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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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不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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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告 
 
 

摘 要  
 
本 集 團 營 業 額 增 加 18%至 人 民 幣 38.35億 元 。  

 

本 集 團 毛 利 增 加 15%至 人 民 幣 23.82億 元 。  

 

經 營 溢 利 增 加 12%至 人 民 幣 15.31億 元 。  

 

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期 內 溢 利 增 加 13%至 人 民 幣 15.47億 元 。  

 
 
超大現代農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超大」）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之中期業績。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之綜合全面收益表，以及

本集團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狀況表，連同所選的說明附註，均為未

經審核及以簡明賬目形式編製，並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之核數師，香 港

立 信 德 豪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有 限 公 司 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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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3,835,298   3,236,920 

銷售成本  (1,452,848)  (1,168,341)
     

     

毛利  2,382,450   2,068,579 
     

其他收益  49,102   21,934 

生物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減估計銷售點成本所產生的虧損  (42,658)  (184,182)

銷售及分銷開支  (431,707)  (344,086)

一般及行政開支  (235,879)  (74,001)

研究費用  (24,461)  (16,025)

其他經營開支  (166,267)  (109,098)
     

     

經營溢利  1,530,580   1,363,121 
     

融資成本 5(a) (33,361)  (65,380)

出售一間聯營公司之收益 9 48,174   - 

視作出售一間聯營公司權益之虧損  -   (3,297)

視作收購一間聯營公司額外權益之收益  -   1,678 

出售一間聯營公司部份權益之虧損  -   (10,724)

應佔聯營公司(虧損)/純利  (425)  77,855 
     

     

除所得稅前溢利 5 1,544,968   1,363,253 
     

所得稅開支 6 (88)  (144)
     

     

期內溢利  1,544,880   1,363,109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換算差額  (41,621)  -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價值收益  580,395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538,774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083,654   1,363,109 
     

     

應佔期內溢利：    

本公司擁有人  1,546,794   1,364,054 

非控股權益  (1,914)  (945)
     

     

  1,544,880   1,363,109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085,568   1,364,054 

非控股權益  (1,914)  (945)
     

     

  2,083,654   1,363,109 
     

     

本公司擁有人於期內應佔溢利之每股盈利    
— 基本 8(a) 人民幣 0.47 元  人民幣 0.45 元

     

— 攤薄 8(b) 人民幣 0.45 元  人民幣 0.4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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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 未經審核 
 
  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307,559  7,369,573 

在建工程  736,804  270,690 

預付土地租金  5,816,783  5,420,459 

生物資產  2,715,735  2,628,101 

可供出售投資 9 1,370,619  - 

遞延開發成本  26,955  33,730 

遞延開支  527,640  473,027 

無形資產  868,600  888,800 

聯營公司權益  7,902  879,368 

  20,378,597  17,963,748 
.     

流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金  158,735  151,842 

生物資產  930,666  965,576 

存貨  69,816  36,912 

應收貿易款項 10 221,746  418,385 

其他應收款項、按金及預付款項  509,301  177,502 

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3,885,557  2,044,349 

  5,775,821  3,794,566 

     

流動負債     

應付一間有關連公司款項  63,708  51,618 

應付貿易款項 11 28,736  27,66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7,738  135,421 

銀行貸款  -  14,500 

  210,182  229,204 
     

流動資產淨值  5,565,639  3,565,362 

資產總值減流動負債  25,944,236  21,529,110 
     

非流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2 1,050,522  - 

遞延稅項負債  20,655  20,655 
     

  1,071,177  20,655 
     

資產淨值  24,873,059  21,508,455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336,984  323,892 

儲備  24,274,250  20,920,824 

  24,611,234  21,244,716 

非控股權益  261,825  263,739 
     

權益總額  24,873,059  21,508,455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 未經審核 
 
1. 編製基準 

 

超大現代農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零

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告」）乃

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露規定而編製。 

 

中期財務報告並未包括所有年度財務報表所要求的資料及披露，且須與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

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年度財務報表（「二零一零年年度財務報表」）一併閱讀。 

 

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二零一零年年度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採納中期財務

報告附註2所披露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個

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已經由香港立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立核數師審閱中期財務資料」進行審閱。 

 

 

2. 採納新訂、經修改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自本集團二零一零年七月一日開始

之年度期間起生效並適用於本集團財務報表之新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香港詮釋第 5 號 財務報表之呈列 — 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

款的定期貸款的分類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9 號 

以權益工具償還金融負債 

其他修訂 對二零零九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年度改進 

 

該等新訂及經修改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的影響並不重大。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於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時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若干新準則、準則之修訂本

及詮釋。本公司董事（「董事」）預期，所有準則會自生效日期後開始的期間，應用於本集

團之會計政策。董事亦現正評估該等新準則、準則之修訂本及詮釋的影響，惟尚未能確定此

等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狀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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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從事農產品種植及銷售，以及牲畜繁殖及銷售。 

 

營業額指向客戶提供貨品之銷售價值。期內確認於營業額內每類重大收益之金額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農產品銷售 3,810,169 3,212,991 

牲畜銷售 25,129 23,929 

 3,835,298 3,236,920 

 

 

4. 分類資料 

 

本集團根據向執行董事所匯報用作決定有關本集團業務單位的資源分配及檢討該等單位表現

的定期內部財務資料而識別其業務分類及編製分類資料。向執行董事所匯報內部財務資料的

業務單位乃按本集團主要業務釐定。  

 

本集團的業務架構按產品性質分類及分開管理，每個分類均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市場提供不同產品的策略業務分類。然而，本集團執行董事認為，本集團截至二零一

零年及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的收益、經營業績及資產貢獻超過90%主要來自

種植及銷售農作物，故並無呈列業務分類分析。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之主要經營地點在中國。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的分類

資料披露規定，本集團視中國為主體所在地。本集團超過90%的收益及非流動資產主要來自

單一地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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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前溢利 

 

除所得稅前溢利已扣除╱( 計入)： 

 

(a) 融資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行有擔保優先票據利息 - 60,548 

可換股債券實際利息開支 33,279 - 

銀行及財務費用 82 4,832 

 33,361 65,380 

 

(b) 員工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金、工資及其他福利 409,218  311,359 

僱員購股權福利 160,128  6,919 

退休福利成本 2,702  2,707 

 572,048  320,985 

 

(c) 其他項目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利息收入 (13,066) (3,778)

遞延開發成本攤銷 5,775 5,405 

遞延開發成本撇銷 1,000 - 

遞延開支攤銷，經扣除資本化的款項 61,205 39,839 

預付土地租金攤銷，經扣除資本化的款項 21,971 41,346 

已銷售存貨成本 1,452,848 1,168,34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經扣除資本化的款項 256,132 143,045 

匯兌收益，淨額 (238) (1,500)

經營性租賃開支 

— 土地及樓宇 115,765 93,738 

— 汽車 51 51 

出售及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1,731 2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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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金額指：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 中國所得稅 (附註(a))  88 144 

— 香港利得稅 (附註(b))  - - 

 88 144 

 
附註： 

 

(a) 根據中國稅法及其詮釋規則（「中國稅法」），從事合資格農業業務之企業可享有若干稅務優

惠，包括豁免全部中國企業所得稅或從該業務所產生之溢利所收取之企業所得稅可減半。本集團

主要附屬公司福州超大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及其他從事合資格農業業務（包括種植及銷售農作

物以及養殖及銷售牲畜）之中國附屬公司可免繳全部企業所得稅。 

 

截至二零一零年及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本集團其他非從事合資格農業業務之中

國附屬公司之企業所得稅稅率為25%。 

 

(b) 由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及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本公司及其在香港營運之附屬公司

並無估計應課稅溢利，故並無提撥香港利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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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a) 期內應付本公司擁有人之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030 港元 

（二零零九年：無） 84,185 - 

 

於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八日舉行之會議上，董事宣派中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0.030港元

（約相等於人民幣0.025元）。該已宣派股息並未計入本期間之財務報表，惟將於截至二

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財務報表內反映。 

 

(b) 期內所批准及派付上個財政年度應付予本公司擁有人之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已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060 港元 

（二零零九年：0.050 港元） 172,379 133,684 

 

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三十日舉行之週年股東大會上，宣派及批准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

十日止年度的末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0.060港元（約相等於人民幣0.052元）。該項股息已

於期內支付，並已反映為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之保留溢利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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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利 

  

(a) 每股基本盈利 

 

每股基本盈利是基於擁有人應佔溢利人民幣1,546,794,000元（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六個月：人民幣1,364,054,000元）及期內已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3,297,636,361股

股份（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3,032,156,831股股份）計算。 

 

(b) 每股攤薄盈利 

 

每股攤薄盈利是基於擁有人應佔溢利人民幣1,580,073,000元（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六個月：人民幣1,364,054,000元）及經調整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及可換股債券對普通

股之全面潛在攤薄影響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3,490,804,850股股份（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3,123,431,078股股份）計算。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尚未兌換之認購期權對本期間之每股基本盈利金額有反攤薄效果。 

 

每股攤薄盈利乃基於以下數據計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利（攤薄）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擁有人應佔溢利 1,546,794 1,364,054 

可換股債券實際利息開支 33,279 - 
   

用作釐定每股攤薄盈利之溢利  1,580,073 1,364,054 
  

 
普通股加權平均數（攤薄）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股份數目 股份數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利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3,297,636,361 3,032,156,831 

視作發行普通股 — 購股權 66,959,579 91,274,247 

視作發行普通股 — 可換股債券 126,208,910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利之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3,490,804,850 3,123,43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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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供出售投資 

 

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香港上市股票投資，按公平價值列賬 1,370,619 -

 

二零一零年七月三十日，本集團出售於聯交所及倫敦證券交易所替代投資市場兩地上市的前

主要聯營公司亞洲果業控股有限公司（「亞洲果業」）之31,434,000股普通股，佔亞洲果業股

本權益約3.7%（「出售事項」）。根據出售事項，本集團持有的亞洲果業權益由22.81%降至

19.09%。董事認為，從出售事項日期起，本集團對亞洲果業的表決權不再擁有重大影響力，

本集團對亞洲果業的餘下投資從聯營公司權益重新分類為可供出售投資，並按公平價值列

賬。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在損益中確認的出售聯營公司收益為人民幣

48,174,000元。 

 

上市股票投資的公平價值乃根據從聯交所取得之市場買入報價而釐定。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在投資重估儲備中直接確認的公平價值收益為人民幣580,395,000元。 

 

 

10. 應收貿易款項 

 

本集團之本地批發及零售銷售之貿易條款主要為交貨付現，而向機構客戶及出口貿易公司進

行之本地銷售則以信貸為主。信貸期一般為期一個月至三個月，視乎客戶之信譽而定。 

 

應收貿易款項（經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零至一個月 199,937 400,000

一至三個月 6,117 2,755

超過三個月 15,692 15,630

221,746 418,385

 

 

11. 應付貿易款項 

 

 應付貿易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一零年

六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零至一個月 8,156 5,786

一至三個月 12,433 12,492

超過三個月 8,147 9,387

 28,736 2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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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換股債券 

 

二零一零年九月一日，本公司向債券持有人發行 200,000,000 美元 (於發行日相當於人民幣

1,341,600,000 元)可換股債券（「債券」），到期日為二零一五年九月一日。債券按 3.7%年利

率計息，每半年於期末付息。 

 

債券持有人有權按初步兌換價每股 8.10 港元（可予調整），以適用於兌換之固定滙率 7.7728

港元兌 1 美元將可換股債券兌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股份」），兌換期從發行債券後第 41

日起，至債券到期日之前 10 日營業時間結束時止；若本公司於到期日之前要求贖回債券，則

至不遲於指定贖回日之前七日營業時間結束時止；若債券持有人已發出贖回通知，則至發出

通知前一日營業時間結束時止。 

 

未兌換為普通股的可換股債券，將於到期日按本金額連同累計及未付利息贖回。其他詳情請

參閱本公司二零一零年八月十七日之公告。 

 

負債成份的公平價值以貼現率法計算。餘額為權益成份的公平價值已被計入權益內。 

 
債券的利息開支是利用實際利息法將實際利率約10%應用於負債成份計算。 

 

債券之負債成份的變動計算如下： 

人民幣千元

於二零一零年七月一日 - 

債券發行 1,017,243 

實際利息開支 33,279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1,050,522 

 
自發行日起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無債券兌換為本公司之普通股。 

 

 

13. 批准中期財務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八日經董事會批准。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宣派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03港元

（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無）。中期股息將於二零一一年三月二十

五日或之前派發。 

 

 

暫停辦理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股東登記將於二零一一年三月十五日（星期二）至二零一一年三月十六日（星期

三）（包括首尾兩日）暫停辦理。於該期間內，本公司將不會辦理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為符合收取中期股息的資格，所有填妥之過戶表格連同有關股票須不遲於二零一一

年三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雅

柏勤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金鐘滙中心二十六樓。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持續取得佳績。本集團的營業額維持

18%的增長，達到人民幣38.35億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2.37億元）。

本集團的毛利增長15%，達到人民幣23.82億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0.69億元）。  
 
經營溢利上升12%，達到人民幣15.31億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63
億元）。主要經營開支方面，銷售及分銷開支總計人民幣4.32億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3.44億元），維持與上個財政期間佔營業額的11%同樣水平。一般及

行政開支上升至人民幣2.36億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400萬元）。總

經營開支為人民幣8.58億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43億元），約佔營

業額22%（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佔營業額17%）。一般及行政開支與總經營開

支上升的主因是本公司於財政期間授予購股權，僱員購股權福利因而增加至人民幣1.6
億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利上升13%，達到人民幣15.47億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13.64億元）。這項溢利包含來自生物資產公平價值變動的人民幣4,200萬元

的虧損（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4億元的虧損）。生物資產公平價值虧

損主要是受到季節性的影響，在財政期間結束時，本集團位於北方的基地處於冬季休耕

時期。撇除生物資產公平價值變動，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利增加至人民幣15.89億

元，上升3% （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5.48億元）。 

 
 
農業用地 
 

本集團主營業務生產基地面積（包括蔬菜基地、茶園和果園），由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609,375畝（40,625公頃），平穩增加17%，達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714,933畝（47,662公頃）。同時，相比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的生產基地面積664,225
畝（44,282公頃），亦錄得8%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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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加權平均生產基地面積由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479,837畝（31,989公頃）增

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544,520畝（36,301公頃），增加13%。同時，相比於二

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之蔬菜加權平均生產基地面積497,995畝（33,200公頃），也有9%
增長。 

 
 
市場回顧及展望 
 
二零一零年，隨著全球經濟走出金融危機的陰霾，中國經濟實現穩步發展。於回顧財政

期內，蔬菜市場總體供需平衡，但受異常氣候、經營成本及其他因素影響，蔬菜價格波

動較大，呈現先漲後落的趨勢。  
 
政府繼續出台扶持農業的政策，加大投入力度。二零一零年，中央財政用於『三農』的

支出持續增加，達人民幣 8,183.4 億元，比上年增長 12.8％。二零一一年一月，中共中

央、國務院頒佈了『關於加快水利改革發展的決定』的一號文件，連續第八年鎖定『三

農』。文件強調水利是現代農業建設不可或缺的首要條件，並制定和出台了一系列針對

性強、覆蓋面廣的加快水利改革發展的新政策、新舉措，把水利作為國家基礎設施建設

的優先領域，把農田水利作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任務。  
 
作為現代農業的龍頭企業，優惠的農業政策及持續改善的農業運營環境為超大提供了廣

闊的發展空間。超大『公司＋基地＋農戶』的產業模式不斷得到政府的肯定及支持，成

為中國發展現代蔬菜種植的典範。本集團將繼續以蔬果種植業為核心業務，進一步擴張

生產基地，完善多元化的戰略性基地佈局，以不懈的科技創新深化現代農業體系建設，

引領蔬菜行業的產業化、標準化及現代化發展，持續打造自身成為競爭力及股東價值成

長並俱的現代農業領導者。  
 

 

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財政期內，本集團從經營活動產生之現金淨額，由去年同期人民幣16.55億元增

加至人民幣18.03億元。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現金及現金等價物

共達人民幣38.86億元，與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金及現金等價物人民幣

20.44億元相比，增加人民幣18.42億元。除經營活動所產生之收入外，於回顧財政期間，

額外資金來自配售現有股份與補足認購新股份、發行二零一五年到期之2億美元3.7厘有

抵押擔保可換股債券、以及發行認購期權。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權益總額，包括非控股權益，為人民幣248.73
億元（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0.5億元）。本集團之負債為可換股債券。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負債對權益比率為4%（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9%），而流動比率為27倍（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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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內，董事會本著本公司與股東之整體最佳利

益，行使了股東於二零零九年十一月二十七日舉行的股東週年大會上授予的一般授權。

本公司已於二零一零年十月份在聯交所購回其總數3,528,000股股份。有關購回概述如

下：  
 
 
 每股已付 每股已付  

購回月份  購回股份數目 最高價 最低價  總代價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零一零年十月  3,528,000 6.37 6.20 22,259
  
以上購回股份已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內交付股票並註銷股份。據

此，本公司之發行股本已減除該等已註銷購回股份之面值。 

 

除上文披露外，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

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之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適用條文，惟以下的守則條文除外： 

 

(i) 守則條文第A.2.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行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別。董事會認為藉郭浩

先生豐富農業知識和專業才能，在其堅穩貫一的領導下，本集團能迅速作出決

策、制訂有效策略及完成奏效的商業計劃。郭浩先生繼續擔任本公司的主席並兼

任行政總裁，乃符合本公司的最佳利益。 

 
(ii) 守則條文第E.1.2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E.1.2條，主席應出席股東週年大會。因礙於須參加與政府部門

舉行之會議，主席郭浩先生未能出席於二零一零年十一月三十日舉行之股東週年

大會（「二零一零年股東週年大會」）。執行董事、審核委員會主席及薪酬委員

會主席均有出席二零一零年股東週年大會，回答有關本集團的問題並與股東互相

交流意見。 

 

有關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之其他資料，已載於本公司二零零九/二零一零年度報告中的

「企業管治報告」之內。 

 
 
 
 

－14－ 



 

－15－ 

 
 
 
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錄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經本公司作出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

個月內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標準。 

 

 

 

 

 

代表董事會  
超大現代農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浩  

 
香港，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執行董事  : 郭浩先生、李延博士、黄協英女士、況巧先生、陳俊華先生

及陳志寶先生  
 

非執行董事  : 葉志明先生  
 

獨立非執行董事  : 馮志堅先生、譚政豪先生、林順權教授及欒月文女士  

  


	Chaoda Interim Announcement_2010-Chi-dividend-final.pdf
	Results Ann_20110228_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