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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2004 中國綠色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中期財務報表是按照由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頒佈的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5號「中期財
務報告」而編製。

除首次按照採納下列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的規定而編製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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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符一致。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36號「農業」

採納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36號「農業」主要是對農業有影響。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 36號規定以生物
資產的公平價值減銷售點成本列賬，並引入有關生物資產及農產品的若干新披露規定。由於採納

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36號而導致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產生變動，而這項會計政策變動是追溯應用的。
因此，比較數字已作重列。重列的詳情載於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5。

2. 分部資料

(a) 業務分類

本集團主要從事種植及銷售農產品。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按產品劃分的營業額及毛利分析如下：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新鮮農產品 103,738 73,636
經加工產品 48,814 36,219
醃製產品 20,939 25,751
果蔬汁 4,407 －

177,898 135,606

毛利
新鮮農產品 48,108 32,853
經加工產品 29,482 20,425
醃製產品 9,364 13,776
果蔬汁 2,196 －

89,150 67,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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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類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按地區劃分的經營業績如下：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日本 88,539 79,207
中國 83,902 55,344
菲律賓 899 1,055
馬來西亞 1,353 －
台灣 3,205 －

177,898 135,606

毛利

日本 50,787 44,891
中國 35,001 21,624
菲律賓 417 539
馬來西亞 570 －
台灣 2,375 －

89,150 67,054

鑑於本集團於各個結算日的資產以賬面淨值計超過99%均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故並無呈報按地區劃分的資產與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分析。

3.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入
負商譽攤銷 226 226
利息收入 682 195
租金收入 17 17
匯兌收益 83 －

種植公平價值變動的收益 13,940 13,341

扣除

核數師酬金 － －
自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628 2,974
經營租賃支出
－土地及樓宇 509 691
－其他廠房及機器 80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4,368 21,660
研究及開發費用 1,480 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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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4 6,226
匯兌虧損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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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0,197 7,525

20,197 7,525
遞延稅項 347 1,481

20,544 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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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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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的稅率
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然而，於二零零四年九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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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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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在二零零四年註冊成立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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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國家所得稅。

5. 股息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九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零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的每股中期股息為人民幣 0.0297元（相等於0.028港元）（二零零三年：無）。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本集團於本期間內的盈利人民幣62,058,000元及於本期間內的已發行股份數
目622,50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該期間內股東應佔溢利，並假設已

發行的股份為450,000,000股（包括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刊發的售股章程所述的已
發行股份4,900,000股及根據資本化發行而發行的445,100,000股股份）計算。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
售股章程附錄四「本公司的進一步資料」一節。

由於本期間內並無任何具潛在攤薄影響的股份，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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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內，約人民幣10,384,000元及人民幣46,457,000元已用於購置固定資產及在建工程（二零
零三年：分別為人民幣6,707,000元及人民幣 6,750,000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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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4,697 12,222
超過一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67 5,209
超過三個月但不超過六個月 8 －

4,772 17,431

9. 銀行結存及現金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手頭現金 978 650
銀行現金 379,774 352,911

380,752 353,561

10.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包括：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物業、廠房及設備 1,562 612
應計薪金及工資 4,519 4,893
應計租金開支 300 －
其他應計開支 460 1,390
應付貿易款項（附註11） 1,242 121

8,083 7,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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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款項

計入應付貿易款項的結餘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392 121
超過一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850 －

1,242 121

12. 承擔

(a)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結算日時的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尚未撥備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26,261 6,130

(b)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於結算日就物業、廠房及機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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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四年 於二零零四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10,796 9,081
第二年至第五年 58,790 53,946
第五年後 175,710 175,560

245,296 23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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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結算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無）。

14. 關連人士交易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20號「關連人士披露事項」的規定，本集團於截至
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並無關連人士交易。

15. 上年度調整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就有關種植會計變更其會計政策。由於引入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開始生效

並追溯應用的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36號，會計政策因而需要作出變更。採納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
36號已將股東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的股本自約人民幣566,644,000元增加至人民幣577,012,000
元，而截至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股東應佔溢利自人民幣54,912,000元增加至人民
幣59,476,000元。

16.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與本公司的控股股東Capital Mate Limited（「Capital Mate」）
（為本公司主席孫少鋒先生全資實益擁有的公司）訂立一項有條件補足認購協議。 Capital Mate在
完成向若干獨立投資者配售105,000,000股股份後，以每股1.46港元的股價認購本公司股本中每股
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股份105,000,000股。認購事項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八日完成，而所得款
項淨額約151,00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160,000,000元）將運用於江西及上海的食品加工投資
項目上。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刊發的公告。

Capital Mate於配售及認購事項之前持有本公司股份65.06%，而之後持有本公司股份 55.67%。

17. 比較數字

隨着採納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36號「農業」的關係，本期間的財務報表的呈列方式已作出修訂以符
合該等標準的規定。採納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第36號令其種植的會計政策產生變動。比較數字已重
新歸類並已重列以達致呈列方式貫徹一致。該等影響範圍已於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5作出說明。

18. 中期財務報表的批准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九日獲董事會批准並授權刊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