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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國綠色食品（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報告。以下載列的未經審核簡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報告。以下載列的未經審核簡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報告。以下載列的未經審核簡核中期報告。以下載列的未經審核簡中期報告。以下載列的未經審核簡以下載列的未經審核簡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選定的註釋，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選定的註釋，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財務報表連同選定的註釋，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連同選定的註釋，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選定的註釋，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的註釋，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註釋，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二零零五年
 附註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 387,179 ���,���

   
銷售成本  (189,723) (���,���)
   

   
毛利 � 197,456 ���,���

   
其他收益  11,610 �,��0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減估計銷售點    

 成本所產生的收益  23,148 ��,���

銷售及分銷開支  (40,014) (��,���)

一般及行政開支  (33,068) (��,���)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7,286) (�,0��)
   

   
經營溢利 � 151,846 �0�,���

融資成本  (10,324) –
   

   
除稅前溢利  141,522 �0�,���

稅項 � –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應佔溢利  141,522 �0�,���
   

   
股息 � 37,781 ��,���
   

每股盈利
 – 基本 �(a) 人民幣19分19分分 人民幣��分人民幣��分��分分

 – 攤薄 �(b) 人民幣18分18分分 人民幣��分人民幣��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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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四月三十日
 附註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430,176 �00,���
 土地租賃費用  65,731 ��,0��
 長期預付租金  68,221 ��,���
   
  564,128 ���,���
   

   
流動資產   
    存貨  23,705 �,���
 生物資產  52,722 ��,���
 應收賬項 �0 15,800 ��,�0�
 短期預付租金  57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7,368 ��,���
 長期預付租金的即期部份  31,042 ��,0��
 土地租賃費用的即期部份  1,404 �,�0�
 定期存款定期存款  105,453 –
 銀行結存及現金 �� 799,026 ���,���
  
  1,066,577 ���,00�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賬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及其他應付款項 �� �� 20,945 ��,��0
 應付稅項  67,325 ��,���
  
  88,270 ��,���
   

  
流動資產淨額  978,307 �0�,��0
   

  
資產總值減流動資產  1,542,435 �,���,���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 203,868 �0�,���
 遞延稅項  516 ���
  
  204,384 �0�,�0�
   

  
資產淨值  1,338,051 �,���,��0
   

  
相等於：   
 股本及儲備股本及儲備本及儲備  1,338,0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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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入淨額 169,927 �0�,���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66,767) (���,��0)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9,868) (��,�0�)

  

匯率變動的影響 (7,164)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減少 (53,872) (��,0��)

  

於五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52,898 ���,���
  

  

於十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99,026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結存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799,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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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權變動表綜合股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一日止六個月日止六個月六個月

   中國  購股權 可換股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合併儲備 儲備 債券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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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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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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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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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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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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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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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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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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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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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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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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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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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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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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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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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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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附註 ��) ��)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一日（經審核） ��,��� ��0,��� ��,��� ��,��� – – ��� ���,��� ���,���（經審核） ��,��� ��0,��� ��,��� ��,��� – – ��� ���,��� ���,��� ��,��� ��0,��� ��,��� ��,��� – – ��� ���,��� ���,���

期間溢利 – – – – – – – �0�,��� �0�,���間溢利 – – – – – – – �0�,��� �0�,���

轉撥 – – �,��� – – – – (�,���) –

已付股息 – – – – – – – (��,�0�) (��,�0�)

匯兌調整 – – – – – – (���) – (���)

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 ��0,��� ��,��� ��,��� – – ��� �0�,0�� ���,���（未經審核） ��,��� ��0,��� ��,��� ��,��� – – ��� �0�,0�� ���,��� ��,��� ��0,��� ��,��� ��,��� – – ��� �0�,0�� ���,���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經審核） ��,�0� �00,��� ��,��� ��,��� �,��� ��,��0 (�,���) ���,��� �,���,��0（經審核） ��,�0� �00,��� ��,��� ��,��� �,��� ��,��0 (�,���) ���,��� �,���,��0 ��,�0� �00,��� ��,��� ��,��� �,��� ��,��0 (�,���) ���,��� �,���,��0

以股本結算之股權交易 – – – – ��,��� – – – ��,���

兌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 ��,�0� – – – (�,���) – – ��,���

期間溢利 – – – – – – – ���,��� ���,���

已付股息 – – – – – – – (��,���) (��,���)

匯兌調整 – – – – – – (�,���) – (�,���)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 ���,��� ��,��� ��,��� �0,��� ��,��� (�,�0�) ���,��� �,���,0��（未經審核） ��,��� ���,��� ��,��� ��,��� �0,��� ��,��� (�,�0�) ���,��� �,���,0�� ��,��� ���,��� ��,���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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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除另有註明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以人民幣列賬。

2. 編製基準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是按照由聯交所頒佈的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是按照由聯交所頒佈的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是按照由聯交所頒佈的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
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
務報告」而編製。

3. 會計政策

編制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四月
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符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分別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
一月一日、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當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當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當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及詮釋（「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如下：「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如下：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精算收益及虧損、集團計劃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於境外業務之淨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預測本集團內公司間交易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公平值之選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 財務擔保合約
 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礦物資源勘探及評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號 解除運作、復原及環境修復基金所產生權益之權利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參與特定市場所產生負債－電力及電子設備廢料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重列法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範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範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範圍
 －詮釋第�號

採納此等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期及過往會計期間業績之編製及呈報方式並無重大影響。故此無須
對過往期間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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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尚未提早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資本披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披露事宜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內置衍生工具之重估工具之重估之重估 �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

 －詮釋第�0號

� 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會計期間生效
� 自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會計期間生效
� 自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會計期間生效

4. 分部報告報告

(a) 業務分類

本集團主要從事種植及銷售農產品。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按
產品類別劃分的營業額及毛利分析如下：類別劃分的營業額及毛利分析如下：劃分的營業額及毛利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新鮮農產品 111,933 �0�,�0�
 經加工產品 98,940 ��,���
 醃製產品 54,185 ��,���
 果蔬汁產品 53,638 ��,0��
 大米產品 38,172 ��,�0�
 米粉產品 30,311 –

  

  
 387,179 ���,���

  

  
毛利  
 新鮮農產品 52,943 ��,���
 經加工產品 56,721 ��,���
 醃製產品 29,818 �0,���
 果蔬汁產品 31,876 ��,�0�
 大米產品 10,272 ��,���
 米粉產品 15,826 –

  

  
 197,4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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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類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按地理位置劃分的經營業績如下：地理位置劃分的經營業績如下：劃分的經營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中國大陸大陸 209,834 ���,���
 日本 126,572 �0�,0�0
 其他亞洲國家 12,842 �,���
 歐洲 37,545 –
 澳洲 386 �0�

  

  
 387,179 ���,���

  

  
毛利  
 中國大陸大陸 95,959 ��,���
 日本 71,812 ��,���
 其他亞洲國家 7,478 �,���
 歐洲 21,989 –
 澳洲 218 ���

  

  
 197,456 ���,���

  

  
鑑於本集團於各個結算日的資產以賬面淨值計超過��%均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故並無呈
報按地理位置劃分的資產與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分析。地理位置劃分的資產與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分析。劃分的資產與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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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計入
 利息收入 7,437 �,���
 可換股債券之豁免利息開支 3,895 –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減估計銷售點成本所產生的收益 23,148 ��,���

  

扣除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已扣除存貨中的資本化金額）（已扣除存貨中的資本化金額） 15,355 �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53,560 ��,�0�
 研究及開發費用 9,393 �,���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開支 10,324 –
 已納入銷貨成本內之長期預付租金攤銷  
   （已扣除存貨中的資本化金額） 11,370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106 ���
 出售生物資產的虧損 – ���
 匯兌虧損 608 �,0��

  

6. 稅項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香港利得稅（附註a） – –
中國企業所得稅（附註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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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香港利得稅

由於本集團並無來自於香港或自香港獲取的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任何撥備。

(b)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主要全資附屬公司中綠（福建）農業綜合開發有限公司（「福建中綠」）須按��%的稅率繳納中國集團主要全資附屬公司中綠（福建）農業綜合開發有限公司（「福建中綠」）須按��%的稅率繳納中國主要全資附屬公司中綠（福建）農業綜合開發有限公司（「福建中綠」）須按��%的稅率繳納中國
企業所得稅。然而，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期間，福建中綠獲中國中央政府評為農業
產業化國家重點龍頭企業之一。根據農經法〔�00�年〕第�號通函，國內中國農業產業化國家重點龍
頭企業可享若干稅務優惠，包括豁免全部中國企業所得稅。其他在過往兩年內註冊成立的中國附屬
公司可享自抵銷上年度稅務虧損後首個錄得盈利年份起兩年內可豁免中國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則
減免�0%國家所得稅。

7. 股息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的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相等於0.0��港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0.0���元）。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0�,���,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0�,���股（二零零五年：���,�00,000普普
通股）計算，計算方法如下：股）計算，計算方法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二零零五年

於五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經審核）（經審核） 731,266,478 ���,�00,000
行使可換股債券兌換權之影響券兌換權之影響兌換權之影響 5,342,667 –

於十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736,609,145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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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是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
�0�,���,000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股（二零零五年︰���,�00,000股普通股）計算，計普通股）計算，計）計算，計
算方法如下︰

(i)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攤薄）：：

未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 141,522 �0�,���
於扣除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實際利率實際利率利率率
 之稅務影響後 6,430 –

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攤薄） 147,952 �0�,���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未經審核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二零零五年

於十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36,609,145 ���,�00,000
可換股債券兌換為本公司新普通股之影響 80,979,284 –
購股權獲全數行使之影響 8,111,549 –

於十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825,699,978 ���,�00,000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內，約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五年：人民幣���,���,000元）已用於購置物業、廠房及設
備。



中國綠色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 2006年中期報告中期報告

��

10. 應收賬項

本集團給予客戶的信貸期一般少於一個月。

計入應收賬項的結餘按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六年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經審核）

一個月內 15,063 �0,���
超過一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737 ���
超過三個月但不超過六個月 – �0�
超過六個月但一年內 – ���

 15,800 ��,�0�

11. 銀行結存及現金

 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六年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經審核）

手頭現金 433 ���
銀行存款存款 798,593 ���,�0�

 799,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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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賬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賬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賬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包括：：

 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六年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經審核）

應付物業、廠房及設備 5,722 �,���
應計薪金及工資 7,075 �,���
其他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項 4,867 �,��0
已收貿易訂金 – ���
應付增值稅 1,709 �,���
應付貿易款項（附註��） 1,572 �,0��

 20,945 ��,��0

13. 應付貿易款項

計入應付貿易款項結餘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六年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經審核）

一個月內 1,558 �,0��
超過三個月但不超過六個月 14 –

 1,57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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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為���,000,000港元之�.���厘息可換股債券（「債
券」），債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到期。債券持有人有權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一一年
一月二十四日期間按初步兌換價每股普通股�.���0港元（可予調整），隨時將彼等之債券轉換為本公司新
普通股。

於到期日尚未兌換之可換股債券將由本公司按原面值之���.�%贖回。兌換之可換股債券將由本公司按原面值之���.�%贖回。之可換股債券將由本公司按原面值之���.�%贖回。

可換股債券的負債部分及股權轉換部分的公平值乃於債券發行時釐定。

債券負債部分的公平值為按等同不可換股債券之市場利率計算；剩餘金額為股權轉換部分的價值，將計
入股權。

於本期間，本金總額為�00,000,000港元之債券已兌換為本公司��,���,���股新普通股。於二零零六年十於二零零六年十
月三十日，本金總額為���,000,000港元之債券仍未兌換。

債券之利息開支乃以實際利率法就負債部分按每年�.��厘的實際利率計算。利率計算。率計算。

15. 股本

以下為本公司法定及已發行股本變動的概要：

 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六年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經審核）

法定：
 �,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 212,000 ���,000

已發行及繳足：
 ���,���,��0股（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股）
  　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 81,34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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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於本期間內變動的概要：

 每股面值
 0.10 港元之
 普通股數目 面值 人民幣等值
 （千股） （港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千股） （港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經審核） ���,��� ��,��� ��,�0�（經審核） ���,��� ��,��� ��,�0� ���,��� ��,��� ��,�0�
 兌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之股份 ��,��� �,��� �,���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 ��,��� ��,���（未經審核） ���,��� ��,��� ��,��� ���,��� ��,��� ��,���

16. 承擔

(a)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期終時的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六年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經審核）

已訂約但尚未撥備－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9,742 ��,0��

(b)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於結算日就土地租賃費用及種植基地的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在下列各段期間內應付的未來最低
租金總額如下：

 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六年於二零零六年二零零六年六年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經審核）

一年內 16,679 ��,���
第二年至第五年 46,915 ��,0��
第五年後 152,895 ���,��0

 216,48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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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結算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六年四月三十日：無）。六年四月三十日：無）。年四月三十日：無）。

18. 關連人士交易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關連人士披露事項」的規定，本集團於本期間內訂立如
下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於本期間之酬金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二零零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非執行董事袍金 35 ��
支付予執行董事的其他酬金
 －薪酬及其他實物利益－薪酬及其他實物利益薪酬及其他實物利益 915 ���
 －以股本結算之股權費用－以股本結算之股權費用以股本結算之股權費用 4,573 –
 －退休金－退休金退休金 9 �

 5,532 ���

19. 比較數字

中期財務報表之若干比較數字已作出調整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報。。

20. 中期財務報表的批准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獲董事會批准並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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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相等於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相等於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相等於
0.0��港元），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 （星期一）向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四日（星期三）名列（星期一） 向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四日（星期三）名列向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四日（星期三）名列（星期三）名列名列
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九日（星期五）至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四日（星期三）止（包括首尾兩天）（星期五）至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四日（星期三）止（包括首尾兩天）至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四日（星期三）止（包括首尾兩天）（星期三）止（包括首尾兩天）止（包括首尾兩天）
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取得中期股息的資格，所有股
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八日（星期四）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星期四）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
份登記及過戶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樓樓
����-����室），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本公司�.���%可換股債券（「債券」）之持有人須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星期五）或之前向債券之
轉換代理呈交轉換通知連同證明債券所有權之相關文件，方有資格收取中期股息。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中國經濟保持強勁增長勢頭。於二零零六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約為�%。此外，�%。此外，。此外，
中國政府訂下以國內需求（而非固定資產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清晰目標，實施了壓抑投資過（而非固定資產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清晰目標，實施了壓抑投資過而非固定資產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清晰目標，實施了壓抑投資過）刺激經濟增長的清晰目標，實施了壓抑投資過刺激經濟增長的清晰目標，實施了壓抑投資過
熱的若干措施。此外，隨著中國人口財富增長及健康意識的加強，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最終提
升了城鄉居民的消費信心。加上政府部門落實各項措施以鼓勵零售業發展並對食品質量作出規
範，綠色食品及健康食品的需求顯著激增。

在這有利環境下，憑藉管理層及專家們嚴格遵循的發展策略，本集團得以保持增長，營業額及
純利於相關期間分別錄得��%及��%的增長率。��%及��%的增長率。及��%的增長率。��%的增長率。的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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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基地及加工廠房
於回顧期內，於湖北省萬全、江西省奉新及福建省漳浦合共新租了約�,000畝種植基地。本集團，於湖北省萬全、江西省奉新及福建省漳浦合共新租了約�,000畝種植基地。本集團於湖北省萬全、江西省奉新及福建省漳浦合共新租了約�,000畝種植基地。本集團全、江西省奉新及福建省漳浦合共新租了約�,000畝種植基地。本集團、江西省奉新及福建省漳浦合共新租了約�,000畝種植基地。本集團及福建省漳浦合共新租了約�,000畝種植基地。本集團福建省漳浦合共新租了約�,000畝種植基地。本集團了約�,000畝種植基地。本集團�,000畝種植基地。本集團
正進一步充分利用該等氣候及條件各異之多元化生產基地以確保新鮮產品於全年內穩定供應。以確保新鮮產品於全年內穩定供應。確保新鮮產品於全年內穩定供應。新鮮產品於全年內穩定供應。產品於全年內穩定供應。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長期租賃的種植基地總面積增至約��,000畝並劃分為��個，本公司長期租賃的種植基地總面積增至約��,000畝並劃分為��個本公司長期租賃的種植基地總面積增至約��,000畝 並劃分為��個
蔬菜種植基地、�個水果種植基地及�個有機大米種植基地 年總種植產能約為���,000噸。

為配合全球對加工水果及蔬菜的需求增長，本集團繼續整合並擴大其綠色食品加工平台。輔以加工水果及蔬菜的需求增長，本集團繼續整合並擴大其綠色食品加工平台。輔以，本集團繼續整合並擴大其綠色食品加工平台。輔以本集團繼續整合並擴大其綠色食品加工平台。輔以
持續改善程序，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共經營�0個加工廠房，年總加工產能約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共經營�0個加工廠房，年總加工產能約達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共經營�0個加工廠房，年總加工產能約達，年總加工產能約達年總加工產能約達
���,000噸。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出口銷售額及國內銷售額各約為人民幣���,���,000元及人民幣���,���,000元及人民幣元及人民幣
�0�,���,000元，分別佔總銷售額的約��%及約��%。本集團的最大出口市場日本佔出口銷售額元，分別佔總銷售額的約��%及約��%。本集團的最大出口市場日本佔出口銷售額��%及約��%。本集團的最大出口市場日本佔出口銷售額及約��%。本集團的最大出口市場日本佔出口銷售額��%。本集團的最大出口市場日本佔出口銷售額。本集團的最大出口市場日本佔出口銷售額
的約��%，而出口銷售額約��%則來自歐洲。該項增長主要來自德國及比利時對經加工產品的銷售額約��%則來自歐洲。該項增長主要來自德國及比利時對經加工產品的約��%則來自歐洲。該項增長主要來自德國及比利時對經加工產品的��%則來自歐洲。該項增長主要來自德國及比利時對經加工產品的則來自歐洲。該項增長主要來自德國及比利時對經加工產品的來自歐洲。該項增長主要來自德國及比利時對經加工產品的歐洲。該項增長主要來自德國及比利時對經加工產品的該項增長主要來自德國及比利時對經加工產品的
需求。至於國內市場，整體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增長約��%。此項增長主要歸功於福建省及江西至於國內市場，整體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增長約��%。此項增長主要歸功於福建省及江西��%。此項增長主要歸功於福建省及江西。此項增長主要歸功於福建省及江西
省對果蔬汁及水磨米粉產品之強勁需求。

銷售表現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新鮮農產品的銷售額佔總營業額��%，而經加工水果��%，而經加工水果，而經加工水果
及蔬菜、果蔬汁、大米及水磨米粉產品的銷售額分別佔總營業額��%、��%、�0%及�%。��%、��%、�0%及�%。、��%、�0%及�%。��%、�0%及�%。、�0%及�%。�0%及�%。及�%。�%。。

新鮮農產品
於回顧期間，新鮮農產品的整體銷售額較二零零五年同期增長約�0%，乃主要來自國內市場對�0%，乃主要來自國內市場對，乃主要來自國內市場對
新鮮水果及蔬菜的持續強勁需求。

經加工產品
經加工產品於回顧期間仍為主要業務來源，數額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二零零五年：約��%（二零零五年：約（二零零五年：約：約約
��%）。經加工產品包括經加工生果及蔬菜、果蔬汁、大米及水磨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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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加工生果及蔬菜
於回顧期間，經加工生果及蔬菜的整體銷售額增加約��%，至約人民幣���,���,000元（二零零��%，至約人民幣���,���,000元（二零零，至約人民幣���,���,000元（二零零���,���,000元（二零零元（二零零
五年：約人民幣��,���,000元）。該項增長主要來自全球對醃製產品及急凍產品之需求的強勁增對醃製產品及急凍產品之需求的強勁增產品及急凍產品之需求的強勁增品及急凍產品之需求的強勁增之需求的強勁增需求的強勁增
長。

果蔬汁
於回顧期間，果蔬汁產品的整體銷售額增加約���%，至約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五年：���%，至約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五年：，至約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五年：��,���,000元（二零零五年：元（二零零五年：
約人民幣��,0��,000元），該項增長主要來自福建及江西省對玉米乳系列產品的持續強勁需求。福建及江西省對玉米乳系列產品的持續強勁需求。乳系列產品的持續強勁需求。系列產品的持續強勁需求。

大米
於回顧期間，大米的銷售額下降約��%至約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五年：約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五年：約人民幣元（二零零五年：約人民幣
��,�0�,000元）。

水磨米粉
於回顧期間，新推出產品「水磨米粉」的銷售額約達人民幣�0,���,000元。�0,���,000元。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均錄得兩位數
的增長。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的營業額增長約��%至約人民幣���,���,000元，出口市���,���,000元，出口市元，出口市
場銷售增長貢獻約��%，而國內市場銷售額增長則為貢獻約��%。��%，而國內市場銷售額增長則為貢獻約��%。，而國內市場銷售額增長則為貢獻約��%。

銷售新鮮農產品的毛利率由上一期間的約��%微升至約��%，而經加工水果及蔬菜的毛利率則%微升至約��%，而經加工水果及蔬菜的毛利率則微升至約��%，而經加工水果及蔬菜的毛利率則%，而經加工水果及蔬菜的毛利率則，而經加工水果及蔬菜的毛利率則
由上一期間約��%增至約��%，主要由於在其他亞洲國家及歐洲銷售高毛利率的經加工生果及%增至約��%，主要由於在其他亞洲國家及歐洲銷售高毛利率的經加工生果及增至約��%，主要由於在其他亞洲國家及歐洲銷售高毛利率的經加工生果及%，主要由於在其他亞洲國家及歐洲銷售高毛利率的經加工生果及，主要由於在其他亞洲國家及歐洲銷售高毛利率的經加工生果及
蔬菜所致。此外，果蔬汁產品的毛利率亦由上一期間約�0%增至約��%。該項增加主要是因加�0%增至約��%。該項增加主要是因加增至約��%。該項增加主要是因加��%。該項增加主要是因加。該項增加主要是因加
工技術改善。另一方面，本集團毛利率最低的產品大米銷售額約人民幣��,���,000元，較去年本集團毛利率最低的產品大米銷售額約人民幣��,���,000元，較去年銷售額約人民幣��,���,000元，較去年人民幣��,���,000元，較去年元，較去年較去年
同期下降約��%。因此，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有所改善，由上一期間約��%增至約��%。約��%。因此，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有所改善，由上一期間約��%增至約��%。��%。因此，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有所改善，由上一期間約��%增至約��%。因此，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有所改善，由上一期間約��%增至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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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淨利潤率約為��%，而上一期間則約為��%，乃由於本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加強��%，而上一期間則約為��%，乃由於本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加強，而上一期間則約為��%，乃由於本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加強��%，乃由於本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加強，乃由於本回顧期間內，本集團加強
對品牌產品的宣傳計劃，導致歸類於銷售及分銷費用中的廣告費大幅增加所致，而行政開支增
加乃由於僱員購股權計劃之費用所致。此外，融資成本增加乃由於可換股債券於呈報期間之利
息開支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定期存款及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人民幣�.0�億元。定期存款及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人民幣�.0�億元。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人民幣�.0�億元。
本集團已將其款項存放於中國多家銀行及香港持牌銀行。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金總額為���,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債券」）仍未本金總額為���,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債券」）仍未�.���%可換股債券（「債券」）仍未仍未
償付。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借貸淨額約人民幣�0�,���,000元除以股東權益總。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借貸淨額約人民幣�0�,���,000元除以股東權益總約人民幣�0�,���,000元除以股東權益總除以股東權益總股東權益總總
額約人民幣�,���,0��,000元計算的負債比率約為0.��。約人民幣�,���,0��,000元計算的負債比率約為0.��。計算的負債比率約為0.��。約為0.��。為0.��。

資本承擔及或然債項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承諾擴充其現有設施以增加產能。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有已訂約資本承擔約人民幣��0萬元。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向本集團以外任
何公司以任何形式作擔保，亦並無牽涉任何重大法律訴訟而須就或然債項作出撥備。

外匯波動風險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進行其業務交易。本集團
的業務未曾因匯率波動而遭遇任何重大困難或負面影響。董事認為，毋須對沖外匯風險。儘管
如此，管理層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並於適當時候採取審慎措施。本集團經過合理審慎評估，
董事認為過去一年人民幣的升值對本集團出口影響輕微。

重大投資及收購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或進行任何重大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收購或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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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向其往來銀行抵押任何資產，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融
資的抵押品。

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超過�,�00名僱員，其中約�,�00名為本集團種植基地
的工人。僱員薪酬乃按彼等的表現和經驗以具競爭力的水平作基準。其他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
金及按個人表現釐定的年終花紅。

資本架構
於回顧期間內，由於以每股�.���0港元的轉換價轉換本金總額為�00,000,000港元的債券，本公內，由於以每股�.���0港元的轉換價轉換本金總額為�00,000,000港元的債券，本公，由於以每股�.���0港元的轉換價轉換本金總額為�00,000,000港元的債券，本公
司因而發行��,���,���股普通股。

未來前景
展望未來，隨著更多富裕消費者注意到綠色食品對健康之益處，於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本集，隨著更多富裕消費者注意到綠色食品對健康之益處，於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本集隨著更多富裕消費者注意到綠色食品對健康之益處，於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本集更多富裕消費者注意到綠色食品對健康之益處，於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本集富裕消費者注意到綠色食品對健康之益處，於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本集注意到綠色食品對健康之益處，於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本集綠色食品對健康之益處，於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本集對健康之益處，於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本集健康之益處，於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本集之益處，於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本集益處，於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本集，於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本集於二零零七年財政年度，本集七年財政年度，本集年財政年度，本集，本集本集
團將繼續定位為全程綠色食品供應商。將繼續定位為全程綠色食品供應商。定位為全程綠色食品供應商。程綠色食品供應商。綠色食品供應商。

於未來一年，本集團將重點於四個方面進行拓展：，本集團將重點於四個方面進行拓展：本集團將重點於四個方面進行拓展：：

標準化綠色食品供應商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本集團決定於湖北省天門租賃合共�0,000畝種植基地，以進一步於其全一月，本集團決定於湖北省天門租賃合共�0,000畝種植基地，以進一步於其全月，本集團決定於湖北省天門租賃合共�0,000畝種植基地，以進一步於其全，本集團決定於湖北省天門租賃合共�0,000畝種植基地，以進一步於其全本集團決定於湖北省天門租賃合共�0,000畝種植基地，以進一步於其全�0,000畝種植基地，以進一步於其全畝種植基地，以進一步於其全，以進一步於其全以進一步於其全
緯度種植基地實施季節性補充模式。此外，本集團正計劃將該種植基地發展為中國最大的有機，本集團正計劃將該種植基地發展為中國最大的有機本集團正計劃將該種植基地發展為中國最大的有機
種植基地。該種植基地將率先採用揉合生態學原理及環境美學基礎的封閉式管理方法，從而與採用揉合生態學原理及環境美學基礎的封閉式管理方法，從而與生態學原理及環境美學基礎的封閉式管理方法，從而與學原理及環境美學基礎的封閉式管理方法，從而與環境美學基礎的封閉式管理方法，從而與美學基礎的封閉式管理方法，從而與的封閉式管理方法，從而與方法，從而與
本集團的現代化農業種植技術相結合。另一方面，本集團將逐步於新租用的種植基地率先引進。另一方面，本集團將逐步於新租用的種植基地率先引進，本集團將逐步於新租用的種植基地率先引進本集團將逐步於新租用的種植基地率先引進租用的種植基地率先引進種植基地率先引進
先進的種植技術，以落實全程綠色控制從而確保食品安全。的種植技術，以落實全程綠色控制從而確保食品安全。種植技術，以落實全程綠色控制從而確保食品安全。，以落實全程綠色控制從而確保食品安全。以落實全程綠色控制從而確保食品安全。程綠色控制從而確保食品安全。綠色控制從而確保食品安全。

大型綠色食品生產及加工平台加工平台平台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年加工產能達到約���,000噸。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本集團的年加工產能達到約���,000噸。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本集團的年加工產能達到約���,000噸。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加工產能達到約���,000噸。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產能達到約���,000噸。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000噸。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噸。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本集團將繼本集團將繼
續拓展其加工產能。加工產能。產能。

綠色消費食品的領導品牌消費食品的領導品牌
於本財政年度，本集團將更加努力樹立中綠品牌，並計劃投入約人民幣�0,000,000元以推廣品，本集團將更加努力樹立中綠品牌，並計劃投入約人民幣�0,000,000元以推廣品將更加努力樹立中綠品牌，並計劃投入約人民幣�0,000,000元以推廣品更加努力樹立中綠品牌，並計劃投入約人民幣�0,000,000元以推廣品並計劃投入約人民幣�0,000,000元以推廣品計劃投入約人民幣�0,000,000元以推廣品投入約人民幣�0,000,000元以推廣品約人民幣�0,000,000元以推廣品人民幣�0,000,000元以推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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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及其相關產品。管理層將選擇性地塑造該等品牌為區內知名品牌，並逐步拓展至中國的其他管理層將選擇性地塑造該等品牌為區內知名品牌，並逐步拓展至中國的其他將選擇性地塑造該等品牌為區內知名品牌，並逐步拓展至中國的其他，並逐步拓展至中國的其他並逐步拓展至中國的其他
省份。管理層致力將本集團品牌打造為綠色食物類別中的領導品牌。。管理層致力將本集團品牌打造為綠色食物類別中的領導品牌。本集團品牌打造為綠色食物類別中的領導品牌。品牌打造為綠色食物類別中的領導品牌。綠色食物類別中的領導品牌。食物類別中的領導品牌。中的領導品牌。的領導品牌。

綠色食品供應鏈鏈
透過運用現有綠色食品的種植基地及加工平台，本集團成功將出口市場伸延至西班牙及俄羅綠色食品的種植基地及加工平台，本集團成功將出口市場伸延至西班牙及俄羅種植基地及加工平台，本集團成功將出口市場伸延至西班牙及俄羅，本集團成功將出口市場伸延至西班牙及俄羅本集團成功將出口市場伸延至西班牙及俄羅伸延至西班牙及俄羅延至西班牙及俄羅西班牙及俄羅
斯。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拓展海外市場的商機。另一方面，本集團主動尋找合適的地點及。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拓展海外市場的商機。另一方面，本集團主動尋找合適的地點及，本集團將繼續拓展海外市場的商機。另一方面，本集團主動尋找合適的地點及本集團將繼續拓展海外市場的商機。另一方面，本集團主動尋找合適的地點及繼續拓展海外市場的商機。另一方面，本集團主動尋找合適的地點及拓展海外市場的商機。另一方面，本集團主動尋找合適的地點及海外市場的商機。另一方面，本集團主動尋找合適的地點及的商機。另一方面，本集團主動尋找合適的地點及，本集團主動尋找合適的地點及主動尋找合適的地點及的地點及地點及
策略性的合作夥伴，以拓展其於中國的分銷網絡。故此，管理層將繼續努力，並致力實現成為性的合作夥伴，以拓展其於中國的分銷網絡。故此，管理層將繼續努力，並致力實現成為合作夥伴，以拓展其於中國的分銷網絡。故此，管理層將繼續努力，並致力實現成為，以拓展其於中國的分銷網絡。故此，管理層將繼續努力，並致力實現成為以拓展其於中國的分銷網絡。故此，管理層將繼續努力，並致力實現成為，管理層將繼續努力，並致力實現成為管理層將繼續努力，並致力實現成為，並致力實現成為並致力實現成為
中國的全面縱向整合綠色食品供應商的目標。

董事於證券之權益證券之權益之權益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具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賦予的涵義），擁有根據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賦予的涵義），擁有根據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賦予的涵義），擁有根據證），擁有根據證，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或聯交所」）之權益或交所」）之權益或
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彼等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條或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該條例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之權益或淡倉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身份 好倉╱淡倉 所持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份 好倉╱淡倉 所持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好倉╱淡倉 所持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孫少峰先生 實益擁有人 好倉  �,�00,000  0.��%

   (附註 �)附註 �) �)

 持有一間受控法團  好倉  �0�,���,000  ��.��%

  之權益  (附註 �)附註 �) �)

龔思偉先生 實益擁有人 好倉 �,�00,000 0.��%好倉 �,�00,000 0.��%

   (附註 �)附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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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該等股份乃衍生自於本公司授出購股權內之權益，有關詳情刊載如下「購股權」一節；及等股份乃衍生自於本公司授出購股權內之權益，有關詳情刊載如下「購股權」一節；及乃衍生自於本公司授出購股權內之權益，有關詳情刊載如下「購股權」一節；及「購股權」一節；及；及

�. 該�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經由Capital Mate Limited持有，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由孫少鋒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其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股
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好倉或淡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彼等擁有或被視
為擁有之任何權益，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或標準守則須記入規定存置的登記冊之
任何權益。

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務證券的權利入股份或債務證券的權利股份或債務證券的權利利
除上文「董事於證券的權益」及下文「購股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其控股公及下文「購股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其控股公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其控股公
司、或其任何同系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
政人員（包括其配偶或未滿十八歲的子女）擁有任何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證券的權利或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的股份或債權證而獲利。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證券的權益及其他人士於證券的權益於證券的權益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據董事所知，下列人士（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
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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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佔本公司已發行本公司已發行已發行
姓名╱名稱 身份 好倉╱淡倉 所持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名稱 身份 好倉╱淡倉 所持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身份 好倉╱淡倉 所持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身份 好倉╱淡倉 所持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好倉╱淡倉 所持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所持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Kent C. McCarthy（附註�） 受控法團權益 好倉  ��,��0,�00 ��.��%

Jayhawk China Fund 投資經理 好倉 ��,��0,�00 ��.��%

 (Cayman), Ltd. （附註 �）附註 �） �）
謝清海 （附註 �） 受控法團權益 好倉 ��,���,000 �.��%附註 �） 受控法團權益 好倉 ��,���,000 �.��% �） 受控法團權益 好倉 ��,���,000 �.��%

Value Partners Limited 投資經理 好倉 ��,���,000 �.��%

 （附註 �）附註 �） �）
Lindsay William Ernest 受控法團權益 好倉 ��,0��,000 �.��%

 Cooper （附註 �）附註 �） �） 
Arisaig Greater China Fund 實益擁有人 好倉 ��,0��,000 �.��%

 Limited （附註 �）附註 �） �）
Arisaig Partners (Mauritius) 投資經理 好倉 ��,0��,000 �.��%

 Limited （附註 �）附註 �） �）
The Goldman Sachs  受控法團權益 好倉 ��,���,��0 �.��%

 Group, Inc.（附註�）（附註�）

附註：

�. Kent C. McCarthy 先生被視為於Jayhawk China Fund (Cayman), Ltd.所持��,��0,�00股本公司普通股中擁
有權益。Jayhawk China Fund (Cayman), Ltd.乃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由Kent C. McCarthy先
生控制。

�. 謝清海先生被視為於Value Partners Limited所持��,���,000股本公司普通股中擁有權益。Value Partners 
Limited乃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由謝清海先生控制。

�. Arisaig Greater China Fund Limited（「AGCFL」）為Arisaig Partners (Mauritius) Limited（「AP(M)」）之全資附屬
公司，AP(M)由Arisaig Partners (BVI) Ltd.（「AP(BVI)」）全資擁有。AP(BVI)為ArisaigPartners (Holdings) Ltd.
（「APHL」）之全資附屬公司，而APHL 之��.��%權益則由Madeleine Ltd.（「Madeleine」）持有。Madeleine 
由Lindsay William Ernest Cooper先生全資擁有。因此，AP(M）、AP(BVI)、APHL、Madeleine及Lindsay 
William Ernest Cooper先生被視為於AGCFL所持��,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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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0股普通股份，乃根據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普通股每股�.���0港元初步換股價發普通股份，乃根據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普通股每股�.���0港元初步換股價發股份，乃根據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普通股每股�.���0港元初步換股價發
行之�.���%可換股債權由本公司發行之轉換股衍生，惟 (i)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於��,���,��0
股普通股份之衍生產品中持有權益，該公司則由Goldman Sachs Holdings (U.K.)持有��%並由Goldman普通股份之衍生產品中持有權益，該公司則由Goldman Sachs Holdings (U.K.)持有��%並由Goldman股份之衍生產品中持有權益，該公司則由Goldman Sachs Holdings (U.K.)持有��%並由Goldman之衍生產品中持有權益，該公司則由Goldman Sachs Holdings (U.K.)持有��%並由Goldman權益，該公司則由Goldman Sachs Holdings (U.K.)持有��%並由Goldman 
Sachs Group Holdings (U.K.)持有�%，而Goldman Sachs Group Holdings (U.K.)則由Goldman Sachs (UK) 
L.L.C.全資持有，後者則由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TGSG, Inc.」）全資持有；及(ii) Goldman Sachs 
& Co.於�,000股普通股之衍生產品中持有權益，而TGSG. Inc.持有��.�%，並由Goldman Sachs, & Co.持益，而TGSG. Inc.持有��.�%，並由Goldman Sachs, & Co.持，而TGSG. Inc.持有��.�%，並由Goldman Sachs, & Co.持
有0.�%，而該公司由TGSG, Inc.全資持有。故此，TGSG, Inc.被視為於由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持
有之��,���,���股普通股份，及由Goldman Sachs & Co.持有之�,000普通股衍生工具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除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之外，董事並不知
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據此，董事會可酌情邀請任何
合資格參與者接納購股權，以認購合共不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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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購股權變動之詳情如下：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購股權變動之詳情如下：止六個月，購股權變動之詳情如下：，購股權變動之詳情如下：變動之詳情如下：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六年 

參與者姓名 於二零零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 行使價 於二零零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 行使價於二零零六年 十月三十一日 行使價    十月三十一日 行使價 

或類別 五月一日餘額 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 五月一日餘額 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五月一日餘額 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 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可行使期行使期

董事
孫少峰先生 �,�00,000 – – – �,�00,000 �.0�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 – �,�00,000 �.0�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 – �,�00,000 �.0�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十五日  十二月十五日 

         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一日

龔思偉先生 �,�00,000 – – – �,�00,000 �.0�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00,000 – – – �,�00,000 �.0�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 – �,�00,000 �.0�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 �,�00,000 �.0�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十五日  十二月十五日
         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一日
     

 ��,�00,000 – – – ��,�00,000
     

僱員
 �,�00,000 – – – �,�00,000 �.0�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十五日  十二月十五日
         至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一日 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一日

 �0,�00,000 – – – �0,�00,000 �.�0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四月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零零七年四月
        四月十九日 十九日至四月十九日 十九日至  十九日至十九日至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一日 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一日 #

     

 ��,�00,000 – – – ��,�00,000
     

# �0%之購股權可自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起予以行使 ,餘下之�0%可自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三�0%之購股權可自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起予以行使 ,餘下之�0%可自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三%之購股權可自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起予以行使 ,餘下之�0%可自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三之購股權可自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起予以行使 ,餘下之�0%可自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九日至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十一日止予以行使。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或贖回證券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
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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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
券之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必須標準。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必須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企
業管治守則」）中的守則條文。守則」）中的守則條文。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
A.�.�除外，該條文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必須區分。本公司並無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而
孫少鋒先生現時同時擔任該兩個職位。董事會相信，由同一名人士同時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兩
個職位可確保本集團貫徹的領導，更有效及有效率地計劃本集團的整體策略。董事會相信現時
的安排不會影響職權及權限兩者間的平衡，而現時由經驗豐富的人才組成的董事會（其中有足夠影響職權及權限兩者間的平衡，而現時由經驗豐富的人才組成的董事會（其中有足夠職權及權限兩者間的平衡，而現時由經驗豐富的人才組成的董事會（其中有足夠權及權限兩者間的平衡，而現時由經驗豐富的人才組成的董事會（其中有足夠及權限兩者間的平衡，而現時由經驗豐富的人才組成的董事會（其中有足夠限兩者間的平衡，而現時由經驗豐富的人才組成的董事會（其中有足夠兩者間的平衡，而現時由經驗豐富的人才組成的董事會（其中有足夠夠
數目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亦能確保職權及權限兩者間的平衡。目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亦能確保職權及權限兩者間的平衡。獨立非執行董事）亦能確保職權及權限兩者間的平衡。權及權限兩者間的平衡。及權限兩者間的平衡。限兩者間的平衡。兩者間的平衡。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日採納一套符合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的新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守則條文的新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
內部監控原則。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胡繼榮先生、林傳壁先生及鄭寶東
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
報表。

承董事會命
中國綠色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孫少鋒

香港，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