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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新分類）    

收益 3 43,410 36,143

銷售成本 (31,978) (26,318)    

毛利 11,432 9,825

其他收益 6,824 8,342

銷售及分銷開支 (3,488) (3,362)

一般及行政開支 (22,565) (24,747)

其他經營開支 (1,364) —    

經營虧損 (9,161) (9,942)

融資成本 5(a) (113) (226)    

除所得稅前虧損 5 (9,274) (10,168)

所得稅開支 6 — —    

期內虧損 (9,274) (10,168)    

其他全面開支（包括重新分類調整及除所得稅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外國業務財務報表匯兌開支 (663) (3,483)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包括重新分類調整及除所得稅後） (663) (3,483)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9,937) (13,651)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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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新分類）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9,852) (10,252)

非控股權益 578 84    

(9,274) (10,168)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全面開支

本公司擁有人 (10,536) (14,808)

非控股權益 599 1,157    

(9,937) (13,651)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之每股虧損
— 基本 8(a) 人民幣(0.003)元 人民幣(0.003)元    

— 攤薄 8(b) 人民幣(0.003)元 人民幣(0.003)元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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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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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2,022 33,874

使用權資產 10 27,984 31,070

投資物業 68,494 70,827    

128,500 135,771    

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款項 11 15,710 15,269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4,984 4,588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0,720 106,863    

121,414 126,72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2 2,651 2,507

租賃負債 1,854 3,79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7,118 27,855    

31,623 34,157    

流動資產淨值 89,791 92,56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8,291 228,33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106    

資產淨值 218,291 22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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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未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333,149 333,149

儲備 (117,993) (107,457)    

215,156 225,692

非控股權益 3,135 2,536    

權益總額 218,291 22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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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3,997) (4,957)

投資活動所產生╱（所用）之現金淨額 43 (194)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1,753) (1,13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5,707) (6,286)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9,863 108,150

匯率變動之影響，淨額 (436) (3,316)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3,720 98,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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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以股份
補償僱員
之儲備

資本
購回儲備 匯兌儲備 法定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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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 333,149 5,969,570 94,894 170,683 5,247 (221,399) 681,370 (6,776,341) 257,173 676 257,849

僱員購股權福利 — — — 52 — — — — 52 — 52            

與擁有人之交易 — — — 52 — — — — 52 — 52            

期內虧損 — — — — — — — (10,252) (10,252) 84 (10,168)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 貨幣換算差額 — — — — — (4,556) — — (4,556) 1,073 (3,483)            

期內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 — — — — (4,556) — (10,252) (14,808) 1,157 (13,651)

購股權失效 — — — (147,092) — — — 147,092 — — —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333,149 5,969,570 94,894 23,643 5,247 (225,955) 681,370 (6,639,501) 242,417 1,833 24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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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以股份

補償僱員

之儲備

資本

購回儲備 匯兌儲備 法定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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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 333,149 5,969,570 82,723 23,595 5,247 (226,529) 671,275 (6,633,338) 225,692 2,536 228,228            

期內虧損 — — — — — — — (9,852) (9,852) 578 (9,27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貨幣換算差額 — — — — — (684) — — (684) 21 (663)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684) — (9,852) (10,536) 599 (9,937)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333,149 5,969,570 82,723 23,595 5,247 (227,213) 671,275 (6,643,190) 215,156 3,135 21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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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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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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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中期財務報告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須載入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惟就採納於中期財務報告附註2披露之新
頒佈、經修改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之個
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則除外。

中期財務報告為未經審核，惟已由開元信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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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應用新的和修訂的內容

本年度強制性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修訂和修訂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統稱「新訂及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以編製本集團的中期財務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此外，本集團已提前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之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減
免。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財務表現及╱或
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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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應用新的和修訂的內容（續）

對提前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後之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
減免的影響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提早應用該修訂。該修訂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第46A段
中實際可行之方法的有效性延長一年，以便採用實際可行之方法適用於租金減免，其中租賃付款額的任何減少僅影
響原定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到期的付款，前提是滿足應用實際可行之方法的其他條件。

應用該修訂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重大影響。

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

本集團尚未及早採用下列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的提述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之資產出售或注資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香港詮釋第5號（二零二一年）相關
修訂本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公告第2號（修訂本）

會計政策披露2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2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相關的遞延稅項2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所得款項1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有償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之年度改進1

1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除下文所述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外，公司董事預計，應用所有其他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不會對本
集團的財務狀況和業績以及可預見的未來披露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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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應用新的和修訂的內容（續）

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對概念框架之提述

修訂內容：

－ 更新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中的參考，並引用二零一八年六月發布之《2018年財務報告概念
框架》（「概念框架」），取代《財務報表的編製及呈報框架》（由二零一零年十月發布之2010年報告《財務概念框
架》取代）；

－ 添加一項要求，即對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規定，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21徵費範圍內的交易及其他事件，收購方應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21取代用概念框架來確定其在企業合併中承擔的負債；及

－ 添加明確的聲明，即收購方不確認在企業合併中收購的或然資產。

收購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第一個年度期間開始或之後之業務合併，本集團將提前應用修訂。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對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投資之修訂旨在處理投資者與
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資產出售或注資的情況。具體而言，該等修訂指出，與附屬公司或合營企業之交易中採
用權益法核算，不包含業務之附屬公司失去控制權而產生的損益，僅在不相關投資者在該聯營公司或合資企業中的
權益範圍內，才在母公司之損益中確認。同樣，將任何前附屬公司（已成為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採用權益法入賬）
中保留的投資進行重新計量所產生之損益以公允價值計量，僅在不相關投資者在新聯營公司或合資企業中的權益的
範圍內，才在前母公司之損益中確認。

預期應用該等修訂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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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應用新的和修訂的內容（續）

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有關流動或非流動負債分類（修訂本）及香港詮釋5(2021)之相關修訂

該等修訂為延期結算權利評估提供了澄清和補充指導，從報告日期起至少十二個月內將負債分類為流動負債或非流
動負債，其中：

－ 指定將負債分類為流動負債或是非流動負債應基於報告期末已存在的權利。具體而言，該等修訂澄清：

(i) 分類不應受到管理層意圖或期望在12個月內清償債務的影響；及

(ii) 如果權利以遵守公約為條件，如果在報告期末滿足條件，則該權利存在，即使貸款人直到日後才測試
合規性；及（附註）

－ 闡明如果負債之條款可以由交易方選擇，則可以通過轉讓實體自身之權益工具來結算，僅當該實體將選擇權
單獨確認為適用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財務工具：呈報下之權益工具時，這些條款才不會影響其分類為流
動資產或非流動資產。

此外，由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對香港詮釋第5號進行了修訂，以使相應的措詞保持一致且結論不變。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未償還債務，採用該等修訂不會導致本集團之負債重新分類。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聲明2披露會計政策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以「重大會計政策資料」取代所有「主要會計政策」一詞。倘會計政策資料與主體財務報表
中包含的其他資訊一併考慮時，可以合理預期會影響通用財務報表的主要用戶根據該等財務報表所作出的決定，則
該等會計政策資料屬重大的。

該等修訂亦澄清會計政策資料可能因關聯交易、其他事件或狀況的性質而屬重大，即使其金額並不重大。然而，並
非所有與重大交易、其他事件或狀況相關的會計政策資料本身屬重大的。倘實體選擇披露非重大會計政策資料，則
有關資料不得掩蓋重大會計政策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聲明2作出重大性判斷（「實務聲明」）亦已予修訂，以說明實體如何將「四步重大性程序」採納於
會計政策披露，並判斷有關會計政策的資料對其財務報表而言是否屬重大。實務聲明已增加指引及實例。

採納該等修訂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產生重大影響，惟可能會影響本集團主要會計政策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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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應用新的和修訂的內容（續）

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續）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會計估計之定義

該修訂將會計估計定義為「財務報表中存在計量不確定性影響的貨幣金額」。會計政策可能要求財務報表中的項目以
涉及不確定性計算的方式進行計量－即會計政策可能要求無法直接觀察而必須進行估計之貨幣金額計算該等項目。
在此情況下，實體須編製會計估計以實現會計政策載列的目標。編製會計估計涉及根據使用最新可用、可靠資料的
判斷或假設。

此外，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中會計估計變更的概念予以保留並作出額外澄清。

採納該等修訂預計不會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相關的遞延稅項

該修訂縮小了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第15和24段中遞延稅項負債和遞延稅項資產的確認豁免範圍，使其不再適
用於在交易初步確立時，相應產生的應納稅和可抵扣暫時性差異。

對於稅收減免可歸因於租賃負債的租賃交易，本集團對相關資產和負債整體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的規定。與相
關資產和負債相關的暫時性差異以淨值為基礎進行評估。

採納該修訂後，本集團將確認一項遞延稅項資產（應納稅利潤很可能獲得用作抵扣暫時性差異）和與使用權資產和租
賃負債相關的所有可抵扣及應納稅暫時性差異的遞延稅項負債。

該修訂自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生效，並允許提前採納。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予修訂的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的賬面值分別約為人民幣27,984,000及人民幣1,854,000。本集團仍在評估採納修
訂的全面影響。初步採納修訂的累積影響將確認為對保留盈餘期初餘額在所呈列的最早比較期間的期初的調整（或其
他權益組成部分，視情況而定）。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修訂－預期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修訂釐清，在將物業、廠房及設備於有關地點及條件能夠以管理層預期的方式運作任何項目時產生的成本（例如在測
試相關物業、廠房及設備運作是否正常），出售該等項目的收益應按照適用標準在損益中確認和計量。項目成本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存貨計量。

採納該等修訂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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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應用新的和修訂的內容（續）

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續）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虧損合同－履行合同的成本

該修訂釐清，當實體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或然負債和或然資產評估合同是否為虧損時，合同內的不可避免成
本應反映退出合同的最低淨成本，兩者中的較低者履行該責任的成本以及因未能履行該責任而衍生的任何補償或賠
償。履行合同的成本包括增量成本和與履行合同直接相關的其他成本的分配（例如，分配用於履行合同的物業、廠房
及設備項目的折舊費用）。

該修訂適用於本集團於首次採用日尚未履行其全部責任的合同。

採納該等修訂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產生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之年度改進

年度改進對以下準則進行了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財務工具

該修訂澄清，為評估在「10%」標準下對原始財務負債條款的修改是否構成實質性修改，借款人僅包括在借款
人與貸款人之間已支付或收取的費用，包括由借款人或貸款人代表對方支付或接收的費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附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示例第13號之修訂從示例中刪除了出租人為租賃物業裝修而作出補償說明，
以消除任何潛在之混淆。

－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農業

該修訂刪除了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第22段中關於使用現值技術計量生物資產的公允價值時不包括稅收現金流
量之要求，從而確保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之要求相一致。

預期應用該等修訂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表現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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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3.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農產品銷售。

收益指向客戶提供農產品之銷售價值。農產品銷售收入在某個時間點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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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執行董事匯報之內部財務資料內的業務單位，乃根據本集團主要業務釐定。

本集團之業務架構按產品性質分類及分開管理，每個分類均為在中國市場提供不同產品的策略業務分類。然而，本
集團之執行董事認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經營業績及資產超過
90%主要來自銷售農作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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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的分類資料披露規定而言，本集
團視中國（除香港之外）為主體所在地。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超過90%位於香港。

本集團超過90%的非流動資產主要來自單一地區，中國。

本期間貢獻本集團總收益超過10%的客戶之收益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甲 5,706 6,790

客戶乙 不適用* 3,716

客戶丙 5,134 不適用*   

* 相應收入並未佔本集團總收益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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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5.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a) 融資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財務費用 22 25

租賃負債之利息支出 91 201   

113 226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7,643 9,077

僱員購股權福利 — 52

退休福利成本 647 619   

8,290 9,748   

(c) 其他項目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265) (398)

已銷售存貨成本 31,978 26,31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已扣除資本化款項 1,806 2,182

使用權資產折舊 2,703 4,073

投資物業折舊 2,333 2,333

短期租賃有關之費用 502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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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6. 所得稅開支

(a)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並無提撥中國企業所得稅撥
備，因為本集團旗下中國公司並無產生自中國的應課稅溢利或獲豁免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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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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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福建超大現代農業集
團有限公司及其他從事合資格農業業務（包括銷售農作物）之中國附屬公司可免繳全部企業所得稅。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非從事合資格農業業務之其他中國附屬公司
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

(b)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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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重大的
估計應課稅溢利，或有未動用稅項虧損可用於抵銷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提撥香港利得稅撥備。

7.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無）。

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是基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9,852,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約為人民幣10,252,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約為3,295,582,000（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為3,295,582,000）股股份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每股攤薄虧損是基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人民幣9,852,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約為人民幣10,252,000元）及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約為3,295,582,000（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約為3,295,582,000）股股份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計算並不假設本公司之未行使購股權已獲轉換，
因為其行使將會導致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每股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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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之賬面淨值 33,874 37,944
添置 162 420
出售╱撇銷 (199) (48)
折舊費用 (1,806) (4,376)
匯兌調整 (9) (66)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淨值 32,022 33,874   

10. 使用權資產

租賃樓宇 土地使用權 長期預付租金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成本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 10,504 125,635 396,960 533,099
添置 468 — — 468
終止租約 (15) — — (15)
匯兌調整 (921) — (3,690) (4,611)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 10,036 125,635 393,270 528,941
提前終止租約 (468) — — (468)
匯兌調整 (191) — (9,522) (9,713)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377 125,635 383,748 518,760     

累計折舊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 3,424 97,920 393,396 494,740
期間折舊 3,257 3,106 855 7,218
終止租約 (15) — — (15)
匯兌調整 (382) — (3,690) (4,07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 6,284 101,026 390,561 497,871
期間折舊 1,626 649 428 2,703
提前終止租約 (130) — — (130)
匯兌調整 (146) — (9,522) (9,668)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634 101,675 381,467 490,776     

賬面淨值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743 23,960 2,281 27,98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3,752 24,609 2,709 3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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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10. 使用權資產（續）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有關短期租賃及其他具有租賃條款並自首次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日起12個月內的費用 502 574   

本集團均租賃各種辦公室進行運營。租賃合同的固定期限為1年至4年（二零二一年：1年至4年）。租賃條款是根據個
別情況協商確定的，其中包含各種不同的條款和條件。本集團在確定租賃期限和評估不可撤銷的期限時，採用合同
的定義並確定合同可強制執行的期限。

租金優惠是二零一九新型冠狀病毒病大流行的直接後果，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46B條的所有條件，本集團採
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46A條下的實際可行之方法。

此等租金優惠是二零一九新型冠狀病毒病大流行的直接後果，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46B的所有條件，集團採
用實際可行之方法，不評估這些變更是否構成租賃變更。由於出租人對相關租賃的免除或豁免並無引致租賃付款額
的變動，期內並無確認負浮動租賃付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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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扣除信貸虧損）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零至一個月 10,198 6,737

一至三個月 4,242 5,772

超過三個月 1,270 2,760   

15,710 1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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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12. 應付貿易款項

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零至一個月 2,592 2,447

一至三個月 — —

超過三個月 59 60   

2,651 2,507   

13. 股本

法定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000,000 500,000 527,515    

已發行及悉數繳足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295,582 329,558 33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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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14.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未，本集團並沒有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b) 經營性租賃承擔及安排

作為出租人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與其租戶訂立有關土地及樓宇之不可撤銷的經營性租賃，其未來最低應收租金總額於到
期日如下：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12,390 8,796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1,917 24,037

五年後 10,514 14,514   

總計 54,821 47,347   

15. 比較數字

若干費用從行政開支重新分類為銷售成本，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列。

16. 批准中期財務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獲董事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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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於回顧財政期內，本集團錄得收益為人民幣4千3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3千6百萬元，上升約20%。收益增加主要是
由於政府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使酒樓及餐廳恢復正常營業，從而對蔬菜批發及配送業務帶來了正面影響。本集團實現毛利
人民幣1千1百萬元，去年同期為人民幣1千萬元。

於回顧財政期內，雖然收益上升，唯集團執行減省成本及提升生產力的措施，而導致銷售及分銷開支保持為人民幣3百萬元
（去年同期：人民幣3百萬元）。一般及行政開支減少9%，至人民幣2千3百萬元。

由於上述原因，於回顧財政期內，本集團之經營虧損為人民幣9百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千萬元）。同
時，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為人民幣1千萬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千萬元）。

行業前景

於二零二二年初，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佈二零二二年「一號文件」，連續十九年聚焦農業產業，全文共8個部分，包括：
全力抓好糧食生產和重要農產品供給、強化現代農業基礎支撐、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聚焦產業促進鄉村發
展、紮實穩妥推進鄉村建設、突出實效改進鄉村治理、加大政策保障和體制機制創新力度、堅持和加強黨對「三農」工作的
全面領導。

文件指出，當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經濟復蘇脆弱，氣候變化挑戰突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各項任務極為
繁重艱巨。黨中央認為，從容應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推動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必須著眼國家重大戰略需要，穩住
農業基本盤、做好「三農」工作，接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確保農業穩產增產、農民穩步增收、農村穩定安寧。

文件提出，牢牢守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兩條底線，突出年度性任務、針對性舉措、實效性導向，充分
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作用，紮實有序做好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重點工作。

超大作為國家級綠色和現代農業的龍頭企業，我們積極借助超大創新智庫專家團隊，努力提高自我創新能力和科技實力。
努力堅持綠色發展理念，推進綠色生產，高度重視土壤保護和農村生態環境，從而提高農產品的供應水準和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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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展望

超大過去幾年一直研究和測試的新經營模式，與國家方針政策高度吻合。超大新經營模式針對農業生產內部循環不暢、農
產品產銷對接脫節、資訊不對稱導致「賣難」和「買難」，農產品區域性、季節性、結構性銷售難現象突出等問題，把生產端
產品納入系統管理，與需求端進行有效對接，健全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推動農產品流通標準化、
資訊化、組織化，充分借助現代互聯網技術和大數據平台，通過農產品期貨市場和交易手段，把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
接，能有效解決農產品資訊不對稱導致「賣難」和「買難」問題，能夠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

COVID-19疫情繼續影響日常生活，當中以社交及商業活動尤甚。Omicron新型變種病毒對市場的真正影響更有待浮現。根
據國家關於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文件，同時對需求側進行有效管理，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小農戶與現代農業
發展有效銜接的方針政策以及國家城市化進程加快發展的趨勢，主要集中資源研究現有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與都市
農業發展的有效銜接，為下一步開拓市場及做好城市農產品保障和服務打好基礎。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1.01億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07億
元），其中包括有限制銀行存款人民幣1,700萬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700萬元）。此外，本集團並無抵押銀行
融資（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零）。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權益總額（包括非控股權益）為人民幣2.18億元（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2.28億元）。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尚未清付銀行貸款或欠付協力廠商
之長期債務，因此，本集團之負債對權益比率（銀行貸款除以權益總額）為零。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額除以流動負債總額）
約為4倍（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4倍）。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為營運交易單位。於回顧財政期內，本集團並無因人民幣匯率波動而承受任何重大風險。本集團會繼
續密切監控有關風險並於有需要時採取適當措施。

於回顧財政期內，本集團概無從事任何衍生工具活動，亦沒有就外匯風險進行任何對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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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重大投資

於回顧財政期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回顧財政期內，本集團並沒有進行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抵押資產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向任何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抵押任何資產。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架構

本公司的資本架構包括已發行股本及儲備。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股本為3,295,582,491股股份。於回顧財政期內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並
無改變。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131名員工。

根據本集團現時之薪酬政策，是以僱員之職位、工作表現、資歷及經驗，並參考人力資源市場實況等客觀因素作為晉升及
加薪之基準。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亦會根據內部考勤評核結果酌情分發花紅及╱或其他獎勵。此外，本集團亦為僱員提
供其他福利，如退休金、保險、教育、津貼及培訓計劃。為激勵員工，並提升其歸屬感，以配合本集團策略，合資格員工
可獲授購股權從而讓他們享有認購本公司股份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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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總數

登記冊所記錄

佔已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郭浩先生 個人權益 2,028,000 } 645,092,644 19.57%
法團權益（附註） 643,064,644      

附註： 郭浩先生透過全資擁有的Kailey Investment Ltd.持有。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好倉

購股權數目 

董事姓名 授予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
七月一日
之餘額

於回顧財政期內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餘額

 

開始 終止 授出 失效          

況巧先生 13/07/2016 13/07/2016 至 12/07/2026 0.187 2,000,000 — — 2,000,000

13/07/2017 至 12/07/2026 0.187 2,000,000 — — 2,000,000

13/07/2018 至 12/07/2026 0.187 2,000,000 — — 2,000,000

13/07/2019 至 12/07/2026 0.187 2,000,000 — — 2,000,000

13/07/2020 至 12/07/2026 0.187 2,000,000 — —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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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數目 

董事姓名 授予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
七月一日
之餘額

於回顧財政期內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餘額

 

開始 終止 授出 失效          

葉志明先生 13/07/2016 13/07/2016 至 12/07/2026 0.187 1,200,000 — — 1,200,000

13/07/2017 至 12/07/2026 0.187 1,200,000 — — 1,200,000

13/07/2018 至 12/07/2026 0.187 1,200,000 — — 1,200,000

13/07/2019 至 12/07/2026 0.187 1,200,000 — — 1,200,000

13/07/2020 至 12/07/2026 0.187 1,200,000 — — 1,200,000

馮志堅先生 13/07/2016 13/07/2016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17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18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19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20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譚政豪先生 13/07/2016 13/07/2016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17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18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19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20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林順權教授 13/07/2016 13/07/2016 至 12/07/2026 0.187 100,000 — — 100,000

13/07/2017 至 12/07/2026 0.187 100,000 — — 100,000

13/07/2018 至 12/07/2026 0.187 100,000 — — 100,000

13/07/2019 至 12/07/2026 0.187 100,000 — — 100,000

13/07/2020 至 12/07/2026 0.187 100,000 — —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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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外，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概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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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除上文所述外，於回顧財政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參與作出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彼等各自之
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的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

主要股東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以下人士（非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
人員）直接或間接擁有5%或以上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好倉╱淡倉

所持股份及

相關股份數目

所持股份及

相關股份總數目

登記冊所記錄

佔已發行

股本之百分比      

Kailey Investment Ltd.（附註） 實益擁有人 好倉 643,064,644 643,064,644 19.51%      

附註： Kailey Investment Ltd.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郭浩先生實益及全資擁有其全部已發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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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二零一五年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二零一五年購股權計劃採納日期」）所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之普
通決議案，新購股權計劃（「二零一五年購股權計劃」）已獲採納。

於回顧財政期內，根據二零一五年購股權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變動詳情載列如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類別 授予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

七月一日

之餘額

於回顧政期內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餘額

 

開始 終止 行使 失效          

董事

況巧先生 13/07/2016 13/07/2016 至 12/07/2026 0.187 2,000,000 — — 2,000,000

13/07/2017 至 12/07/2026 0.187 2,000,000 — — 2,000,000

13/07/2018 至 12/07/2026 0.187 2,000,000 — — 2,000,000

13/07/2019 至 12/07/2026 0.187 2,000,000 — — 2,000,000

13/07/2020 至 12/07/2026 0.187 2,000,000 — — 2,000,000

葉志明先生 13/07/2016 13/07/2016 至 12/07/2026 0.187 1,200,000 — — 1,200,000

13/07/2017 至 12/07/2026 0.187 1,200,000 — — 1,200,000

13/07/2018 至 12/07/2026 0.187 1,200,000 — — 1,200,000

13/07/2019 至 12/07/2026 0.187 1,200,000 — — 1,200,000

13/07/2020 至 12/07/2026 0.187 1,200,000 — — 1,200,000

馮志堅先生 13/07/2016 13/07/2016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17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18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19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20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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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類別 授予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

七月一日

之餘額

於回顧政期內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餘額

 

開始 終止 行使 失效          

譚政豪先生 13/07/2016 13/07/2016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17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18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19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13/07/2020 至 12/07/2026 0.187 600,000 — — 600,000

林順權教授 13/07/2016 13/07/2016 至 12/07/2026 0.187 100,000 — — 100,000
13/07/2017 至 12/07/2026 0.187 100,000 — — 100,000
13/07/2018 至 12/07/2026 0.187 100,000 — — 100,000
13/07/2019 至 12/07/2026 0.187 100,000 — — 100,000
13/07/2020 至 12/07/2026 0.187 100,000 — — 100,000

僱員
合共 13/07/2016 13/07/2016 至 12/07/2026 0.187 34,916,000 — — 34,916,000

13/07/2017 至 12/07/2026 0.187 34,916,000 — — 34,916,000
13/07/2018 至 12/07/2026 0.187 34,916,000 — — 34,916,000
13/07/2019 至 12/07/2026 0.187 34,916,000 — — 34,916,000
13/07/2020 至 12/07/2026 0.187 34,916,000 — — 34,916,000

其他參與者
合共 13/07/2016 13/07/2016 至 12/07/2026 0.187 10,200,000 — — 10,200,000

13/07/2017 至 12/07/2026 0.187 10,200,000 — — 10,200,000
13/07/2018 至 12/07/2026 0.187 10,200,000 — — 10,200,000
13/07/2019 至 12/07/2026 0.187 10,200,000 — — 10,200,000
13/07/2020 至 12/07/2026 0.187 10,200,000 — — 10,200,000          

總數 248,080,000 — — 248,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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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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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全體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譚政豪先生（主席）、馮志堅先生及林順權教授。彼等皆符合上市規則要
求，具備適當的專業資格、會計或相關的財務管理專長。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中期財務報告。

企業管治

董事會深信良好企業管治不僅可維護本公司之利益與資產，以及為我們的股東帶來長遠回報，亦可為本公司之持續發展奠
定良好基礎。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惟於下文所述之偏離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現時，郭浩先生身兼
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創辦人郭先生具備豐富的農業知識與專業才能。在現時架構下，本集團在其堅
穩貫徹的領導下，能以最具效益及效率的方式發展本集團的業務及執行其策略。董事會將不時審閱及評審該等安排，以維
持權力與授權之平衡。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1.2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1.2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董事會主席郭浩先生因公務安排而缺席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非執行董事葉志明先生獲選為該會議的主席，並負責解答會議中的各項問題。

董事會將持續審閱本公司之企業管治政策並不時採納其認為合適及符合本公司及我們的股東之整體利益之常規及程式。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
守則。經由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
訂的準則。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郭浩

香港，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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