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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專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而設立之上市市場。尤為重要者，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毋須有過

往溢利紀錄，亦毋須承擔預測未來溢利之任何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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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

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風險較高，以至其他特色，均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

他資深投資者。

基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

動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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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聯交所就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網站刊登。上市公司毋須在憲報指定報

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準投資者應注意，彼等應瀏覽創業板網站，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

行人之最新資料。

本文件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

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願就此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彼等深知及確信，（1）本文件所載的資料於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份；（2）本文件並

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其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3）本文件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

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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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年報（「年報」）備有英文及中文版。已收取英文或中文版年報之股東，

均可向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9樓1901至1905室）提出書面要求，索取以另一種語言編製的年報版本。

年報（英文及中文版）已於本公司網頁http://www.ck-lifesciences.com登載。凡選

擇依賴在本公司網頁登載之公司通訊（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年報、財務摘要報告

（如適用）、半年度業績報告、季度業績報告、會議通告、上市文件及通函）以

代替其印刷本之股東，均可要求索取年報之印刷本。

凡選擇以電子方式收取公司通訊之股東，如因任何理由於接收或獲准瀏覽於本

公司網頁登載之年報時遇有困難，可於提出要求下即獲免費發送年報印刷本。

股東可隨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9樓1901至1905室），以更改其對有

關公司通訊之收取方式（印刷方式或電子方式）及/或語言版本之選擇。



1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年報

目錄



2 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年報



3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年報



4 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年報

二零零二年大事回顧



5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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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本人欣然宣佈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集團」）已於去年第四

季度錄得營運溢利，踏上盈利新里程。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四季度已轉虧為盈，錄得營運溢利約港幣 90,000元，而營業額則約達港幣

3,060,000元，較第三季度之營業額增長達 110%。

未計入一項有關大埔工業擥物業，即集團科研設施所在地之物業重估，二零零二

年全年之股東應佔虧損約為港幣 60,306,000元。計入有關物業重估後，二零零二

年全年之股東應佔虧損則約為港幣 88,895,000元。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李澤鉅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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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創業板」）上市，為目前創業板市值最大之

公司。於上市不足半年內已錄得營運溢利，業務進展快速，乃基於兩大因素：

• 銷售網絡   全面擴張
生態肥料的銷售網絡年內迅速擴展，先後於澳洲、美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香港、澳門及中國

內地委任分銷商，並成功開拓緬甸、南韓及菲律賓三國之出口市場。現時，生態肥料的銷售網絡已覆

蓋澳洲、亞洲及北美洲三大洲。

• 財務管理   強化基礎
年度內，集團憑藉靈活謹慎之財務及風險管理策略，令投資錄得可觀收益，進一步鞏固集團之財務基

礎。集資所得款項除適當運用於科研、市務及擴充生產設施外，集團亦將部分資金投放在存款及其他

金融工具上，回報可觀。

過去一年，集團除於財務上錄得良好成績外，亦致力擴充及鞏固收益基礎，加速科研發展，強化無形資

產。集團大量資源用於科研方面。是年度，集團在各方面均獲得長足進展：

財務表現

2002年季度業績 年度業績

千港元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2002 2001

營業額 134 298 1,456 3,060 4,948 148

營運溢利 /（虧損） (22,146) (27,271) (11,148) 90 (60,475) (57,896)

物業重估 – – – – (28,589) –

股東應佔虧損 (88,895) (57,934)

主席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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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續）

• 集團之專利權數目增長迅速，至今已有 7項由美國專利及商標註冊處批出之專利權， 2項專利權批准

通知書，另有 30項申請正在審批中。

• 集團之規模亦見日益壯大，計入海外及合營公司，目前之員工數目超過 200名，其中不少為科研人才，

科研以至市場拓展步伐將更為快速。

• 生態肥料 NutriSmartTM在一眾亞洲新發明中脫穎而出，榮獲「遠東經濟評論」頒發的二零零二年亞洲創

新大獎之銅獎。

• Nutr iSmar t TM曾於澳洲、泰國、台灣、香港、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越南、南韓、

美國、荷蘭、英國、加納及中國內地等多個地區分別試種稻米、蔬菜、果類以至公園草地及運動草坪，

實地試驗結果理想。

• 環境治理產品WonderTreatTM先後於中國內地、澳洲、香港及加拿大等地進行售前試驗，結果令人鼓舞。

預期此系列之產品將可於二零零三年內推出市場，擴闊收入來源。

• 一系列增強免疫力產品之科研進度較預期理想。

• 愛滋病產品於中國內地進行應用試驗之初步結果令人滿意，集團並成立「長江生命科技愛滋病研究

院」，初步撥出港幣三億七千萬元起動資金，加快科研步伐。

• 現時集團正部署愛滋病產品的全球性試驗計劃，除中國內地外，亦於澳洲開展試驗。

總結過去一年，集團在財務、科研、產品開發及市場拓展上均有良好進展，為未來奠下鞏固根基。

展望

對長江生命科技而言，二零零三年將會是充滿商機的一年。憑藉現時擁有的充裕資本、強大之科研及營

銷能力，集團來年將繼續迅速發展，馳騁於盈利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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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路線   配合需求
集團研發之產品正好配合現時國際市場之需求。二十世紀，人類專注利用科技提高生產效益。踏入

廿一世紀，如何提升生活質素則成為主要課題，全球各國積極尋求可以改善生活環境、持續發展以至

促進健康的妥善方案，由此可以預期，各地對集團產品之需求甚殷，市場潛力龐大。

• 適時產品   進軍市場
集團之產品研發及商品化之進度適逢其時，並已屆成熟或即將完成之階段，可把握理想的市場發展週

期，進軍龐大市場。集團旗下產品中，部分已推出市場或可於短期內推出，其他產品科研進度亦較預

期迅速，料可縮短產品研發週期，配合市場步伐而適時推出。

• 雙線策略   開拓商機
現時，集團之營銷網絡覆蓋三大洲，展望未來，集團將以「擴闊」及「深入」並重之拓展策略全速增

加銷售，一方面繼續致力擴張營銷網絡版圖，另一方面將深入滲透既有市場，推出更多產品，增加產

品類別，強化協同效益。

• 精密部署   增長持續
生物科技公司之成敗取決於其科研規模，龐大科研開支往往為新公司帶來沉重的財務負擔，窒礙其整

體發展。長江生命科技財務狀況非常穩健，除具備充沛營銷能力提供收入外，集團擁有穩定的財務收

入，作為科研經費。預期鞏固的財務根基、精密部署的財務策略，配合科研及市場拓展實力，將有利

集團之長遠發展。

致謝

集團自上市以來，發展快速，於短時間內已錄得營運溢利。此理想佳績，實有賴各位股東、董事會同仁、

管理層、同事及業務夥伴的支持，本人謹此致謝。

主席

李澤鉅

香港，二零零三年三月六日

主席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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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前景

問題一 集團二零零二年度之收益表較二零零一年度錄得較大之虧損，為何
有此情況？

答：

• 一般而言，在公司成立之初，觀其財務報告表，並不能反映公司之真正價值。尤其在起步階段，如要

衡量其業績進度，以最初幾年之年度業績作比較，意義不大。

• 以長江生命科技而言，集團於二零零零年成立後，開始陸續招攬人才、建立所需設施以及進行各項籌

備工作。在二零零一至二零零二年間，集團不斷投入資金，增聘員工，加強起步設施，並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以加速科研之發展。所以在二零零二年度錄得之虧損，其實正反映這段時期是集團之資金投

放期。

• 如要比較集團之表現或進度，一個較好之方法是以長江生命科技自七月上市之後，以其季度業績作比

較，這方法來得更有意義。

• 事實上，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度第二、第三及第四季度之營運表現已陸續每季有明顯之進展。

問題二 長江生命科技何時才達致盈利？如何達到？

答：

• 撇除按上市規定於年終所作之一次性物業重估減值撥備後，集團在二零零二年度第四季即自二零零二

年七月上市以後不足半年內，實已錄得營運溢利。這對集團之發展來說，是一個相當重要之里程碑。

• 上述佳績主要得力於：

1. 市場對於集團之生態肥產品 NutriSmartTM的接受程度很高。

2. 謹慎靈活之財務管理，尤其是在投資收益方面，為集團帶來額外收益。

問題三 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度第四季錄得之溢利，為何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答：

• 對於一間剛成立之生化公司來說，能在短時間內獲取盈利，標誌著重大意義：

1. 這方面反映了集團能有效控制「資金燃燒率」。

2. 同時亦表示了集團財政基礎鞏固，擁有充裕之財政資源，足以支持日後發展科研所需之資金。

3. 這正好顯示了集團之前景樂觀。

在這一年來，於不同聚會上，傳媒及投資界對於長江生命科技之前景

均提出了很多問題。以下摘要精選了部份常見問題與及管理層之相對

回應。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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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 這是否意味著集團於二零零三年之盈利可持續？

答：

• 作為一間上市公司，我們不便在此場合作任何盈利預測。但綜合種種情況來看，可以支持對集團前景

樂觀之看法：

1. 於二零零二年度第四季，集團只有一項剛推出十二個月之產品銷售。二零零三年，集團將加強現有

市場之佔有率及分銷網，並計劃於短期內推出其他類別之產品，遂可以預期銷售將可進一步提升。

2. 二零零二年度之有效財政管理已為集團建立起穩固之財政根基，預計未來將有更佳成績。

問題五 有什麼產品可為集團帶來高利潤？

答：

• 短期內這產品是集團之生態肥 NutriSmartTM。持續耕作已成為全球人類之熱門課題，該產品正好為各地

政府及農業組織所面對之嚴峻問題，提供一個最合適之解決方案。市場對於這種特有產品之接受程度

很高，反映 NutriSmartTM有潛力改革整個總值高達三千億港幣之全球肥料市場。

• 產品開發方面，集團目前正研發一系列與人類健康有關、旨在增強人體免疫力功能之產品。愛滋病及

癌症等疾病正危害人類生命而又令人束手無策，集團在研發有關產品上，其科研進展十分理想。這些

產品極具潛力成為業內具「震撼性」之產品，為集團帶來龐大營業額及盈利。

• 事實上，我們目前尚有其他產品正在研發當中，這些產品皆是今日全球市場所急切需要的。集團已加

快產品之研發工作，若能及時推出以切合市場所需，這些產品將加入成為集團「震憾性產品」之列。

財務管理

問題六 請解釋財務投資活動以及其為長江生命科技帶來之好處？

答：

• 上市集資款項已按需要預留作科研以及集團其他項目之用，在款項還未有需要撥出之前，投放於存款

及其他金融工具上，並於二零零二年度帶來財務收益。

• 二零零二年第四季財務上之所以有良好表現，原因之一乃財務收益。對長江生命科技而言，財務收益

有以下之效益：

1. 增加額外盈利。

2. 集團之整體財務基礎更形穩固。

3. 為持續之科研項目提供額外資金。

常見問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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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七 集團的科研支出會否設置上限？

答：

• 生物科技公司之成功通常與科研支出掛漖，以往有很多例子證明，投入於科研的資金越大，科研之成

功機會越高，產品研發之時間亦越短。

• 為使科研早日達致成功，集團會為科研工作所需資金提供足夠款項。集團之穩固財務基礎，加上初步

獲得的良好銷售收益，足以應付集團未來之所有科研需要。

• 所以集團的策略不止不會設置上限，還會盡量增加科研經費。

企業策略

問題八 長江生命科技之集團發展策略為何？

答：

集團將沿三大方向，加快擴展市場以及提高營銷能力：－

• 加速短期收益，強化集團盈利

積極擴大生態肥料之分銷網絡，以增進銷售收益，並加快推出環境治理產品及動物飼料添加劑等研發

週期較短及已屆研發最後階段之產品，以提高協同效益，有效增加銷售。

• 加速專利申請，強化無形資產

計劃於來年為餘下之產品發明遞交專利申請，並期望 108種產品中的大部分專利申請可在三年內成功

獲批。

• 加速臨床試驗，強化醫療組合

集團擬加快籌劃保健食品及醫藥產品推出市場前之準備工作，並加緊與澳洲、美國及世界其他地區之

大學及醫院等機構進行臨床試驗。

前景

問題九 長江生命科技之前景怎樣？

答：

集團之前景秀麗：

• 銷售增長將可持續

預期現有市場（包括中國內地、澳洲、美國、馬來西亞、泰國、緬甸、印尼、香港、澳門、菲律賓及

南韓）之銷售增長將可持續，集團亦正積極籌備進軍其他市場。與此同時，集團將於重點市場建立生

產設施，務求改善服務以增加銷售，再者，亦會於各個市場推出新產品，加強協同效益。

常見問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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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愛滋病及人類健康之研究

為增加集團之整體價值，集團正全速加快愛滋病、癌症以及其他人類健康產品之研究步伐。有關保健

食品及醫藥產品，尤其是旨在提升免疫力的產品科研已獲得一定進展，個別產品的安全測試、臨床前

試驗以及人體試驗已進行得如火如荼，並計劃與世界知名之國際醫療機構展開測試，進行全球性的試

驗計劃。部分產品已屆成熟階段，這點對於集團來說非常重要，當這類產品推出之時，盈利將會大幅

提升，集團於科學界中的地位亦會相繼提高。

• 穩健財務有助科研達致成功

集團擁有鞏固之財務基礎及充裕資金，科研不會成為集團之財務負擔，集團獨特之處為其豐盈資本，

為未來所有的產品科研提供充裕資金，這將增加產品研發之成功機會以及縮短產品之研發週期。

其他

問題十 如何評估生物科技公司？

答：

科技公司有別於傳統行業，評估之基準亦有所不同：－

• 評估生物科技公司應以公司前景作為基準，而科研活動則是公司之命脈所在：

1. 有否足夠資金支持科研

2. 科研成功之機會率

3. 研究之深度與闊度

4. 科研週期之長短

5. 產品基礎是否廣闊

6. 產品之市場潛力

7. 產品週期屬長或短

• 長江生命科技大致已符合以上所有的條件，集團利用其獨特之革命性科技，已研發出超過 100項產品，

一些產品已推出市場，另外一些亦正在研究當中，其中增強免疫力之產品研究進展良好，產品應可及

時推出，以應需求。更重要是，基於財務條件優厚，集團擁有充裕資本吸納優質人才，以及提供足夠

資源作為科研所需之經費。

• 總括而言，長江生命科技的近景及遠景均佳，其能於上市後六個月內錄得營運溢利，乃前景樂觀之一

大表徵。

常見問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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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肥料業務

業務進展

二零零二年是本集團鞏固生態肥料業務基礎，與及

積極拓展市場據點的一年。生態肥料的銷售網絡年

內迅速擴展，分銷商及出口市場的數目均有重大增

長。現時，生態肥料的業務據點已覆蓋澳洲、亞洲

及北美洲三大洲，其中集團已於澳洲、美國、馬來

西亞、泰國、印尼、中國內地、香港及澳門委任生

態肥料之分銷商，獲委任的分銷商皆為當地舉足輕

重之行業翹楚，他們的合作和支持對發展生態肥料

業務有著關鍵性的推動作用，並為年內之銷售收益

帶來增長。此外，緬甸、菲律賓和韓國亦相繼成為

生態肥料之出口市場，對來年之市場拓展將有正面

的影響。

二零零三年，本集團將繼續與具市場地位之企業積

極結盟和開拓合作機會，從而為生態肥料業務締造

有利長遠發展的市場環境。

業務回顧

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年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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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分銷及出口市場覆蓋圖

美洲

業務回顧（續）

市場發展策略

•「擴闊」營銷版圖  「加大」市場份額
集團於二零零二年致力拓展生態肥料的銷售網

絡版圖，並已於全球三大洲建立了生態肥料之

營銷業務，令銷售收益迅速增長。展望未來，

集團將繼續積極擴展生態肥料之營銷網絡，並

在既有市場中，增加生態肥料之銷售額。

長期以來，因化學肥料及化學農藥使用過度，

泥土中之養份流失至附近河流，造成污染，同

時亦對土壤的天然物理條件構成損害，導致土

壤貧瘠、農作物失收，「持續耕作」已被視為

治本之對策。 NutriSmartTM的出現，恰好配合市

場大氣候，其特有之環保效益，不但能有效減

少養份流失至附近水域，更具保養及改善土質

之功能，其提升農作物之效用更媲美化肥，甚

至更佳，符合「持續耕作」之原則，正能適切

市場的需求。集團有信心可把 NutriSmartTM之優

點在各地廣泛推廣，並為市場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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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亞洲

此外，集團亦會致力與相關之政府機構、民間

組織，以及業內具影響力的機構合作，推廣

「持續耕作」概念之餘，並把NutriSmartTM定位為

實踐持續耕作之首選肥料，以創造「多贏局

面」，進一步加大 NutriSmartTM之市場佔有率。

• 加速實踐「當地生產」
本集團將盡快落實在各地市場施行「當地生產

加強服務」之營運模式，以加強客戶服務及增

加銷售，使產品更能適切當地市場的需求、縮

短付運時間，以及可靈活配合市場推廣策略，

最終可有效提升營銷收入，增加邊際利潤。

• 致力進佔新興市場範疇
本集團的生態肥料產品乃具實際效益的專利

環保生態肥料，切合正急速擴展的新興市場

需求。

業務回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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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有機種植市場

環顧全球，各國對有機食品的需求日益𣇸升，市場

正不斷快速膨脹，潛力優厚。根據澳洲於二零零一

年發表的官方報告指出，全球的有機食品市場每年

總值約澳幣三百五十億元（約二百一十億美元），估

計每年增長10%至30%，屆二零零六年，總市場價

值預期將升至澳幣一千一百億元（約六百六十億美

元）至一千九百億元（約一千一百四十億美元）之

間。由於我們的專利生態肥料NutriSmartTM已分別獲

得美國的Organic Materials Review Institute （OMRI）、

澳洲Biological Farmers Association（BFA）等國際知名

有機認証組織登記作為適合生產有機食物的肥料，

故此，本集團將更積極為NutriSmartTM拓展具高增值

性的有機耕種市場，擴大銷售、增加收益。

安全農產品市場

本集團亦計劃與全球多間具公信力的國際或政府機

構進行試驗，利用 NutriSmartTM開拓有機食品以外

的高收益農產品市場，例如無公害安全農產品，及

更具營養價值的功能性食品市場。相信此舉將令

NutriSmartTM廣泛應用於高價農產品的生產，以締造

新的銷售平台，拓闊收入基礎。

中藥種植市場

本集團與香港大學之植物學系計劃於中國寧夏合作

進行一項利用生態肥料 NutriSmartTM種植中藥杞子

之試驗。寧夏素以種植杞子馳名，是次的合作試驗

具有多重意義：

• 隨著香港特區政府銳意加強中醫中藥之監管以

提升業內水平，中藥之品質開始備受關注，合

乎安全標準之中藥種植概念因而逐漸受到提

倡，為 NutriSmartTM此類生態肥料之普及使用營

造了有利之環境。

• 是次試驗為 NutriSmartTM首個中藥種植的試驗，

往後，本集團亦會努力為 NutriSmartTM進行多種

類型之中藥種植測試，以開拓中藥種植的市

場。期望生態肥料之引入，能有助提高中草藥

之質素、中藥的認可價值，及加速與國際市場

接軌之步伐。

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年報20



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年報 21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年報 21

澳洲市場龐大，潛力豐厚，本集團將舉辦各種可創

造「多贏局面」的活動，推廣NutriSmartTM。二零零二

年十月期間，長江生命科技與澳洲之伯德金郡

（Burdekin）議會合作，鼓勵當地之甘蔗農戶試用

NutriSmartTM，希望在保持或增加產量的大前題下，

減輕因過度使用化肥所引致的環境污染問題，亦冀

紓緩公眾對甘蔗農民危害大堡礁的指責。本集團在

是次合作中，向甘蔗農民提供購買NutriSmartTM的折

扣優惠，並提供低按金及特長付款期，此舉獲得當

地政府及農戶的大力支持。集團對此合作模式的成

效深感鼓舞，並計劃未來與澳洲其他地區政府推出

類似的合作計劃。

澳洲

長江生命科技總裁及行政總監甘慶林先生與澳洲伯德金

郡市長 John Woods合力向當地之甘蔗農戶推介有利生
態的種植方案。

長江生命科技總裁及行政總裁甘慶林先生（右二）和

高級副總裁及投資總監葉德銓先生（右一）與澳洲維多利

亞省長Steve Bracks（左二）及墨爾本市長蘇震西先生
（左一）商談未來合作之方向。

各主要市場之發展策略

澳洲

澳洲政府對環境、耕地保育及食品安全等課題非常

重視，該國目前已成為本集團的重要目標市場。以

農業作為其中一項主要產業的澳洲，單是肥料市

場，每年銷售總值達到澳幣二十億元。

近年，澳洲政府因應大堡礁沿海污染日益嚴重的問題，

制定了一系列措施規管有損沿海生態之活動，其中減少

化肥施用正是經常提及的方案之一。毫無疑問，

NutriSmartTM將受惠於這片「保育大堡礁」的呼聲，為

其在澳洲的銷售造就了良好的時機。

集團向來與澳洲政府及各民間組織關係良好，故

此，集團將集中力量與各團體通力合作，推廣有利

環境保育如生態肥料等的生態環境產品，謀求共同

發展。

業務回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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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業務回顧（續）

中國內地

中國的肥料市場龐大，佔全球約四分之一，總值約

港幣八百五十億元。大部份中國農民經年累月使用

化肥耕作，由於化學物質的殘留，土壤肥力因而日

漸下降，令許多農地變得日益貧瘠，嚴重影響農民

的長期生計；過度依賴化肥耕作，亦導致農業面源

污染問題日益嚴重。在此情況下，一個同時能提高

生產質量兼可緩解土壤和污染問題的有效方案十分

重要，因而為生態肥料造就了適合的發展條件。此

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國內農業需要面對

入口農產品的競爭，國外市場亦對中國出口農產品

的品質和安全性的要求日益嚴格，凡此種種，將為

生態肥料帶來不可多得的發展契機。

22 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年報

美國

美國肥料市場佔世界市場的 14%，估計總值約

六十億美元，美國將為本集團來年拓展業務的重要

市場。作為世界知名的農業先進大國，美國的農業

生產方式和澳洲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環保意識亦相

當濃厚，澳洲的市場發展經驗為開拓美國市場提供

了寶貴的借鏡，而由於美國各州的氣候環境及農業

相關政策有所不同，集團亦會按各區之需要作出相

應之策略調整。

在美國，集團將首先集中拓展潛力較大、增值性較

強的有機耕種產業及高爾夫球市場。現時，本集團

於美國已委任一位分銷商，專注於德薩斯州、加利

福尼亞州及亞利桑那州分銷 NutriSmartTM，並計劃

於二零零三年委任更多分銷商，加速主要目標市場

的銷售滲透及擴大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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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了積極利用此市場機遇和加強產品的優勢，本集

團已與南京紅太陽股份有限公司組成合營公司，致

力於華中、華東及華南共 14個省份推廣銷售生態

肥料。

南京紅太陽股份有限公司乃於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

上市的農業公司，母公司紅太陽集團為全國最大的

農產品生產及分銷商之一，分銷和支援網絡遍達全

國鄉郊農業地區。期望未來數年， NutriSmartTM於

中國內地之分銷網絡將加速拓展，為本集團帶來長

遠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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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與業內翹楚建立夥伴關係之外，本集團亦致力

與國內具影響力的科技及環保部門積極磋商合作之

可能性，藉此提高 NutriSmartTM的認受性和地位。

已落實的合作項目包括與權威國際組織及國內科研

單位進行 NutriSmartTM的種植試驗及科學研究，這

些項目將在二零零三年內展開，  有關的結果將進

一步提高 NutriSmartTM的聲譽，亦可作為海外市場

的參考，裨益良多。

業務回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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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結果顯示，WonderTreatTM處理禽畜廢物方

面尤為有效，並將於二零零三年正式推出市場。

中國石家莊試驗結果及最新進展

本集團與從事綠色生態有機生物肥料開發及銷售的

石家莊格瑞林生物工程公司攜手於中國河北省進行

的WonderTreatTM雞糞處理試驗，結果令人相當滿

意，進一步證實了WonderTreatTM之功效。

環境治理業務

進展

• 集 團 分 別 已 在 各 國 進 行 環 境 治 理 產 品

WonderTreatTM之售前試驗，更多的試驗正在籌

劃當中，產品將於短期內在全球市場正式推出：

業務回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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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河北省 • 已完成處理雞糞之試驗
石家莊市

• 初步證實WonderTreatTM可去除雞糞

之臭味、壓抑病源菌生長，並加速雞

糞轉化成有機肥料之過程

加拿大 • 正進行試驗處理雞糞之功效

香港 • 正試驗把WonderTreatTM配合淨化設施

處理豬糞

南澳洲 • 將開展處理城市污水及正進行豬糞處

理的試驗



26 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年報

業務回顧（續）

在試驗中，雞糞加入WonderTreatTM個多星期後，

便發酵成熟，病源菌成功消滅，臭味也得以去除。

此發酵過程操作簡便，合乎經濟原則。

單以是次試驗的所在地，即石家莊市的 城地區，

雞飼養量達一億多隻，年產雞糞四百多萬噸，

WonderTreatTM的出現，不但有效解決家禽飼養業帶

來之環境污染問題，並能使廢物加速轉化成有機肥

料，循環再用。

合作試驗夥伴石家莊格瑞林生物工程公司自試驗

以來已向本集團購入 WonderTreatTM以製造有機

肥料。

業務發展策略

• 石家莊試驗帶來之市場契機
基於WonderTreatTM能有效治理雞糞污染之問

題，並使之快速轉化成有機肥料，本集團有意

與石家莊格瑞林生物工程公司探討開發雞糞轉

化有機肥之市場，繼而把成功之經營模式推廣

至內地其他區域，以至海外市場。

事實上，處理禽畜糞便一向是畜牧業的一大難

題，如能把之回收並有效運用，不單是環境治理

的新突破，更成為具備經濟效益的生產活動，

對於畜牧農戶、有機肥料開發商、本集團以

至生態環境，都是多贏的週全方案，是以，

WonderTreatTM具備潛質成為畜牧業市場之新貴。

26 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年報

雞糞發酵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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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derTreatTM之中、短期發展方向

由於河北省石家莊之雞糞試驗提供了理想借

鑑，本集團將集中拓展此潛質優厚之雞糞處理

市場，並研究以經WonderTreatTM處理的雞糞，

作為 NutriSmartTM生態肥的原材料，反映集團之

產品具備協同效益，兩類業務可相輔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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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家美國環保業研究、顧問及印刷公司

Environmenta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Inc.之資料，

二零零二年，全球之廢物管理市場總值約達

一千九百三十億美元，面對如此龐大的市場，

本集團將會繼續進行處理各類禽畜糞便的試

驗，如豬糞、牛糞等，增加銷售渠道。

此外，集團亦計劃為WonderTreatTM開拓更多試

驗場地，在一些受污染的地表水如人工湖及池

塘等進行淨化及處理之試驗，以期進一步拓展

WonderTreatTM之應用範圍。至於處理城市污水

之試驗仍會繼續進行，但這些試驗需以基建配

合，試驗之籌備需時，故此集團會把此市場看

為長遠的發展目標。

量度測試效果

南澳洲之污水處理試驗場地設備之一

業務回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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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健康相關產品業務

本集團沿用酵母專有科技研究出一系列的產品，其

中之生態肥料以及環境治理產品已成功推出市場，

印證了此技術平台之價值。

研究顯示酵母專有科技具有增強人體免疫力的特

點，基於此，集團遂研發出一系列可增強人體免疫

力的保健食品及醫藥產品。

對一般人而言，此系列產品可提高免疫能力，對一

些危疾病人，如愛滋病及癌症患者，除可增強病人

的免疫能力外，更可減少治療之副作用，及在對抗

疾病之過程中，改善病人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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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

有關人類保健產品之研發進度比預期理想，本集團

已向美國專利及商標註冊處遞交了 10種保健食品

及 2種醫藥產品之專利申請。個別產品已完成實驗

室之試驗，並進入人體臨床試驗階段，與此同時，

集團擬加速產品商品化計劃，並盡快完成產品所需

之註冊程序。

愛滋病產品

• 市場之迫切需求
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截至二零零二年年底，全球

共有約四千二百萬人感染愛滋病，屆二零一零

年，全世界 126個國家中，低收入國家將有

四千五百萬人感染愛滋病病毒，其中 40%分佈

在亞太地區。

產品市場價值方面，美國紐約之投資銀行 Griffin

Securities預期至二零零七年，治療愛滋病產品

之銷售額將由五十億美元增至逾一百三十億

美元。

愛滋病正以高速延及全球，而

目前尚未有妥善與普及的治療

方案，很多病人仍極待救援，

病人之多，已成為一些地區、

一些國家的經濟負擔，更演變

成為社會及民生問題，因此市

場對於創新方法或具有獨特免疫力之輔助療法

之需求甚殷。

業務回顧（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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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體試驗
本集團於中國北京協和醫院與佑安醫院進

行的愛滋病產品人體臨床試驗，初步成績

令人鼓舞，集團遂於二零零二年第四季成立

「長江生命科技愛滋病研究院」，並撥出港幣

三億七千萬元作為起步的研究資金，日後會按

需要增加撥款，以落實加快愛滋病產品的研究

步伐。

現時，本集團愛滋病產品的全球試驗計劃經已

啟動，並已落實與澳洲之權威綜合治療及研究

機構 Swinburne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以及澳洲著名感染性疾病

研究機構、並以研究愛滋病馳名的 Macfarlane

Burnet Research Institute合作進行人體試驗。未

來，本集團將積極與各地之研究機構商討聯合

試驗之事宜，並依照當地之法例，為產品註

冊，為產品之商品化作出妥善準備。

癌症產品

癌症為全世界第一號之疾病殺手，社會越進步，人

類越長壽，患癌之人數亦相對增多。癌症治療市場

總值約每年一百五十億美元，世界衛生組織估計，

至二零二零年，每年將有二千萬名新症病人。由於

癌症沒有根治之良方，亦無可預防，各國醫療機構

均盡速研究不會引致嚴重副作用而又可提高病人生

活質素之方案。

本集團有關癌症產品之 18項專利申請正處於最後

草擬之階段，預計可於不久之將來正式遞交專利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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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董事個人資料

李澤鉅

38歲，本集團主席。李先生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加入

本集團，亦為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兼副主席。李先生同時任職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副主席、香港電燈集團有

限公司執行董事、赫斯基能源公司之聯席主席及香

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董事。李先生為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並於二零零

三年三月十三日獲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

屆政協常務委員，同時任香港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

及香港特區政府營商諮詢小組成員，持有土木工程

學士學位及結構工程碩士學位。

甘慶林

56歲，本集團總裁及行政總監。甘先生於一九九九

年十二月加盟本集團，負責整體策略指導及重要營

運決策，對於成立本集團一直扮演關鍵角色，而於

制訂本集團之公司路向及策略宗旨，以及領導本集

團實踐公司業務及營運目標等方面舉足輕重。

甘先生亦為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總經

理、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集團董事總經理，並擔

任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及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之執

行董事。甘先生持有工程學士學位及工商管理碩士

學位。

葉德銓

50歲，本集團高級副總裁及投資總監，負責本集團

之投資活動。葉先生於一九九三年加盟長江集團，

並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加盟本集團。葉先生同時任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之執行董事、長江基建集

團有限公司之副主席，以及 TOM.COM LIMITED 之

非執行董事。葉先生持有經濟學士學位及工商管理

碩士學位。

余英才

47歲，本集團副總裁及營運總監，負責本集團之商

業活動，包括所有產品之製造及推廣。余先生持有

文學士學位及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余先生曾於香港

及海外多間跨國公司擔任重要職位，包括渣打

銀行、牛奶公司及美國運通。於二零零零年一月加

盟本集團前，余先生為  Johnson & Johnson 全球副

總裁。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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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樹勳

58歲，本集團副總裁及科技總監，負責產品之技術

發展。彭博士持有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學位、The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文學碩士學位及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生物博士學位。彭博士一直

在加拿大和香港講學及進行科學研究。彭博士於二

零零零年三月加盟長江集團，並於二零零零年四月

加盟本集團。加盟本集團前，彭博士為香港大學醫

學院生理學系主任，並出版多份生物科學之著作及

書籍，亦為 Biological Signals and Biological Signals

and Receptors 創刊編輯兼總編輯、香港神經科學學

會創會主席、多倫多大學及多倫多  The Clarke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兼任教授及超過10間大學之名

譽或客席教授。

朱其雄

58歲，本集團副總裁及生產總監，負責微生物處理

及生產。朱博士持有香港中文大學物理學士學位，

及加州柏克萊大學工程碩士及博士學位。朱博士於

二零零一年一月開始為本集團服務。於加盟本集團

前，朱博士曾擔任多家大公司之高級職位，包括通

用電器及長江集團，於美國、中國內地及香港發電

廠之項目管理、設計、建築、營運及管理方面累積

超過20年經驗。

林興就

45歲，本集團副總裁及財務總監，負責財務、會

計、資訊科技後勤服務及行政管理。林先生持有香

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學位，並為香港會計師公會、

澳洲會計師公會及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

員。林先生亦持有資訊系統、工商管理、應用財務

及電子商貿等多個碩士學位。林先生於多間跨國公

司擔任財務方面高級職位，包括  Mentholatum

Company  (HK)  L td .、太古集團及  Novar t i s

Pharmaceuticals Ltd.。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加盟本集團

前，林先生為  Bacardi-Martini Asia Pacific Ltd. 財務

副總裁。

關超然，太平紳士

66歲，退休執業會計師。關先生獲劍橋大學頒授文

學碩士學位，並為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

及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關先生為香港執業會

計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海洋公園公司前任

主席，現為新濠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及信德集團有限

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關先生於二零零二年六月

獲委任為本集團非執行董事。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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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續）

TULLOCH, Peter Peace
59歲，由二零零三年一月起退休，轉任CIBC World

Markets 亞洲區高級顧問。Tulloch 先生於退休前為

CIBC World Markets 亞洲區董事總經理、加拿大怡

東集團主席及旗下多間主要營運公司董事及萬誠保

險（香港）有限公司董事。Tulloch 先生為加拿大銀行

家公會資深會員，於亞洲工作超過30年。Tulloch 先

生於二零零二年四月獲委任為本集團非執行董事。

王于漸，銀紫荊徽章，太平紳士

50歲，目前為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

王教授積極推動有關香港及中國內地經濟政策之研

究活動，為香港經濟研究中心及香港經濟及商業策

略研究所之創辦總監。王教授於一九九九年獲特區

政府頒發銀紫荊徽章，以表揚王教授在教育、房

屋、工業及科技發展之貢獻。此外，王教授於二零

零零年七月獲封為太平紳士。王教授曾就讀於芝加

哥大學經濟系，取得博士學位。王教授於二零零二

年六月獲委任為本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

郭李綺華

60歲，目前為  Amara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rp.

之主席及行政總裁。郭太亦是多家大企業（包括 Air

Canada、赫斯基能源公司、加拿大滿地可銀行及

Telesystems International Wireless (TIW) Inc.）之獨立

董事。郭太現時為加拿大滿地可銀行審核委員會成

員、Air Canada及赫斯基能源公司之公司管治委員

會成員，並為  the 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s

Advisory Board for the National Awards in Governance

之成員。此外，郭太曾為 Fletcher Challenge Canada

Ltd. 之獨立董事委員會及公司管治委員會成員、

Clarica Life Insurance Company 之審計及公司管治

委員會成員。郭太於二零零二年六月獲委任為本集

團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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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管理人員資料

張令玉

48歲，長江生化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之研究所所

長，負責領導多位科學家研究及開發本集團新應用

方案，於生物科技方面累積超過20年科研經驗。張

先生在農業、畜牧學、生態學、免疫學、腫瘤學及

微生物學等多個科學領域經驗豐富。於一九九九年

十二月加盟長江集團前，張先生於中國內地負責一

研究所及其多間聯營單位之營運。張先生於二零零

二年五月加盟本集團。張先生曾於多份刊物、學術

期刊撰寫有關生物科技（例如環境治理及肥料）之著

作及摘要。

陳榮光

54歲，本集團業務拓展總監，持有南加州大學藥劑

學博士學位，於美國多間跨國企業之銷售、市務推

廣及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5年經驗，並對多類醫藥產

品及保健食品擁有豐富工作經驗，曾於NeXstar

Pharmaceuticals, Inc.、Iolab Corporation（強生公司旗

下公司）及Alcon Laboratories, Inc. 擔任多個高級管

理職位。於二零零三年一月加盟本集團前，陳博士

為加州Leiner Health Products, Inc. 之太平洋兩岸地

區董事總經理。

陳宇光

44歲，本集團技術支援總監，持有The Iowa State

University 植物生理學博士學位，於美國在農企之科

技及產品開發、種籽科技研究及基本植物生化學及

生理學研究方面擁有12年經驗，於美國Syngenta

AG及Novartis 擔任多個管理職位。於二零零二年四

月加盟本集團前，為北美Syngenta AG之種籽處理

技術平臺經理，對發現新種籽和農藥化學技術作出

貢獻。

孔祥誠

73歲，本集團實驗室技術總監，畢業於北京師範大

學，於中國內地及香港之實驗室研究擁有數十年經

驗。孔先生曾為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部及中

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副教授，並曾管理中

國內地多間研究所。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加盟本集團

前，孔先生擔任北京田力寶研究所副所長（研究）。

孔先生於教授及培訓研究科學家方面經驗豐富。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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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龍

49歲，本集團業務拓展總監，持有香港大學社會科

學學士學位，於大型跨國及本地機構之銷售、市務

推廣及管理方面累積超過22年經驗，並對多種產

品，包括食品、飲料及創新科技之推廣及發展擁有

豐富管理經驗。林先生曾於美國亨氏集團、合興集

團有限公司、肯德基家鄉雞及可口可樂擔任多個高

級職位。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加盟本集團前，林先生

為香港科技園公司之市務推廣及宣傳總經理，負責

向創新科技公司推廣香港科技園。

譚彬

36歲，本集團後勤支援總監。譚女士畢業於中國科

技經營管理大學，於中國內地及香港擁有10年實驗

室研究及管理經驗。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加盟本集團

前，譚女士擔任北京田力寶研究所副所長（行政）。

楊逸芝

42歲，公司秘書，自一九九四年八月起任職長江集

團，並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加盟本集團，亦為長江實

業（集團）有限公司之Corporate Business Counsel &

Company Secretary及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之公司

秘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律師及英格蘭和

威爾斯最高法院律師，並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唐慧慈

42歲，企業事務總監，負責本集團整體企業事務，

包括公關及企業傳訊，並為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

司企業事務總監，持有The University of Hawaii工商

管理學士學位，於酒店、物業、電訊、傳媒、基

建、零售及能源等多個行業擁有豐富經驗，並於數

間大型公司，包括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Hong

Kong Cable Communications Ltd. 及地鐵有限公司擔

任高級職位。於加盟長江集團前，唐女士曾為

Bozell Tong Barnes PR 董事總經理。唐女士於二零

零二年一月加盟本集團。

吳英杰

54歲，本集團科技拓展總監，Wayne  S t a t e

University 生物科學博士，在美國從事生物醫學工作

逾20年。吳博士對開發經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認

可之癌症、愛滋病及乙型肝炎產品具深厚知識，並

擁有對外研究合作及企業夥伴許可之豐富工作經

驗。吳博士曾於美國CytoMed, Inc.及Pharmacia ENI

Diagnostics, Inc. 等生物科技公司擔任多個高級管理

職位。於二零零二年八月加盟本集團前，吳博士為

Matri tech, Inc.（該公司位於波士頓，於研發以

proteomics 診斷早期癌症產品方面具領導地位）之副

總裁。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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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業績概要

營業額 – 148 4,948

營運業績 (137,467) (57,896) (60,475)

股東應佔虧損 (137,491) (57,934) (88,895)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資產負債表之概要

非流動資產 175,438 232,293 2,469,723

流動資產 10,887 13,412 349,634

流動負債 (61,643) (20,116) (24,922)

非流動負債 (262,173) (421,014) –

少數股東權益 – – (351)

股東權益 /(虧損 ) (137,491) (195,425) 2,794,084

附註 :

1. 根據為籌備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進行的集團重組計劃，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三日

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截至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概要及於二零零零，

二零零一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概要以合併會計基準編製並假設集團之現時架構於該等財政年

度一直存在。

2. 由於本公司自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三日起成為本集團之控股公司，所以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並無編製本集團

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本集團截至二零零零及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乃摘錄自本公司於二零零二

年七月四日刊發之招股章程內之會計師報告。

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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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在

拓展其生態肥料產品分銷網絡及增加銷量方面均取

得良好進展。  除於二零零一年委任之泰國分銷商

外，生態肥料產品的分銷網絡現還覆蓋澳洲、中國

內地、香港、澳門、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菲律

賓、南韓及美國。延續二零零二年首三季度之增

長，本集團第四季度之營業額約為港幣 3,060,000

元。以全年計算，二零零二年營業額總計約為港幣

4,948,000元，而二零零一年總計則約為港幣

148,000元。

營業額

營運業績

營運業績

截至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總營運虧損分別約為港幣 57,896,000元及

港幣 60,475,000元。儘管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運虧損比二零零一年稍高，

但自從二零零二年第三季開始，本集團之營運業績

有顯著改善。基於生態肥料產品分銷網絡的擴展和

銷量增加及可觀的投資收益，使二零零二年第三季

之營運虧損大幅收窄至約港幣 11,148,000元，對

比二零零一年同期約港幣 14,648,000元，約有

2 4 % 之改善；若與二零零二年第二季約港幣

27,271,000元之營運虧損比較，改善更為明顯，

減少約達 59%。延續此趨勢，本集團於二零零二

年第四季之營運業績成功達致收支平衡，並錄得小

量營運盈餘約港幣 90,000元。

財務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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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虧損

股東應佔虧損

本集團在二零零二年重估位於大埔工業擥之租賃土

地及樓宇(即集團辦事處及研究及開發設施地址)，

重估虧損約為港幣 28,589,000元。此項虧損已在

二零零二年度之集團業績內作出一次過調整。

二零零二年之業績，在未計算上述一次過調整前，

股東應佔虧損約為港幣 60,306,000 元，比對

二零零一年約港幣 57,934,000元高出約 4%。若納

入此項調整，虧損則約為港幣 88,895,000元，比

去年之虧損約港幣 57,934,000元高出約 53%。

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理財政策

隨著本公司之股份在二零零二年七月於聯交所創業

板上市，集團在股份公開發售及配售上（「公開招

股」），共獲得淨額約港幣 2,500,000,000元，此

筆款項令集團之財政及流動資金大為增強。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

產淨值約為港幣 324,712,000元，其中約港幣

270,721,000元為銀行結存及現金。於二零零二年

底，以流動資產和流動負債比率計算，集團之流動

比率為 14比 1，顯示集團在財政上有足夠之靈活

性以應付需求。

本集團自二零零零年成立以來並無與任何財務機構

作出貸款安排或獲得信貸額。集團之營運及投資活

動所需資金來自其財務資源。因此以集團之淨借貸

佔股東權益總額計算之資本與負債比率為零。同時

本集團之資產從未被作出任何抵押或按揭。

為有效控制成本及妥善管理風險，集團一切財務

事宜均集中處理。經公開招股所得而仍待依據於

二零零二年七月四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

「所得款項用途」一節使用之款項已投放於存款或

金融工具上，冀能為集團獲取更高回報。在本年度

內，該等存款及金融工具為集團帶來約港幣

76,582,000元之收入。

財務概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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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集團財政狀況一直十分健康及鞏固。向

前瞻望，憑藉集團豐盈之財務資源，定可滿足其未

來發展及營運資金的需求。

重大收購 /出售及重要投資

除招股章程附錄四內「重組」一節所載資料外，集

團於二零零二年期間內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如上

項所述，部分經公開招股所得而未應用之款項已投

資在債券及票據等金融工具上。於年底，該投資總

額約為港幣 2,244,404,000元。

資本承擔及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
投資計劃

於本年底，集團作出約為港幣 9,529,000元之資本

承擔，用作購買實驗室儀器、廠房及設備。此等資

本投資之承擔或計劃與招股章程內列出之業務目標

及所得款項用途相符。資本承擔之詳情已於財務報

表附註第二十四項列出。

匯率波動風險

集團之收入及支出主要以港元或美元為單位，由於

此兩種貨幣之匯率持續穩定，集團並無匯率波動風

險，故並無以金融工具作為對沖用途。

員工資料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全職僱員

人數為 161名，當中大部分從事參與研究開發及

市務推廣活動。本年度內，員工總成本（其中包

括董事酬金及已被資本化之員工成本）約港幣

82,340,000元。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底，集團計入

海外及合營公司之員工人數已超逾 200人。

集團參考當時市場狀況及個別員工之表現、資歷及

經驗以釐定酬金，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公積金及醫療

保險計劃。為增加員工獎勵，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

股權計劃。自採納該計劃以來，已於二零零二年

九月及二零零三年一月授出兩批購股權，使員工可

分別用港幣 1.598元及港幣 1.446元於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及二零零四

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行使購

股權買入本公司股份。購股權詳情已於董事會報告

書列出。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財務概覽（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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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書

董事會同仁謹將本公司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度已審核之財務報表及報告書送

呈各股東省覽。

集團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零一年第二次修訂版）註冊成立為受

豁免之有限責任公司。本集團就籌備將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

上市而進行架構重組，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三日成為本集團之控股公司。重組詳情載於本公司

二零零二年七月四日刊印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二年七月十六日起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主要業務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股份投資，其附屬公司之業務則為生物科技產品之研究與開發、商品化、市務推廣及

銷售。

業績及分配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度之業績詳列於第55頁之綜合收益表。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末期股息。

固定資產
年度內本集團固定資產之變動情況詳列於財務報表附註第11項內。

股本
年度內本公司股本之變動情況詳列於財務報表附註第19項內。

儲備
年度內本集團及本公司儲備之變動情況詳列於財務報表附註第20項內。

董事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芳名列於第84頁。董事個人資料列於第32頁至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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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書（續）

遵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李澤鉅先生、余英才先生、彭樹勳博士、朱其雄博士、林興就先生、關超然

先生、Peter Peace Tulloch 先生、王于漸教授及郭李綺華女士將告退，但如於是次股東週年大會再度被選，

願繼續連任。

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每屆股東週

年大會上輪流退任並合資格膺選連任。

董事之服務合約
擬於是次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之董事，概無與本集團簽訂任何不可由本集團於一年內毋須支付賠償

（法定賠償除外）而予以終止之服務合約。

董事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證券（公開權益）條例（「公開權益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則而制定之登記

冊所載，各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持有之本公司及相聯公司之證券如下：

（一）本公司股份

普通股股數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總數

李澤鉅 1,500,000 － － 2,820,008,571 2,821,508,571

（附註一）

甘慶林 － 4,150,000 － － 4,150,000

葉德銓 1,500,000 － － － 1,500,000

余英才 1,500,000 － － － 1,500,000

彭樹勳 1,500,000 － － － 1,500,000

朱其雄 1,500,000 － － － 1,500,000

林興就 1,250,000 － － － 1,250,000

關超然 － － 500,000 － 500,000

（附註二）

Peter Peace Tulloch 500,000 － － － 500,000

王于漸 250,000 － － － 250,000

郭李綺華 200,000 － － －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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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書（續）

附註：

一 . 該批2,820,008,571股股份由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長實」）之附屬公司持有。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mpany

Limited（「TUT」）以The Li Ka-Shing Unity Trust （「LKS Unity Trust」）信託人身分及其控制之公司持有長實已發行股本三分之

一以上。LKS Unity Trust 所發行之全部信託單位由 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 以The Li Ka-Shing Unity

Discretionary Trust 信託人身分及另一全權信託持有。該等全權信託之可能受益人包括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其妻

子與兩名女兒，及李澤楷先生。李澤鉅先生作為該等全權信託之可能受益人及本公司董事，被視為於長實股份擁有

權益，及因此被視為於上述由該長實之附屬公司所持有之2,820,008,571股股份擁有權益。

二 . 該等股份乃由關超然先生擁有之一間公司持有。

（二）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若干董事獲授予可認購本

公司股份之購股權，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二年 於年內 十二月

一月一日 於年內 於年內 註銷/ 三十一日 每股股份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尚未行使 授出 行使 失效 尚未行使 購股權期間 之認購價

港元

余英才 30/9/2002 － 310,000 － － 310,000 30/9/2003－ 1.598

29/9/2012

彭樹勳 30/9/2002 － 310,000 － － 310,000 30/9/2003－ 1.598

29/9/2012

朱其雄 30/9/2002 － 310,000 － － 310,000 30/9/2003－ 1.598

29/9/2012

林興就 30/9/2002 － 222,000 － － 222,000 30/9/2003－ 1.598

29/9/2012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各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概無獲授

予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或曾行使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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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若干董事根據該計劃獲授予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該等購股權之詳

情如下：

每股股份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授出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期間 之認購價

港元

余英才 27/1/2003 690,000 27/1/2004 －  26/1/2013 1.446

彭樹勳 27/1/2003 690,000 27/1/2004 －  26/1/2013 1.446

朱其雄 27/1/2003 690,000 27/1/2004 －  26/1/2013 1.446

林興就 27/1/2003 480,000 27/1/2004 －  26/1/2013 1.446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按公開權益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則而制定之登記冊所載，各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於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公司之證券持有任何權益。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已採納該計劃，根據該計劃，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董事或僱員或其他指定人士可按該計劃所訂

定之條款及條件，獲授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之股份。

（一） 該計劃之概要

(a) 該計劃之目的

該計劃旨在讓為本集團利益行事之人士及各方，有機會獲得本公司之股權，令彼等之利益與本集團

利益掛漖，從而鼓勵彼等為謀求本集團更佳利益提供獎勵。

(b) 該計劃之參與者

根據該計劃，本公司可向 ( i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僱員（不論全職或兼職）；

(ii)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董事（不論執行董事或非執行董事或獨立非執行董事）；

(iii)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貨物及/或服務供應商；及 (iv)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或聯營公司就生物、科學、技術、財務及法律事務所委聘之專業顧問，授予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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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該計劃可予發行之股份總數

根據聯交所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五日發出之函件，根據該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

購股權可予發行之本公司股份總數為640,700,000股，即本公司於上市日之已發行股份總數10%，

而根據該計劃有關總數最多不可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總數之30%。

(d) 各參與者可獲授權益上限

截至授出購股權日期（包括該日在內）為止之十二個月期間，因行使根據該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

股權計劃已授出及將授予各參與者之購股權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本公司股份，最多不得超過本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

(e) 行使購股權之期限

授出之購股權可按該計劃之條款於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通知各參與者為期不超過十年之期間

（該期間由根據該計劃接納或被視為接納授出購股權之要約日期起計，直至董事會釐定為該期間最

後一日屆滿）內，隨時行使該等購股權。於行使購股權前，毋須就持有購股權之最短期限符合任何

規定。

(f) 接納購股權要約支付之款項

參與者須在接納購股權要約時支付港幣1.00元予本公司作為代價，並須於由授予日期起十四天內或

由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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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釐定之期間

付予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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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認購價之釐定基準

根據該計劃認購本公司股份之每股價格，將由董事會釐定後通知各參與者，並將不會低於下列三者

中之最高者： (i) 於作出要約日期（必須為香港持牌銀行辦公及聯交所辦公買賣證券之日子（「交易

日」）股份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收市價； (ii) 緊接作出要約之日期前五個連續交易日，股份在

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之平均收市價；及 (iii) 股份之面值。

(h) 該計劃之尚餘有效期

該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前將一直有效，在該期限後將不會再授出任何其他購股權，但就

於該完結日仍可行使之所有購股權而言，該計劃之規定仍具有完全之法律效力。

該計劃之其他主要條款已列於招股章程。

（二）本公司授出購股權之詳情

(a)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若干持續合約僱員（包括上文所披露之本公司執行董事及下文所披

露之管理層股東）根據該計劃獲授予可認購4,186,000股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尚未行使。該等尚未行

使之購股權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二年 於年內 十二月

一月一日 於年內 於年內 註銷/ 三十一日 每股股份

授出日期 尚未行使 授出 行使 失效 尚未行使 購股權期間 之認購價

港元

30/9/2002 － 4,226,000 － 40,000 4,186,000 30/9/2003－ 1.598

（附註一） 29/9/2012 （附註三）

（附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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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該計劃授予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張令玉先生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二年

於二零零二年 於年內 十二月

一月一日 於年內 於年內 註銷/ 三十一日 每股股份

授出日期 尚未行使 授出 行使 失效 尚未行使 購股權期間 之認購價

港元

30/9/2002 － 316,000 － － 316,000 30/9/2003－ 1.598

（附註一） 29/9/2012 （附註三）

（附註二）

(b)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若干持續合約僱員（包括上文所披露之本公司執行董事及下文所披露

之管理層股東）根據該計劃獲授予可認購9,628,000股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該等購股權詳情如下：

每股股份

授出日期 授出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期間 之認購價

港元

27/1/2003 9,628,000 27/1/2004 －  26/1/2013 1.446

（附註一） （附註四） （附註五）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根據該計劃授予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張令玉先生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每股股份

授出日期 授出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期間 之認購價

港元

27/1/2003 580,000 27/1/2004 －  26/1/2013 1.446

（附註一） （附註四） （附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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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 本公司已向各參與者收取港幣1.00元作為授出該等購股權之代價。

二 . 該等購股權可由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期間按以下行使期行使：

(i) 購股權之35%或以下可由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起行使；

(ii) 購股權之70%或以下（包括按先前行使期訂明可行使購股權之上限但未經行使之購股權）可由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起行使；及

(iii) 購股權之100%或以下（包括按先前行使期訂明可行使購股權之上限但未經行使之購股權）可由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起行使。

三 . 緊接該等購股權授出日期之前本公司股份之收市價為港幣1.49元。

四 . 該等購股權可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期間按以下行使期行使：

(i) 購股權之35%或以下可由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起行使；

(ii) 購股權之70%或以下（包括按先前行使期訂明可行使購股權之上限但未經行使之購股權）可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七

日起行使；及

(iii) 購股權之100%或以下（包括按先前行使期訂明可行使購股權之上限但未經行使之購股權）可由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七

日起行使。

五 . 緊接該等購股權授出日期之前本公司股份之收市價為港幣1.4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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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公開權益條例第十六條一項而制定之登記冊上所示，本公司得知以

下人士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10%或以上之權益。該等權益並不包括上文所披露之董事權益：

名稱 普通股股數

Gold Rainbow Int’l Limited 2,820,008,571

Gotak Limited 2,820,008,571（附註 i）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2,820,008,571（附註 ii）

身為The Li Ka-Shing Unity Trust 信託人之

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mpany Limited 2,820,008,571（附註 iii）

身為The Li Ka-Shing Unity Discretionary Trust 信託人之

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 2,820,008,571（附註 iii）

Li Ka-Shing Unity Holdings Limited 2,820,008,571（附註 iii）

Trueway International Limited 1,410,004,286

Tangiers Enterprises Limited 1,880,005,715（附註 iv）

李嘉誠 4,700,014,286（附註v）

附註：

i. 此代表上文以Gold Rainbow Int’l Limited（「Gold Rainbow」）名義呈列之同一批本公司股份。由於Gold Rainbow為Gotak Limited之

全資附屬公司，根據公開權益條例，Gotak Limited 被視為擁有Gold Rainbow 持有之同等數目之股份權益。

ii. 由於Gotak Limited為長實之全資附屬公司，根據公開權益條例，長實被視為擁有Gotak Limited 持有之同等數目之股份權益。

iii. 身為LKS Unity Trust 信託人之TUT 及其控制之公司持有長實已發行股本三分之一以上。LKS Unity Trust 所發行之全部信託單位由

身為The Li Ka-Shing Unity Discretionary Trust 信託人之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及另一全權信託持有。Li Ka-

Shing Unity Holdings Limited 擁有TUT 及上述全權信託之信託人已發行股本三分之一以上。根據公開權益條例，身為  LKS Unity

Trust 信託人之TUT、身為The Li Ka-Shing Unity Discretionary Trust 信託人之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rporation Limited，以及Li Ka-

Shing Unity Holdings Limited，彼等各自被視為於上文附註 ii 所述長實被視為持有之同等數目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iv. Trueway International Limited（「Trueway」）為Tangiers Enterprises Limited（「Tangiers」）之全資附屬公司，根據公開權益條例，Tangiers

被視為擁有合共1,880,005,715股股份之股份權益，即Trueway名下持有之股份及Triluck Assets Limited（Tangiers 全資擁有之另

一家公司）名下持有之470,001,429股股份之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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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此批股份為根據公開權益條例Tangiers及長實分別被視為擁有權益之本公司股份之總和。由於李嘉誠先生擁有Tangiers及Li Ka-

Shing Unity Holdings Limited 已發行股本三分之一以上，根據公開權益條例，李嘉誠先生被視為擁有上述Tangiers及長實持有

之同等數目之股份權益。

競爭性業務之權益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之董事及管理層股東或其聯繫人（「聯繫人」，按創業板上市規則之定義）擁有與本集

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之權益如下：

董事姓名 公司名稱 有關權益

李澤鉅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兼副主席（附註）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副主席（附註）

甘慶林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副董事總經理（附註）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附註）

葉德銓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管理層股東姓名 公司名稱 有關權益

李嘉誠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附註）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主席（附註）

附註： 除作為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及和記黃埔有限公司董事外，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及甘慶林先生及/或其家庭成員均直

接或間接持有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及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之股份權益。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及和記黃埔有限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以其他投資形式從事不同種

類之業務及投資，其中包括關於醫療、保健、保健補給品之業務及/或醫藥及保健產品之研究、開發、製

造、市務推廣及/或銷售。以上資料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1.04條因該等業務可能直接或間接與本集

團之業務構成競爭而作出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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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之董事及管理層股東或其聯繫人概無擁有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

構成競爭之業務權益。

關連交易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訂立之重大有關連人士交易（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並不構

成關連交易者）於財務報表附註27披露。

如招股章程「豁免嚴格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內「有關持續關連交易之豁免」一節所披露，本集團已根據本

集團主要股東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北京穩得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穩得高」），與本

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訂立之協議（「生產服務協議」）進行若干關連交易（「關連交易」）。根據生

產服務協議，北京穩得高為本集團產品（包括NutriSmart™及WonderTreat™）提供生產服務，除非任何一方

於協議期內以90日通知予以終止，否則生產服務協議之年期由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起計為期三年。根據

聯交所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日授出之豁免嚴格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35及20.36條（「豁免」），關連交

易之每年上限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不得超過港幣12,000,000元及於截至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不得超過港幣30,000,000元。

根據豁免，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關連交易。獨立非執行董事確定關連交易乃在下列情況下進

行：（i）在本公司之日常及一般業務中；（ii）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按不遜於提供予獨立第三方或由獨立第三

方提供之條款；（iii）根據規限關連交易之生產服務協議；及（iv）交易乃公平合理，並且符合本公司股東之

整體利益。

本公司之核數師亦確定於二零零二年內關連交易：（i）已獲得本公司董事會審閱及批准；（ii）乃根據本公

司之價格政策；（iii）已根據規限關連交易之生產服務協議而進行；及（iv）並無超過上述有關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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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書（續）

董事之合約權益
在本年度終結日或本年度內任何期間，本公司、其同系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並無參與董事直接或間接擁

有重大權益之有關本集團業務之重大合約。

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年度內，本集團之前五大客戶共佔本集團營業額76.65%，其中最大客戶佔本集團營業額31.76%，而本集

團之前五大供應商共佔本集團採購不足百分之三十。本公司各董事及其聯繫人士或任何股東（董事會獲知

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五或以上）概無佔有該五大客戶任何權益。

社會關係
本集團於年度內亦支持不少慈善團體及活動，年度內，本集團之捐款總額約為港幣六十五萬元。

保薦人權益
根據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三日由本公司與所羅門美邦香港有限公司（「所羅門美邦」）訂立之保薦人協議，為

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所羅門美邦獲委任為本公司之保薦人，並就此收取費用，任期由二零零二年七月

十六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公司獲所羅門美邦告知，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所羅門美邦、其董事、僱員或聯繫人概

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之證券擁有任何權益。

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除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條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流告退並

合資格膺選連任外，自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六日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以來，本公司已遵守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39條所載之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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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書（續）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成立具備書面權責範圍之審核委員會。書面權責範圍乃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之指引制訂。審核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王于漸教授及郭李綺華女士兩位組成，王于漸教授為

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查及監察本集團之財政匯報程序及內部運作監控。

審核委員會自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六日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後已舉行三次會議。

核數師
本公司本年度財務報表經由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核。該核數師現依章告退，但表示願意繼

續受聘。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公司上市前之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按相等於發行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股份78股新股

所得款項之價格，購回本公司先前發行每股面值1.00美元之股份1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李澤鉅

香港，二零零三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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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報告書

致CK Life Sciences Int’l., (Holdings) Inc.（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全體股東

本核數師行已完成審核載於第55頁至79頁，按照香港公認之會計原則所編製之財務報表。

董事及核數師之責任
董事須負責編製真實與公平之財務報表。在編製該等真實與公平之財務報表時，董事必須貫徹採用合適

之會計政策。

本行的責任是根據本行審核工作之結果，對該等賬項表達獨立的意見，並向股東作出報告。

意見之基礎
本行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工作。審核範圍包括以抽查方式查核與財務報表內

所載數額及披露事項有關之憑證，亦包括評估董事於編製該等賬項時所作之重大估計及判斷、所釐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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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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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及解釋為目標，使本行能獲得充份的

憑證，就該等賬項是否存有重要錯誤陳述，作出合理的確定。在表達意見時，本行亦已衡量該等財務報

表所載的資料在整體上是否足夠。本行相信，本行的審核工作已為下列意見建立合理的基礎。

意見
本行認為，上述的財務報表足以真實及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

政狀況及 貴集團載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並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要求而妥善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三年三月六日



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年報 55

綜合收益表
截至2002年12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4,948 148

銷售成本 (3,533) (103)

毛利 1,415 45

其他收入 5 76,582 14

員工成本 6 (67,376) (31,250)

折舊 (17,498) (6,615)

攤銷無形資產 (685) (53)

其他營運開支 (52,913) (20,037)

營運虧損 7 (60,475) (57,896)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虧損 (28,589) －

除稅前虧損 (89,064) (57,896)

稅項 8 52 (38)

除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89,012) (57,934)

少數股東權益 117 －

股東應佔虧損 (88,895) (57,934)

股息 9 － －

每股虧損－基本（港仙） 10 (1.56仙) (1.1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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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於2002年12月31日

集團 公司
2002 2001 2002 2001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1 186,819 196,895 － －
無形資產 12 64,708 35,398 － －
附屬公司權益 13 － － 2,936,551 －
投資證券 14 1,949,880 － － －
其他投資 268,316 － － －

2,469,723 232,293 2,936,551 －

流動資產
存貨 15 3,109 3,321 － －
其他投資 26,208 － － －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16 49,596 3,635 186 9
應收同集團附屬公司款項 － － － 420,991
銀行結存及現金 270,721 6,456 156 －

349,634 13,412 342 421,000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7 (24,922) (20,074) (1,042) －
稅項準備 － (42) － －

(24,922) (20,116) (1,042) －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324,712 (6,704) (700) 421,0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794,435 225,589 2,935,851 421,000

非流動負債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8 － (421,014) － (421,014)

少數股東權益 (351) － － －

總資產／（負債）淨值 2,794,084 (195,425) 2,935,851 (1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 640,700 － 640,700 －
股本溢價及儲備 20 2,153,384 (195,425) 2,295,151 (14)

股東權益／（虧損）總額 2,794,084 (195,425) 2,935,851 (14)

董事 董事

李澤鉅 葉德銓

二零零三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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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02年12月31日止年度

投資重估

股本 股本溢價 儲備 累積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2001

於2001年1月1日 － － － (137,491) (137,491)

年度虧損 － － － (57,934) (57,934)

於2001年12月31日 － － － (195,425) (195,425)

2002

於2002年1月1日 － － － (195,425) (195,425)

投資證券之重估盈餘 － － 46,042 － 46,042

直接控股公司借款資本化 7 522,151 － － 522,158

股本溢價用於資本化發行 509,993 (509,993) － － －

發行股份之淨收入 130,700 2,379,504 － － 2,510,204

年度虧損 － － － (88,895) (88,895)

於2002年12月31日 640,700 2,391,662 46,042 (284,320) 2,794,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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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動狀況表
截至2002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

除稅前虧損 (89,064) (57,896)

攤銷無形資產 685 53

折舊 17,498 6,615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2,871 －

利息收入 (68,644) (14)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虧損 28,589 －

出售投資證券溢利 (3,675) －

營運資本轉變前之營運虧損 (111,740) (51,242)

存貨減少／（增加） 212 (204)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5,263) 3,737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增加／（減少） 7,157 (24,388)

已退還／（付）香港利得稅 10 (20)

經營業務所運用之現金淨額 (109,624) (72,117)

投資活動

購入固定資產 (43,893) (52,577)

購入投資證券 (2,336,759) －

購入其他投資 (310,586) －

無形資產開支 (27,297) (28,103)

出售固定資產所得款項 4 －

出售投資證券所得款項 436,596 －

其他投資到期所得款項 16,062 －

已收利息 27,946 14

投資活動所運用之現金淨額 (2,237,927) (8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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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動狀況表（續）
截至2002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活動

直接控股公司墊款 101,144 158,841

發行股份 2,614,000 －

發行股份之費用 (103,796) －

附屬公司少數股東之注款 468 －

融資之現金淨額 2,611,816 158,84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 264,265 6,058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456 398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70,721 6,45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結存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270,721 6,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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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架構及運作

本公司於2001年8月10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已於2002年7月16日

開始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

為準備本公司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本集團進行了一項集團重組（「重組」），以整頓集團之架構。本

公司據此於2002年3月13日成為本集團之控股公司。重組之細節已於本公司於2002年7月4日刊印之

招股章程內詳盡解釋。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從事生物科技產品之研究與開發、商品化、市務

推廣及銷售。

2. 重要會計政策

呈報基準

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就若干固定資產及投資證券予以估值，財務報表乃根據

香港公認之會計原則、香港公司法及創業板上市規則披露規定編制。

本集團截至2002年12月31日止年度及去年同期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

第二十七條「集團重組之會計處理」以合併會計基準編制並假設集團之現時架構在該等財政年度一直

存在。

綜合準則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總公司及所有附屬公司截至200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年度內購入或售出之附屬公司，本集團祇將其自購入後至年終或截至售出日止期間之業績計入綜合

財務報表內。

附屬公司投資

附屬公司投資以成本值扣除適當之減值虧損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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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 重要會計政策（續）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是以成本或評估值減累積折舊列賬。資產之成本包括其購買價及任何將資產達至其營運狀

況及工作地點作預定用途而直接產生的費用。在固定資產投入運作後產生之開支，例如維修保養及

大修費用，一般於發生期間內自收益表中扣除。倘能清楚證明該開支可增加使用該資產而產生之預

期經濟利益，則該開支將被撥作有關資產之額外成本。

固定資產價值之重估轉變乃作資產重估儲備變動處理，倘儲備總額不足抵銷虧損（按個別資產基準）

，則超出之虧損將於收益表中扣除，其後產生之任何重估盈餘將確認為收入，以抵銷同一資產早前

於收益表中扣除之重估虧損。在出售或棄用一項曾作重估資產時，相關之重估盈餘將撥入累積盈餘/

虧損。

出售或停用資產而產生之損益是按出售資產所得款項與賬面值之差額釐定，並於收益表中確認。

固定資產按以下年率就其估計可使用年期及其估計剩餘價值，採用直線法計算折舊，以減低其成本

值或估值：

土地及樓宇 按租賃條款

實驗室儀器、廠房及設備 20%

傢俬、裝置及其他設備 20%－331⁄3%

無形資產

(a) 研究與開發開支

用作取得嶄新科技或技術知識之研究開支於產生期間確認為開支。

開發新產品項目所產生之支出只會於該項目可以清晰界定及有關支出能在未來商業活動中收回，

才作資本化及作遞延處理。資本化開發成本按成本值減攤銷及減值虧損列賬。開發成本會按相

關產品之估計商業年期，以直線法於收益表中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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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 重要會計政策（續）

無形資產（續）

(b) 專利權

專利權首先按收購成本列賬，並以直線法按有關產品之估計商業年期攤銷。

於產生無形資產之項目完成後，其繼後之開支於產生期間內可確認為支出；除非該項開支可令現有

資產賺取之未來經濟收益超出原定估計水平，該項開支並且能被準確地評估及與該資產有關，則其

後開支會加入於無形資產成本內。

投資證券

有意持有作非買賣之投資證券於結算日以公平價值列出。投資證券公平價值之改變視作投資重估儲

備變動處理。在出售證券時，有關重估盈餘或虧損則計入收益表內。

其他投資

其他投資以成本加上或減去買入價與到期價差異之累積攤銷列出。

存貨

存貨按成本與可變現淨值兩者中之較低者列賬。成本包括採購成本及使存貨達致現時狀況及運送至

現時所在地點所產生之成本，採用加權平均法計算。可變現淨值按估計正常售價減估計出售所需之

成本及預期於推廣、售賣及分銷所產生之成本計算。

收入確認

收入乃於本集團可取得經濟利益及該收入得以可靠地計算。銷售收入在貨物送出後及所有權轉讓後

確認。利息收入以未償還本金及適用利率按時間基準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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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 重要會計政策（續）

外幣

外幣交易按交易當日之匯率折算。外幣結算之貨幣資產及負債按有關申報日期之兌換率折算。匯兌

損益均於收益表內處理。

於合併賬目時，以外幣結算之海外附屬公司之資產及負債，按有關申報日之兌換率計算。收支項目

乃按期內之平均兌換率計算。如有產生匯兌差額則計入集團之匯兌儲備內。

稅項

稅項支出以該年度業績為基礎並就毋須課稅或不可減免項目作出調整後計算。基於稅務計算法，若

干收支項目與收益表因不同之會計期間確認時而產生時差。時差之稅務影響將採用負債法計算，並

只會在可見將來會產生負債或資產時在收益表及資產負債表確認為遞延稅項。

經營租約

由出租人在租約上保持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租約被列作經營租約。

經營租約應付之租金以有關租約年期按直線法在收益表內扣除。

退休福利成本

界定供款之退休福利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之供款在到期日計入支出內。

3. 營業額

營業額來自銷售一系列保護環境之肥料之已收或應收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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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4. 業務及地區分類

本集團現正在起步階段而於本年度只銷售一種產品。因集團於未來將會推出更多產品系列，故決定

以業務分類資料以主要呈報方式呈列，而將地區分類資料以次要呈報方式呈列。

(a) 業務分類
因集團於年度內只銷售肥料產品，故並無列出業務分類資料。

(b) 地區分類
本集團截至200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營業額之地區分類資料如下：

千港元

中國內地 1,644

馬來西亞 1,579

其他亞洲國家 324

澳洲 983

美國 418

4,948

本集團截至200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營業額全來自銷售肥料予泰國。

5.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包括：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2,145 14

投資證券利息收入

－上市 18,939 －

－非上市 33,267 －

其他投資利息收入

－非上市 4,293 －

出售投資證券溢利 3,6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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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6. 員工成本

本年度之員工成本（包括薪金、花紅、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及招聘成本）共港幣82,340,000元（2001年：

港幣49,156,000元），其中與開發活動有關之員工成本為港幣14,964,000元（2001年：港幣

17,906,000元）已被資本化。

員工成本還包括與員工住宿有關之經營租約租金為港幣959,000元（2001年：港幣879,000元）。

7. 營運虧損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虧損已扣除：

核數師酬金 369 42

研究與開發開支 60,800 41,902

減：開發成本資本化之款項 26,753 32,004

34,047 9,898

攤銷開發成本 552 43

34,599 9,941

攤銷專利權 133 10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2,871 －

8. 稅項

鑒於本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正數結餘為回撥去年多作之稅項準備。

去年之香港利得稅以該年之估計盈利16%計算。

9.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並無建議派發任何截至200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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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10.每股虧損

本年度之每股虧損乃根據股東應佔虧損港幣88,895,000元（2001年：虧損港幣57,934,000元）及已發

行股本之加權平均股數5,705,158,904股（2001年：5,100,000,000股）計算。於附註19所述之因資本

化而發行5,100,000,000股已假設於有關會計期間已發行。

由於行使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會令每股虧損帶來反攤薄作用，因此並無列出每股攤薄虧損。

11.固定資產

租賃土地 實驗室儀器、 傢俬、裝置
及樓宇 廠房及設備 及其他設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集團
成本或估值

於2002年1月1日 148,643 33,036 29,557 211,236
增添 2,184 30,486 8,914 41,584
出售 (851) (821) (2,011) (3,683)
重估減少 (34,976) － － (34,976)

於2002年12月31日 115,000 62,701 36,460 214,161

包括：

成本值 － 62,701 36,460 99,161
估值 115,000 － － 115,000

115,000 62,701 36,460 214,161

折舊

於2002年1月1日 3,193 5,132 6,016 14,341
本年度撥備 3,226 10,252 6,718 20,196
出售回撥 (32) (157) (619) (808)
重估時回撥 (6,387) － － (6,387)

於2002年12月31日 － 15,227 12,115 27,342

賬面淨值

於2002年12月31日 115,000 47,474 24,345 186,819

於2001年12月31日 145,450 27,904 23,541 196,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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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11.固定資產（續）

向香港科技園租賃位於大埔之土地租約年期至2047年6月27日。於2002年7月本公司在聯交所創業

板上市時，本集團為符合當時創業板上市規則要求，把租賃土地及樓宇由成本值改為以估值列出。

於2002年12月31日，董事參考於2002年4月30日由獨立專業測量師戴德梁行有限公司（「戴德梁行」）

所作之估值，按公開市價對租賃土地及樓宇進行重估。因董事估計租賃土地及樓宇之公開市值和於

4月30日之估值無重大差異，故董事之估值和戴德梁行之估值相同。該重估引致之重估減值已納入

2002年12月31日年度之財務報告內。去年土地及樓宇以成本減折舊列出。

倘租賃土地及樓宇並無重新估值，該等土地及樓宇按歷史成本減折舊計，其總賬面值約為港幣

143,589,000元（2001年：港幣145,450,000元）。

12.無形資產

開發成本 專利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集團

成本

　於2002年1月1日 32,004 3,447 35,451

　增添 26,753 3,242 29,995

　於2002年12月31日 58,757 6,689 65,446

攤銷

於2002年1月1日 43 10 53

本年度撥備 552 133 685

於2002年12月31日 595 143 738

賬面淨值

於2002年12月31日 58,162 6,546 64,708

於2001年12月31日 31,961 3,437 35,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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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13.附屬公司權益

公司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附屬公司投資 1 －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2,936,550 －

2,936,551 －

有關主要附屬公司之資料詳列於附錄一。

14.投資證券

集團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非買賣債務證券 :

海外上市，按市值 638,731 －

非上市 1,311,149 －

1,949,880 －

15.存貨

集團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1,935 3,277

製成品 1,174 44

3,109 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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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16.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集團 公司

2002 2001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2,150 148 － －

其他應收賬項，訂金及預付款項 47,446 3,487 186 9

49,596 3,635 186 9

應收貿易賬項

賬齡由0至90日 2,150 148 － －

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平均90日之信貸期。

17.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集團 公司

2002 2001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 2,687 158 － －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22,235 19,916 1,042 －

24,922 20,074 1,042 －

應付貿易賬項

賬齡由0至90日 2,687 158 － －

18.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之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於2002年6月17日，該應付款項已出讓

予直接控股公司之股東及繼後悉數資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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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19.股本

每股面值港幣0.10元股數 面值

千港元

法定 15,000,000,000 1,500,000

已發行及實收 6,407,000,000 640,700

由2001年8月10日（註冊成立日期）至2002年12月31日，本公司之法定及已發行股本變動詳情如下：

a. 於本公司註冊成立日，法定股本為50,000美元，分為50,000股每股1.00美元之股份。同時在當

日，本公司以面值配發及發行1股1.00美元之股份。

b. 於2002年4月22日，有以下之變動：

－ 本公司藉增設額外10,000,000,000股每股港幣0.10元之股份，更改法定股本之幣值及增加

法定股本，由50,000美元增至合共 (a) 50,000美元及 (b) 港幣1,000,000,000元；

－ 本公司以現金按面值發行每股港幣0.10元之78股新股，並按相等於發行該78股新股份所得

款項之價格，購回本公司先前發行每股1.00美元之股份1股；

－ 註銷所有法定但未發行之每股1.00美元之股份50,000股；及

－ 以現金按面值額外發行每股港幣0.10元之22股新股。

c. 於2002年6月14日，本公司透過增設額外5,000,000,000股每股港幣0.10元之股份將法定股本由

港幣1,000,000,000元增加至港幣1,500,000,000元。

d. 於2002年6月17日，本公司股東之貸款約港幣522,158,000元以股本溢價約港幣522,151,000元

發行合共69,900股每股港幣0.10元之新股資本化。

e. 本公司股份於2002年7月16日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而出現下列之股本變動 :

－ 為數港幣509,993,000元之股份溢價賬已用作繳付5,099,93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10元之

新股份。

－ 本公司以每股港幣2.00元配售及公開發售1,307,000,000股每股港幣0.10元之新股份。本

集團擬將從發行股份之淨款項用作業務發展、擴充及營運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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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0.股本溢價及儲備

投資重估

股本溢價 儲備 累積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集團

2001

於2001年1月1日 － － (137,491) (137,491)

年度虧損 － － (57,934) (57,934)

於2001年12月31日 － － (195,425) (195,425)

2002

於2002年1月1日 － － (195,425) (195,425)

投資證券之重估盈餘 － 46,042 － 46,042

因直接控股公司借款資本化而

 發行股份產生之溢價 522,151 －  － 522,151

用於發行新股本款項 (509,993) － － (509,993)

發行股本之溢價 2,483,300 － － 2,483,300

發行股本之費用 (103,796) － － (103,796)

年度虧損 － － (88,895) (88,895)

於2002年12月31日 2,391,662 46,042 (284,320) 2,15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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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0.股本溢價及儲備（續）

股本溢價 累積虧損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公司

2001

於2001年1月1日 － － －

年度虧損 － (14) (14)

於2001年12月31日 － (14) (14)

2002

於2002年1月1日 － (14) (14)

因直接控股公司借款資本化而

發行股份產生之溢價 522,151 － 522,151

用於發行新股本款項 (509,993) － (509,993)

發行股本之溢價 2,483,300 － 2,483,300

發行股本之費用 (103,796) － (103,796)

年度虧損 － (96,497) (96,497)

於2002年12月31日 2,391,662 (96,511) 2,29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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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1.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02年6月26日採納一購股權計劃（「該計劃」），根據該計劃，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董事

或僱員或其他指定人士可按該計劃所訂定之條款及條件，獲授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之股份。

於2002年9月，本公司以港幣139元之代價，授出購股權予若干持續合約僱員（包括若干本公司執行

董事），可於2003年9月30日至2012年9月29日期間以每股股份之認購價港幣1.598元認購本公司股

份4,226,000股。年度內，可認購4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已失效；於年底，可認購4,186,000股股份

之購股權尚未行使。此外並無在收益表內確認有關於年度內授出購股權價值之費用。購股權行使期

之詳情如下：

(i) 購股權之35%或以下可由2003年9月30日起行使；

(ii) 購股權之70%或以下（包括按先前行使期訂明可行使購股權之上限但未經行使之購股權）可由2004

年9月30日起行使；及

(iii) 購股權之100%或以下（包括按先前行使期訂明可行使購股權之上限但未經行使之購股權）可由

2005年9月30日起行使。

於2003年1月，本公司以港幣149元之代價，授出另一批購股權予若干持續合約僱員（包括若干本公

司執行董事），可於2004年1月27日至2013年1月26日期間以每股股份之認購價港幣1.446元認購本

公司股份9,628,000股。按以下行使期行使：

(i) 購股權之35%或以下可由2004年1月27日起行使；

(ii) 購股權之70%或以下（包括按先前行使期訂明可行使購股權之上限但未經行使之購股權）可由2005

年1月27日起行使；及

(iii) 購股權之100%或以下（包括按先前行使期訂明可行使購股權之上限但未經行使之購股權）可由

2006年1月27日起行使。

上述購股權之行使期尚未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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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2.遞延稅項

在財務報告中，未作撥備之潛在遞延稅項資產／（負債）如下：

集團

年度內 於12月31日

2002 2001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因下列項目產生之稅務時差：

免稅額超出折舊之部分 3,500 4,000 (17,000) (13,500)

其他時差 3,500 4,000 (7,500) (4,000)

未動用之稅務虧損 (26,500) (17,000) 58,000 31,500

(19,500) (9,000) 33,500 14,000

由於未能確定資產是否將於可見將來變現，故此並無於財務報表內確認該項遞延稅項資產淨值。

23.經營租約承擔

於資產負債表日期，根據不能撤銷經營租約就租賃物業應付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之分析如下：

集團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之未來最低租金

一年內 1,202 869

由第二至第五年 － 111

1,202 980

租約之租賃期經議定為一至二年，而租金固定期則平均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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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4.資本承擔

集團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購買實驗室儀器、廠房及設備之資本開支

－  已批准但未簽約 － －

－  已簽約但並未有在財務報表中撥備 9,529 2,682

9,529 2,682

25.退休福利計劃

本公司及其於香港經營之附屬公司參與根據職業退休計劃條例註冊之界定供款計劃（職業退休計劃），

或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設立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本集團根據職業退休計劃及

強積金計劃，分別按職員基本薪金之10%及有關收入之5%供款。該計劃內之資產與集團之資產分開，

以基金方式由信託人管理。

集團於該等計劃供款為港幣5,285,000元 (2001年：港幣3,551,000元 ) 。期間已喪失權利之供款約港

幣1,009,000元 (2001年：港幣330,000元 ) 已用作減低集團本年度之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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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6.董事酬金及五名最高受薪僱員

(a) 董事酬金
支付本公司董事之酬金詳情載於下表：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325 －

薪金及其他褔利 18,831 10,095

花紅 2,865 1,12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249 989

23,270 12,209

董事酬金包括支付予於集團完成重組後成為集團董事之僱員酬金，並假設彼等自2001年1月1日

已獲委任為董事。

支付予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袍金為港幣100,000元（2001年：無）， 其中包括港幣50,000元（2001

年：無）乃支付於本年度內參與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各執行董事於截至2002年12月31日止年度分別收取酬金如下：港幣：無, 港幣1,800,000元, 港

幣4,200,000元, 港幣3,770,000元, 港幣6,106,000元, 港幣4,493,000元 及港幣2,576,000元（2001

年：港幣：無 , 港幣：無 , 港幣：無 , 港幣263,000元 , 港幣5,477,000元 , 港幣4,041,000元及港

幣2,428,000元）。

截至2002年12月31日止，集團並無向上述董事支付任何酬金，以促使彼等加入或在加入集團時

支付或作為失去職位之補償，且無董事放棄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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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6.董事酬金及五名最高受薪僱員（續）

(a) 董事酬金（續）
酬金介乎以下範圍之董事人數：

2002 2001

人數 人數

港幣零元至港幣1,000,000元 1 4

港幣1,500,001元至港幣2,000,000元 1 －

港幣2,000,001元至港幣2,500,000元 － 1

港幣2,500,001元至港幣3,000,000元 1 －

港幣3,500,001元至港幣4,000,000元 1 －

港幣4,000,001元至港幣4,500,000元 2 1

港幣5,000,001元至港幣5,500,000元 － 1

港幣6,000,001元至港幣6,500,000元 1 －

7 7

(b) 高級行政人員酬金
集團中五名最高受薪僱員，其中四位（2001年：三位）乃本公司之董事，其酬金已於附註 (a) 披

露。其餘一位（2001年：二位）人士之酬金如下：

2002 2001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褔利 3,395 4,316

花紅 500 28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40 334

4,135 4,936

於兩年度內，本集團並無於促使彼加入或在加入時向上述高級行政人員支付任何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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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續）

27.有關連人士交易

(a) 於年度內，本集團與其主要股東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長實」）之附屬公司北京穩得高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購貨約港幣5,178,000元（2001年：港幣124,000元）。

(b) 以往集團營運之融資乃來自長實之免息無抵押款項。於2002年6月17日，應付長實之款項港幣

522,158,000元已被資本化並於附註18披露。

(c) 於2002年5月10日，長實之附屬公司長江生命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及Bio－World Holdings Limited

向本集團之附屬公司長江生化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個別以其賬面值轉讓彼等之業務。

28.財務報表核准

列載於第55頁至第79頁之以港元為單位之財務報表，已於2003年3月6日獲董事會核准並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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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附屬公司

附錄一

主要附屬公司資料
董事會認為將所有附屬公司資料列出會過於冗長，固下列為主要之附屬公司。

已發行 本公司

註冊成立 普通股本／ 間接擁有

名稱 地點 註冊資本* 之百份率 主要業務

北京雋思生態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1,000,000美元* 100 買賣生物科技產品

北京綠先機生態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 300,000美元* 100 買賣生物科技產品

Biocycle Resources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買賣生物科技產品

長江生化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 香港 港幣2元 100 研究與開發

CK Life Sciences Int’l., Inc.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生物科技產品商品化

長江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 港幣10,000,000元 100 應用研究、生產、

產品開發及商品化

PT Far East Agritech 印尼 150,000美元 60 買賣生物科技產品

Ultra Biotech Limited 馬恩島 1英鎊 100 擁有專利權／商標

附註： 上述所有附屬公司為有限公司。

除下列公司外，上列各公司之主要業務經營地區皆在香港。

名稱 業務經營地區

北京雋思生態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內地

北京綠先機生態科技有限公司 中國內地

Biocycle Resources Limited 澳洲、亞洲及美國

CK Life Sciences Int’l., Inc. 澳洲、亞洲、歐洲及美國

PT Far East Agritech 印尼

Ultra Biotech Limited 馬恩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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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度比較；所得款項用途

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度比較

以下為直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實際業務進展概略，並以此對比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四日

刊發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載之業務目標：

產品進度之目標

業務目標

生態農業－生態肥料

• 委任分銷商/或業務夥伴以及於馬來西亞、
印 尼 、 菲 律 賓 、 台 灣 及 越 南 推 出

NutriSmart™

• 商討在中國內地分銷及銷售肥料之商業安

排

• 於美國、歐洲及亞洲繼續進行售前試用

• 遞交新專利權申請

• 於越南遞交產品註冊申請

生態農業－動物飼料添加劑

• 繼續進行研發工作及籌備市務推廣活動

• 推出AgiPro™並於中國內地及台灣開始進行
售賣前試用

• 遞交新專利權申請

環境治理

• 在 澳 洲 、 加 拿 大 、 香 港 及 美 國 推 出

WonderTreat™ 及開始進行售賣前試用

• 在澳州、加拿大、香港及美國進行市場研

究及籌備銷售

• 遞交新專利權申請

醫藥產品

• 繼續對揀選之應用方案進行產品研究及

開發

• 展開臨床前研究及安全測試

• 遞交新專利權申請

實際業務進展

– 於馬來西亞委任Agricultural Chemicals (M) Sdn Bhd為分銷商
– 與印尼力寶集團成立合營公司

– 拓展菲律賓及韓國為出口市場

– 於台灣委任分銷商並開展售前試用

– 與越南具潛質之分銷商進行磋商

– 與美國之Wilbur-Ellis達成分銷協議，並開始與美國東岸另一分銷商進行磋商
– 與中國內地之南京紅太陽集團成立合營公司

於二零零二第四季完成商討並在中國內地開始肥料銷售業務

於美國東部數個州、荷蘭及南韓開展售前試用

獲批2項新專利權；2項專利權申請已收到專利權批准通知書 ; 2項已遞交之專利權
申請待發專利權批准通知書；4項專利申請正處於草擬階段

於九月獲越南當局批出附帶條件的產品註冊認可

– 繼續進行研究工作

– 製作宣傳物品

– 生產產品樣本

與台灣大型家禽養飼企業進行售前試用；繼續跟進中國內地之產品試用情況

13項專利權申請待發專利權批准通知書；另有5項申請正在草擬中

已於澳洲、加拿大、香港、美國及中國內地展開售前試用

已於澳洲、加拿大、香港、美國及中國內地展開市場研究

繼新批2項專利權後，此產品系列至今共獲5項專利權；另有3項專利權申請待發專
利權批准通知書；7項申請正在草擬當中

– 繼續研究有關愛滋病及癌症之產品

– 繼續在中國內地的醫院對愛滋病產品作應用試驗

– 在澳洲安排愛滋病產品初期應用試驗

在中國內地、香港及美國繼續臨床前研究及／或安全測試

2項專利權申請經已遞交，有待專利權批准通知書之批出；餘下48項應用正處於草
擬階段中



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年年報 81

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度比較；所得款項用途（續）

所得款項用途

本集團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時籌集所得淨款項約25億元。直至2002年12月31日，集團已用約港幣

140,000,000元作業務擴充及研究與開發活動。所得款項用途之詳情如下：

‧ 研究與開發

－  約港幣32,000,000元用作核心研究與開發活動

－  約港幣23,000,000元用作有潛質之醫藥產品試驗

－  約港幣3,000,000元用作專利權申請

‧ 約港幣42,000,000元用作擴充生產及研究與開發設施

‧ 約港幣40,000,000元用作開拓市場、建立品牌、市務推廣及銷售

除了一些輕微差異外，所得款項之實際用途已根據業務目標並已按照招股章程內「所得款項用途」及「業務

目標及策略說明」章節中所述運用款項。此差異主要因為款項用途時間差異所致。未用之款項已存放於存

款及金融工具上，本集團將繼續其業務宗旨及策略運用所得款項。

繼續進行產品研發，而其中部份產品已達製造原型之階段，並着手籌備進行安全

測試

開始籌備於中國內地、香港及澳洲銷售之市場研究

與一有潛質分銷商開始商談

已遞交10項之專利權申請，待發專利權批淮通知書

繼續進行科研

5項專利申請在草擬階段

已選出候選之澳洲生產商名單；並與其中一名候選生產商積極商談，籌劃試產

擴充大埔之活性酵母生產設施；正積極擴充其他產品之生產設備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底，員工總人數已增至161人，大部份為科學家及業務拓展

部之專才。截至二零零三年二月底，集團計入海外及合營公司之員工人數已超逾

200人

生產設施及人力資源

保健食品

• 繼續進行產品研究及開發

• 在亞洲主要市場進行研究及籌備銷售，包

括產品包裝及市場定位

• 開始與潛質分銷商進行磋商

• 遞交新專利權申請

美容產品

• 繼續進行研究及開發工作

• 草擬並遞交專利權申請

• 發掘本地生產機會

• 擴充香港大埔工業擥之生產設施

• 繼續增聘科學家及業務拓展部人員，目標

為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員工數

目達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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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本公司訂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上午十一時假座香港九龍紅磡德豐街20號海逸酒店一樓大

禮堂召開股東週年大會，以便處理下列事項：

一 . 省覽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審核之財務報表與董事會及核數師報告。

二 . 選舉董事。

三 . 聘任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四 . 討論及如認為適當時，即通過或經修訂後通過下列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一 ) 「動議：無條件授權董事會增發及處理數量不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日期已發行股本百分

之二十新股，此項授權於下屆股東週年大會前仍屬有效。」

(二 ) 「動議：

(a) 在本決議案(b)段之限制下，一般性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會可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

內行使本公司之一切權力，按照所有適用之法例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或其他

證券交易所之證券上市規則及其後之修訂本，購回本公司每股面值港幣一角之股份；

(b) 本公司根據本決議案(a)段之批准而購回之股份，其面值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此項決議案

通過日期之已發行股本面值總額百分之十，而上文之批准亦須受此限制；及

(c) 就本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乃指由本決議案通過之日期至下列三者中較早之日期：

(i)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ii) 按法律規定須舉行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間屆滿時；及

(iii) 本決議案所授予之權力經由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撤銷或更改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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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續）

(三 ) 「動議：擴大授予董事會依據本大會通告內普通決議案第四（一）項行使本公司增發及處理新股

之一般性授權。由於擴大權力而增發之新股數額乃依據本大會通告內普通決議案第四（二）項授

出之權力所購回本公司股份面值總額，故該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於上述決議案通過日期之已發

行股本面值總額百分之十。」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楊逸芝

香港，二零零三年三月六日

附註：

a. 凡有權出席此次股東週年大會投票之股東，可委派一名或以上之代表出席並於投票表決時代其投票。代表人不必為本公司之股

東。

b.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五日（星期四）至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

手續。已購買本公司股票人士，請將購入之股票填妥背面或另頁之過戶表格後，於二零零三年五月十四日（星期三）下午四時前

送達香港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樓一七一二至一七一六室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c. 關於上述普通決議案第四（一）項，董事會茲聲明：董事會現時並無任何計劃發行本公司之新股。要求股東授權之原因，乃遵

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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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出。

d. 有關上述普通決議案第四（二）項，董事會茲聲明：董事會將於認為符合股東利益之情況下，方行使有關授權以購回本公司之

股份。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編製之說明函件已載於一份通函內，將連同二零零二年年報寄予各股東，該說明函件載有有關資

料，以便各股東考慮投票贊成或反對有關本公司購回本公司股份之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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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主席

李澤鉅

執行董事

甘慶林  總裁及行政總監

葉德銓  高級副總裁及投資總監

余英才  副總裁及營運總監

彭樹勳  副總裁及科技總監

朱其雄  副總裁及生產總監

林興就  副總裁及財務總監

非執行董事

關超然

Peter Peace TULLOCH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于漸

郭李綺華

公司秘書
楊逸芝

合資格會計師
林興就

監察主任
林興就

審核委員會
王于漸

郭李綺華

授權代表
葉德銓

楊逸芝

保薦人
所羅門美邦香港有限公司

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

三井住友銀行

花旗銀行

律師
胡關李羅律師行

註冊辦事處
P.O. Box 309GT

Ugland House

South Church Street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總辦事處
香港大埔

大埔工業擥

大富街2號

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皇后大道中2號

長江集團中心7樓

股票登記及過戶總處
Bank of Butterfield International (Cayman) Ltd.

Butterfield House

68 Fort Street, P.O. Box 705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Cayman Islands

股票登記及過戶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公司網址
http://www.ck-lifesciences.com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乃專為帶有高投資風險之公司而設立之上市市場。尤為重要者，在創業板上市之公司毋須有過

往溢利紀錄，亦毋須承擔預測未來溢利之任何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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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

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風險較高，以至其他特色，均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

他資深投資者。

基於創業板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

動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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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聯交所就創業板而設之互聯網網站刊登。上市公司毋須在憲報指定報

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準投資者應注意，彼等應瀏覽創業板網站，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

行人之最新資料。

本文件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

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願就此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彼等深知及確信，（1）本文件所載的資料於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份；（2）本文件並

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其任何聲明產生誤導；及（3）本文件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

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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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年報（「年報」）備有英文及中文版。已收取英文或中文版年報之股東，

均可向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9樓1901至1905室）提出書面要求，索取以另一種語言編製的年報版本。

年報（英文及中文版）已於本公司網頁http://www.ck-lifesciences.com登載。凡選

擇依賴在本公司網頁登載之公司通訊（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年報、財務摘要報告

（如適用）、半年度業績報告、季度業績報告、會議通告、上市文件及通函）以

代替其印刷本之股東，均可要求索取年報之印刷本。

凡選擇以電子方式收取公司通訊之股東，如因任何理由於接收或獲准瀏覽於本

公司網頁登載之年報時遇有困難，可於提出要求下即獲免費發送年報印刷本。

股東可隨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9樓1901至1905室），以更改其對有

關公司通訊之收取方式（印刷方式或電子方式）及/或語言版本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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