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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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報告。未
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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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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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533,703 387,179

銷售成本  (258,273) (189,723)

毛利 3 275,430 197,456

其他收益  8,318 7,716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減估計銷售點
　成本所產生的收益  34,055 23,148

銷售及分銷開支  (51,355) (40,014)

一般及行政開支  (32,216) (33,068)

其他經營開支  (15,777) (7,286)

經營溢利  218,455 147,952

融資成本  (1,127) (6,430)

除稅前溢利 4 217,328 141,522

所得稅 5 (9,546) –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207,782 141,522

股息 6 55,312 37,781

每股盈利
　－基本 7(a) 人民幣24分 人民幣19分

　－攤薄 7(b) 人民幣21分 人民幣18分

第6頁至第20頁之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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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481,802 475,477
 根據經營租約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之權益  82,128 82,965
 長期預付租金  84,356 93,806
  648,286 652,248
流動資產
 存貨  42,331 14,320
 生物資產  70,592 39,337
 應收貿易款項 9 17,868 11,39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252 39,207
 長期預付租金的即期部份  39,044 33,94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 2,198,294 1,050,537
  2,376,381 1,188,735
流動負債
 應付董事款項 12 817 819
 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20,708 22,427
 應付稅項  67,313 67,596
  88,838 90,842

流動資產淨值  2,287,543 1,097,89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935,829 1,750,141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3 865,228 64,605

資產淨值  2,070,601 1,685,536

相等於：
 股本及儲備  2,070,601 1,685,536

第6頁至第20頁之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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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以股份
   中國  為基準之 可換股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合併儲備 酬金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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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14)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
 （經審核） 77,507 300,627 79,985 14,694 5,682 16,430 (2,243) 639,948 1,132,630
以股本結算之股權交易 – – – – 15,112 – – – 15,112
兌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3,842 97,907 – – – (5,116) – – 96,633
期間溢利 – – – – – – – 141,522 141,522
已付股息 – – – – – – – (46,483) (46,483)
匯兌調整 – – – – – – (1,363) – (1,363)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81,349 398,534 79,985 14,694 20,794 11,314 (3,606) 734,987 1,338,051

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一日
 （經審核） 88,921 592,241 101,011 14,694 18,866 4,067 (15,480) 881,216 1,685,536
以股本結算之股權交易 – – – – 16,389 – – – 16,389
兌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2,360 64,964 – – – (4,067) – – 63,257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1,064 46,154 – – (9,970) – – – 37,248
確認可換股債券之權益部份 – – – – – 116,788 – – 116,788
期間溢利 – – – – – – – 207,782 207,782
中國法定儲備之溢利分配 – – 11,255 – – – – (11,255) –
已付股息 – – – – – – – (53,027) (53,027)
換算成呈列貨幣時之匯兌差異 – – – – – – (3,372) – (3,372)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92,345 703,359 112,266 14,694 25,285 116,788 (18,852) 1,024,716 2,070,601

第6頁至第20頁之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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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203,100 169,92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6,089) (166,767)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966,468 (49,868)

匯率變動的影響 (5,722) (7,16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增加╱（減少） 1,147,757 (53,872)

於五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50,537 852,898

於十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98,294 799,026

第6頁至第20頁之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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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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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適用披露條文，並按照香港會
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之規定而編製。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七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
者相同。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
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若干新訂準則及修訂。採納該等新訂準則及修訂對現時及╱或先
前會計期間之業績之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之中期財務報告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
斷、估計及假設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以及按本年截至報告日期為止呈報之資產及負債、收
入及支出之金額。實際結果有可能與估計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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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的註釋。附註所載的解釋，有助於了解自本集
團編製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七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對財務狀況和業績表現方面的變動構成
重要影響的事件和交易。上述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的註釋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為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之統稱）編製之全份財務報表之所有資料。

雖然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有關截至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考慮本公
司在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但這些財務資料均取自有關的財務報表。截至二零零七年
四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可從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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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a) 業務分類
本集團主要從事種植及銷售農產品。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按產品類別劃分的營業額及毛利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新鮮農產品 140,381 111,933
 經加工產品 138,018 98,940
 醃製產品 70,885 54,185
 果蔬汁產品 89,292 53,638
 大米產品 34,773 38,172
 米粉產品 32,741 30,311
 方便麵產品 27,613 –

 533,703 387,179

毛利
 新鮮農產品 67,250 52,943
 經加工產品 78,841 56,721
 醃製產品 37,709 29,818
 果蔬汁產品 52,285 31,876
 大米產品 9,786 10,272
 米粉產品 17,217 15,826
 方便麵產品 12,342 –

 275,430 19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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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類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按地理位置劃分的經營業
績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中國 293,385 209,834
 日本 172,160 126,572
 其他亞洲國家 27,968 12,842
 歐洲 35,765 37,545
 澳洲 562 386
 南美洲 2,813 –
 非洲 1,050 –

 533,703 387,179

毛利
 中國 141,582 95,959
 日本 96,520 71,812
 其他亞洲國家 15,284 7,478
 歐洲 19,682 21,989
 澳洲 270 218
 南美洲 1,519 –
 非洲 573 –

 275,430 197,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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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並無呈報按地理位置劃分的資產與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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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計入及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入
 利息收入 7,639 7,437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減估計銷售點成本所產生的收益 3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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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21 15,35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79,492 53,560
 研究及開發費用 14,292 9,393
 可換股債券的利息開支 1,127 6,430
 已納入銷貨成本內的長期預付租金攤銷
  （已扣除存貨中的資本化金額） 19,347 11,37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 106
 匯兌虧損淨額 1,310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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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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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6 –

 9,546 –

(a) 香港利得稅
由於本集團並無來自香港或於香港獲取的估計應課稅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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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的稅
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然而，於二零零五年九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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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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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中國附屬公司
的稅項按照中國稅項規定的適合現時稅率所計算。於期內，若干中國附屬公司乃按標準
稅率的50%繳納稅項，或根據相關稅項規則及規例豁免全部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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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二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零七年十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63元（相等於0.068港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
0.048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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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782,000元（二零零六年：人
民幣141,522,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股份加權平均數868,518,312股（二零零六年：
736,609,145股普通股）計算，計算方法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於五月一日之已發行普通股（經審核） 847,028,433 731,266,478
行使可換股債券兌換權之影響 12,189,879 5,342,667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之影響 9,300,000 －

於十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未經審核） 868,518,312 736,609,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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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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909,000元（二零零六年︰人
民幣147,952,000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980,162,456股（二零零六年︰825,699,978股
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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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 207,782 141,522
於扣除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實際利率
 之稅務影響後 1,127 6,430

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攤薄） 208,909 147,952

ii)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於十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68,518,312 736,609,145
可換股債券兌換為本公司新普通股之影響 106,119,343 80,979,284
當作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發行股份之影響 5,524,801 8,111,549

於十月三十一日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980,162,456 825,69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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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內，約人民幣35,976,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47,252,000元）已用於購置物業、
廠房及設備。

9. 應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給予客戶的信貸期一般少於一個月。

應收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12,998 11,393
超過一個月但三個月內 4,870 –

 17,868 11,393

1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手頭現金 577 344
銀行存款 2,197,717 1,050,193

 2,198,294 1,05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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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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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項 2,311 5,109
應計薪金及工資 9,214 8,316
其他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5,666 4,715
應付增值稅 939 3,051
應付貿易款項 2,578 1,236

 20,708 22,427

應付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1,807 1,144
超過一個月但三個月內 771 89
超過三個月但六個月內 – 3

 2,578 1,236

12. 應付董事款項

應付予本公司董事孫少鋒先生之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要求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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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換股債券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之債券配售協議，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向
獨立投資者發行本金金額合共325,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舊債券」）。由二零零六年一
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期間內於任何時間之初步換股價為每股普通股2.6550
港元（可予調整）。

舊債券之利息為每年2.125%，由本公司每半年於期末支付，而舊債券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
二十四日到期。

於到期日尚未兌換之舊債券將由本公司按尚未兌換本金額之123.8%贖回。

於本期間，本金總額為65,0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00,000,000港元）之舊債券已兌換為
本公司24,482,107股新普通股（二零零六年：37,664,782股），而所有舊債券已於期間完結日
前（即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兌換為本公司股份。

舊債券之利息開支乃以實際利率法就負債部分按每年7.42%的實際利率計算。

根據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之另一債券配售協議，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向獨
立投資者發行本金金額合共為人民幣1,000,000,000元之零息可換股債券（「新債券」）。初始轉
換價為每股普通股份11.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九日至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二日期間內
任何時間均可調整）。

新債券將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到期。於到期日，未行使新債券將由本公司按未償還本
金金額之104.6%贖回。

新債券之利息開支乃以實際利率法就負債部分按每年5.802%的實際利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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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以下為本公司法定及已發行股本變動的概要：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212,000 212,000

已發行及繳足：
 882,550,540股（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847,028,433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92,345 8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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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一日（經審核） 847,028 84,703 88,921
 兌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之股份 24,482 2,448 2,360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11,040 1,104 1,064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882,550 88,255 9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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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擔

a)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結算日的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尚未撥備－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2,863 24,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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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四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36,367 27,907
一年後但五年內 89,231 79,442
五年後 216,100 220,100

 341,698 327,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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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結算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無）。

17.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a) 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
本集團之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包括向本公司董事及若干最高酬金僱員支付之款項）如
下：

 未經審核
 截至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1,189 950
退休後福利 9 9
股權計酬福利 7,284 4,573

 8,482 5,532

酬金總額計入「員工成本」（見附註4）。

b) 與其他關連人士之交易
除於附註12所披露之應付董事款項外，本集團於期內並無訂立任何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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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比較數字

若干於中期財務報表的比較數字已作出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列。

19. 已頒布但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修訂、新準則和詮釋的可
能影響

截至本中期財務報告發出日期，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尚未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
日止會計期間生效，亦沒有在本中期財務報告採用的修訂、新準則和詮釋。

本集團正在評估這些修訂、新準則和詮釋預計對初始應用期間所產生的影響。到目前為止的
結論是，採納這些修訂、新準則和詮釋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和財政狀況構成重大影響的可能
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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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獲董事會批准並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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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63
元（相等於0.068港元），股息將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向於二零零八年
二月十四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三日（星期三）至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四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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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二月十二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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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到期之零息可換股債券（「債券」）之持有人須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四
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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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報告

中國綠色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22

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快速增長。於二零零七年首三季，國內生產總值約
有12%增長，而社會消費品總額更較二零零六年首三季上升16%，達至人民幣63,827
億元。隨著中國居民財富的增長及健康意識的加強，全國人民對綠色食品及健康食品
的需求越來越殷切。

近年來，世界各地消費者對健康日益關注，使海外市場對綠色食品的需求亦不斷增
長。中國農產品的出口形勢相當樂觀，更連續五年保持著增長的態勢。集團從事的蔬
菜、水果和相關加工產品業務，其出口增長更高於行業平均水平，過去兩年的增長率
皆超過20%。集團成功抓緊國內外市場之機遇，繼續擴大出口及內銷業務，進一步落
實內銷及外銷雙並舉的發展策略。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業務取得理想表現，營業額及
溢利分別錄得約38%及47%的增長率。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出口銷售額增加36%至人民幣240,318,000元，佔總銷售額的
45%。按市場區分，本集團的最大出口市場仍然是日本，佔出口銷售額約72%；來自
歐洲的出口銷售額則約佔15%，其主要銷售市場為德國及比利時等。本集團在新市場
開發方面亦取得理想進展，而主要新市場則包括南美洲及非洲。在內銷市場方面，為
本集團繼續落實逐省突破的策略，有序地開拓國內市場。因此，內銷業務的收入增加
約40%至人民幣293,385,000元，佔總營業額的比例達55%。內銷業務的強勁增長主
要是受惠於飲料產品及方便麵產品的銷售表現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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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基地及加工廠房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集團擁有36個遍佈全國各地的種植基地，並實施全國
性的策略佈局，以嚴格監控其綠色食品的整個供應鏈運作及來源，消除風險因素及成
本波動。回顧期內，集團於湖北、河北及江西合共新租了約14,000畝種植基地。於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集團種植基地總面積達到66,100畝，種植量每年約可達
273,000噸，其中包括30個蔬菜種植基地、5個水果種植基地及1個有機大米種植基
地。全國性的種植基地充分利用各地不同的氣候及條件，為集團提供穩定的農產品供
應。此外，於回顧期內，集團共經營10個加工廠房，年總加工產能約達440,000噸。
強大的產能使本集團能滿足出口不斷增加的需求，以及為推出不同的品牌食品及飲料
產品作支援。

銷售表現
受惠於國內市場對品牌食品及飲料產品的龐大需求及消費者對本集團品牌的認知度持
續提升，因此，在新鮮農產品及經加工農產品的銷售穩步發展的同時，品牌食品及飲
料產品的銷售更錄得速猛的增長。截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新鮮農產
品、經加工農產品及品牌食品及飲料產品的銷售額分別佔總營業額約26%、39%及
35%。

新鮮農產品
於回顧期間，新鮮農產品的整體銷售額約為人民幣140,381,000元，較二零零六年同
期增長約25%，主要是由於國內外市場對新鮮水果及蔬菜的需求持續強勁。在新鮮農
產品當中，以毛豆最為暢銷，其銷售額約為人民幣21,552,000元，佔新鮮農產品營業
額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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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加工農產品
本集團的經加工農產品包括水煮產品、速凍產品、醃製產品及罐頭產品。回顧期
內，來自經加工農產品的營業額約人民幣208,903,000元，較二零零六年同期增長約
36%。水煮產品一直以來都取得穩定增長，佔經加工農產品總收益約46%；當中，以
水煮蘿蔔最為暢銷，營業額約人民幣38,834,000元。另外，速凍產品及罐頭產品的銷
量則錄得理想增長，是經加工農產品的增長亮點，營業額分別約人民幣42,176,000元
及人民幣36,358,000元，佔經加工農產品總收益約20%及17%。

品牌食品及飲料產品
本集團的品牌食品及飲料產品包括飲料產品、方便麵產品、大米產品及水磨米粉產
品。回顧期內，來自品牌食品及飲料產品的營業額約人民幣184,419,000元，較二零
零六年同期大幅增長約51%。回顧期內，來自飲料產品的營業額約人民幣89,292,000
元。當中，以玉米乳系列產品最為暢銷，營業額約人民幣72,952,000元。此外，新產
品非油炸方便麵繼續獲得市場的良好反應，營業額合共約人民幣27,61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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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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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得理想的增長。於本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的營業額增長約38%至約人民幣
533,703,000元，出口市場銷售增長貢獻約16%，而國內市場銷售額增長則提供約
22%的貢獻。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有所改善，由上一期間約51%微升至約52%。銷售新
鮮農產品的毛利率由上一期間的約47%微升至約48%，而經加工農產品的毛利率則由
上一期間約57%微跌至約56%，主要由於在歐洲銷售的罐頭產品毛利下跌所致。此
外，品牌食品及果蔬汁產品的毛利率亦由上一期間約47%增至約50%。該項增加主要
是因為毛利率較高的果蔬汁產品於本期間銷售大幅增長，進一步拉高平均毛利率。

於回顧期間，淨利潤率約為39%，而上一年度同期則約為37%，主要是由於持續實施
嚴謹的成本控制措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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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定期存款及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人民幣
2,198,294,000元。本集團已將有關款項存放於中國多家銀行及香港持牌銀行。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發行本金總額面值為
人民幣1,000,000,000元之二零一零年到期零息可換股債券（「債券」）仍未償付。於二零
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借貸淨額約人民幣865,228,000元除以股東權益總額
約人民幣2,070,601,000元計算的負債比率約為42%。

資本承擔及或然債項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承諾擴充其現有設施以增加產能。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已訂約資本承擔約人民幣12,863,000元。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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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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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認為，毋
須對沖有關外匯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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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經過合理審慎評估，認為過去一年人民幣升值對本集團的出口影響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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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收購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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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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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超過7,000名僱員，其中約3,700名為本集團
種植基地的工人。截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員工成本及董事薪酬合共
約為人民幣79,492,000元（二零零六年度同期：約人民幣53,560,000元）。僱員薪酬乃
按彼等的表現和經驗以具競爭力的水準作基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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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5港元的轉換價轉換本金總額為65,000,000港元的本
公司2%債券，本公司因而增加發行24,482,107股普通股，及因按每股3.50港元的行
使價行使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下授出的購股權而發行11,040,000股股份。

未來前景

展望未來，全球消費者對健康意識日漸提高，市場對綠色食品的需求將持續高企。中
國綠色食品將抓緊不斷湧現之商機，以維持未來業務的持續增長。

於未來一年，本集團將向以下四大目標繼續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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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綠色食品標準化的種植典範
中國綠色食品對種植實施全程綠色控制，以確保食品安全，不斷為消費者提供綠色食
品。中國綠色食品故已率先引進國內外先進的栽培種植技術，實行農業產業化、生產
工業化的管理經營模式，其中包括制訂「以銷定產」的經營方針，更有效地運用資源，
目標成為現代化農業的種植典範。

中國最具規模的綠色食品生產加工平台
本集團計劃提升加工能力及增加加工類別，並將採用可提升加工業務之先進技術，進
一步利用其新鮮配送業務所剩餘的蔬菜及水果轉化為具附加值的加工食品，以提高本
集團的盈利能力。

中國全程綠色快速消費食品的第一品牌
本集團將進一步拓展其內銷品牌產品的種類及開發不同種類的綠色食品系列，以擴大
綠色消費品的市場份額。本集團將繼續採取逐省突破的策略，建立「中綠」品牌，由江
西、福建至其它華南地區，將「中綠」品牌逐步推廣至全國，將中國綠色食品打造成中
國全程綠色快速消費食品的第一品牌。

中國最完善的全程綠色食品供應鏈
本集團正計劃進一步發展其下游業務，以把握近年中國消費市場因迅速增長而出現的
商機。除在廈門、福州和泉州等試點開始了綠色食品物流配送業務外，位於上海的綠
色食品物流及配送中心亦即將全面投入服務，使本集團將更有效地運用自身的種植及
加工平台，以達至成為中國最完善的全程綠色食品供應鏈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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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
（具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賦予的涵義）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
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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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條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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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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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少鋒先生 實益擁有人 好倉 8,400,000 0.95%
   （附註1）
 實益擁有人 好倉 15,000 甚微

 持有一間受控法團  好倉 405,282,000 45.92%
  之權益  （附註2）

   合計：  413,697,000 46.87%



董事會報告

中國綠色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30

附註：

1. 該8,400,000股股份乃衍生自於本公司授出8,400,000份購股權內之權益，有關詳情刊載於下
文「購股權權益」一節；及

2. 該405,28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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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的有限公司，並由孫少鋒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的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已記錄於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的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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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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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根據該計劃，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購股權變動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七年
參與者姓名 於二零零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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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孫少鋒先生 － 8,400,000 – – 8,400,000 7.29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五月三十日  五月三十日
         至二零一三年

小計 － 8,400,000 – – 8,400,000   
 十二月十一日 ##

僱員 20,400,000 － 11,040,000 － 9,360,000 3.50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四月十九日  四月十九日
         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一日 #

 － 10,500,000 － － 10,500,000 7.29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五月
        五月三十日  三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十一日 ##

小計 20,400,000 10,500,000 11,040,000 － 19,860,000

合計 20,400,000 18,900,000 11,040,000 － 28,260,000

# 70%之購股權可自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起予以行使，餘下之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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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之購股權可自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起予以行使，餘下之30%可自二零零九年五月
三十日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止予以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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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證券的權益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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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條規定存置的
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佔本公司已發行
名稱 身份 好倉╱淡倉 所持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Capital Mate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好倉 405,282,000 45.92%
 （「Capital Mate」）（附註）

附註： Capital Mate，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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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孫先生被視為於Capital Mate所擁有405,282,000股本公司普通股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
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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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所載之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全體董事已確認彼
等已於回顧期內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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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中的守則條文。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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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除外，該條文規定主席（「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責必須區
分。本公司並無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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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者外及按董事之意見，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已符合
企業管治守則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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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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企業管治守
則，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胡繼榮先生、林傳壁先生及鄭寶東先生所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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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審核委員會已審閱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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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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