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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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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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
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49）

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中國植物開發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
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39,632  28�,054
銷售成本  (196,163	) (�95,5�7 )    

毛利  43,469  85,537
按公平值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初次確認生物資產之收益 3 10,308  72,927
其他經營收入 3 8,908  ��,720
銷售及分銷費用  (29,527	) (�9,723 )
行政費用  (78,935	) (28,759 )
財務費用 5 (37,300	) (�6,234 )    

減值開支前之經營（虧損）溢利  (83,077	) �05,468
商譽減值  (108,859	) –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  (41,538	) –
存貨撇銷  (34,607	) –
公平值變動減生物資產之估計銷售點成本  (59,542	) –    

稅前（虧損）溢利  (327,623	) �05,468
所得稅備抵（支出） 6 1,342  (8,23� )    

本年度（虧損）溢利  (326,281	) 9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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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293,583	)	 5�,892
少數股東權益  (32,698	)	 45,345    

本年度（虧損）溢利  (326,281	)	 97,237     

股息 7 –		 –     

每股（虧損）盈利 8

基本  (42.43)港仙		 9.�9港仙     

攤薄  不適用		 2.9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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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3,079		 3,�47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5,856		 �74,508
 生物資產  27,844		 74,909
 無形資產  1,014		 532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已付按金  –	 6,000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		 �7,39�
 遞延稅項資產  660		 –
 商譽  73,480	 �7�,6�3    

  301,933	 448,�00    

流動資產
 存貨  43,395	 64,794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62,763	 2�5,354
 應撥回稅項  2,010	 –
 衍生財務工具  6,864	 –
 抵押銀行存款  15,294	 23,622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189  �34,649    

  251,515	 438,4�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0  44,929	 49,285
 融資租約承擔  3,999	 9,830
 應繳稅項  302	 5,742
 應付少數股東款項  5,652	 5,493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15,000	 ��,626
 借貸  98,781	 ��9,346
 衍生財務工具  1,831	 –    

  170,494	 20�,322    

流動資產淨值  81,021	 237,09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82,954	 685,�97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  996	 3,666
 借貸  17,845	 23,098
 可換股票據  262,156	 244,834
 遞延稅項負債  –	 379    

  280,997	 27�,977    

資產淨值  101,957	 4�3,22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919	 6,9�9
 儲備  55,999	 333,55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62,918	 340,473
少數股東權益  39,039	 72,747    

總權益  101,957	 4�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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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載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的適用披露資料。除若干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綜合財
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於二零零八
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務年度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重新分類財務資產
 第7號（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
  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號 服務特許權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界定福利資產
  上限、最低資金要求及彼此相互
  關係

採納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
列方式並無任何重大影響。因此，無須對過往期間作出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以下已公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
 第27號（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7號「合併及單獨財務報表－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
  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經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改） 業務合併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改）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改）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改） 合併及單獨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號（經修訂） 可沽售財務工具及清盤時產生之責任�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3號 顧客忠誠計劃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5號 房地產建造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6號 境外業務之投資淨額對沖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7號 向所有者分配非現金資產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 自顧客之資產轉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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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述者外，香港會計師公會亦已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對若干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作出修訂。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經修訂）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9號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外，其他修訂
均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起生效，但有關準則之過渡條款並不相
同。

� 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起生效
2 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起生效
3 自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起生效
4 自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起生效

*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包括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香港
會計準則第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0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香港會計準則第�4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6號、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香港會
計準則第20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8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3號、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8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香港會計準則第4�號及香港（國
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號之修訂。

本公司董事現在評估初次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截至目前為
止，本公司董事認為應用該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
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其他經營收入

營業額指已收及應收已售貨品之銷售金額扣除退貨及折讓。

營業額及其他經營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貨品予外界顧客 239,632	 28�,054   

按公平值減估計銷售點成本初步確認生物資產之收益 10,308	 72,927   

其他經營收入：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312	 �,45�
 匯兌收益 –	 4,885
 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值變動淨額 5,033	 –
 其他收入 2,563	 5,384   

 8,908	 ��,720   

總收入 258,848	 3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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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年內，本集團重新界定其業務分類，以便所披露之分類資料更能配合其現時業務。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按業務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而各有不同架構及管理。本
集團各項業務均屬一個策略業務單元，所出售之產品及服務須面對風險及所得回報
與其他業務分類不同。業務分類之概要如下：

－ 華園食品業務分類從事零食、便利冷藏食品及其他食品之產銷。

－ 沙棘業務分類從事沙棘幼苗種植，以及沙棘相關保健食品之製造、銷售、研
究及開發。

	 華園食品業務	 沙棘業務	 抵銷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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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銷售 200,913  257,8�6  38,719  23,238  –  –  239,632  28�,054
分類間銷售 37,841  27,837  78  –  (37,919	) (27,837 ) –  –        

總收益 238,754  285,653  38,797  23,238  (37,919	) (27,837 ) 239,632  28�,054
        

業績
扣除減值開支前之
 分類經營業績 (24,712	) 3�,�23  (27,855	) �5,058  –  –  (52,567	) 46,�8�      

按公平值減估計銷售點
 成本初步確認生物
 資產之收益 –  –  10,308  72,927  –  –  10,308  72,927
商譽減值 –  –  (108,859	) –  –  –  (108,859	) –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 (41,538	) –  –  –  –  –  (41,538	) –
存貨撇銷 (34,607	) –  –  –  –  –  (34,607	) –
公平值變動減生物資產
 之估計銷售點成本 –  –  (59,542	) –  –  –  (59,542	) –

未分配公司收入             8,908  7,�32
未分配公司開支             (12,426	) (4,538 )        

經營（虧損）溢利             (290,323	) �2�,702
財務費用             (37,300	) (�6,234 )        

稅前（虧損）溢利             (327,623	) �05,468
所得稅備抵（開支）             1,342  (8,23� )        

本年度（虧損）溢利             (326,281	) 97,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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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華園食品業務	 沙棘業務	 綜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310,049  38�,469  206,916  346,773  516,965  728,242
未分配公司資產         36,483  �58,277           

綜合總資產         553,448  886,5�9           

負債
分類負債 20,827  36,359  31,568  35,786  52,395  72,�45
未分配公司負債         399,096  40�,�54           

綜合總負債         451,491  473,299           

其他資料
資本增加 27,615  696  2,220  593  29,835  �,289
折舊 11,823  9,339  4,412  550  16,235  9,889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74  �65  22  ��  196  �76
           

(b)	 次要呈報形式－地區分類

下表提供按地區分類劃分（不論貨品或服務之來源地）本集團銷售額及業績分析。

	 按地區分類	 按地區分類
	 劃分之銷售收益	 劃分之分類業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83,936  �29,647  (37,178	) 4�,34�
香港 155,696  �5�,407  (15,389	) 4,840       

 239,632  28�,054  (52,567	) 46,�8�
       

 按本集團資產所處地區劃分之分部資產賬面值及資本開支之分析如下：

	 資產	 資本開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405,551  5�4,034  28,746  784
香港 111,414  2�4,208  1,089  505       

 516,965  728,242  29,835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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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費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透支及其他借貸之利息開支 10,450	 �3,064

融資租賃承擔之利息開支 466	 986

可換股貸款票據之實際利息開支 26,384	 2,�84   

 37,300	 �6,234
   

6.	 所得稅備抵（開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備抵（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	 �,098
  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522	) 368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219	 6,476
 往年度撥備不足 –	 –   

本年度即期稅項開支 (303	) 7,942
本年度遞延稅項（備抵）開支 (1,039	) 289   

 (1,342	) 8,23�   

香港利得稅乃按來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6.5%（二零零七年：�7.5%）稅率計提撥
備。

中國新企業所得稅法將外商投資企業之企業所得稅率由過往優惠稅率調高至25%，自二
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前於中國成立，及過往稅率低於
25%之公司之稅率將於五年內遞增至25%。本公司於中國成立之若干附屬公司將由二零
零八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享有所得稅率優惠，並於二零一二年優惠待遇屆滿時按稅率
25%繳納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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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稅項（備抵）開支與綜合收益表所列示的稅前（虧損）溢利對賬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前（虧損）溢利 (327,623	) �05,468   

以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25%（二零零七年：27%）
 計算的稅額 (81,906	) 28,476
不可抵扣稅項費用之稅項影響 88,520  8,842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項影響 (10,341	) (30,�82 )
未確認暫時差異之稅項影響 (787	) 3�7
往年度撥備不足 (522	) 368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項影響 3,224  �,03�
動用先前未確認稅項虧損 –	 (25 )
於其他司法權區經營業務的附屬公司之不同稅率的影響 470  (596 )   

本年度所得稅（備抵）支出 (1,342	) 8,23�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股息（二零零七年︰無）。

8.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計算乃基於下列數據：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盈利：
就每股基本（虧損）盈利而言之（虧損）盈利 (293,583	) 5�,892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利息 26,384  2,�84   

就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而言之（虧損）盈利 (267,199	) 54,076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虧損）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91,938  564,507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貸款票據 1,285,648  �,285,648   

就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977,586  �,850,�55   

由於可換股票據之影響屬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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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採取一項整體政策，給予貿易客戶平均90至�80日不等之賒賬期。然而，與本集
團已建立長期關係及過往還款記錄良好的客戶可獲延長賒賬期至一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162,205	 �69,�86
減：貿易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 (41,735	) –   

 120,470  �69,�86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42,293	 46,�68   

 162,763	 2�5,354   

貿易應收賬款（已扣除貿易應收賬款之減值）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34,577	 78,�74
9�至�80日 41,305	 30,606
超過�80日 44,588	 60,406   

貿易應收賬款 120,470	 �69,�86   

董事認為貿易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變動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結餘 –  –
因收購一間附屬公司增購 197	 –
於綜合收益表確認之撥備增加 41,538	 –   

年底結餘 41,7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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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結算日，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1,287  ��,325
9�至�80日 2,095  �,809
超過�80日 5,859  7,73�   

貿易應付賬款 19,241  20,865
其他應付款項 25,688  28,420   

 44,929  49,285   

董事認為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國植物為中國最大的沙棘製造商及供應商，也是中國綜合系列沙棘相關產品及保健
產品的主要製造商及供應商。憑藉其經濟規模及垂直綜合模式，本集團已準備就緒，
以把握中國保健市場沙棘行業的潛在增長。

本集團亦為食品生產、銷售及分銷、出口及研發的主要營運商，擁有逾50年經驗。為
豐富人們的口味及口感，本集團以「華園」、「樂高」及「采楓」等知名品牌提供逾200款
具備獨特亞洲風味的優質零食產品。

業績概要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239,000,000港元，較去
年下跌約�5%。營業額減少主要因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出現空前的信貸危機導致經濟衰
退及市場低迷。面對消費者信心削弱及市場的不明朗因素，本集團採取緊縮財務管理
政策以及嚴格控制存貨及信貸。儘管導致二零零八年下半年之銷量偏低，惟本集團認
為此措施屬必要並符合本集團之謹慎策略。

商品價格波動及生產成本劇增亦為本集團業務的營商環境帶來困難，嚴重影響二零零
八年的邊際溢利。因此，整體毛利率由去年30%下跌至約�8%，並於二零零八年達約
43,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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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達293,600,000港元，而二零零七年則錄得溢
利5�,900,000港元。是項虧損主要由於(a)經濟空前動盪，導致消費者層面的貿易環境
惡化，本集團客戶因而面對財政困難；本集團因此收緊信貸管理政策並監控產品的交
付，以致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的銷量下降；(b)商品價格波動亦為本集團業務定價方面帶
來困難，影響二零零八年的邊際溢利；(c)因合併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所收購的沙棘業務
全年業績而導致行政及經營費用劇增；(d)構成大部份財務費用的可換股票據的利息開
支增加；及(e)商譽、存貨及貿易應收賬款的減值開支以及生物資產的公平值變動。

每股基本虧損為42.43港仙，而二零零七年則錄得每股基本盈利9.�9港仙。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任何末期股息。

業務回顧

沙棘及相關保健產品

於回顧年度，沙棘及相關保健產品錄得收益38,800,000港元，增加�5,500,000港元，
較去年的23,200,000港元增長66%。然而，毛利大幅下跌75%至3,700,000港元。邊際
溢利受負面影響主要因農民及農民合作社收取的耕作成本上升及本集團為業務發展而
開創新業務產生的銷售及行政成本增加所致。

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本集團順利收購中國水環境控股有限公司全部股本權益，令本
集團得以隨即進軍中國沙棘市場。本集團採取措施檢討及整合新業務及營運，以確保
順利及有效地配合整體公司政策。本集團推出超過30款不同形式及包裝的沙棘相關保
健產品，包括沙棘籽油、果油、膠囊、果槳、果汁、醬油及醋以及化妝品。

鑒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經濟環境惡化，本集團已重新評估原有市場推廣及發展規劃。
本集團認為更加審慎行事將符合其長期持續增長的最佳利益。



- �3 -

包裝食品及便利冷藏食品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本集團包裝食品及便利冷藏食品業務
的業績表現喜憂參半。零食及便利冷藏食品的生產及銷售仍是本集團的主要收入來
源。然而，總銷售額較二零零七年同期下降22%至20�,000,000港元。其中，於香港
市場錄得銷售收入�55,700,000港元，與去年相若（二零零七年：�5�,400,000港元），
佔本集團總收入的65%。毛利及毛利率分別為23,900,000港元及�5%（二零零七年：
34,300,000港元及23%）。

本集團實行成本控制措施以優化及鞏固分銷網絡及銷售點，並進一步加強與數名主要
客戶（包括超市及便利店）合作，以維持其市場有效份額。本集團亦提升及優化產品組
合及推出新的優質包裝食品，以迎合消費者喜好及口味的轉變。

儘管中國食品消費與日俱增，競爭仍為激烈。此外，惡劣的經濟條件及二零零八年下
半年引發的消費急劇萎縮亦對市場經營者提出罕見挑戰。於中國，本集團包裝食品及
便利冷藏食品的銷售收入增長約57%至45,3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9%。毛
利大幅下跌57%至�5,800,000港元。經濟及價格空前動盪導致消費者層面的貿易環境
惡化，本集團客戶因而面對財政困難，本集團因此收緊信貸管理政策並監控產品的交
付，以致去年下半年的銷量下降。

本集團為海外分銷商及客戶提供製造服務。儘管亞洲風味食品在海外市場具增長潛
力，惟山東的「毒餃子事件」及牛奶產品含有三聚氰胺引起海外消費者對中國食品安全
格外關注。對所有中國出口公司實施嚴格的檢驗規定亦影響本集團的出口量及貨運時
間。於北京奧運會期間，政府亦對出口實施額外措施。所有該等始料未及的因素均對
本集團的出口業務產生重大負面影響。

生產設施

本集團於鄂爾多斯高原、黃土高原自設沙棘培植基地，並於北京、內蒙古自治區、陝
西省、山西省及甘肅省建立佔地總面積約340,000公頃的苗木基地。

本集團致力於最高行業標準。其沙棘產品及生產設施經已獲（其中包括）食品安全管理
系統證書、品質系統證書、Organic JAS Certificate及U.S. National Organic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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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及認證。自育種、播種、種植、加工及提取至包裝及市場營銷的完整產業鏈由資
深研發中心提供支持，從德國進口的GMP-conformed生產設施及先進設備為本集團的
持續市場領先地位及出色競爭優勢奠定堅實的基礎。

本集團亦營運三個生產基地，分別位於香港及廣東省廣州市花都區。本集團的高效能
生產線已取得危害分析重點控制系統證書（HACCP）以及ISO 900�及ISO 9002之國際
認證，運作流暢順利，製作符合卓越衛生標準之優質產品。

財務狀況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以及存款為36,500,000港
元。本集團的總資產為553,400,000港元，而其流動資產總值則為25�,500,000港元。
本集團的流動及非流動負債分別為�70,500,000港元及28�,000,000港元。銀行借貸金
額為��6,6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42,400,000港元）。大部份銀行借貸以港元計值，
並以浮動利率計息。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償還的貸款融資及可換股票據
分別為�2�,600,000港元及262,200,000港元。根據該年年底的借貸淨額347,300,000港
元計算，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借貸淨額與總資產的比率）為62.7%（二零零七年：
27%）。本集團將繼續維持穩健的資本負債比率，並考慮減低財務費用。

未來計劃及展望

美國金融危機令市場充滿不明朗因素，加上中國通脹及潛在經濟衰退的隱憂，也對商
業環境及消費者信心造成不利的影響。

二零零九年極富挑戰。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將專注於增強競爭力及整固於開發及市
場推廣沙棘相關產品方面的領先地位。本集團將為客戶進一步拓展產品種類，並提升
其產品類別及質素。與此同時，本集團將採取謹慎的發展策略以保持長期增長動力。
同時，本集團將更加關注成本控制及提高生產效率，並推進順暢營運。鑒於海外市場
狀況不斷惡化，本集團對出口業務方面將額外謹慎。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本公司宣佈按每股0.08港元的價格進行公開發售（「公開
發售」），基準為股東每持有兩股股份可獲發一股發售股份。此舉旨在拓闊本集團的資
本基礎及改善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公開發售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完成，於根
據包銷協議條款將應付予中國水務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水務」）的款項�5,820,000港元
資本化後，共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850,000港元。主要股東中國水務增加於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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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權顯示其對中國植物及沙棘相關業務充滿信心。此外，額外資金令日後開發新產
品及擴展營銷團隊更為靈活，而其他策略性措施則有助鞏固本集團於沙棘相關業務的
市場領先地位。

展望未來，隨著中國國民收入持續上升及中央政府實施刺激消費開支計劃，中國食品
及保健市場將繼續迅速增長。本集團深信，在中國穩健經濟發展的推動下，未來數年
國內市場將持續穩步增長。中國植物對其業務前景及發展持審慎樂觀態度，並已準備
就緒以充分把握前景秀麗的長遠市場機遇。

外匯波動的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交易、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或人民幣列值。本集團的一般財資政策為管
理重大外匯風險，並於外匯風險或會對本集團構成重大影響時減低有關風險。於回顧
年度，本集團訂立遠期外匯合約，以管理本集團承受的外匯波動風險。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等合約的公平值為5,000,000港元。除上文所述與本集團日常營運
有關的衍生財務工具外，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全年並無訂立其他衍生財務工具。本集
團於回顧年度並無重大外匯風險。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訂立協議，以總現金代價人民幣
5,2�0,000元收購上海華源藍科生物製品營銷有限公司（「藍科生物」）的全部股權。藍科
生物乃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在中國從事奧米加脂肪酸類食品、健康及化妝產
品的銷售。在該協議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後，藍科生物成為本集團的全資
附屬公司。

收購藍科生物產生商譽�0,700,000港元，其中7,�00,000港元已予減值並從截至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收益表中扣除。

資本開支

本集團的資本開支涉及本集團廠房中的食品生產機器。於二零零八年增購物業、廠房
及設備的開支達29,800,000港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賬面值73,000,000港元的若干資產已抵押予
銀行以換取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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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及承擔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本集團繼續實行應變計
劃，以審查其資本支出及現有可用營運資金。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八日，本集團訂立
協議，以現金代價人民幣23,600,000元收購廣東康力醫藥有限公司（「廣東康力」）的全
部股權。廣東康力擁有可直銷保健產品及設備的直銷許可牌照。此牌照由中國商務部
頒發，並主要涵蓋保健產品及設備的直銷業務。本集團於條款及條件獲悉數達成前會
仔細考慮收購廣東康力的股權之可能性。因此，除非承諾之客戶基礎轉趨明朗及經濟
環境轉趨穩定，本集團或會考慮不繼續進行收購事項。在此情況下，本集團或會尋求
透過與廣東康力或其他直銷許可經營商合作開拓於新市場的產品佔有率。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僱員總數約為600名。於回顧年度，僱員總
成本約為27,395,000港元。中國植物向其員工提供全面的薪酬及福利組合。

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購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之上巿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各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而彼等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遵守標準守則。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4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本公司所採納之主要企業管治常規之報告將載於本公司二零零八年年
度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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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並已討
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常規及原則）。

承董事會命
中國植物開發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畢家偉

香港，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畢清培先生（榮譽主席）、畢家偉先生（主
席）、畢濟棠先生（副主席）、應偉先生及高繼紅女士；非執行董事梁惠玲女士及王芳
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宇人先生、葉成棠先生、古兆豐先生及陳自強先生。

各董事對本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且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彼等所知，本公佈內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之考慮後始行作出，且
本公佈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而致使本公佈所載之任何聲明產生誤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