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B_table indent_4.5 mm

N_table indent_4 mm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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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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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31）

YuanShengTai Dairy Farm Limited
原生態牧業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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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
的經審核綜合年度業績連同截至二 零二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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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1,776,538 1,554,012

銷售成本 (1,297,213) (1,090,732)
  

毛利 479,325 463,280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73,126 43,860

行政開支 (116,234) (140,100)

其他開支 (37,954) (28,026)

財務費用 (3,532) (2,653)

生物資產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變動 (237,741) (171,299)

撥回與搬遷拜泉瑞信誠牧業有限公司有關的 

減值虧損及應計費用 – 412,889
  

除稅前溢利 4 156,990 577,951

所得稅開支 5 – –
  

年內溢利 156,990 577,951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將於隨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688) 73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56,302 578,02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56,302 578,024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7 人民幣3.35分 人民幣12.32分
  



– 3 –

B_table indent_4.5 mm

N_table indent_4 mm

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206,392 2,632,948
投資物業 77,469 78,134
使用權資產 78,117 82,271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58,124 64,482
生物資產 1,707,317 1,441,940

  

非流動資產總額 5,127,419 4,299,775
  

流動資產
存貨 543,306 316,608
應收貿易賬款 8 52,874 131,084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5,305 6,28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59,411 1,029,583

  

流動資產總額 1,560,896 1,483,56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9 282,252 194,75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82,244 426,224
租賃負債 11,563 9,466

  

流動負債總額 976,059 630,441
  

流動資產淨額 584,837 853,12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712,256 5,152,896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02,411 188,752
計息其他借款 10 190,000 –
租賃負債 67,047 67,648

  

非流動負債總額 659,458 256,400
  

資產淨值 5,052,798 4,896,496
  

權益
已發行股本 37,674 37,674
儲備 5,015,124 4,858,822

  

總權益 5,052,798 4,89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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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
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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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除另有指明外，該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且所
有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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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國際會計準則 

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之新冠肺炎疫情
相關租金寬免（提前採納）

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載述如下：

(a)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第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旨在解決當現有利率基準被可替代無
風險利率（「無風險利率」）替代時，先前影響財務報告之修訂本未處理的問題。該修訂本
提供對於釐定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合約現金流量之基準之變動進行會計處理時無需調整
金融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而更新實際利率的可行權宜方法，前提為該變動為利率基準
改革之直接後果且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新基準於經濟上等同於緊接變動前的先前基準。
此外，該等修訂本允許按利率基準改革規定對對沖指定及對沖文件進行更改，而不會中
斷對沖關係。過渡期間可能產生的任何損益均通過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正常規定
進行處理，以計量及確認對沖無效性。該等修訂本亦規定，倘無風險利率被指定為風險
組成部分時，暫時寬免實體必須滿足可單獨識別的要求。倘實體合理地預期無風險利率
風險組成部分未來24個月內將變得可單獨識別，則該寬免允許實體於指定對沖後假定
已滿足可單獨識別之規定。此外，該等修訂本亦規定實體須披露額外資料，以使財務報
表的使用者能夠了解利率基準改革對實體的金融工具及風險管理策略的影響。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最優惠貸款利率（「最優惠貸款利率」）持有若干以人
民幣計價的計息銀行借款。本集團預計最優惠貸款利率將繼續存在，不會對本集團基於
最優惠貸款利率的借款產生影響。

(b)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將可供承租人選擇的可行
權宜方法延長12個月，以就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後果產生的租金寬免不應用租賃修訂
會計處理。因此，可行權宜方法適用於租賃付款的任何減幅僅影響原到期日為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的付款的租金優惠，前提是應用可行權宜方法的其他條件獲達成。
該修訂本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追溯生效，首次應用該修訂本
的任何累計影響確認為對當前會計期間開始時保留溢利期初結餘的調整。允許提前應用。

本集團已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提前採納該修訂本。然而，本集團尚未收到與新冠肺炎
疫情相關租金寬免，及計劃在允許的應用期間內適用時應用可行權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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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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進一步經營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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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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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年度，本集團向所貢獻收益個別佔本集團該年總收益超過 10%的主要客戶作出銷售。二零
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的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A 1,545,277 1,299,369

客戶B 162,349 196,902

其他 68,912 57,741
  

1,776,538 1,55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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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的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合約收益
銷售原料奶 1,776,538 1,554,012

  

客戶合約收益

(a) 收益資料細分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銷售原料奶 銷售原料奶

分部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物類型

銷售原料奶 1,776,538 1,554,012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1,776,538 1,554,012
  

地域市場

中國大陸 1,776,538 1,554,012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1,776,538 1,554,012
  

收益確認時間

貨物在某個時間點轉移 1,776,538 1,554,012
  

客戶合約收益總額 1,776,538 1,554,012
  

(b) 履約責任

有關本集團履約責任之資料概述如下：

銷售原料奶

該履約責任在交付原料奶後完成，通常在交貨後 30天內結算貨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及收益
政府補貼 45,741 19,899
銀行利息收入 13,027 13,676
投資物業經營租賃的租金收入總額 13,926 9,486
其他 432 799

  

73,126 4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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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生產飼養成本 927,758 776,108

原料奶生產成本 369,455 314,624
  

銷售成本 1,297,213 1,090,73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4,993 116,192

減：生物資產內資本化部分 (64,893) (39,638)
  

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確認之折舊* 90,100 76,554
  

使用權資產折舊 5,141 5,137

投資物業折舊 12,474 8,371

短期租賃的租賃付款 87 91

核數師酬金 3,300 3,200

生物資產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變動 237,741 171,299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 

薪酬）：
工資及薪金 137,679 96,532

退休金計劃供款 29,220 11,425

減：生物資產內資本化部分 (54,466) (36,002)
  

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確認之僱員 

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 

薪酬）** 112,433 71,955
  

撥回與搬遷拜泉瑞信誠牧場相關的減值虧損及 

應計費用 – (412,88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1,790 2,930

外幣匯兌差額，淨額 12,695 61,936
  

* 折舊約人民幣 88,843,000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 75,004,000元）計入本年度的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益表的銷售成本內。

** 僱員福利開支約人民幣 91,859,000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 65,291,000元）計入本年度的綜
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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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二零二零年：無），因此本年度並無就香
港利得稅計提撥備。其他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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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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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股息

於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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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無）。

7.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人民幣156,990,000元（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577,951,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4,690,496,400股（二零二零年：4,690,496,400股）
計算。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已發行的具有潛在攤薄性
的普通股。

8.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52,874 131,084
  

本集團與其客戶間的貿易條款以信貸為主。信貸期通常為一個月。本集團尋求嚴格控制未收
回應收款項，並設立信貸控制部門，務求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逾期結餘。
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貿易賬款結餘持有任何質押物或其他信貸提升措施。應收貿易賬款並不
計息。

於各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個月內 52,874 131,084
  

於各報告期間，並無就應收貿易賬款減值計提虧損撥備。

於各報告日期使用撥備矩陣進行減值分析以計量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比率乃就具有相若虧損
模式（即地區、產品類別、客戶類別及評級以及信用證及其他形式之信用保證）之各種客戶分部
之分組基於逾期日數得出。該計算反映或然率加權結果、貨幣時值及於報告日期可得之有關
過往事項、當前條件及未來經濟條件預測之合理及可靠資料。一般而言，應收貿易賬款如逾期
超過一年並且不可強制執行則予以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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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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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個月內 230,298 162,035

2至6個月 35,874 24,049

6至12個月 9,787 4,068

超過 1年 6,293 4,599
  

282,252 194,751
  

應付貿易賬款乃不計息，一般於二至六個月期限內清償。

10. 計息其他借款

二零二一年

實際利率(%) 到期日 人民幣千元

非即期

其他貸款－無抵押 5.22

二零二四年至

二零二五年 190,000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分析：
其他借款之應償還日期為：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90,000

 

其他借款為應付一名獨立第三方的貸款。年內，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黑龍江金源牧業有限公
司（「黑龍江金源」）自該獨立第三方收購若干資產及負債。根據資產轉讓協議，該獨立第三方借
得的銀行貸款連同若干資產將轉讓予黑龍江金源。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與銀
行簽訂更替協議。一旦簽訂更替協議，其他借款將被歸類為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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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市場回顧

縱觀二零二一年，縱使新冠肺炎疫情（「疫情」）有所爆發，但我國經濟持續穩定恢復，
生產需求持續回升，就業率及物價水準總體穩定，經濟穩中向好。據國家統計局發
佈的二零二一年中國經濟資料初步核算，全年國內生產總值超人民幣114萬億元，
較上年增長 8.1%，兩年平均增長 5.1%，實現「十四五」良好開局。分季度看，二零二
一年一季度同比增長18.3%，二季度增長7.9%，三季度增長4.9%，四季度增長4.0%。
我國經濟發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有利整體消費市場。

乳製品行業方面，受惠於國民消費模式不斷升級，我國消費者健康意識的不斷增強，
乳製品需求持續增長。中國乳製品零售銷量由二零二零年的 31.1百萬噸，預計到二
零二一年增加至 33.3百萬噸，預計到二零二五年進一步增加至41.0百萬噸，二零二
零年至二零二五年複合年增長率達 5.7%。生鮮乳行業整體回暖，高端原奶生產供
不應求格局預計仍會持續。二零二一中國奶業 20強（D20）峰會發佈了《2021中國奶
業質量報告》和生牛乳團體標準的內容中，強調持續加強優質奶源基地建設，推進
奶牛遺傳改良，增加優質飼草料供給，不斷提高奶源供給能力，預計我國奶業仍保
持穩健增長態勢。

在飼料方面，全球大宗商品在二零二一年價格普遍上漲、加上飼料原料供應端緊
張，飼料成本普遍上漲。根據中國海關的資料統計，二零二一年一月至十一月中國
累計進口苜蓿乾草累計 159.61萬噸，同比增長28.8%，進口金額 60,245.53 萬美元，同
比增長34.4%，平均到岸價377.46美元╱噸，同比增長4.3%。由於進口乾草飼料價格
的上升，從而導致畜牧業的企業成本亦有所上升。

近年來，我國持續出臺一系列政策持續推進奶業振興。二零二一年二月，中國共產
黨（「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優質奶源基地的建設將是奶業振興的主戰場。於二
零二一年五月，三胎政策正式實施，有望為未來奶製品需求帶來新增長動力。於二
零二一年七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
正式發佈，就優生優育、普惠托育、降低「三育」成本等推出一籃子措施。在上述國
家的利好政策推動下，規模化乳製品企業和奶牛養殖企業未來將可在行業中獲得
更大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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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領先的乳牛畜牧公司之一，將繼續通過調整
畜群規模，提高飼養及生產技術以達到更好的規模經濟效益。原生態將秉承生產
優質原奶的宗旨，加強標準化的奶源生產，實行嚴謹的品質監管，滿足社會對乳製
品日益多元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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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的原料奶總銷量較二零二零年的 355,599噸上升 4.6%至 372,089噸，年內總收益為人
民幣 1,776.5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上升 14.3%。年內，本集團錄得淨利潤人民
幣 157.0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578.0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減少 72.8%。

自業務開展以來，本集團一直與中國領先的乳品製造商建立了長期而穩定的合作
關係。二零二一年，公司的兩大主要客戶為中國飛鶴有限公司（「飛鶴」，連同其附
屬公司）和蒙牛集團。這兩大客戶受惠於中國政策的紅利，持續擴張產品組合以及
深耕國際市場，繼續利好本集團業務的持續發展。來自這兩大客戶的收益佔本集
團總收益約96%。未來，本集團預期將繼續向該兩大客戶長期持續供應原料奶產品，
致力於提供中國最高安全標準和營養標準的原奶。為配合對高端原料奶的持續上
升需求，本集團一直在計劃在中國黑龍江省興建兩個新牧場，以增加其產能。

牧場建設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黑龍江省及吉林省分別設有八個及一
個牧場，各個牧場的實際規模可容納介乎 1,960頭至30,000頭乳牛，九個牧場的佔地
面積合共約為7,791,700平方米。

實際設計規模 實際頭數 面積

（乳牛數量╱頭） （平方米）

甘南牧場 12,000 11,847 986,333

克東和平牧場 6,000 5,544 384,000

克東瑞信達牧場 18,000 10,973 784,000

克東勇進牧場 12,000 8,542 714,000

鎮賚牧場 30,000 18,650 2,066,667

拜泉牧場 15,000 9,141 994,000

克山牧場 12,000 10,318 980,000

龍江瑞信誠牧場 1,960 1,584 84,300

龍江金源牧場 12,000 2,967 798,400
   

合計 118,960 79,566 7,79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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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奶量

年內，每頭牛平均年度產奶量為 10.91噸，較二零二零年同期的 10.61噸增加 2.8%。
隨著牧場運營日趨成熟穩定，牛隻的年齡組合及牛群結構升級優化，本集團預期
牛群的平均產奶量將會進一步提升。未來，集團將通過調整牛群結構和改善飼喂
配方，升級智慧化優質管理，實現利潤率穩步提升。

畜群規模

得益於先進現代化的牧場管理模式，本集團經營牧場的乳牛數目由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的69,398頭增加14.7%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79,566頭。其中，
成母牛總數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35,128頭增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的36,290頭。成母牛數量上升確保了集團高品質原料奶的穩定供應。此外，育
成及犢牛數增至43,276頭，較去年同期上升26.3%。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成母牛數量 36,290 35,128

青年及犢牛數量 43,276 34,270
  

乳牛總數 79,566 69,398
  

原料奶價格

由於受新冠疫情影響，後疫情階段供需恢復至平衡偏緊狀態，上游市場原料奶出
現供不應求的現象，因此國內原料奶價格持續上漲，年內，本集團原料奶平均售價
為每噸人民幣4,774元，較去年同期上升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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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隨著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斷增長，加上疫情之下消費者更重視健康，消費
升級使高端產品需求增加，進一步促進各行業的發展。另一方面，近年來嬰幼兒出
生數量減少，新生人口變化趨勢正推動行業品質提升，國民對高品質乳製品的消
費需求帶動了行業的細分品類如羊奶的發展。市場現存中小品牌的生存空間受到
擠壓，劣質和落後品牌逐步被淘汰，而新進入者介入難度不斷提升，品牌優勢進一
步突顯。未來高品質原奶將主要由規模化牧場生產提供，原奶行業規模化養殖市
場佔比例提升，市場新進入者取得競爭優勢的可能性較小，行業集中度、奶源壁畢
將也同步提高，市場進入存量競爭新調期。公司有望得益行業週期向上以及先發
優勢紅利，進一步發揮行業龍頭的優勢。

未來，本集團將把握市場機遇，在創新和消費升級趨勢下，依靠自身技術優勢及資
源稟賦，不斷進行結構升級。原生態牧業在堅持做大做優做強原料奶主業外，還將
探索發展新業務的可能性，以增加新的利潤增長點。發揮自身牛奶資源優勢，開發
特色羊奶業務；改良奶牛品質，為集團提供優質奶牛；借助現代化技術，實現數字
化養殖；產量規劃與乳企需求相匹配，做到理性擴張等提升公司整體毛利率。相信
原生態在為社會提供優質乳品的同時，繼續保有在中國乳牛畜牧業中的領先地位，
為中國奶業振興貢獻力量。

我們的收益

於本年度，我們所生產的牛奶銷售總額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人民幣1,554.0百萬元增加14.3%至人民幣1,776.5百萬元。本年度的銷量為372,089噸，
較二零二零年的355,599噸增加16,490噸或4.6%。增長主要由於(i)成母牛畜群規模擴大；
及 (ii)每頭母牛的年平均產奶量增加。本年度我們原料奶的平均售價為每噸人民幣
4,774元，較二零二零年的每噸人民幣4,370元上漲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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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我們於本年度內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1,297.2百萬元。下表按性質總結我們的銷售
成本構成：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成本
飼料 927,756 776,108
薪金、福利及社會保險 91,859 65,291
折舊 88,843 75,004
獸醫成本 49,912 47,447
公用設施費 68,459 64,835
運輸費用 28,116 23,309
其他成本 42,268 38,738

  

銷售成本總額 1,297,213 1,090,732
  

飼料成本指我們的乳牛所消耗飼料產生的成本。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我們的乳牛飼料成本分別為人民幣927.8百萬元及人民幣
776.1百萬元，佔各財政年度銷售成本的71.5%及71.2%。我們飼料成本上升乃主要
由於 (i)乳牛數量增加；(ii)經調整飼料配方中濃縮飼料佔比提高；及 (iii)干草飼料價
格上漲所致。

毛利

鑑於以上因素，本年度內毛利增加至人民幣479.3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 463.3

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增加3.5%。我們的毛利率則由二零二零年的29.8%下降至
二零二一年的27.0%。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年度其他收入及收益為人民幣 73.1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 43.9百萬元），增
幅為 66.5%。其他收入及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為：(i)政府補貼（包括基礎設施升級改
造補貼、糧改飼補貼款、北安牧場的建設補貼）增加；(ii)鎮賚牧場土地轉租產生的
收入增加。為保障疫情影響下本集團所需飼草料的供應，鎮賚牧場租入一幅土地，
後將之轉租。該業務屬經營租賃模式下的轉租賃業務，因此確認轉租收入。

行政開支

我們於本年度產生行政開支人民幣116.2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140.1百萬元），
較二零二零年減少約17.1%。行政開支減少的主要原因為：(i)美元（「美元」）貶值所
致匯兌損失減少；及 (ii)與拜泉瑞信誠牧場搬遷事件及去年飛鶴收購本公司股份相
關的專業服務費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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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支

本年度其他開支為人民幣 38.0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 28.0百萬元）。其他開支
增加的主要原因為：(i)鎮賚牧場產生的土地轉租開支增加；及 (ii)與處理牛糞相關
的開支增加。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減銷售成本

於本年度，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減銷售成本為虧損人民幣237.7百萬元，而二零二
零年錄得虧損人民幣171.3百萬元。該項增加主要由於飼料成本上漲所致。

重要事件詳情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陝西瑞祥誠達牧業有限公
司（「買方」）與陝西綠能生態牧業有限公司（「賣方」）訂立資產轉讓協議，據此，賣方
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買方有條件同意購買該等資產，包括（其中包括）奶山羊的養殖
設施及羊奶生產線以及若干養殖場的土地使用權，代價為人民幣131,388,221元。詳
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的公告。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利潤

經考慮上述因素，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淨利潤為人民幣157.0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淨利潤人民幣 578.0百萬元。淨利潤減少主要由於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撥回拜泉瑞信誠牧業有限公司相關減值虧
損及應計開支所致。本年度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3.35分（二零二零年：人民幣
12.32分）。

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建議就本年度派付任何末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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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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淨額為人民幣 720.1百萬元，而二零二零
年為人民幣581.1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
價物為人民幣959.4百萬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1,029.6百萬元）。除等值於人民幣
439.5百萬元以美元計值、等值於人民幣39.3百萬元以港元（「港元」）計值的現金及現
金等價物外，本集團其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均以人民幣計值。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計息其他借款為人民幣 190.0百萬元（二零
二零年：無）。

該借款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借款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 10內。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46,904,964港元，拆分為
4,690,496,4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股份（「股份」）（二零二零年：46,904,964港元，拆
分為4,690,496,400股每股面值 0.01港元的股份）。本公司於本年度內並無發行任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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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購買額外設備及乳牛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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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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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公司股東（「股東」）授予的一般授權配售新股所得款項
淨額及根據全球發售（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的招股章程（「招
股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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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外，於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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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售新股的所得款項用途

已發行股份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首次於聯交所上市。首次公開發售因此
籌集之總金額約為3,298百萬港元，所得款項淨額約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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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淨額大致根據招股章程所披露的本公司計劃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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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及實際用途：

首次公開發售

所得款項淨額

的計劃用途

（載於招股章程）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首次公開發售

所得款項淨額

的實際用途

年內首次公開

發售所得款項

淨額的實際用途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動用首次

公開發售

所得款項淨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興建新牧場 1,923.0 1,923.0 – –

發展上游營運 384.6 36.8 – 347.8

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 256.4 256.4 – –
    

總額 2,564.0 2,216.2 – 347.8
    

未使用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347,800,000港元，預期將於二零二三年之前根據招股
章程所披露的本公司計劃（即發展上游營運）使用。開發上游業務的未使用所得款
項淨額的原預期時間表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受疫情影響，上游業務開
發暫停，導致所得款項淨額被延遲動用。詳細的時間表取決於整體經濟狀況、本公
司的發展及市場情況。

董事會將持續評估本集團的業務策略，並根據市況變更或修改計劃，以支持本集
團的業務發展。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三日完成根據股份配售按配售價每股股份0.5港元發
行781,749,400股新股份（「配售」）。配售之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應付配售代理之配
售佣金及配售產生之其他開支後）約為 384.6百萬港元，其擬用於向澳洲及新西蘭進
口青年牛及犢牛以及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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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及實際用途：

配售所得款項

淨額計劃用途

（載於本公司

日期為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的公告）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配售所得款項

淨額的實際用途

年內配售

所得款項淨額

的實際用途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動用配售

所得款項淨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從澳洲及新西蘭進口青年牛及
犢牛以及一般營運資金 384.6 177.9 79.2 206.7

    

總額 384.6 177.9 79.2 206.7
    

未動用之所得款項淨額約 206.7百萬港元預期將於二零二三年之前用作擬定用途。
配售未使用所得款項淨額的原預期時間表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受疫情
影響，從澳洲及新西蘭進口青年牛及犢牛的進度放緩，導致所得款項淨額被延遲
動用。詳細的時間表取決於整體經濟狀況、本公司的發展及市場情況。

董事將繼續評估本集團業務目標、表現及經濟情況，並可能因應市場變動而改變
或修訂計劃，以更好部署資源及所得款項。本公司將適時就所得款項用途之任何
重大調整刊發公告。

有關所得款項淨額餘下款項存放於香港及中國的持牌銀行及受認可金融機構。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事項。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資產作為銀行借款的擔保予以抵押（二
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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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會持續監控外幣匯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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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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本承擔分別為人民幣79.0

百萬元及人民幣61.0百萬元，用於建設我們的新牧場及更新現有設施。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零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1,903名員工（二零二零年：1,552名），其
中一人位於香港及其他均位於中國。

本集團僱員的薪酬大致取決於其工種及層級和於本集團之服務年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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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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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七日採納購股權計劃，旨
在獎勵或回報對本集團有所貢獻之經選定參與者。本集團亦為僱員安排在崗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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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董事及高級管
理層薪酬及報酬待遇。

此外，董事會的薪酬委員會將參照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所投入的時間及承擔的責任、
可比較公司支付的薪金以及本集團的業績，檢討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待遇及
向董事會建議予以考慮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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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年度後事項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完成向第三方收購若干資產，包括（其中包括）奶山
羊之養殖設施及羊奶生產線以及若干養殖場之土地使用權。進行該收購事項，乃
為了配合本集團在快速增長之山羊奶粉市場進一步拓展業務、多元化及拓展新產
品線以滿足客戶對羊奶粉產品需求之戰略。由於本集團仍在向所收購資產分配購
買價格以完成本次業務合併之首次會計入賬，因此披露有關收購事項之進一步詳
情並不切實可行。收購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及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公告。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年度結束後及截
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期後事項。

與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有關的更新

自二零一九年十二月爆發疫情以來，董事會一直在關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
並評估其對本集團業務的影響。本公司自爆發疫情以來已採取直接措施保護其員
工免受感染。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尚不知悉本集團僱員有任何感染病例。儘管本
集團大部分牧場所在的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有許多確診病例，但本集團的運營並
未受到任何嚴重幹擾。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尚不知悉疫情會對本集團的財務或
交易狀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概無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
買賣任何該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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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以透明及
負責任的方式經營業務以及遵循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符合本集團及股東的長遠
利益。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於本年度內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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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所載之守則條文，惟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務年度適用之企業管治守則除外。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其自身有關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買賣的操守守則。就回應本公司
所作出的具體查詢而言，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本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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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年度業績及初步業績公告

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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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訂）。審核委員會包括全部四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即蒙靜宗先生（別名Owens Meng）（委員會主席）、張月周先生、朱戰波
先生及劉晉萍女士。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團隊已審閱本公司於本年度內之年
度綜合業績。

初步公告所載本集團之本年度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
關附註之數字已獲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同意，與本集團本年度綜
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進行之
核證委聘工作，故本公司獨立核數師並無對初步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於指定網站公開資訊

業績公告分別於聯交所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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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適當的時候按照上市規則
要求之方式寄發予股東，並刊載於該等網站。

承董事會命
原生態牧業有限公司

主席
趙洪亮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趙洪亮先生（主席）、付文國先生（行
政總裁）、陳祥慶先生（財務總監）及劉剛先生；三名非執行董事，即冷友斌先生、
劉華先生及蔡方良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蒙靜宗先生（別名Owens 

Meng）、張月周先生、朱戰波先生及劉晉萍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