利率亦由上一個期間約2.7%上升至本期間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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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苗木種植基地，以於中國培育、
種植及銷售珍稀綠化苗木。期內，山西天行若木為本集團分別貢獻營業額及
淨溢利約3,530萬港元（二零一零年：2,470萬港元）及1,060萬港元（二零一零年：1,770
萬港元）（不包括生物資產公平值減出售開支變動之虧損）。然而，苗木業務於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未能取得涉及有關收購的買賣協議所訂
明的目標溢利，故其中一名賣方（即目標溢利的擔保人）須向本公司支付1.2億
港元，而本公司於期內將該筆款項入賬列為未分配其他收入（「一項收購產生
之保證溢利差額補償收益」）。

展望將來，本集團將致力調整苗木產品組合，務求提升苗木業務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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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公佈所詳述，原告向法院申請
撤銷對山西天行若木有關一個種植基地的起訴，而法院已於二零一二年二月
二十二日予以批准。 預期法院將於短期內解除對該種植基地的有關查封令，
其後山西天行若木將恢復對該種植基地的所有權利。

企業策略及未來展望

根據中央政府最近公佈的二零一二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國政府繼續深化農業
改革，增加農民收入，不斷加大對「三農」（即農村、農民及農業）投入的政策。
具體而言，一號文件強調農業技術對中國穩定及持續發展農業、農產品供應，
以及確保食物安全的重要性。因此，中央政府採取一切措施增加糧食的產量
以及提升農業技術，為本集團於來年的發展締造有利的環境。

另一方面，鑑於若干歐洲國家的債務危機導致全球經濟環境的動盪不安，美
國的經濟刺激政策的成效存疑，加上中國銀行業最近放寬貸款政策，本集團
於來年將繼續加強風險管理，審慎行事，務求規避風險。本集團也會密切評
估其經營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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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繼續本集團統購分銷及優化產品組合的策略外，本集團將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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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經營
的穩定性和持續發展性。

此外，為了令本集團的農業業務更多元化、擴大本集團的資產規模及增加收
入來源，本集團不斷物色投資機會。我們對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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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及受限制銀行存款約為
711,948,000港元，包括以港元結算的530,000港元、以美元結算的6,560,000港元
及以人民幣結算的704,85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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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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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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約為906,196,000港元（其中
以人民幣結算約758,862,000港元及以美元╱歐元結算約147,334,000港元），按年
利率約4厘至9厘計息。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應付票據約
為13.24億港元，以為數約5.33億港元的已抵押銀行存款作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i)未償還本金額分別為6.23億港元及2
億港元之可換股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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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港元結算以及不計息；及 (ii)未償還本金額為人民幣7,000萬
元之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到期）以人民幣結算，並按複合基準以每
年6厘計算到期╱贖回收益率。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約為100%。該比率乃
以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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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經計及本集團之營運
性質及規模和資本架構後，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屬
穩健。

已發行證券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之認購協議按發行價每份認股權證0.01港元發行100,000,000份認股權證（「二零
一三年非上市認股權證」）。認股權證持有人有權於認股權證發行日期起計18
個月內，隨時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0.40港元，全部或部分行使認股權證所附
認購權。認股權證並無在聯交所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發行認股權證
之所得款項淨額約900,000港元已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期內概無認股權
證獲行使。

期內：

1.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到期）
到期時，贖回其未償還本金額29,880,000港元。

2.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根據就收購Fast Base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公
司全部權益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之買賣協議，本公司
發行28,000,000股代價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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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金總額為4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到期）已按
轉換價每股1.00港元轉換為4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

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採 納 之 購 股 權 計 劃 授 出 行 使 價 分 別 為0.55港 元 及0.72港 元 之400,000份 及
48,270,000份購股權，基於購股權期限屆滿而失效。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普通股為847,765,216股；潛在普通股由
以 下 各 項 產 生：(i)未 償 還 本 金 總 額 為623,000,000港 元 之 可 換 股 債 券（於 二 零
一五年十一月到期），轉換價為每股1.00港元（可予調整）；(ii)未償還本金總額
約86,205,000港元（原本金額為81,680,000港元連同應計利息4,525,000港元）之可換
股債券（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到期），重設轉換價為每股0.70港元（可予調整）；(iii)
附帶權利可按認購價每股1.20港元認購60,000,000股股份之非上市認股權證（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一 月 屆 滿）；及 (iv)附 帶 權 利 可 按 認 購 價 每 股0.40港 元 認 購
100,000,000股股份之二零一三年非上市認股權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並無變動。

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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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億港元，其中約4,670萬港元為苗木種植基地的經
營租賃，其剩餘租賃期由18至48年不等。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酬金政策及購股權計劃

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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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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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已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日屆滿。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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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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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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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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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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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守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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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吳少寧先生出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能
為本集團提供穩健一致之領導，在規劃及執行業務策略上尤其有利於本
集團。董事會亦相信，現行安排對本公司及股東整體有利。

2.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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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勇先生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後，李奕生先生於同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與本公司訂
立委任函，為期一年。本公司自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以來一直遵守守
則條文第A.4.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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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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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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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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紹升先生、黃健德先生及李奕生先生。

代表董事會
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吳少寧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