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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ShengTai Dairy Farm Limited
原 生 態 牧 業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31）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業績

原生態牧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原生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的經審核綜合年度業

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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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1,032,648 1,162,890
銷售成本 (652,597) (631,871)

毛利 380,051 531,019

其他收入 3 48,012 38,899
來自免息財務安排的收益 — 4,994
銷售及分銷開支 (20,178) (20,789)
行政開支 (86,160) (54,416)
融資成本 4 (9,511) (36,537)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減銷售成本 (244,981) (43,020)

除稅前溢利 5 67,233 420,150
所得稅開支 6 (1,060) (1,360)

年內溢利 66,173 418,790

將於隨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

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6,260 2,018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72,433 420,80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8 人民幣1.69分 人民幣10.7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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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78,766 1,814,369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02,958 110,282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生物資產按金 9 102,403 144,298
生物資產 1,251,429 1,229,107

非流動資產總額 3,535,556 3,298,056

流動資產

存貨 326,199 277,134
應收貿易賬款 10 87,606 168,712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 34,896 28,461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5,720 5,6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50,303 1,295,595

流動資產總額 1,404,724 1,775,51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194,804 263,10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 324,781 396,514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563 27,767
計息銀行借款 — 50,000

流動負債總額 520,148 737,381

流動資產淨額 884,576 1,038,133

資產淨值 4,420,132 4,336,189

權益

已發行股本 30,727 30,727
儲備 4,389,405 4,305,462

總權益 4,420,132 4,33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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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1 呈列基準

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

事會」）批准的所用準則及詮釋）編製。除生物資產及農業產品按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計量外，該等財務報

表已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除非另有指明外，該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即本集團主要附

屬公司經營所在的經濟環境的貨幣（「功能貨幣」），且所有價值均已湊整至最接近千位數。

1.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的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採用上述經修訂的準則對該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此外，本公司已於本財務年度採納香港聯交所就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章）有關財務資料披露所頒佈之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修訂。對財務報表之主要影響為財務報表若干資料之呈列及披露。

2.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原料奶生產及銷售。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本集團管理層專注於本集團的經營業

績。因此，本集團的資源已整合，且並無可得的分散經營分部資料。因此，並無呈列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僅由其於中國大陸的業務所產生。

本集團於年內生產的牛奶的所有外部銷售均來自位於中國大陸的客戶。

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大陸。

分部資產及負債總值相等於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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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本集團向個別佔該年度本集團總收益超過 10%的客戶作出銷售。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的分

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甲 414,064 416,438

客戶乙 111,587 28,246

客戶丙 440,772 606,442

其他 66,225 111,764

1,032,648 1,162,890

3.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亦為已售原料奶的發票淨值。收益及其他收入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原料奶銷售 1,032,648 1,162,890

其他收入

政府補貼 12,361 12,185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3,609 16,707

出售雄性犢牛 11,185 9,305

其他 857 702

48,012 38,899

4. 融資成本

來自經營的融資成本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免息財務安排的應計利息 7,671 24,412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及其他借款的利息 1,840 12,125

9,511 36,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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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來自經營的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所生產牛奶的公平值減出產時間的銷售成本 1,012,470 1,141,398

生產飼養成本 498,744 485,615

原料奶生產成本 153,853 146,256

銷售成本 652,597 631,871

折舊 60,929 57,519

確認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6,264 5,427

核數師酬金 2,779 2,970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減銷售成本 244,981 43,02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薪酬

工資及薪金 45,938 41,298

以權益結算的購股權開支 11,510 4,625

退休金計劃供款 5,962 6,111

63,410 52,03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79 —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21,044 —

外幣匯兌差額，淨額 72 1,901

6.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二零一四年：零），因此年內並無對香港利得稅計提

撥備。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則根據本集團營運所在地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中國國家主席令第 63號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

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國務院公佈

新企業所得稅法的實施辦法。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辦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國內及外資

企業的所得稅稅率統一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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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行稅務規則及法規，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經營農業業務，獲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香港 — —

即期—中國大陸 1,060 1,360

年內稅項支出總額 1,060 1,360

7. 股息

年內並無派發或建議派發股息，自報告期末以來亦無建議派發任何股息。

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年內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人民幣 66,173,000元（二零一四年：人

民幣418,790,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3,908,747,000股（二零一四年：3,908,747,000股）計算。

由於尚未行使購股權對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有反

攤薄影響，故並無因應攤薄就所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作出調整。

9. 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預付款項 110,794 144,729

其他應收款項 26,505 28,030

137,299 172,759

非即期部分 (102,403) (144,298)

即期部分 34,896 28,461

上述資產均未逾期或減值。計入上述結餘的金融資產與並無近期拖欠記錄的應收款項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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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87,606 168,712

於各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扣除撥備）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49,506 165,351
一個月以上及於兩個月內 5,984 —

超過兩個月 32,116 3,361

87,606 168,712

於各報告期，並無就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計提撥備。

11.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的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個月內 125,631 162,208
2至6個月 59,855 70,371
6至12個月 3,056 13,229
超過1年 6,262 17,292

194,804 263,100

應付貿易賬款乃不計息，一般於二至六個月內清償。

1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遞延收入 156,979 59,074
其他應付款項—建築 118,646 80,993
其他應付款項—設備及材料 4,682 9,323
其他 44,474 247,124

324,781 39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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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年內，中國乳製品行業的經營環境充滿挑戰。由於國內消費乏力，中國原料奶價格繼續下

滑。由於進口稅降低令進口原料奶量迅速增加，從而導致市場競爭加劇。中國政府已採取

措施合理優化乳製品行業並提高行業標準，因此導致市場競爭空前加劇。在更加嚴格的監

管環境下，乳製品行業已精化生產流程，行業正經歷從自由農場到大型集約化農場的轉

型。

作為中國一間領先的乳牛畜牧公司，原生態專注於銷售及生產高端原料奶。年內，得益於

我們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原生態繼續維持大型、多樣化及集約化的發展策略，並透過加

強其農場管理及控制生產成本提升營運效率。本集團亦積極尋求業務發展機遇，同時確保

供應安全優質原料奶。

業務回顧

按畜群規模及產量計，原生態牧業是中國領先的乳牛畜牧公司之一。年內，受惠於原料奶

產量的上升，本集團的原料奶總銷量較二零一四年的230,121噸上升1.4%至233,275噸。由於

國內原料奶價格的持續回落，本集團於年內的總收益達到人民幣 1,032.6百萬元，較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下跌11.2%（二零一四年：人民幣1,162.9百萬元）。純利則較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下跌84.2%至66.2百萬元。年內，毛利由人民幣531.0
百萬元下跌28.4%至人民幣380.1百萬元。

自業務開展以來，本集團與中國領先的乳品製造商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於二零一五年，
本公司的三大客戶為飛鶴乳業集團、蒙牛集團及光明乳業集團。年內，來自該等客戶的收

益幾乎佔我們的全部收益，如我們日後的銷售額出現任何減少或該等客戶於任何時候未能

及時向我們支付款項，則會對我們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造成不利影響。

為了充分利用本集團的產能及資源以及延長本集團原料奶的儲存期作直接銷售及╱或儲存

作未來銷售用途，本集團積極探討儲存原料奶產品的可行方法。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

日，本集團旗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克東瑞信達商貿有限公司與黑龍江飛鶴乳業有限公司

（「黑龍江飛鶴乳業」）訂立加工框架協議。根據協議，黑龍江飛鶴乳業同意將本集團的原料

奶加工成奶粉，每噸奶粉加工費為人民幣 4,400元。這將有助本集團增加其收益及減少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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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原料奶產品腐壞可能面臨的潛在損失，且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有關更多詳

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公告。

. 牧場建設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黑龍江省及吉林省分別設有五個及一個牧

場，各個牧場的實際設計規模為可容納介乎 6,000頭至 18,000頭乳牛，六個牧場的佔地

面積合共約為 4,929,000平方米。二零一五年，新建成的拜泉瑞信誠牧場已於第四季度

正式投入運營。

實際

設計規模

實際

存欄頭數 面積

（乳牛

數量╱頭） （平方米）

甘南歐美牧場 12,000 9,722 986,333
克東歐美牧場 6,000 6,400 384,000
克東原生態牧場 18,000 12,615 784,000
鎮賚牧場一期 15,000 9,358 1,066,667
克東勇進牧場 12,000 6,705 714,000
拜泉瑞信誠牧場 15,000 4,995 994,000

合計 78,000 49,795 4,929,000

. 產奶量

於年內，每頭牛平均年度產奶量為9.9噸，較由二零一四年的9.4噸增加5.3%。隨著牧場

運營日趨成熟，牛隻的年齡組合逐步平衡，及牛群結構更加優化，本集團預期每頭牛

的平均產奶量將會有進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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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群規模

得益於先進的牧場管理模式，本集團經營六個牧場的乳牛數目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

十日的 44,623頭增加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49,795頭。成母牛總數由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26,005頭減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25,064頭，成母牛數量

減少使本集團原料奶的產量穩定上升。同時，本公司於年內積極優化牛群結構，提升

牛群整體質量及淘汰產量較低的母牛。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成母牛數量 25,064 26,005
青年牛及犢牛數量 24,731 18,618

乳牛總數 49,795 44,623

. 原料奶價格

本集團的原料奶售價受包括牛奶的質量、客戶多樣性及組合、季節性因素、市場環

境、市價及飼料成本等多種因素綜合影響。由於進口奶粉量的持續增加以及全球經濟

環境的影響，國內原料奶價格持續回落。年內，本集團的原料奶在行業逆境中仍然以

高於市場平均售價的價格出售，年內原料奶平均售價為每噸人民幣 4,427元，較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下跌約12.4%。

展望

本集團相信，隨著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中國人均奶類消費仍有很大提升空間，市

場對優質原料奶的需求長期來看將有助於發展。另外，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

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全面開放「兩孩政策」帶來的

預期出生率上升及人口增長，將為本集團的持續發展創造良好的機遇。

未來，本集團將在保障優質原料奶供應的同時，適時調整經營戰略，優化業務組合，銳意

拓寬公司新收入來源；合理調整牛群結構；同時改善飼餵配方，提高飼料利用率以降低生

產成本獲取更大的利潤空間；本集團還將合理利用新建牧場，適時開展公牛╱肉牛飼養業

務，提升整體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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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集團將繼續通過統一的牧場佈局、標準化的運營、繁育、飼養、生產和儲運的品

質控制、良好的管理體系來複製本集團原有的成功商業模式，繼續為中國消費者生產最優

質的原料奶，以進一步鞏固本集團作為中國領先乳牛畜牧公司的地位，致力成為全國領先

的優質原料奶供應商。

我們的收益

於年內，我們所生產的牛奶銷售總額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

1,162.9百萬元下降11.2%至人民幣1032.7百萬元。銷量為233,275噸，較二零一四年的230,121
噸增加 3,154噸或 1.4 %。增長主要由於 (i)畜群規模增長及 (ii)每頭乳牛平均年度產奶量增

加。此外，原料奶的平均售價由二零一四年的每噸人民幣 5,053元下降至於二零一五年的每

噸人民幣4,427元。售價下跌主要由於國內原料奶於2015年持續下跌。

銷售成本

我們於本年度內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 652.6百萬元。下表概述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年度

我們按性質劃分的銷售成本組成部分：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成本

飼料 498,744 485,615
薪金、福利及社會保險 36,519 30,324
折舊 39,679 38,580
獸醫成本 22,366 22,552
公用事業費 21,083 21,717
其他成本 34,206 33,083

銷售成本總額 652,597 631,871

飼料成本指我們的成母牛所消耗飼料產生的成本。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我們的成母牛飼料成本分別為人民幣498.7百萬元及人民幣485.6百萬元，分

別佔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財政年度銷售成本的 76 .4 %及

76.9%。我們的飼料成本上升乃由於二零一五年的飼料消耗量因我們的成母牛數量有所增

長而增加所致。

– 12 –



毛利

鑒於以上因素，毛利降至於本年度內的人民幣 380.1百萬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 531.0百萬

元），較二零一四年下降 28.4%。我們的毛利潤率亦由二零一四年的 45.7%下降至二零一五

年的36.8%。

其他收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

政府補貼 12,361 12,185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3,609 16,707
出售雄性犢牛 11,185 9,305
其他 857 702

其他收入總數 48,012 38,899

年內，其他收入分別為人民幣 48.0百萬元及人民幣 38.9百萬元（二零一四年：人民 38.9百萬

元），增幅為 23.4%。增長主要由於銀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其主要由於銀行存款水平增

長。

銷售及分銷開支

我們所有的銷售及分銷開支指我們原料奶的運輸開支。年內我們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為人民

幣20.2百萬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20.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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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下表概述我們的行政開支組成部分：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行政開支

薪金及福利 30,404 21,716
攤銷 5,250 5,224
差旅、膳食及應酬 7,915 10,262
專業費用 9,129 4,437
折舊 484 338
保險 4,683 3,502
撇減存貨至不可變現價值 21,044 —

其他 7,251 8,937

行政開支總額 86,160 54,416

我們於年內產生行政開支人民幣 86.2百萬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 54.4百萬元）較二零一四

年增長約58.3%。增加主要由於年內產生的存貨撇減及薪金福利增加。

融資成本

我們於年內的融資成本大幅減至人民幣 9.5百萬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 36.5百萬元）。融資

成本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年內概無產生任何新銀行借款。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減銷售成本

於二零一五年，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減銷售成本為虧損人民幣 245.0百萬元，而二零一四年

錄得虧損人民幣43.0百萬元。虧損增加主要由於國內原料奶價格下跌。

本集團於本年度溢利

經考慮上述因素，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溢利為人民幣 66.2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 418.8百萬元下降 84.2%。年內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 1.69分（二
零一四年：人民幣10.7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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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為人民幣 144.7百萬元，而二零一四年為人民

幣170.7百萬元。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到期應償還的無抵押銀行借款 — 50,000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率（即銀行借款總額除以總權益）為零（二零一

四年：1.2%）。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 39,087,470港元，拆分為每股 0.01港元

的3,908,747,000股股份（二零一四年：39,087,470港元，拆分為3,908,747,000股股份）。

持有的重大投資以及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的主要資本支出與興建新牧場及其現有牧場的主要維護工程及收購額

外設備有關。

作為本集團未來戰略的一部份，本集團為其業務運營規劃的資本開支主要與其新牧場的建

設及其投產有關。誠如本公司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載
列，本集團預期其資本開支將會由其運營產生的現金、債務融資或銀行貸款及根據全球發

售發行新股份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提供資金。

除上文及招股章程所披露外，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持有重大投資，於本公告

日期亦無其他有關資本資產的重大投資計劃。

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的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股份」）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首次於聯交所上市。全球發售因此籌集

之金額為約 3,298百萬港元，所得款項淨額為約 2,564百萬港元（經扣除上市費用及包銷佣

金，且不包括應付售股股東的發售所得款項（即本公司無法收取之款項））。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該所得款項淨額中約 1,532.6百萬港元乃根據本公司於招股章程所披露的

計劃廣泛應用，其中 1,247.2百萬港元用於興建新牧場， 256.4百萬港元用於營運資金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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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用途，及 29.0百萬港元用於發展上游營運用途。董事將不斷評估本集團業務目標，表

現及經濟情況，並可能會因應市場變化而作出改變或修訂計劃，以更好部置資源及首次公

開發售所得款項。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所款項用途之重大調整刊發公告。

餘下款項存放於銀行及香港與中國的認可金融機構。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事項。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物業、廠房及設備作為銀行借款的擔保予以抵

押。

外幣匯兌風險

本集團的若干資產以美元及港元等外幣計值。本集團目前並未採取任何外幣對沖政策。然

而，管理層持續監控外幣匯兌風險。

財務政策

本集團採取保守的財務政策。本集團通過對客戶的財務狀況進行持續的信貸評估以致力降

低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控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以確保本集團

的資產、負債及承擔的流動資金架構可滿足其資金需求。

資本承擔及或然事項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本承擔分別為人民幣 120.9百萬元及

人民幣209.0百萬元，其用於建設我們的新農場及更新現有設施。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年度派付任何末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1,377名員工（二零一四年：1,290名），均位於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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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僱員的薪酬大致取決於其工種及層級和於本公司之服務年資。彼等享有社會保障福

利和其他福利，包括社會保險。按中國的社會保險法規的規定，本公司參與由相關地方政

府機關營運的社會保險計劃，包括退休養老金、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及生育保

險。此外，本集團已自二零一三年四月起開通住房公積金賬戶，並開始繳納住房公積金。

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可獲得以薪金、實物利益及╱或酌情花紅形式派發與本集團表現

掛鈎的報酬。本公司亦就彼等為本公司提供服務或就其營運執行彼等職能而產生的必要及

合理開支退還相關款項。本公司定期檢討及釐訂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及報酬待遇。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七日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在獎勵或回報對本集

團有所貢獻之經選定參與者。

此外，本公司的薪酬委員會將參照公司董事投入的時間及責任、可比較公司支付的薪金以

及本集團的表現，檢討及向董事會建議考慮及批准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及報酬待遇。

報告期後事件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股東通過 (a)哈爾濱市瑞信達牧

業有限公司及哈爾濱市瑞信誠商貿有限公司（均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與 (b)黑龍江飛鶴乳

業（為其自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就原料奶供應及相關建議年度上限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

四日訂立之主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相關決議案。有關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及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之公告以及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通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年度及截至本公告日期並無任何重大報告期後事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其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股份，且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亦無購買或出售該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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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致力於高標準的企業管治。董事會堅信，本集團的業務為透明及負

責任以及遵循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符合企業及股東的長遠利益。董事會認為於本年度

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所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

文，惟以下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4.2條

守則條文第A .4.2條規定獲委任填補職位空缺的所有董事須經股東於委任後首屆股東大會上

選舉產生。

陳祥慶先生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由於無心之失，陳先生未能於本公

司在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膺選連任。因此，陳先生將於本公司

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及合資格並願意膺選連任。

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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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就本公司具體查詢作出回應，所有董事

確認彼等於本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審核年度業績及初步業績公告

本集團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設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訂明書面職權範圍。審核

委員會包括全部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胡志強先生（委員會主席）、張月周先生及朱戰波

先生。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團隊已審核本公司於本年度內之年度綜合業績。

本公司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已同意有關本集團本年度業績公告之數據與

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且有關金額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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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指定網站公開資訊

業 績 公 告 刊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 ystdfarm.com及

www. ystdairyfarm.com)刊載，本公司於本年度之年報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在適當的時候

分別刊載於該等網站。

承董事會命

原生態牧業有限公司

主席

趙洪亮

香港，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趙洪亮先生、王紹崗先生、付文國先生及陳祥慶先生；兩名非

執行董事，即孫瑋先生及劉浩峰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胡志強先生、張月周先生及朱戰波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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