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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GEM”) OF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THE “STOCK EXCHANGE”)

GEM has been established as a market designed to accommodate companies to which a high

investment risk may be attached. In particular, companies may list on GEM with neither a track

record of profitability nor any obligation to forecast future profitability. Furthermore, there may be

risks arising out of the emerging nature of companies listed on GEM and the business sectors or

countries in which the companies operate. Prospective investor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potential

risks of investing in such companies and should make the decision to invest only after due and

careful consideration. The greater risk profile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GEM mean that it is a

market more suited to professional and other sophisticated investors.

Given the emerging nature of companies listed on GEM, there is a risk that securities traded on GEM

may be more susceptible to high market volatility than securities traded on the Main Board and no

assurance is given that there will be a liquid market in the securities traded on GEM.

The principal means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on GEM is publication on the Internet website

operated by the Stock Exchange. Listed companies are not generally required to issue paid

announcements in gazetted newspapers. Accordingly, prospective investors should note that they

need to have access to the GEM website in order to obtain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GEM-listed

issuers.

The Stock Exchange tak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tents of this report, makes no representation as to its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and expressly disclaims any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loss howsoever arising from

or in reliance upon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report.

This report, for which the directors of B & B Natural Products Limited collectively and individually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includes particulars given in compliance with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Listing of Securities on the

Growth Enterprise Market of The Stock Exchange for the purpose of giving inform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Company. The directors, having made all reasonable enquiries, confirm that, to the best of their knowledge

and belief: (1)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is accurate and complete in all material respects and

not misleading; (2) there are no other matters the omission of which would make any statement in this report

misleading; and (3) all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have been arrived at after due and careful consideration

and are founded on bases and assumptions that are fair and reasonable.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市場（「創業板」）之特點

創業板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上市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毋須擁有過往盈利記錄，亦毋須預

測未來盈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可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之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

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始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

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屬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或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

並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創業板發佈資料之主要途徑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網站刊載。創業板上市公司一般毋須在憲報指

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因此，有意投資之人士應留意本身能否接達創業板網站，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

之最新公開資料。

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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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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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所載資料包括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提供有關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

董事對本報告所載資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

(1)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成份；(2)本報告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報告

所載聲明有所誤導；及 (3)所有在本報告表達的意見乃經過深思熟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及合理之基準及假

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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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資 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張桂蘭女士

陳通美先生

陳霆先生

非執行董事

蕭凱羅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馮戩雲教授

杜英民先生

徐永得先生

審核委員會

馮戩雲教授

杜英民先生

徐永得先生

授權代表

張桂蘭女士

陳霆先生

監察主任

陳霆先生

公司秘書

關耀明先生FCCA FCPA

合資格會計師

關耀明先生FCCA FCPA

主要往來銀行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

德輔道中151號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中99號

中環中心16樓

囱生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

德輔道中83號

核數師

鄧偉雄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

銅纙灣琉璃街7號

𡟻景中心7樓

律師

齊伯禮律師行

香港

遮打道16-20號

歷山大廈

20樓

註冊辦事處

Century Yar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GT,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British West Indies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駱克道353號

三湘大廈30樓

網站

www.bnbnatural.com

股份登記及過戶處

標準証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

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保薦人

國泰君安融資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中181號

新紀元廣場

低座26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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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 報 告 書主席報告書

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本人謹代表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192,971,000港元，較上個年度同期88,337,000港元

增加約118%。同年股東應佔溢利約為29,013,000港元，較上個年度同期18,009,000港元增加約61%，每股基

本盈利則約為6.53港仙。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分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3港仙。

業務回顧

於過去數年，本集團一直透過擴闊產品組合及加強分銷網絡，發展其業務。回顧期內，本集團成功加強發展蜜

蜂相關及天然產品。由於本集團已更有效運用資源，其已為日後發展訂立更清晰業務重點。

於上述期內，本集團採購、製造及分銷蜜蜂相關產品之核心業務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主要有賴中國消費者

對蜂蜜酒之需求急升。

為進一步鞏固製造及分銷蜜蜂相關產品之核心業務，本集團與廣州市供銷合作總社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

備忘錄」），成立合營企業（「合營企業」）。合營企業將從事採購、製造、加工及分銷所有蜜蜂相關產品以至茶

類及天然產品。根據諒解備忘錄，廣州市供銷合作總社須向合營企業注入其全資附屬公司廣州市寶生園有限

責任公司（「寶生園」）之營運資產。

寶生園於一九二四年創立，於廣東省設有超過一百間專賣店，並為中國各種蜜蜂相關產品，如蜂蜜、蜜蜂花粉、

蜂皇漿及蜂膠等之最大生產商及分銷商之一。憑藉寶生園之產品及分銷渠道，本集團相信可進一步擴闊其產

品組合及增加收入，並擴展其分銷網絡。除寶生園外，本集團亦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與湖南省最大型零售門

市企業之一湖南友誼阿波羅有限公司（「阿波羅」）訂立合營企業協議。本集團將借助該合營企業，善用阿波

羅零售網絡分銷產品，並於湖南地區推廣「B&B」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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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主 席 報 告 書

除擴充及發展製造及分銷蜜蜂相關產品之核心業務外，本集團亦擴展其於天然產品的分銷能力。為加速保健

分銷網絡發展及更有效精簡本集團之業務，本集團收購其普通股在香港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之問博控股有限公

司（「問博」）。

展望

本集團將借助產品之穩健基礎、廣泛分銷網絡及多項生產設施，繼續秉持一貫的積極態度，推動包括但不限

於蜜蜂花粉、蜂皇漿、蜂蜜酒、蜂蜜飲料、蜂蜜以及其他天然產品等蜜蜂相關產品之核心業務發展，同時進一

步加強本集團之分銷能力。由於中國湧現大量商機，本集團計劃主要集中發展中國業務，同時仍保持香港為

策略分銷與建立品牌之地點以及開拓海外市場之大門，從而為一直給予支持之股東爭取豐厚回報。

為清晰反映本集團業務方向及提升企業形象，本集團建議將公司名稱由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B & B Natural

Products Limited)更改為中國蜂業集團有限公司  (B & B Group Holdings Limited)。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感謝各尊貴的股東、客戶、業務夥伴及顧問對本集團作出寶貴的協助和鼎力的支持。各董

事、管理層及員工為本集團全情投入、竭誠服務，作出了寶貴的貢獻，本人謹向他們致以衷心感謝。本集團董

事會、管理層及員工將繼續努力，使集團業務更上一層樓。

代表董事會

張桂蘭

主席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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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本公司派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3港仙。

業務回顧

憑藉鞏固的業務根基，以及冀望發展成為市場上的翹楚，本集團繼續專注發展生產及分銷蜜蜂相關產品業務。

本集團主力發展蜜蜂相關產品，並已制訂一套包羅三方面的發展策略，務求促進產品開發、分銷及生產天然

產品各個程序能達至協同作用。本集團主力發展中國、香港、東南亞、日本及韓國等地區之分銷。

產品

蜜蜂相關產品

蜂蜜酒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中國銷售增長導致收入上升。蜂蜜酒生產業務錄得正面增長，其營業額

急升42%至87,075,000港元。甜及乾蜂蜜酒繼續為旗艦產品，其客戶對象乃高收入及享受悠閑生活的人士。於

二零零四年六月，本集團之蜂蜜酒於The Wine Institute of Asia舉辦之「The International Wine Challenge of

Asia」上勇奪冠軍，足證其日漸受到認同，並且進一步提高其生產高級產品之形象。本集團將繼續開發不同種

類蜂蜜酒產品，以迎合不斷增長的需求。

蜜蜂花粉及蜂王漿

蜜蜂花粉及蜂王漿為於二零零四年夏季推出之兩款新產品。蜜蜂花粉乃活力的天然來源，且營養豐富。因此，

本集團積極向香港著重健康的客戶推薦此產品。本公司亦與本地零售連鎖店合作推廣產品，務求遂步增加普

羅大眾對產品之認識。

天然產品

草本產品

本公司已於市場推出多款草本飲料，消費者反應良好。現於香港萬寧連鎖店有售之韓國櫻桃味飲料櫻桃纖被

譽為「美之泉源」。其目標對象為追求健美及纖瘦身形的客戶。褐藻花清體素由韓國進口並獲美國FDA認可，

為本集團之「B&B」品牌之聯合品牌，於香港、中國及東南亞各地銷售。試用者初步對此排毒產品之反應非常

良好。該兩種新產品於回顧期間結束前始在市場推銷。

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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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燕窩－無添加天然產品

由於競爭激烈，銷售受到影響，而邊際利潤則維持穩定。

食油

回顧年內，食油需求大幅上升。因此，本集團把握此良機，從中獲利。

銷售及分銷

本集團計劃於馬來西亞、新加坡及香港等東南亞地區拓展其分銷網絡。然而，本集團之拓展計劃主要集中於

中國。香港則維持其作為本集團從事直銷之策略分銷地區的角色及作為開拓海外市場之大門。

中國

於過去十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持續高企，人民的生活質素得以提高，因此出現一群擁有高消費能力

的中產階層。中國零售市場前景一片光明，並可帶動如天然產品等消費品。有見及此，本集團亦繼續伸展銷售

分銷網絡至中國主要城市。

香港

除透過酒類零售商、零售店、娛樂及飲食場所推行宣傳活動外，本集團並積極於雜誌及公共交通工具內進行

推廣活動，目標為香港超過600個銷售點推高銷售額。

海外市場

除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外，本集團亦於日本及韓國設立銷售及市場推廣網絡。本集團將繼續透過銷售代理分銷

產品，同時開闢東南亞的新分銷渠道。

品牌

本集團利用其強大研發實力及縱向整合設施，把握天然補給食品市場出現的商機。於整項廣告宣傳及推廣活

動期間，本集團逐漸提升「B&B」品牌的公眾知名度。本集團將繼續使用B&B作為其企業商標及品牌。本公司的

網站已作更新以更有效反映企業形象。本集團的業務策略為以「B&B」的天然產品品牌形象開發、製造及分銷

新產品，並以香港作為品牌建立的策略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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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未來展望

本集團為進一步精簡業務，將會集中發展以下各項︰

生產

為更有效運用資源，本集團計劃不再完全依賴內部生產，而將部分生產外判，此舉將可確保本集團之效率，貫

徹明確集中的業務目標。此後，本集團將在生產力方面具備靈活性，並提升其於業內之市場佔有率。同時，本

集團維持對其產品的嚴格品質控制，從而鞏固其優質天然產品品牌的形象。

分銷網絡

本集團將進一步拓展其蜜蜂相關產品及天然產品之分銷網絡。本集團認定分銷力量之重要性，並計劃利用寶

生園及阿波羅之網絡在有關市場上分銷新產品。此舉將有助本集團於中國增加其品牌覆蓋面。

於成立合營企業後，本集團樂觀地認為可利用寶生園現有之零售店，更新及提升其龐大網絡成為一般保健連

鎖店，其將與香港兩大保健連鎖店相類似。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增強其產品組合及分銷網絡，務求為本公

司股東帶來最大回報。

僱用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聘用16名員工，於新加坡聘用2名員工及於中國聘用51名員工。除董

事酬金以外，僱員費用共約3,71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3,185,000港元）。僱員薪酬乃根據市況以及員工之工

作經驗和表現釐定。除基本薪金及公積金供款外，本集團亦提供醫療福利及培訓計劃。本集團亦會按照僱員

的表現評估，給予優先購股權作為鼓勵及獎勵。

資金流量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股東資金約137,466,000港元。流動資產約179,555,000港元，其中132,054,000港

元為現金及銀行存款。本集團有流動負債約42,101,000港元，主要為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和銀行借貸。本集團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銀行借貸約為33,207,000港元。本集團主要以內部賺取之流動現金、於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配售本公司股份之發行新股所得款項淨額及銀行授出之銀行融資撥付業務所需資金。本公

司每股資產淨值約為0.29港元（二零零三年：0.16港元）。負債比率為36.2%（二零零三年：32.5%），以總負債

除以股東資金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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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相關對沖

本集團的業務活動並不受匯率之重大波動影響，僅中國及新加坡的附屬公司之業務受人民幣、新加坡元及港

元之間匯率波動的影響。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與四名其他獨立第三方訂立發起人協議，以人民幣45,000,000元

（約42,453,000港元）於中國湖南省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合營公司」）。完成後，本集團將擁有該合營公司

20.83%股權。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部分銀行存款作為抵押，換取銀行給予本集團之一般銀行備用信貸服務。

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因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35,330,000股股份。

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公司簽署配售及認購協議，配售及配發46,000,000股本公司股份，所得款項

淨額約42,455,000港元。配售及認購分別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日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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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業 務 目 標 與 實 際 業 務 進 展 比 較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比較

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1. 推出新產品：（進行多項研究及發展計劃並添置

新機器生產嶄新產品）

擬推出燕窩茶及其他新型天然生命食品包括蜂

蜜飲料、新口味蜂蜜酒及與燕窩有關之不同類

別產品

其他新型天然生命食品包括蜂蜜飲料、新口味

蜂蜜酒及各種燕窩相關產品的可行性研究

實驗室籌備工作完成，藉以提供適當環境以開

發新配方及改善現有配方

購買新機器以準備大量生產新蜂蜜飲料、新口

味蜂蜜酒及多種與燕窩有關之不同產品

有關由實際可行日期（定義見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之招股章程）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之

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之比較，請參閱本公司二零零三年年報。

新口味產品及燕窩相關產品之開發經已進行。市場測

試亦已開始，如獲得正面測試結果之新產品將被挑選

出來做進一步市場開發

已就蜂蜜飲料、新口味蜂蜜酒、燕窩相關產品及其他新

款天然生命食品進行研究

現有實驗室已具備充份能力，以進行新產品之研究及

開發

由於現有機器足夠應付現行生產及誠如本公司之二零

零三至二零零四年度中期報告所披露，新珠海生產設

施之結構設計已於二零零三年初作出修訂，於回顧期

間並無大量購買新機器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之招股章程所述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至二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之業務目標 實際業務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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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業 務 目 標 與 實 際 業 務 進 展 比 較

2. 加強本集團現有網頁的內容

設立特別優惠園地及烹飪園地

更新本集團的附加天然生命食品

3. 委任分銷商及銷售代理

與全國分銷商磋商分銷本集團產品事宜

在全國各地委任10 名分銷商讓本集團產品進

一步滲透中國本土市場

4. 拓展海外市場

參加在馬尼拉舉行的亞洲美食博覽會

加強網頁內容，增添產品概念推介及雞尾酒調教配方

已更新有關附加天然生命食品之網頁內容

本集團採用了與大型分銷網絡進行戰略性聯合之策略

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與湖南省阿波羅簽署協

議，組成一間新合營公司，本集團將佔該新合營公司

20.83%股權

除在全國各地委任分銷商外，本集團藉其新合營公司

湖南省阿波羅，讓本集團產品進一步滲透市場。本集團

亦與寶生園組成策略聯盟，分銷本集團產品

本集團已參加在香港舉辦之第十屆亞洲國際食品及飲

料、餐飲設備、供應及科技展覽會，該展覽會因受非典

型肺炎疫症影響而延遲至二零零四年二月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之招股章程所述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至二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之業務目標 實際業務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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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業 務 目 標 與 實 際 業 務 進 展 比 較

本集團已委任分銷商負責韓國、日本及馬來西亞市場

已修訂有關策略，包括將於日本、韓國及馬來西亞分銷

更多本集團產品

本集團已與多間食品服務業之企業建立夥伴關係，加

強大眾媒體之曝光及進行聯合推廣活動，以宣傳本集

團產品及品牌

於中國及其他國家建立知名度前，本集團已於香港積

極推出廣告及推廣「B&B」品牌

本集團已經分配資源進一步開發現有技術

本集團已與多間商業夥伴聯盟，藉以產生協同效應以

加強本集團之研究及技術

致力減省生產程序成本，包括修訂工序及擴闊採購原

料種類

5. 在世界各地委任分銷商

決定委任約三名從上一個期間挑選出來的分銷

商，藉以進軍日本、韓國及美國等兩至三個海外

市場

修訂策略及加強在日本、韓國及美國等海外國

家之業務

6. 銷售及市場推廣活動

運用更多廣告及公共傳播媒介於中國推廣本集

團產品及其品牌

於中國及海外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及美國等，

透過廣告及安排小型推廣活動，從而繼續在市

場建立知名度

7. 研究生產過程所需技術

繼續分配資源，藉以進一步提升現有技術

聘請專業人士以加強研究小組，並分配更多資

源以便能夠進一步應用技術

分配資源藉以減低生產程序成本，並就處理及

儲存原料、裝瓶、封瓶及加標籤等過程進行研究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之招股章程所述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至二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之業務目標 實際業務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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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業 務 目 標 與 實 際 業 務 進 展 比 較

8. 珠海設施

成立研究及開發小組，進行多次研究及發展計

劃，以推出新口味蜂蜜酒、蜂蜜飲料及諸如燕窩

膠囊、燕窩茶及燕窩精等各種燕窩類別產品；成

立分銷中心，負責本集團的銷售及市場推廣活

動。興建第二期設施，整個生產設施之約60%將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底竣工

誠如本公司之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度中期報告披

露，由於修改結構設計，新珠海生產設施之初期建築時

間表已作修訂。建築進度一直按照最新時間表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之招股章程所述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至二零

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之業務目標 實際業務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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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董 事 及 高 級 管 理 層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董事

執行董事

張桂蘭女士，66歲，主席、本集團創辦人之一兼執行董事。她於本集團服務逾5年，現任本集團多家附屬公司之

董事。張桂蘭女士負責本集團之業務發展、策略規劃及市場推廣。她是張學良基金會副主席。她於一九六零年

畢業於山西太原醫學院，曾任中國科學院轄下山西省太原（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員，亦曾參與用作顯影及癌症

治療之放射性物質鈷60之研究及開發。她是陳霆先生之母及陳通美先生之妻，悉皆為執行董事。

陳通美先生，68歲，本集團創辦人之一兼執行董事。他於本集團服務逾5年，現任本集團多家附屬公司之董事。

他負責本集團整體管理及營運。他畢業於中國山西工業大學，並於一九六零年八月取得土木工程學學士學位。

陳通美先生擁有逾十年成立及管理公司之經驗。他是陳霆先生之父及張桂蘭女士之夫，悉皆為執行董事。

陳霆先生，34歲，執行董事，他於本集團服務逾3年，現任本集團多家附屬公司之董事，負責本集團市場推廣及

業務發展。他持有澳洲麥覺理大學於一九九三年頒授之經濟學學士學位。陳霆先生於成立及管理中國公司方

面擁有逾十年工作經驗。他是張桂蘭女士及陳通美先生之子，悉皆為執行董事。他於二零零一年七月加盟本

集團。

非執行董事

蕭凱羅先生，43歲，非執行董事，他於本集團服務逾一年，為Shaw Kwei & Partners 之合夥人兼董事總經理，

該公司為專注於亞洲之私人證券基金經理。他自一九八六年起參與亞洲私人證券業務，並曾成功為兩家美國

金融機構Security Pacific Bank 及Tudor Investment Corp 成立及管理亞洲私人證券基金。他曾參與亞洲（包

括香港及中國）多項投資項目。他取得賓夕凡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以及維珍尼亞大學商

業理學學士學位，主修財務。他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加盟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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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董 事 及 高 級 管 理 層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馮戩雲教授，66歲，獨立非執行董事，他於本集團服務逾兩年，現任香港大學醫學物理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心理系榮譽教授及電機電子工程系榮譽教授。他由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零年於史丹福大學血漿研究學院工作，

自一九七零年九月起至今一直在香港大學工作。他亦曾擔任史丹福大學科學顧問。他於一九九八年在香港大

學創辦醫學物理系。他是DRUG（一份有索引之醫學專科刊物）之編輯顧問委員。他曾於國際學術刊物中發表

逾260 篇研究論文，並為香港編纂逾10本教科書。他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加盟本集團。

杜英民先生，52歲，獨立非執行董事，他於本集團服務逾兩年。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七年期間擔任河南省新鄉

市政府副市長，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一年期間則擔任司法部公證組主任。他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並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取得投資管理碩士學位。他是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及中國國發投資公司主席。他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加盟本集團。

徐永得先生，35歲，持有澳洲麥覺理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他是香港會計師公會及澳洲會計師公會會員。他在

審計、會計及財務方面擁有逾11年經驗。彼亦為創業板上市公司問博控股有限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核

委員會成員，該公司自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起為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他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加盟

本集團。

高級管理層

關耀明先生，39歲，本集團財務總監、合資格會計師兼公司秘書。他於本集團服務逾三年，現任本集團多家附

屬公司之公司秘書及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之董事。他持有澳洲科庭科技大學之會計學商業學士學位。關先生

是香港會計師公會及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他於二零零一年八月加盟本集團，並擁有逾十年會

計及財務管理事務之經驗。他亦擁有逾四年審計工作之經驗。

楊培根先生，49歲，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蕪湖市蜂蜂自然食品有限公司（「蕪湖蜂蜂」）之董事兼總經理。他於

本集團服務逾兩年，現任本集團另一家中國附屬公司之董事。他負責蕪湖蜂蜂之日常營運事務。楊先生是專

業醫生，畢業於蕪湖市皖南醫學院，主修臨床醫學，更是蕪湖市蜂蜂酒業有限公司之創辦人。他是中國進行研

究超濾技術及培殖酵母以生產蜂蜜酒之其中一名先驅。他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加盟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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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報 告 書董事會報告書

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董事會謹提呈其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及經審核財務報表。

更改公司名稱

根據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所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之名稱由蜂蜂天然生命產品

有限公司更改為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主要業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分銷天然生命食品。

業績及盈利分配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業績載於第25頁之綜合損益表。

中期股息每股0.5港仙，合共約2,401,000港元已於本年度內派付予股東。董事現建議向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一

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末期股息每股1.3港仙，合共約6,257,000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年內，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4。

股本

本公司之股本變動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2。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變動詳情載於本報告第19及20頁及財務報表附註23。

儲備

本集團及本公司於年內之儲備變動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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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會 報 告 書

所得款項用途

由上市日期至 由上市日期至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之預計使用 之實際使用

情況 情況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擴充中國珠海市的新生產設施

(i) 購置土地 0.5 1.7

(ii) 建築成本 5.5 2.0

進行多項研發計劃，務求增加本集團產品類別 3.4 0.2

推銷及推廣活動 1.2 2.0

購買生產新天然生命食品的新機器（附註1） 2.6 0

贖回可轉換票據 14.0 14.0

一般營運資金 0.4 0.4

合計 27.6 20.3

附註：

1. 由於現有機器足夠應付現行生產及誠如本公司之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度中期報告所披露，新珠海生產設施之結

構設計已於二零零三年初作出修訂，故於回顧期間並無大量購買新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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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年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之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

張桂蘭女士

陳通美先生

陳霆先生

非執行董事

蕭凱羅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馮戩雲教授

杜英民先生

徐永得先生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三日獲委任）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章程細則」）第116條，張桂蘭女士及陳通美先生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任滿告

退，惟符合資格並願膺選連任。根據章程細則第99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永得先生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任

滿告退，惟符合資格並願膺選連任。

董事之服務合同

各執行董事均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年期由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起，為期三年，除非任何一方向另一方

發出不少於6個月之書面通知終止合同，否則合同到期後可自動續期一年。

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規定，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馮戩雲教授及杜英民先生與本公司訂有服務合同，年期由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起，為

期三年。另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永得先生並無與本公司訂立任何服務合同，惟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之規定，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9條確認，

彼等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均獨立於本公司，而本公司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屬獨立人士。

董事於重大合同之權益

於本年度結算日或年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本公司董事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

益之其他重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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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擁有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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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已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短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短倉），

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如下：

(1) 股份及相聯法團股份之長倉

本公司／ 所持普通股數目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公司權益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權益總數

張桂蘭 本公司 262,080,000 1,380,000 － 263,460,000

（附註1）

陳通美 本公司 262,080,000 － 1,380,000 263,460,000

（附註2） （附註3）

馮戩雲 本公司 － 1,730,000 － 1,730,000

張桂蘭 Best Frontier － 909 1 910

（附註4）

陳通美 Best Frontier － 1 909 910

（附註5）

附註：

1. 該262,080,000股股份由Best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Best Frontier」）擁有，張桂蘭女士及陳通美先
生分別持有該公司之99.89%及0.11%權益。張桂蘭女士為陳通美先生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張桂蘭女士被視作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2. 該262,080,000股股份由Best Frontier擁有，張桂蘭女士及陳通美先生分別持有該公司之99.89%及0.11%權
益。陳通美先生為張桂蘭女士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通美先生被視作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3. 該1,380,000股股份由陳通美先生之配偶張桂蘭女士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通美先生被視作
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4. 該1股面值1美元之Best Frontier股份由張桂蘭女士之配偶陳通美先生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
桂蘭女士被視作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5. 該909股每股面值1美元之Best Frontier股份由陳通美先生之配偶張桂蘭女士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陳通美先生被視作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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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購股權

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採納之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

劃」），若干董事獲授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其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四年

七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價 尚未行使 年內授出 年內行使 年內註銷 年內失效 尚未行使

港元

張桂蘭 18/10/2002 0.23 4,000,000 － (4,000,000 ) － － －

陳通美 18/10/2002 0.23 4,000,000 － (4,000,000 ) － － －

陳霆 18/10/2002 0.23 4,000,000 － (4,000,000 ) － － －

馮戩雲 18/10/2002 0.23 2,600,000 － (1,730,000 ) － － 870,000

合計 14,600,000 － (13,730,000 ) － － 870,000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按行使價每股0.23港元授出，相當於本公司於首次公開招股之發

售價每股0.46港元之50%。購股權可分三個相等部分行使。各部分購股權分別可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十

二日、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及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二日起隨時行使。尚未行使之該等購股權將於二

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失效。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據此，董事會可酌情邀請屬於下列任何類別參與者之任何

人士吸納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a) 本公司、其任何附屬公司或本集團擁有任何股本權益之任何機構（「受投資機構」）之任何僱員

（無論全職或兼職），包括本公司、其任何該等附屬公司或任何受投資機構之任何執行董事；

(b) 本公司、其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受投資機構之任何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c) 向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受投資機構提供貨品或服務之任何供應商；

(d) 本集團或任何受投資機構之任何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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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為本集團或任何受投資機構提供研究、開發或其他科技支援之任何人士或機構；及

(f)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受投資機構之任何股東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受投資機構

所發行任何證券之任何持有人。

購股權計劃將由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起開始生效，為期10年。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或同意將予授出任何購股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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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或債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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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視作或當作擁

有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之登記冊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5.46至5.67條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

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關法團擁有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短倉」一節

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於年內任何時間參與任何安排，致令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可藉

購入本公司或任何法人團體的股份或債券而獲益，亦無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滿18歲

的子女擁有任何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或於年內行使該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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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短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記錄，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獲悉擁有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及短倉之主要股東如下：

所持普通股數目

股東名稱 身分 長倉 短倉 持股百份比

Best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62,080,000 － 54.45%

Oppenheimer Funds, Inc. 投資經理 26,000,000 － 5.40%

China Value Investment Limited 投資經理 24,620,000 － 5.11%

（附註1）

Asian Value Investment Fund, L. P. 投資經理 24,620,000 － 5.11%

（附註1）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China Value Investment Limited擁有，而該公司由Asian Value Investment Fund, L. P.全資擁有，因此，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Asian Value Investment Fund, L. P.被視作擁有該等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及債

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短倉，或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

保薦人權益

據本公司所深知，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國泰君安融資有限公司（「保薦人」）、其董事、僱員或聯繫人士

（如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35 條附註3 所提述者）概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證券中擁有任何權

益，亦無擁有可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證券之任何權利。

根據本公司與保薦人所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之保薦人協議，保薦人作為本公司之持續保薦人

將收取一筆費用，任期直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關連交易

年內，概無任何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或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規定須予披露為關連交易之重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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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於回顧年度，向本集團五大客戶進行之銷售佔年內本集團營業總額約40.8%，而其中最大客戶之銷售則佔

13.6%。

本集團向五大供應商採購的購貨額佔年內採購總額約75.6%，而其中向最大供應商採購的購貨額則佔33.6%。

概無本公司董事、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或據董事所深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以上的任何股東於本集團

五大客戶或供應商中持有任何實益權益。

優先購股權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及開曼群島法例概無有關優先購股權之規定，規限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提呈新股

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競爭權益

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擁有任何與本集團業務競爭

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按照由香港會計師公會刊印之守則制訂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

為審閱本公司之全年報告及賬目、半年報告及季度報告，並就此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亦負

責審閱及監察本公司之財務申報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馮戩雲教授、

杜英明先生及徐永得先生。馮戩雲教授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

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並認為編製該等業績時已遵照適用之會計準則與規定及已作出適當披露。審核委

員會於年內曾召開四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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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常規與程序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本公司於年內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34至5.45條之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本公司已就董事所進行之證券交易，採納一套不低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規定進行交易須遵守

的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董事於年內未有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所需標準及操守準則。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二至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一日星期一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獲派末期股息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

一下午四時正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標準証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

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核數師

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擔任本公司之核數師外，鄧偉雄會計師事務

所有限公司於過往三年均擔任本公司之核數師。本公司即將在股東週年大會提呈續聘鄧偉雄會計師事務所有

限公司為本公司核數師之決議案。

代表董事會

主席

張桂蘭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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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股東

（前稱蜂蜂天然生命產品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核數師行已完成審核載於第25至61頁按照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編製之財務報表。

董事及核數師各自之責任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編製真實兼公平之財務報表。在編製該等真實兼公平之財務報表時，董事必須貫徹採用合

適的會計政策。

本行之責任是根據本行審核之結果，對該等財務報表發表獨立意見，並僅向全體股東作出報告，而不作其他

用途。本行概不就本報告之內容負責或向任何其他人士承擔責任。

意見之基礎

本行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工作。審核範圍包括以抽查方式審核與財務報表所載

數額及披露事項有關之憑證，並包括評估董事於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時作出的重大估計和判斷，所採用之會計

政策是否適合 貴公司與 貴集團之具體情況及有否貫徹應用並足夠披露該等會計政策。

本行在策劃和進行審核工作時，均以取得一切本行認為必需之資料及解釋為目標，使本行能獲得充分憑證，

就該等財務報表是否存有重大錯誤陳述，作出合理之確定。在表達意見時，本行亦已衡量該等財務報表所載

之資料在整體上是否足夠。本行相信，本行之審核工作已為下列意見建立了合理之基礎。

意見

本行認為上述財務報表足以真實而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財務狀況

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之溢利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要求妥善編製。

鄧偉雄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鄧偉雄

執業證書編號P0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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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綜 合 損 益 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 192,971 88,337

銷售成本 (141,394) (54,913)

毛利 51,577 33,424

其他收入 5 167 536

銷售及分銷成本 (8,865) (7,600)

行政支出 (11,050) (6,519)

經營溢利 6 31,829 19,841

融資成本 7 (691) (1,569)

除稅前溢利 31,138 18,272

稅項 10 (1,861) 69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29,277 18,341

少數股東權益 (264) (332)

本年度純利 29,013 18,009

股息 12 8,658 6,000

每股盈利

基本 13 6.53港仙 4.92港仙

攤薄 13 6.34港仙 4.7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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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綜 合 資 產 負債表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 3,547 4,132
技術知識 15 58 231
商譽 16 191 245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定金 3,871 1,734

 7,667 6,342

流動資產
存貨 18 6,024 4,205
應收貿易賬款、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19  41,477 7,007
有抵押銀行存款 30 21,135 14,076
銀行存款 － 2,004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0,919 51,830

179,555 79,12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20 10,768 6,519
稅項 957 346
銀行借貸－有抵押 21 30,376 9,762

42,101 16,627

流動資產淨值 137,454 62,49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5,121 68,837

少數股東權益 4,824 4,327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有抵押 21 2,831 －

資產淨值 137,466 64,51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2 4,813 4,000
儲備 24 132,653 60,510

股東資金 137,466 64,510

第25至61頁之財務報表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經董事會批核及授權刊發，並由以下人士代表簽署：

張桂蘭 陳霆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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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資 產 負 債 表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於附屬公司權益 17  107,427 42,738

流動資產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88 58

已抵押銀行存款  5,004 －

銀行結存及現金 2,628 36

7,720 94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187 491

銀行借貸－有抵押 21 13,000 －

14,187 491

流動負債淨額 (6,467) (397)

資產淨值 100,960 42,34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2 4,813 4,000

儲備 24 96,147 38,341

股東資金 100,960 42,341

張桂蘭 陳霆

董事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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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綜 合 權 益 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之權益總額 64,510 13,622

因換算新加坡業務之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24 9 8

並無於綜合損益表確認之收益淨額 9 8

本年度純利 24 29,013 18,009

已派股息 24 (6,647) (2,000)

根據公開發售及配售發行股份 － 44,160

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發行股份 44,160 －

股份發行開支 24 (1,705) (9,289)

因行使購股權發行股份 8,126 －

72,947 50,880

於年終之權益總額 137,466 64,510



29 二零零四年年報

綜 合 現 金 流 動 報 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綜 合 現 金 流動報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

經營溢利 31,829 19,841

就以下各項所作調整：

利息收入 (89) (308)

折舊 679 546

商譽攤銷 54 2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71 81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452 －

技術知識攤銷 173 173

視作出售部分附屬公司之虧損 32 －

存貨撥備 216 －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現金流量 33,417 20,360

存貨增加 (2,035) (609)

應收貿易賬款、其他應收賬款及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13,695) 5,30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增加（減少） 4,249 (8,475)

營運所得現金 21,936 16,576

已付利息 (691) (1,224)

已付稅項 (1,250) (184)

退回稅項 － 7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19,995 15,175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89 308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617) (647)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定金 (2,137) (704)

投資已付定金 (20,775) －

已抵押銀行存款增加 (7,059) (12,069)

收購附屬公司 － 57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30,499) (1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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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綜 合 現 金 流 動 報 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活動

發行股份 52,286 44,160

股份發行開支 (1,705) (9,289)

償付可轉換票據 － (13,000)

已付股息 (6,647) (2,000)

新造銀行貸款 16,774 －

少數股東注資 201 －

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60,909 19,871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淨額 50,405 22,511

於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4,072 21,553

匯率變動之影響 9 8

於年結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94,486 44,07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0,919 51,830

銀行存款 － 2,004

銀行透支－有抵押 (10,470) (5,910)

信託收據貸款－有抵押 (5,963) (3,852)

94,486 4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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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財 務 報 表 附註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

板（「創業板」）上市。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分銷天然生命食品。

2.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

財務申報準則」）－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所得稅」（「會計實務準則第12

號（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涵蓋經香港會計師公會批准之會計實務準則及詮譯。

實施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之主要影響乃與遞延稅項有關。過往年度，須採用收益表負債法就

遞延稅項作部分撥備，即就所產生之時差確認負債，惟預期不會於可見將來撥回之時差則除外。會計實

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規定須採納資產負債表負債法，據此，除少數例外情況外，遞延稅項乃就財務

報表之資產及負債賬面值與計算應課稅溢利所採用之相關稅基間之所有暫時差額確認入賬。有關此項

經修訂會計政策之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3。在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並無任何特定要求之情

況下，新會計政策已予追溯應用。採納此項準則對本期間或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並無重大影響，因此，

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3. 主要會計政策

呈列基準

編製本集團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策符合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

會計準則。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每年六月三十日止之財務報表。年內所收購或出售之附屬

公司業績乃分別由收購生效日期起計或計至出售生效日期。集團內公司間所有重大往來交易及結餘已

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少數股東權益指外界股東所持本公司附屬公司業績與資產淨值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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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按成本減任何已辨認減值虧損後於本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中列賬。

商譽

因綜合賬目而產生之商譽指收購成本高出本集團應佔有關附屬公司於收購日期可辨認資產與負債公

平值之部分。因收購而產生之商譽乃以直線法就其有用經濟壽命撥充資本及攤銷。因收購附屬公司而

產生之商譽乃於資產負債表分開呈列。

出售附屬公司時，須計入應佔未攤銷商譽款額而計算出售之損益。

收益確認

貨品銷售乃於貨品交付及所有權轉移後確認。

利息收入乃參照未償還本金及實際適用利率，按時間基準計算。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按成本減於結算日的折舊及任何已辨認減值虧損後列賬。

租賃裝修成本乃以有關租約的租賃期以直線法計算折舊。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按下列年率按其估計

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計算折舊，以撇銷其成本：

家具、裝置及設備 20%

汽車 20%

廠房及機器 10%

出售或報廢資產所產生的損益取決於出售所得款項與該項資產賬面值的差額，有關損益於損益表內確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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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技術知識

收購之技術知識按成本減攤銷及任何已辨認減值虧損後入賬。攤銷則以直線法按三年期撇銷所收購之

技術知識成本值計算。

存貨

存貨按成本與可變現淨值兩者中之較低者列賬。成本值（包括所有採購成本及（倘適用）把存貨運至現

時地點及達致現時狀況而產生的其他成本）按加權平均法計算。可變現淨值指於日常業務運作中的估

計售價減完成銷售所需的估計成本。

減值

本集團於各結算日均檢討其資產的賬面值，以確定是否有任何跡象顯示該等資產有蒙受減值虧損。倘

資產的可收回金額估計少於其賬面值，則該項資產的賬面值將降至其可收回金額。減值虧損隨即確認

為支出。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乃按所動用之資產值或其售價淨額之較高者計算。

倘減值虧損其後撥回，則資產賬面值將提高至其修訂後的估計可收回金額，惟經提高的賬面值不得超

過往年該項資產在無已確認減值虧損的情況下而予以釐定的賬面值。減值虧損撥回隨即確認為收入。

研發成本

研究活動開支於其產生期間確認為支出。

源自開發支出的內部產生無形資產，只有在預計用於清楚界定項目的開發成本將可由日後的商業活動

收回的情況下方可確認。由此產生的資產按其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攤銷。

倘並無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可予確認，則開發開支將於其產生期間確認為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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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稅項

所得稅開支指即期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之總和。

即期應付稅項乃按本年度應課稅溢利計算。應課稅溢利與損益表所呈報純利不同，原因為前者不包括

其他年度之應課稅或可扣稅收支項目，亦不包括毋須課稅或扣稅之項目。

遞延稅項指就財務報表之資產及負債賬面值與計算應課稅溢利所用相應稅基之差額預期應付或可收

回之稅項，並採用資產負債表負債法入賬。遞延稅項負債一般就所有應課稅暫時差額確認，而遞延稅項

資產則於可能出現可扣稅暫時差額以抵銷應課稅溢利時確認。倘暫時差額因商譽（或負商譽）或初步

於交易確認不影響應課稅溢利或會計溢利之其他資產及負債（業務合併除外）而產生，則不會確認該

等資產及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就乃按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投資以及於合營公司之權益所產生應課稅暫時差額予

以確認，惟本集團可控制撥回暫時差額之時間及暫時差額可能於可見將來不會撥回則作別論。

遞延稅項資產之賬面值於每個結算日檢討，並於可能不再有足夠應課稅溢利收回全部或部分資產之情

況下調低。

遞延稅項乃按預期於償還負債或變現資產期間適用之稅率計算。遞延稅項於損益表扣除或計入，惟倘

遞延稅項與直接於扣除或計入股本之項目相關，則遞延稅項亦於股本中處理。

外幣

外幣交易初步按交易日期適用的匯率入賬。以外幣計值的貨幣資產及負債按結算日適用的匯率再換算。

兌換產生的盈虧計入期內之純利或虧損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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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3. 主要會計政策（續）

外幣（續）

綜合賬目時，本集團海外附屬公司之資產與負債按結算日適用的匯率換算。收支項目則按年內平均匯

率換算。匯兌差額（如有）乃列作股本並轉撥入本集團換算儲備。此等換算差額在出售業務期間確認為

收入或支出。

經營租約

凡租約資產擁有權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仍歸租賃公司所有，則列作經營租約。在扣除自租賃公司所得

優惠後，根據經營租約支付之款項按直線法於租賃期間在損益表扣除。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包括手頭現金及須於存放日期起計三個月內應銀行及財務機構要求償還之款項，減

去須於墊款日期起計三個月內償還之銀行及財務機構墊款。

借貸成本

直接因收購、興建或發展某項資產（指需要一段頗長時間籌備才能達致其擬定用途者）所產生有關借

貸利息及相關成本，撥作有關資產之部分成本。所有其他借貸成本於產生時在損益表扣除。

股息

董事建議派付之末期股息乃列作資產負債表資本及儲備項下之保留溢利，直至獲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

准為止。該等股息獲股東批准並予以宣派時，乃以負債入賬。由於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授權董事

宣派中期股息，故中期股息乃同步建議及宣派。因此，中期股息於建議及宣派時即時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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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僱員福利

(a)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於香港營運之附屬公司僱員須參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之

供款於到期供款時以支出扣除。

本集團於中國及新加坡營運之附屬公司僱員須參加分別由地方市政府及中央公積金計劃主理

之中央退休金計劃。該等附屬公司須按工資成本某個百分比對退休計劃金供款。供款乃於按照

退休金計劃規章應付時自損益表扣除。

(b)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以獎勵及酬報對本集團業務成就作出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根據購股

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於獲行使時，方會在本公司或本集團資產負債表記錄財務影響，而成本亦

不會記錄於損益表或資產負債表。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之股份乃由本公司記錄為按股份面值計算之額外股本，而每股行使價高出股

份面值之差額乃由本公司記錄於股份溢價賬。行使日期前註銷之購股權，或報廢之購股權，會由

未行使購股權登記冊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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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天然生命食品業務。董

事認為，本集團之業務屬單一分類，因此，本集團並無編製業務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按地區市場之分析如下：

對銷 綜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地區市場

分類收入：

中國 173,766 89,228 (39,771) (28,755) 133,995 60,473

香港 1,064 6,624 － － 1,064 6,624

東南亞 43,978 21,240 － － 43,978 21,240

歐洲 13,934 － － － 13,934 －

總計 232,742 117,092 (39,771) (28,755) 192,971 88,337

分類業績：

中國 45,788 27,037

香港 (14,136) (7,020)

東南亞 134 (176)

歐洲 43 －

經營溢利 31,829 19,841

融資成本 (691) (1,569)

除稅前溢利 31,138 18,272

稅項 (1,861) 69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29,277 18,341

少數股東權益 (264) (332)

本年度純利 29,013 18,009

由於資產主要位於中國，故此並無呈列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的分類資產賬面值及添置物業、廠房及設

備以及技術知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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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營業額指已售貨品減退貨及商業折扣後之發票淨值，且不計增值稅及營業稅。營業額及其他收入分析

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製造及銷售天然生命食品 192,971 88,337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89 308

其他 78 228

167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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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溢利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扣除下列項目後得出的經營溢利：

職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3,507 2,956

職工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08 229

職工成本總額 3,715 3,185

減：包括在研究及發展成本內之職工成本 (61) (80)

3,654 3,105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撥備 263 180

－往年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30 (28)

293 152

商譽攤銷 54 27

技術知識攤銷 173 17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79 54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 45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71 81

存貨撥備 216 －

土地及建築物經營租約之租金 564 450

研究及發展成本 61 180

存貨成本確認為支出 141,394 54,913

經計入：

利息收入 89 308

匯兌收益 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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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轉換票據發行成本攤銷 － 343

須付利息：

可轉換票據，包括最後贖回

可轉換票據時應付的溢價增值 － 1,097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款 691 129

691 1,569

8. 董事酬金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第161條披露之董事酬金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執行董事 467 －

非執行董事 78 9

獨立非執行董事 190 124

其他酬金：

執行董事

薪金及其他福利 3,900 3,60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9 24

4,654 3,757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三名執行董事張桂蘭女士、陳霆先生及陳通美先生所收取之酬金

分別為2,109,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822,000港元）、1,471,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182,000港元）及

806,000港元（二零零三年：62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馮戩雲教授、杜英民先生及徐永得先生及一

名非執行董事蕭凱羅先生所收取之酬金分別為9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62,000港元）、95,000港元（二

零零三年：62,000港元）、無（二零零三年：無）及78,000港元（二零零三年：9,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概無董事放棄或同意放棄其任何酬金（二零零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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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五名最高薪酬僱員

五名最高薪酬人士中，其中三名為董事（二零零三年：三名董事），彼等的酬金詳情已載於上文。年內五

名最高薪酬僱員包括三名董事（二零零三年：三名董事）之總酬金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5,338 4,40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3 48

5,381 4,453

五名最高薪酬人士之酬金組別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人數 人數

無－1,000,000港元 3 3

1,000,001港元－1,500,000港元 1 1

1,500,001港元－2,000,000港元 － 1

2,000,001港元－2,500,000港元 1 －

5 5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向三名董事（二零零三年：三名董事）或兩名（二零零

三年：兩名）最高薪酬人士支付任何酬金，作為加盟本集團之獎勵或離職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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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稅項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抵免）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 －

以往年度之超額撥備 － (57)

－ (57)

其他司法權區

本年度 1,861 －

以往年度之超額撥備 － (12)

1,861 (12)

1,861 (69)

本集團並無任何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故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

撥備。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各司法權區之通行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有關法例及規例，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自其首個經營獲利年度起計兩年獲豁免繳納中國所

得稅，而該等中國附屬公司在隨後三年將獲寬減50%的中國所得稅。本集團各中國附屬公司正處於經

營獲利年度，而該等附屬公司於上半年度均獲豁免繳納中國所得稅，而下半年度則獲寬減50%中國所

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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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稅項（續）

以下為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與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稅率計算之理論數額不同之稅項：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31,138 18,272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7.5%（二零零三年：16%）

計算之稅項 5,449 2,923

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2,750 1,383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3,820) (4,347)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 49

過往動用之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63)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 (69)

經營附屬公司所在其他司法權區稅率不同之影響 (2,456) (8)

本年度稅項支出（抵免） 1,861 (69)

由於本公司及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臨時差異，故並無就遞延稅項作出撥備（二

零零三年：無）。於結算日，附屬公司有未動用稅項虧損約15,849,000港元（二零零三年：6,233,000港元）

可用作抵銷日後溢利。由於未能預測附屬公司日後溢利來源，故並無就未動用稅項虧損確認任何遞延

稅項資產。未動用稅項虧損並無屆滿日期。

11.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於本公司財務報表入賬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約為14,685,000

港元（二零零三年：8,05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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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息

本公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 4,246 －

已派二零零四年中期股息：

每股0.5港仙（二零零三年：0.5港仙） 2,401 2,000

擬派二零零四年末期股息：

每股1.3港仙（二零零三年：1.0港仙） 6,257 4,000

8,658 6,000

董事建議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向股東派發本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1.3港仙。有關股息須待股

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故並無計入本財務報表之負債項目。

本公司將向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一日名列股東名冊之全體股東派付二零零四年擬派末期股息。

13.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盈利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29,013 18,009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44,227 366,071

具攤薄效力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13,074 13,966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57,301 38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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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物業、廠房及設備

家具、裝置 廠房

及設備 租賃裝修 汽車 及機器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成本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 369 233 562 3,681 4,845

添置 61 － 370 186 617

出售 － (233) － － (233)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430 － 932 3,867 5,229

折舊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 73 84 88 468 713

本年度撥備 79 78 148 374 679

於出售時撇銷 － (162) － － (162)

減值虧損 － － － 452 452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152 － 236 1,294 1,682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278 － 696 2,573 3,547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296 149 474 3,213 4,132

15. 技術知識

千港元

本集團

成本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及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519

攤銷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 288

本年度撥備 173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461

賬面值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58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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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商譽

千港元

本集團

成本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及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272

攤銷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 27

本年度撥備 54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81

賬面值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191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245

商譽按直線法於估計可用年期5年攤銷。

17. 於附屬公司權益

本公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值 2,579 2,579

附屬公司欠款 104,848 40,159

107,427 42,738

附屬公司欠款屬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董事認為，該筆款項在結算日後十二個月內償付的機會

不大，故此在資產負債表內列為非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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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於附屬公司權益（續）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主要附屬公司詳情如下：

已發行及 本公司應佔權益

註冊成立／ 繳足股本／ 百分比

附屬公司名稱 營運地點 註冊資本 直接 間接 主要業務

China Success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100% － 投資控股

Enterprises Limited 2,000美元

燕麟莊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 100% 分銷天然生命

1,000港元 食品及投資控股

蕪湖市蜂蜂自然食品 中國 註冊資本 － 55% 製造及分銷

有限公司 # 1,000,000美元 天然生命食品

珠海保稅區蜂蜂天然 中國 註冊資本 － 100% 分銷天然生命食品

食品有限公司 # 1,000,000 港元

蜂林國際營銷 香港 普通股 － 100% 分銷天然生命食品

有限公司 2港元

Hsing Long Trading 新加坡 普通股 － 70.31% 分銷天然生命食品

Co. Pte. Ltd. 100,000 新加坡幣

B & B Natural Products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 75% 投資控股

(BVI) Limited 1美元

B & B International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 100% 投資控股

Marketing Limited 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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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於附屬公司權益（續）

已發行及 本公司應佔權益

註冊成立／ 繳足股本／ 百分比

附屬公司名稱 營運地點 註冊資本 直接 間接 主要業務

B & B South East Asia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 75% 分銷天然生命食品

Limited 4美元

Precise Result Profits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 100% 投資控股

Limited* 1美元

Top Entrepreneur Profits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 75% 投資控股

Limited* 200美元

Rapid Progress Profits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 56.25% 投資控股

Limited* 8美元

蜂林釀酒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 100% 分銷天然生命食品

1,000港元

中國蜂業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 100% 投資控股

100港元

天然生命庫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 60% 分銷天然生命食品

500,000港元

B & B Palm Industry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 100% 投資控股

Limited* 1美元

B & B Bio-Products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 100% 投資控股

Limited* 1美元

# 該等附屬公司之法定財政年度年結日為十二月三十一日。

* 於年內新成立之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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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存貨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料 699 405

在製品 3,637 2,399

製成品 1,688 1,401

6,024 4,205

於各結算日，並無存貨以可變現淨值列賬。

1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與預付款項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5,206 6,341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附註） 26,271 666

41,477 7,007

客戶的付款條款主要為記賬方式加按金。發票一般須於發出日期起計60天內支付。應收貿易賬款於結

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0至30天 13,969 4,419

31至60天 718 1,403

61至365天 － 519

超過1年 519 －

15,206 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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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與預付款項（續）

附註：

1. 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本集團就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合營公司」）家潤多商業股
份有限公司與四名其他獨立第三方訂立創辦人協議。根據創辦人協議，本集團將以注入現
金方式投資合共人民幣45,000,000元（約42,453,000港元），並將於創辦人協議完成後擁有
合營公司約 20.83%股本權益。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向該項投資預付
20,000,000港元，而資本核證報告尚未完成。

2.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六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成立一家新公司雲南容大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根據該協議，本集團將以注入現金方式投資合共人民幣6,000,000元（約
5,660,000港元），並將擁有該新公司51%股本權益。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向
該項投資預付約189,000港元，而資本核證報告尚未完成。

3.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本集團於中國成立全外資公司珠海中林信天然生物產品有限
公司，總投資成本為700,000美元（約5,46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
向該項投資預付約586,000港元，而資本核證報告尚未完成。

2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1,803 835

其他應付賬款 8,965 5,684

10,768 6,519

於結算日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賬齡

0至30天 1,777 604

31至120天 26 231

1,803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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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銀行借款－有抵押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銀行透支 10,470 5,910

有抵押承付信託借貸 5,963 3,852

有抵押銀行貸款 16,774 －

33,207 9,762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償還之銀行借款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要求或一年內 30,376 9,762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1,887 －

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944 －

33,207 9,762

減：列作流動負債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30,376) (9,762)

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2,831 －

本公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銀行貸款 13,000 －



52二零零四年年報

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22. 股本

股份數目

附註 千計 千港元

法定：

註冊成立時及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a) 39,000 390

法定股本增加 (b) 19,961,000 199,610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20,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1,000 10

以資本化股份溢價賬發行股份 (c) 303,000 3,030

根據公開發售及配售發行股份 (d) 96,000 960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400,000 4,000

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發行股份 (e) 46,000 460

因行使購股權發行股份 （附註23） 35,330 353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481,330 4,813

(a) 註冊成立時，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390,000港元，分為39,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其

中1,000股股份於同日以入賬列為繳足方式配發及發行予本公司初步認購人。

(b) 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六日，藉增加19,961,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本公司法定股本

由390,000港元增至20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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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股本（續）

(c)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本公司當時全體股東之書面決議案獲通過，據此，以資本化發行本公

司股份溢價賬進賬共3,030,000港元之方式，按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營業時間結束時本公司

股東名冊所示本公司股份持有人各自之持股比例，按面值配發及發行總計303,000,000股每股

面值0.01港元的入賬列為繳足股份予彼等，條件為股份溢價賬根據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之

公開發售及配售發行股份而獲進賬。

(d) 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根據公開發售及配售以發行股份之方式按0.46港元向公眾人士發

行96,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總現金代價（未扣除相關開支）為44,160,000港元。

已發行股份超出股份面值之差額計入股份溢價賬。

(e)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日，主要股東Best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三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之配售及認購協議，按每股0.96港元之價格向17名獨立投資者配售46,000,000

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配售完成後，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日，Best Frontier Investments

Limited獲配發及發行按認購價每股新股份0.96港元認購之46,000,000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新股份。認購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2,455,000港元，當中約42,453,000港元（人民幣

45,000,000元）將撥付本集團根據創辦人協議以注入現金方式購入股份有限公司約20.83%股本

權益之資金，餘額約2,000港元將撥作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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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購股權計劃

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本公司採納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據此，包括三名執行董事、一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一名顧問及八名僱員共13人已獲本公司授予購股權，可以行使價0.23港元認購合共

4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3,000,000份購股權已失效。

年內僱員（包括董事及顧問）持有本公司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變動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三年 於二零零四年

七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承授人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年內授出 年內行使 購股權數目

港元 千計 千計 千計 千計

董事 18/10/2002 0.23 14,600 － (13,730) 870

顧問 18/10/2002 0.23 4,000 － (4,000) －

僱員 18/10/2002 0.23 18,400 － (17,600) 800

合計 37,000 － (35,330) 1,670

按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之條款，承授人僅可按下列方式行使該等購股權：

可根據首次公開

招股前購股權計劃

行使之購股權

行使期限 所涉及股份數目

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二日至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 12,333,333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 12,333,333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二日至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七日 12,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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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購股權計劃（續）

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續）

按照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獲授予購股權之上述各合資格參與者均已向本公司、國泰君安融資有

限公司、申銀萬國融資（香港）有限公司（就其本身及代表包銷商）及聯交所作出承諾，保證自股份首次

在創業板開始買賣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不會出售（或訂立任何協議出售），亦不容許註冊持有人出售

（或訂立任何協議出售）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向其授予之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之股份中任

何其直接或間接權益。

股份於緊接購股權獲行使當日前之加權平均收市價為0.77港元。購股權分別於二零零三年九月至十一

月及二零零四年五月獲行使。

就每份授出購股權應付代價為1港元。概無於損益表中扣除已授出購股權價值。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據此，董事可酌情邀請屬於下列任何類別參與者之任何人

士接納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a) 本公司、其任何附屬公司或本集團擁有任何股本權益之任何機構（「受投資機構」）任何僱員（無

論全職或兼職），包括本公司、任何該等附屬公司或任何受投資機構之任何執行董事；

(b) 本公司、其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受投資機構之任何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c) 向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受投資機構提供貨品或服務之任何供應商；

(d) 本集團或任何受投資機構之任何客戶；

(e) 為本集團或任何受投資機構提供研究、開發或其他科技支援之任何人士或機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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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購股權計劃（續）

購股權計劃（續）

(f)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受投資機構之任何股東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受投資機構

所發行任何證券之任何持有人。

購股權計劃將由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八日起開始生效，為期10年。購股權行使價由董事釐定，惟不可少於

以下最高者：

(i) 於授出日期（須為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本公司股份收市價；

(ii) 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本公司股份平均收市價；及

(iii) 本公司之股份面值。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或同意將予授出任何購股權。

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或任何其他計劃已授出但有待發行的尚未行使購股權獲

悉數行使時可能發行的本公司股份最高數目，合共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之30%。

本公司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最高數目不得多於40,000,000

股股份，即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創業板上市之已發行股本之10%。

於任何12個月期間，已經及將向各合資格參與者授出之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獲

行使時已經及將予發行的股份最高數目，於任何時間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之1%。進一步授

出超過該上限的購股權須獲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

購股權持有人無權獲派股息或於股東大會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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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儲備

(a) 本集團

股份溢價 換算儲備 特別儲備 留存溢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 － (2) (1) 13,615 13,612

根據公開發售及

配售發行股份 43,200 － － － 43,200

資本化發行股份 (3,030) － － － (3,030)

股份發行開支 (9,289) － － － (9,289)

換算新加坡業務之財務報表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8 － － 8

本年度純利 － － － 18,009 18,009

已付股息 － － － (2,000) (2,000)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 30,881 6 (1) 29,624 60,510

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

發行股份 43,700 － － － 43,700

股份發行開支 (1,705) － － － (1,705)

因行使購股權發行股份 7,773 － － － 7,773

換算新加坡業務之財務報表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9 － － 9

本年度純利 － － － 29,013 29,013

已付股息 － － － (6,647) (6,647)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80,649 15 (1) 51,990 132,653

本集團之特別儲備指本公司以其已發行股本面值交換根據集團重組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八

日收購之附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兩者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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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儲備（續）

(b) 本公司

留存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溢利（虧絀）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 － 2,569 (1,168) 1,401

根據公開發售及配售

發行股份 43,200 － － 43,200

資本化發行股份 (3,030) － － (3,030)

股份發行開支 (9,289) － － (9,289)

本年度純利 － － 8,059 8,059

已付股息 － － (2,000) (2,000)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 30,881 2,569 4,891 38,341

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

發行股份 43,700 － － 43,700

股份發行開支 (1,705) － － (1,705)

因行使購股權發行股份 7,773 － － 7,773

本年度純利 － － 14,685 14,685

已付股息 － － (6,647) (6,647)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80,649 2,569 12,929 96,147



59 二零零四年年報

蜂林天然產品有限公司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25. 經營租約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按照不可撤銷之經營租約有日後最低租金承擔，其到期日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970 452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起訖年） 582 382

1,552 834

經營租約款項指本集團就其若干辦公室物業應付之租金。租約乃經磋商達成，租期由一年至三年不等。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經營租約承擔（二零零三年：無）。

26. 資本承擔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

－已授權惟未立約 18,981 18,981

－已立約惟未在財務報表中撥備 20,058 22,453

39,039 41,434

收購股份有限公司及附屬公司之資本開支

－已立約惟未在財務報表中撥備 32,798 －

71,837 41,434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零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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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或然負債

本公司向銀行及財務機構提供為數約89,174,000港元（二零零三年：20,000,000港元）之公司擔保，作

為若干附屬公司所獲一般銀行融資之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所動用之融資總額約為33,207,000港元（二零零三年：9,762,000港

元）。

28. 退休福利計劃

香港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實施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後，本集團已安排其香港僱員參加

強積金計劃。從損益表中扣除的退休福利計劃供款指本集團按強積金計劃規則訂明的比率而須向強積

金計劃支付的供款額。

於損益表扣除的總成本為111,300港元（二零零三年：101,000港元），為本會計年度須向強積金計劃繳

交的供款。

各中國附屬公司所聘請的僱員均為中國政府管理的國家管理退休福利計劃成員。各中國附屬公司須按

僱員工資的某個百分比向該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以撥付該項福利所需的款項。本集團於該退休福利計

劃內之唯一責任，為根據該計劃支付指定供款額。

新加坡附屬公司所聘請的僱員為中央公積金計劃的成員。新加坡附屬公司須按僱員工資的若干百分比

向中央公積金計劃繳交退休金，以撥付該項福利所需的款項。本集團於該退休福利計劃內之唯一責任，

為根據該計劃支付指定供款額。

29. 長期服務金撥備

根據香港僱傭條例，本集團須於若干情況在本集團服務滿五年或以上之若干僱員離職時向彼等支付一

筆款項，應付金額視乎僱員之最終薪酬與年資而定，並會減去根據本集團退休計劃累算而來自本集團

供款之權益。本集團並無為支付任何其餘責任而撥出任何資產。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長期服務金撥備（二零零三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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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以銀行存款約21,13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4,076,000港元），作為

本集團一般銀行融資的抵押。

31. 結算日後事項

結算日後，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九日就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向本公司股東刊發通函（「通函」）。根據

通函，本集團以4,000,000港元之價格向問博控股有限公司（「問博」）出售Top Entrepreneur Profits

Limited 75%股本權益。購買價以按每股問博股份0.021港元配發及發行收購代價股份之方式支付。

此外，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團有條件同意按每股約0.021港元認購738,095,238股新問博

股份。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上述買賣協議及認購協議已完成。問博控股有限公司成為本公司之

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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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92,971 88,337 62,850 8,784

銷售成本 (141,394) (54,913) (40,968) (7,377)

毛利 51,577 33,424 21,882 1,407

其他收入 167 536 152 －

銷售及分銷成本 (8,865) (7,600) (3,746) (31)

行政支出 (11,050) (6,519) (2,873) (135)

經營溢利 31,829 19,841 15,415 1,241

融資成本 (691) (1,569) (1,072) －

除稅前溢利 31,138 18,272 14,343 1,241

稅項 (1,861) 69 (368) (191)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29,277 18,341 13,975 1,050

少數股東權益 (264) (332) (362) －

本年度純利 29,013 18,009 13,613 1,050

資產及負債

於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資產 187,222 85,464 41,451 323

總負債 (44,932) (16,627) (23,943) (320)

少數股東權益 (4,824) (4,327) (3,886) －

股東資金 137,466 64,510 13,622 3

附註：

(1)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集團重組完成後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為本

集團之控股公司，集團重組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之招股章程。

(2) 截至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之本集團業績及於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之

本集團資產負債表乃按合併基準編製並摘錄自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之招股章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