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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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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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業績公佈

大中華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宣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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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去年之相應比較
數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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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已經由本公
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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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 1,604,840  �,�9�,���
銷售成本  (1,449,221	) (�,��8,�8� )    

毛利  155,619	 ��,���
其他收入 � 20,452	 ��,0��
投資物業之（虧損）╱收益淨額  (3,372	) 98,8�0
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值變動  6,268	 –
出售列為持有待售之資產之收益 � 21,604	 –
商譽減值  –	 (�9,�08 )
可出售財務資產之減值虧損  (1,235	) –
分銷成本  (104,609	) (8�,��� )
行政開支  (29,164	) (�0,��� )
財務費用 � (18,343	) (��,9�0 )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4,569	 ��,��0    

除稅前溢利 � 51,789	 ��,�89
所得稅開支 � (1,227	) (�,��9 )    

本年度溢利  50,562	 �9,8�0    

股息 9 5,234	 �,���    

每股盈利－基本 8 19.32港仙  ��.�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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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商譽  3,000	 �,000
投資物業  675,092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898	 �,�8�
土地預付租賃款項  37,945	 �0�
收購租賃土地及樓宇之已付按金  –		 �,���
於聯營公司權益  106,660	 9�,098
向一家聯營公司貸款  17,358	 ��,���
可出售財務資產  1,635	 �,�0�    
  857,588	 �9�,���    
流動資產
持有待售物業  16,317	 �9,���
存貨  120,371	 90,���
土地預付租賃款項  323	 �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 �0 92,530	 �8�,���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44,596	 ��,00�
衍生財務資產  7,735	 –
銀行結存及現金  164,065	 �0,��8
已抵押銀行存款  –	 8,�0�    
  445,937	 ���,008    
列為持有待售之資產 � –	 ��,88�    
  445,937	 ���,88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 115,838	 ��9,��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6,452	 �9,��8
已收租務按金  83	 �
借貸  230,815	 ��8,8��
應繳稅項  1,901	 �,���    
  395,089	 �88,9�8    
流動資產凈額  50,848	 ��,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08,436		 8��,���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21,755	 ���,���
遞延所得稅負債  81,721	 8�,���
已收租務按金  7,190	 �,�0�    
  210,666	 ���,���    
  697,770	 ���,�8�    
總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2,337	 ��,���
儲備  645,433	 ���,8�8    
  697,77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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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		 投資重估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重估儲備		 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  �9,���  ��,��0  –  (�9� ) ��9,0��  ���,���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異 –  –  �9,���  –  –  –  �9,���
攤佔聯營公司匯兌儲備     ��,���        ��,���
待售財務資產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  –  –  –  �,8��  –  �,8��             

直接於權益中確認之淨收入 –  –  ��,��9  –  �,8��  –  ��,9��
年度溢利 –  –  –  –  –  �9,8�0  �9,8�0             

年度確認之收入總額 –  –  ��,��9  –  �,8��  �9,8�0  ��,�9�
已付股息 –  –  –  –  –  (�,��� ) (�,��� )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9,���  �8,��9  –  �,���  �0�,���  ���,�8�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異 –  –  �9,8�8  –  –  –  �9,8�8
攤佔聯營公司匯兌儲備 –  –  8,���  –  –  –  8,���
重估物業之盈餘 –  –  –  �9�  –  –  �9�
待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值減少 –  –  –  –  �,���  –  �,���             

直接於權益中確認之淨收入（支出） –  –  ��,99�  �9�  (�,��� ) –  ��,0��
年度溢利 –  –  –  –  –  �0,���  �0,���

待售財務資產減值虧損 –  –  –  –  �,���  –  �,���              

年度確認之收入（支出）總額 –  –  ��,99�  �9�  (�,��� ) �0,���  ��,8�9
已付股息 –  –  –  –  –  (�,��� ) (�,��� )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9,���  ��,���  �9�  –  ��8,9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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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收益表附註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並已生效之下列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修訂及新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及 財務資產之重新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經營權安排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定額福利資產之限制、
 －詮釋第��號  最低資金需求及其相互關係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當前或以往會計期間業績及財政狀況之編製及呈列並
無重大影響。因此，無須進行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下列已頒布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 改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經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之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改善有關財務工具的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及 嵌入衍生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9號（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客戶忠誠計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有關興建房地產之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之對沖�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向擁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8號 從客戶轉讓資產�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之修訂除外，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後止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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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可能影響收購日期為於首個年度報告期間（於二零零
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期間）開始或之後之業務合併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經修訂）將影響母公司於附屬公司擁有權變動之會計處理，有關變動將以股權交易入賬。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
況構成重大影響。

2.	 分部資料

業務分部資料

為管理起見，本集團過往由兩個業務分部組成－一般貿易及物業投資。近年，基於此業務
對本集團之業績貢獻日漸增加，本集團管理層將往年物業投資所包括之物業買賣業務識別
為個別申報分部。本集團現時分為三個分部－一般貿易、物業投資及物業買賣。此等分部
乃本集團申報其主要報告形式之基準。

主要業務分部如下﹕

一般貿易 － 動物飼料貿易（主要為魚粉及木薯片）

物業投資 －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及提供物業代理服務

物業買賣 － 出售持有待售物業

收益按類別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銷售額
 出售貨物 1,549,699	 �,��9,9��
 出售物業 22,793	 ��,���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31,773	 ��,���
 代理費用收入 575	 �,��8    

 1,604,8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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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等業務之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二零零八年

	 一般貿易		 物業投資		 物業買賣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1,549,699		 32,348		 22,793		 1,604,840
	 		 		 		

業績
分部業績 11,047		 21,490		 5,677		 38,214
	 		 		

衍生財務工具公平值變動 –		 –		 –		 6,268
出售列為持有待售之資產之收益 –		 –		 –		 21,604
可出售財務資產之減值虧損 –		 –		 –		 (1,235	)
銀行利息收入 –		 –		 –		 11,151
未分配企業費用 –		 –		 –		 (10,439	)
財務費用 –		 –		 –		 (18,343	)
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		 4,569		 –		 4,569	 		 		 		

除稅前溢利      	 51,789
所得稅開支       (1,227	)	 		 		 		

年度溢利 		 		 		 50,562
	 		 		 		

綜合資產負債表

	 一般貿易		 物業投資		 物業買賣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71,455		 692,920		 16,317		 1,080,69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106,660		 –		 106,660
向一家聯營公司貸款 –		 17,358		 –		 17,358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		 44,596		 –		 44,596
未分配企業資產 		 		 		 54,219	 		 		 		

綜合總資產 		 		 		 1,303,525
	 		 		 		

負債
分部負債 30,503		 21,630		 –		 52,133
未分配企業負債 		 		 		 553,622	 		 		 		

綜合總負債 		 		 		 60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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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

	 一般貿易		 物業投資		 物業買賣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資料
增資 1,936		 2,805		 –		 47,075		 51,81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33		 647		 –		 388		 1,56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		 5		 –		 239		 244
存貨撥備 4,698		 –		 –		 –		 4,698
持作待售物業減值 –		 –		 16		 –		 1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719		 –		 –		 –		 2,719
匯兌（收益）╱虧損 (8,631	)	 837		 –		 730		 (7,064	)
         

二零零七年

 一般貿易  物業投資  物業買賣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對外銷售 �,��9,9��  ��,88�  ��,���  �,�9�,���
	 		 		 		

業績
分部業績 (��,9�� ) ��8,���  �,9��  �8,���
	 		 		

商譽減值 (�9,�08 ) –  –  (�9,�08 )
銀行利息收入 –  –  –  �,���
未分配企業費用 –  –  –  (��,��� )
財務費用 –  –  –  (��,9�0 )
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  ��,��0  –  ��,��0	 		 		 		

除稅前溢利       ��,�89
所得稅支出       (�,��9 )	 		 		 		

年度溢利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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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

綜合資產負債表

 一般貿易  物業投資  物業買賣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9�  �9�,���  �9,���  �,0��,�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9�,098  –  9�,098
向一家聯營公司貸款 –  ��,���  –  ��,���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  ��,00�  –  ��,00�
未分配企業資產       ��,0��	 		 		 		

綜合總資產       �,���,���
	 		 		 		

負債
分部負債 9�,���  �8,0��  –  ���,8�8
未分配企業負債       �88,���	 		 		 		

綜合總負債       ���,��9
	 		 		 		

 一般貿易  物業投資  物業買賣  未分配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資料
增資 ���  �08  –  –  ��9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  ��  –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0  ��  –  –  �,���
存貨撥備 ���  –  –  –  ���
商譽減值 �9,�08  –  –  –  �9,�0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0�  9��  –  –  �,��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  –  –  ��
匯兌（收益）╱虧損 (��0 ) �  –  �,�0�  �,���
         

地區分部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香港及中國大陸。

下列按地區市場就本集團之銷售額（不論貨品╱服務之來源）提供分析：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
	 銷售收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15,007  ��,��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其他地區 1,589,833  �,���,�9�
其他國家 –  ��,���   

 1,604,84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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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乃按資產所在地區，就分部資產帳面值、增加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及添置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分析：

二零零八年
	 		 增加
	 分部資產		 預付土地		 添置物業、
	 帳面值		 租賃款項		 廠房及設備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370,706		 38,216		 8,859
中國其他地區 709,874		 –		 4,741
其他國家 112		 –		 –	 		 		

總分部資產 1,080,692		 38,216		 13,600
	 		 		

二零零七年
   增加
 分部資產  預付土地  添置物業、
 帳面值  租賃款項  廠房及設備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0,�80  –  ���
中國其他地區 ���,���  –  ���
其他國家 ���  –  –	 		 		

總分部資產 �,0��,�9�  –  ��9
	 		 		

3.	 其他收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11,151	 �,���
匯兌收益淨額 7,064		 –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293	 �0�
雜項收入 1,944	 �,�08   

 20,4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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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呆賬撥備 –	 �,���
存貨撥備 4,698	 ���
核數師酬金 1,168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68	 �,��9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244	 ��
持有待售物業減值 1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719	 ��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3,381	 �,��8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7,095	 ��,���
已確認為開支之存貨及持有待售物業成本 1,444,523	 �,��8,���
匯兌虧損淨額 –	 �,���

並已計入：

投資物業之租金總收入 31,773	 ��,���
減：開銷 (2,511	) (�,��� )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淨額 29,262	 ��,8��
呆賬撥回撥備 188  –
   

就員工宿舍經營租賃之最低租賃款項合計港幣�,���,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9�,000元）
已包括在員工成本在內。

5.	 財務費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償還期在五年內年 14,788	 9,���
 －毋須於五年內償還 3,555	 �,�9�   

 18,343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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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稅項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630	 ��
 往年度撥備過多 (6	) (��� )   

 624	 (��� )
其他司法權區－本年度 1,675	 �,���   

 2,299	 �0�

遞延稅項負債
 本年度 1,962	 �,��8
 稅率轉變之影響 (3,034	) (�90 )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應佔稅項 1,227	 �,��9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立法會通過《�008年收入條例草案》，公司利得稅率由
��.�%調低至��.�%，並於二零零八╱二零零九年課稅年度起生效。故此，香港利得稅乃根
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二零零七年﹕��.�%）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所產生之稅項，乃以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根據中國主席令第六十三條頒佈《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
稅法」）。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國國務院頒佈了新稅法實施細則。根據新稅法及其
實施細則，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各中國附屬公司適用之企業所得稅率由��%
調低至��%。

於結算日，本集團有未動用稅項虧損港幣���,9��,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000元）
可供抵銷未來之溢利。本公司已就約港幣�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000元）之
該等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約港幣�,���,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9,000元）。由於不
能預計未來溢利流入，故此並無就餘下港幣���,�9�,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8�,000
元）之該等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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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類為待售之資產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瑞怡發展有限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者
Tech-link Silicones Company Limited（「Tech-link Silicones」）就出售本集團位於香港德輔道
西9號京光商業中心�樓之寫字樓物業（「該物業」）訂立協議，預期於結算日起計未來十二個
月內出售。該銷售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完成。出售該物業由Tech-link Silicones已付之代價約
港幣��,000,000元已乃計入綜合收益表。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物業已予質押．作為授予本集團有抵押銀行信貸之抵
押。

8.	 每股溢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年度應佔溢利 50,562	 �9,8�0
   

	 股份數目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溢利之普通股數目 261,684,910	 ���,�8�,9�0
   

由於本公司兩年均無任何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9.	 股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付二零零八年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0�元
 （二零零七年：港幣0.0�元） 2,617	 �,���
已付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0�元
 （二零零六年：港幣0.0�元） 2,617	 �,���   

 5,234	 �,���   

於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支付的股息均為港幣�,���,000元（每股港幣0.0�元）。於本公司
將予在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董事建議及將由股東批准就截至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每股普通股港幣0.0�元的末期股息，股息總額為港幣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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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64,533	 ��0,0��
減：呆賬撥備 (2,559	) (�,��� )   

 61,974	 ���,���
預付款和按金 19,327	 ��,���
 其他應收款項 11,229	 �,���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2,530	 �8�,���
   

本集團批予牲畜飼料貿易之客戶�0至90日之信貸期。應收貿易款項概不計息。本集團已就
所有超過��0日之應收款項進行全數撥備，此乃因為按照歷史慣例，過期超過��0日之應收
款項一般不可收回。基於銷售商品之估計不可收回款項，超過��0日的應收貿易款項均予撥
備，金額按過往拖欠經驗釐定。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0日 53,810	 ���,�89
��至�0日 6,528	 ���
��至90日 193	 �
9�至��0日 1,443	 �,���   

 61,974	 ���,���   

11.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結算日，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至�0日 69,878	 ��8,���
��至�0日 45,392	 –
超過�0日 568	 �8�   

 115,83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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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擔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本承擔，已訂約但無撥備：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	 �8,���   

業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約為港幣�,�0�,000,000元（二零零
七年：港幣�,�9�,000,000元），較二零零七年上升約��%。本年度溢利約為港幣�0,�00,000
元（二零零七年：港幣�9,800,000元），相當於較二零零七年上升約�0%。

由於物業市場於二零零八年度回軟，本集團投資物業公平值錄得減少港幣�,�00,000元（二
零零七年：增加港幣9�,�00,000元），而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包括應佔於中國內地擁
有之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港幣�,80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8,800,000元）。

撇除如上文所述就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重估收益或虧損，及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投資物
業之公平值收益，本集團於本年度之溢利轉虧為盈，主要由於一般貿易部門業績於本年度
有所改善，並錄得出售分類為待售資產之收益。

於二零零八年年初，本集團把握寫字樓物業樓價上升之機會，出售其於香港德輔道西九
號六樓之寫字樓單位，代價約為港幣��,�00,000元，錄得出售分類為待售資產之收益約港
幣��,000,000元（二零零七年：無）。

一般貿易

此分部之銷售額於二零零八年大幅提高至港幣�,��0,00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
�,��0,000,000元），並錄得分部溢利港幣��,000,000元，而二零零七年則為虧損港幣
��,900,000元。

魚粉產品

在魚粉產品於二零零八年受中國穩定之市場需求支持下，本集團之魚粉銷售額上升�8%
至港幣�,�88,000,000元。此分部轉虧為盈，錄得溢利約港幣�0,000,000元（二零零七年：
虧損約港幣�8,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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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第二季，中國豬隻爆發疫症，導致中國豬農蒙受重大損失，因此魚粉產品
於中國之消耗量大幅削減，引致魚粉產品需求顯著下跌，而魚粉售價亦因而受壓。

然而，當魚粉售價在二零零七年最後一季找到支持位，價格水平逐步回升，直至二零零
八年八月發生金融風暴為止。本集團於價格回升時已獲利。隨著商品價格走勢向下，魚粉
售價在二零零八年八月至十月期間，亦開始下調約�8%，然後才告穩定下來。管理層對
市況迅速作出回應，並售出大部份存貨。

本年度，本集團繼續於中國市場增加向終端客戶之銷售，而銷售額重大部份以人民幣計
值，大部份已經於本年度存入於中國之銀行賺取利息收入。人民幣於二零零八年升值，
以人民幣進行銷售之交易錄得匯兌收益約港幣�,000,000元，以及就對沖目的之衍生金融
工具公平值之收益港幣�,�00,000元。

木薯片產品

在市況逆轉之情況下，木薯片分部僅可審慎地訂購存貨，導致本年度木薯片產品之銷售
額較二零零七年大幅下跌�8%至港幣�0,000,000元。

由於木薯片分部成功控制經營支出，木薯片業務轉虧為盈，錄得分部溢利約港幣800,000
元（二零零七年：分部虧損港幣�00,000元）。

於香港之物業投資

於二零零七年度，本集團把握香港零售商店價格上升之機會，並已出售位於觀塘及尖沙
咀之兩間零售商店，產生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港幣�,�00,000元。另一方面，這兩間商店
於二零零八年全年終止賺取租金收入。儘管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成功就其若干現有投資
物業續訂租約，並提高租金，來自香港物業之租金收入仍較去年同期減少約8%。

目前金融海嘯影響香港物業價格。由於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位於黃金地段，本集團香港投
資物業之價值仍錄得除稅前重估收益約港幣�0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000,000元）。

於中國大陸之物業投資

本年度，本集團售出五個位於上海靜安區的美麗園公寓之單位，出售之所得款項為約港
幣��,�00,000元，因而產生出售待售物業之收益約港幣�,�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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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由位於中國內地之投資物業產生之租金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約80%。
增加主要歸因於上海長寧區的單一項投資物業，於二零零八年全年已租出予一名新租
客，產生每月租金收入人民幣��0,000元。

然而，上海物業市場回軟，引致中國物業市場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全面下跌，產生重估
本集團於中國大陸之投資物業之虧損約港幣�,�00,000元。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佔聯營公司溢利約為港幣�,�0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
幣��,�00,000元），包括應佔聯營公司於中國內地擁有之投資物業攤佔之公平值收益約港
幣�,80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8,800,000元）。

前景

一般貿易

中國大陸之畜牧及家禽業於二零零八年對魚粉之消耗，分別較二零零七年增加約��%及
�00%。由於魚粉為動物蛋白質中最具蛋白質來源之一，而目前並無其他產品可完全替
代，中國各個重要產業之終端用戶繼續大量使用魚粉。

預計於二零零九年中國大陸對魚粉產品之需求將會穩定。本集團認為，這個界別將可維
持穩定之邊際利潤。與此同時，貿易分部現繼續加強控制存貨及信貸，並致力進一步開
發於中國大陸之銷售渠道。

中國大陸於二零零八年爆發三聚氰胺事件，亦引起政府對食品安全準則之關注。由於本
集團之魚粉產品一直維持食品安全之高標準，並以優質獲得良好口碑，本集團充滿信
心，本集團將致使客戶優先考慮本集團之產品。

本集團之木薯片業務預期於來年更加活躍。由於中國政府近期推行政策，支持玉米價
格，從而保障農民之利益，預期玉米價格於二零零九年在中國市場仍然會高企。木薯片
為玉米最接近之替代品，而木薯片產品近期價格偏低，已吸引到華南之飼料廠採用木薯
片產品替代部份玉米生產其飼料。因此，木薯片產品於二零零九年之需求，將從現有酒
精廠客戶伸展至飼料行業之新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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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

於可見未來，本集團相信，香港及中國大陸兩地之物業價格將繼續進行整固，直至美國
次按貸款危機之負面影響受到控制為止。本集團將因應市況，審時度勢，進行物業投
資。管理層將密切監察本集團之物業組合，於來年取得高出租率及理想之租金收益。

財務回顧及分析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約為��%（二零零七年﹕��%），
乃按本集團之長期銀行借貸港幣���,00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000,000元）及股東
權益港幣�9�,00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000,000元）計算。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銀行結存及手頭現金總額為港幣���,00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9,000,000
元）。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為港幣���,000,000元（二零零七
年：港幣�9�,000,000元），而在本集團之銀行借貸中，有��%（二零零七年：��%）於一年
內到期及��%（二零零七年：��%）於一年後到期。銀行借貸總額包括抵押銀行貸款港幣
�8�,00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000,000元）及信託貸款港幣��,000,000元（二零零七
年：港幣90,000,000元）但無附全面追索權之貼現應收票據（二零零七年：港幣�0,000,000
元）。本集團之借貸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為單位。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使用但未動用之銀行貸款總額約為港幣
��9,00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000,000元）。以上之銀行貸款由下列資產作抵押：
若干預付租賃款項帳面總值港幣�8,00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00,000元）；列為持有
待售之資產港幣無（二零零七年：港幣��,900,000元）；物業、廠房及設備港幣�,�00,000
元（二零零七年：港幣�,�00,000元）；持有待售物業港幣��,�0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
��,000,000元）；投資物業港幣���,000,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000,000元）。

外匯風險承擔

本集團之交易主要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計值。年內，本集團已與銀行訂立多項外幣遠
期合約，削減其於貨幣波動之風險承擔。本集團定期檢討外匯風險承擔，並於有需要時
可能使用衍生財務工具對沖該等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總數為��人（二零零七年：9�人），員工成本
為港幣9,�8�,000元（二零零七年：港幣9,���,000元）。薪酬政策由管理層每年檢討。薪酬
待遇之組合已考慮到市場上可供比較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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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建議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向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日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名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0�元（「建議末期股息」）。待
本公司股東於即將在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建議末
期股息將約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五日向本公司股東支付。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
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間不會進行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獲取建議末期股息
及出席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資格，尚未登記之本公司股份持有人須
確保所有已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
十分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登記，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8號金鐘匯中心��樓。

企業管治

董事會已審閱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並信納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之守則條文。

有關本公司企業管治之詳情將刊載於本公司二零零八年年報所載之企業管治報告內。

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感謝本集團所有同事之勤勞、貢獻、忠誠與正直。本人也要感謝所
有股東、顧客、銀行以及其他業務伙伴，感謝他們的信任與支持。

代表董事會
董事總經理
賀鳴鐸

香港，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賀鳴玉先生（主席）、賀鳴鐸先生（董事總經理）及潘國偉先生為執
行董事；賀羽嘉女士為非執行董事；以及余錦基先生BBS MBE JP、俞漢度先生及吳旭洲
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