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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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18）

年度業績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

中國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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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收入 4 589,612 503,838
銷售貨品成本 5 (333,773) (268,231)

毛利 255,839 235,60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5 (88,153) (82,691)
行政開支 5 (98,110) (145,658)
其他利得－淨額 4 5,276 4,698

經營利潤 74,852 11,956

財務收入 6 3,212 4,561
融資成本 6 (1,248) (2,156)

財務收入－淨額 1,964 2,405

分佔聯營公司利潤 308 1,255

除所得稅前利潤 77,124 15,616

所得稅（開支）╱收益 7 (13,727) 479

年內利潤 63,397 16,095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1,064 31,258
 少數股東權益 2,333 (15,163)

63,397 16,095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的每股
 收益
 （以每股人民幣元表示）
 －基本及稀釋 8 0.13 0.06

股利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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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報表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年內利潤 63,397 16,09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利得╱（虧損） 3,357 (2,276)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66,754 13,819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4,421 28,982
　少數股東權益 2,333 (15,163)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66,754 1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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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均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74,817 80,754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0,682 140,050
 無形資產 137,321 148,262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756 2,38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7,081 23,724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 8,315 4,370

409,972 399,548

流動資產
 存貨 93,828 89,40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0 230,788 195,293
 短期銀行存款 26,782 28,36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0,823 151,368

542,221 464,425

總資產 952,193 863,973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股本 50,055 50,055
 股份溢價及股本儲備 375,341 375,341
 其他儲備 85,682 74,751
 留存收益 243,880 190,390

754,958 690,537

少數股東權益 79,947 79,614

總權益 834,905 77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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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政府補助 402 267
 遞延所得稅負債 12 24,566 24,829

24,968 25,09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1 80,328 59,464
 當期所得稅負債 9,272 225
 貸款 2,720 9,037

92,320 68,726

總負債 117,288 93,822

總權益及負債 952,193 863,973

流動資產淨值 449,901 395,69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59,873 79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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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中國香精香料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研發、貿易、製造及銷售香精香料。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九日根據開曼
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第三號法案，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
免有限責任公司。

根據為籌備本公司股份上市而進行的集團重組（「重組」），CFF Holdings Limited（「CFF 
Holdings」）於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以現金代價向深圳冠利達波頓香料有限公司（於二
零零六年六月七日重新命名為深圳波頓香料有限公司「深圳波頓」）的所有者收購深圳波
頓全部股本。其後，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透過與創華有限公司（「創華」，
CFF Holdings的所有者及本公司控股公司）進行股份互換，收購CFF Holdings全部已發行
股本。結果，本公司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而CFF Holdings作為另一家公司深圳波頓的
中間控股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九日，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除另有指明外，該等財務報表均以人民幣千元為單位列示。該等公佈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
十二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按
照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以公允價值列賬）的重估而作出修訂。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須使用若干關鍵的會計估計，管理層亦有必要在應
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過程中作出判斷。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截至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該等
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每股收益並無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列報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修訂本） 借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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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已被確定為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會審核本集團的內部報告方式，藉以評
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董事會從產品角度考慮業務。本集團分為四個業務分部：

‧ 香味增強劑、
‧ 食品香精、
‧ 日用香精及
‧ 提取物。

年內，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所得稅前利潤評估分部的表現。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部資料如下：

香味
增強劑 食品香精 日用香精 提取物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分部收入 289,310 109,472 56,597 136,788 592,167 – 592,167
分部間收入 – – (2,213) (342) (2,555) – (2,555)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289,310 109,472 54,384 136,446 589,612 – 589,612
經營利潤╱（虧損） 69,924 18,468 (12,444) 6,712 82,660 (7,808) 74,852
財務收入 – – 165 360 525 2,687 3,212
融資成本 – – – (1,174) (1,174) (74) (1,248)
財務收入－淨額 – – 165 (814) (649) 2,613 1,964
分佔聯營公司利潤 – – – 308 308 – 308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69,924 18,468 (12,279) 6,206 82,319 (5,195) 77,124
所得稅開支 (9,842) (2,606) (2) (1,277) (13,727) – (13,727)

年內利潤╱（虧損） 60,082 15,862 (12,281) 4,929 68,592 (5,195) 63,397

折舊及攤銷 7,865 6,693 2,313 11,329 28,200 294 28,49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壞賬撥備 500 1,865 3,184 246 5,795 – 5,795

無形資產減值費用 – – – – – – –
存貨撇減撥備 – – – 377 377 –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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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部資料如下：

香味
增強劑 食品香精 日用香精 提取物 分部總計 未分配 總計

分部收入 242,973 95,419 49,067 118,396 505,855 – 505,855
分部間收入 – – (1,646) (371) (2,017) – (2,017)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242,973 95,419 47,421 118,025 503,838 – 503,838
經營利潤╱（虧損） 79,611 8,270 (22,554) (45,547) 19,780 (7,824) 11,956
財務收入 – – 248 90 338 4,223 4,561
融資成本 – – – (1,297) (1,297) (859) (2,156)
財務收入－淨額 – – 248 (1,207) (959) 3,364 2,405
分佔聯營公司利潤 – – – 1,255 1,255 – 1,255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79,611 8,270 (22,306) (45,499) 20,076 (4,460) 15,616
所得稅（開支）╱收益 (12,753) (1,418) (16) 14,666 479 – 479

年內利潤╱（虧損） 66,858 6,852 (22,322) (30,833) 20,555 (4,460) 16,095

折舊及攤銷 7,570 6,472 2,344 14,081 30,467 316 30,78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壞賬
 撥備╱（撥回） 2,082 (828) 10,109 3,263 14,626 – 14,626

無形資產減值費用 – – – 40,183 40,183 – 40,183
存貨撇減撥備 – – – 1,264 1,264 – 1,264

所有分部收入明細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收入按類別分析
銷售貨品收入 589,612 503,838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來自中國外部客戶的收入為人民幣
532,575,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443,259,000元），來自其他國家外部客戶的總收入為
人民幣57,037,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60,579,000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位於中國的非流動資產（金融工具除外）及遞延稅項資產
總額為人民幣373,823,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370,388,000元）。位於其他國家的有關
非流動資產總額為人民幣753,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066,000元）。

收入約人民幣46,007,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52,887,000元）源自單一外部客戶。該等
收入歸屬於提取物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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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其他利得

本集團主要從事研發、貿易、製造及銷售提取物、香精及香料產品。收入包括提取物、香
精及香料的銷售額、經扣除增值稅、退貨、佣金及折扣。年內確認的收入及其他利得如
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收入
 銷售貨品 589,612 503,838

其他利得－淨額
 政府補助 4,660 3,466
 其他 616 1,232

5,276 4,698

5. 按性質分類的開支

包括在銷售貨品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及行政開支內的開支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折舊及攤銷 28,494 30,783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計入研究及開發開支的金額 54,779 52,393
製成品及在製品的存貨變動 (3,869) (22,513)
已用原材料 307,483 259,165
呆壞賬的減值費用 5,795 14,626
無形資產減值費用 – 40,183
存貨撇減值撥備 377 1,264
銷售佣金 25,994 24,164
運輸及差旅費 16,787 16,264
廣告開支 7,904 11,566
市場推廣開支 6,968 7,777
租賃費用 4,983 5,370
核數師酬金 2,125 2,738
研究及開發開支
 －僱員福利開支 9,831 5,551
 －其他 3,943 655
業務招待費 15,463 18,092
辦公室開支 17,921 14,321
其他費用 15,058 14,181

銷售貨品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及行政開支 520,036 49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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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收入及融資成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財務收入
 －利息收益 3,212 4,561

融資成本
 －利息開支
   銀行貸款 － (59)
   其他 (465) (1,449)
 －外匯虧損 (783) (648)

(1,248) (2,156)

財務收入－淨額 1,964 2,405

7. 所得稅開支╱（收益）

從損益表扣除的稅款指：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當期所得稅 20,898 19,117
以前期間所得稅超額撥備 (2,963) –
遞延所得稅
　－與暫時性差異有關 (4,208) (11,056)
　－稅率變動影響 – (8,540)

13,727 (479)

(a)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在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及香港並無應課利得稅收益，故並
無計提該等司法權區的利得稅撥備。

(b)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於中
國成立的附屬公司按25%的稅率繳納所得稅，除非適用優惠稅率。

 本集團兩間附屬公司，深圳波頓及悟通香料被確認為高新技術企業，故於二零零八
年至二零一零年，可享受15%的優惠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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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收益）（續）

(c) 本集團所得稅前利潤稅項與按本集團兩間主要附屬公司適用的稅率15%計算而產生的
理論金額差異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除所得稅前利潤 77,124 15,616

按稅率15%（二零零八年：15%）計算的稅項 11,569 2,342
未確認的稅項虧損（附註12） 240 449
稅率變更的影響（附註12） – (8,540)
預提附屬公司將滙出收益的預提所得稅（附註12） 612 135
不可扣稅的開支 4,269 5,135
以前期間所得稅超額撥備 (2,963) –

所得稅開支╱（收益） 13,727 (479)

8. 每股收益

年內每股收益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除以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61,064 31,258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484,389 484,389

每股基本收益（每股人民幣元） 0.13 0.06

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之年結日並無稀釋潛在普通股，故每股稀釋收益與每股基本收
益相同。

9. 股利

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擬不派發任何末期股利（二零零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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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應收賬款 (a) 158,023 126,517
減：減值撥備 (b) (27,138) (21,406)

應收賬款－淨額 130,885 105,111
應收票據 (c) 46,467 42,072
預付賬款 36,251 32,437
員工墊款 4,200 2,046
員工福利付款 4,027 4,510
其他應收款 8,958 9,117

230,788 195,29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的賬面值接近其公允價值。

本集團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的賬面值以下列貨幣為單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 227,374 187,647
美元 3,412 951
港元 2 3,842
日元 – 2,531
歐元 – 322

230,788 19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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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續）

(a) 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一般為90日。自出售貨物日期起計算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3個月以下 88,167 59,305
3至6個月 23,683 10,515
6至12個月 7,134 22,191
超過12個月 39,039 34,506

158,023 126,517

(b) 應收賬款的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於一月一日 (21,406) (6,975)
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5,795) (14,626)
於年內撇銷為不可收回的應收款 63 195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27,138) (21,406)

(c) 應收票據的到期日介乎30至180日。

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應付賬款 (a) 62,143 42,624
其他應付稅項 4,848 1,956
應計費用 4,816 3,843
其他應付款 8,521 11,041

80,328 59,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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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續）

本集團的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賬面值以下列貨幣為單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 76,351 56,519
美元 2,015 –
港元 1,949 2,945
歐元 13 –

80,328 59,464

(a) 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3個月以下 53,871 33,512
3至6個月 4,445 5,337
6至12個月 1,465 1,006
超過12個月 2,362 2,769

62,143 42,624

12. 遞延所得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遞延稅項資產：
 －將於超過十二個月後收回 3,591 1,414
 －將於十二個月內收回 4,724 2,956

8,315 4,370

遞延稅項負債：
 －將於超過十二個月後清還 (22,944) (23,954)
 －將於十二個月內清還 (1,622) (875)

(24,566) (24,829)

在年底沒有存在任何抵銷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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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香料和香精的研發、貿易、生產和銷售。本集團提供給顧客的香
料和香精將添加於顧客所生產的煙草，食品和日用品中。本集團產品通過改善顧
客對產品的味道和香味來提高顧客產品的質量，並以此顧客生產的產品增值。本
集團所生產的香料主要出售給香煙、飲料、日常食品、罐頭食品以及糖類食品生
產商。本集團所生產的香精主要出售給美容品、香水、肥皂、化妝品、護髮用
品、除臭劑、洗滌劑以及空氣清新劑生產商。

二零零九年是非常奇妙的一年，尤其是中國經歷嚴重的毒奶粉事件後，沒預料到
經濟如此迅速地復甦。然而，事實是中國宏觀經濟已步入「穩步」發展階段。二零
零九年第三季國內生產總值較去年同期增長8.9%，相對第二季7.9%及首季6.1%的
增長率而言，增速明顯加快。該等指標上升，顯示著經濟已擺脫通脹進入復甦階
段。

儘管我們對前景持樂觀態度，但我們仍然擔心由於奶粉事件已喚醒中國政府對食
品產品質量及標準的意識而可能導致我們已售產品成本增長。由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食品安全法》於二零零九年施行食品產品強制標準，香味增強劑及食品香精
的原材料成本於二零零九年不斷攀升。吸入人體的香煙被分類為食品，將不會豁
免遵守有關強制標準。儘管我們於二零零九年致力透過技術協助控制產品成本，
但產品成本不可避免增長24.4%。

由於我們擁有(i)強大技術；(ii)量身定制的售後服務；及(iii)產能顯著提高等若干
優勢，我們仍然對本集團將成為中國領先的香精及香料公司的未來前景充滿信
心。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的新生產基地將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竣工，藉此，中國海
外食品行業從業者將確信我們的產能可以滿足彼等需求。這對中國海外食品行業
從業者而言或將進入取代香料進口的新時代。

營運和財務回顧

收入

截止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589,6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503,800,000元），較去年上升約17.0%。營業
額增長主要源於以下原因：(i)本集團所推出的新型香味增強劑產品帶動了對香味
增強劑的需求；(ii)食品香精及日用香精的營業額分別增長14.7%及14.7%；及(iii)
本集團上游附屬公司悟通香料銷量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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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和財務回顧（續）

毛利

本集團毛利較二零零八年增長8.6%只達至人民幣255,800,000元，主要是由於本集
團整體毛利率由二零零八年的46.8%下降至43.4%所致。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材料
價格和生產成本上升所致。主要原因是有關政府部門施行嚴格的食品標準導致原
材料成本上漲。

淨利潤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權益持有人應佔淨利潤約為
人民幣61,1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31,300,000元），較二零零八年增長約
95.2%。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淨利潤較二零零八年增長約
237.5%，主要是由於無形資產減值損失為人民幣40,200,000元所致。

開支

銷售和分銷費用約為人民幣88,2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82,700,000元），佔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營業額約15.0%（二零零八年：16.4%）。年
內銷售和分銷費用增加主要是由於銷售部門辦公費用及銷售佣金的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98,1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45,700,000元），佔截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營業額約16.6%（二零零八年：28.9%）。行政開
支主要由僱員福利開支、折舊及攤銷、減值費用、法律與專業費用以及交際接待
費用構成。上述費用佔總行政開支約75.2%（二零零八年：81.4%）。

財務收入淨額約為人民幣2,0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2,400,000元）。財務費
用減少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年內未使用任何銀行貸款及股份發行所得款項以較高利
息的定期存款形式存儲於銀行，從而導致年內錄得淨財務收入所致。

未來計劃和前景

儘管本集團管理層正面臨本集團成立以來的最艱難時期，但管理層對本集團未來
前景仍然充滿信心。這是因為本集團一直堅持穩步發展、低負債、注重核心產品
以及致力提高技術水平的整體戰略，儘管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在聯交所主
板上市，但從未放棄。本集團上述戰略亦為本集團的未來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我們將在二零一零年整合資源，藉以持續執行本集團策略，保持小幅度但穩健的
增長。公眾人士將看到，本公司在二零一零年的增長勢必給股東帶來振奮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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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449,900,000
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395,700,000元）。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人民幣
217,6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79,700,000元）。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約為5.9
（二零零八年：6.8）。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權益約為人民幣834,900,000元（二零零
八年：人民幣770,200,000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無任何銀
行貸款（二零零八年：無）。

上述資料顯示本集團財務狀況在過去一年保持穩健。

融資

董事會相信現有財務資源足以應付日後擴展計劃，倘需要時，本集團將可以有利
條款取得其他融資。

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

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錄得外匯淨虧損人民幣800,000元（二零零八年：外匯虧損
人民幣600,000元）.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境內經營，大部份均以人民幣結算。因此，
由於對沖成本較為高昂，本集團並無以任何金融工具對沖相關風險。將人民幣兌
換為外幣須遵守中國政府頒佈的外匯管制條例及規例。

本集團承受的利率變動風險主要來自其按可變利率計息的活期銀行存款及按固定
利率計息的貸款。按可變利率計息的銀行存款令本集團面對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按固定利率批授的貸款令本集團面對公允價值利率風險。本公司授予附屬公司的
貸款為不計息，令本公司面對公允價值利率風險。其他金融資產及負債並無重大
利率風險。

資本支出

年內，本集團對固定資產投資約人民幣38,5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
23,100,000元），其中人民幣4,0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0,100,000元）用於
購買廠房及機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有關固定資產的資本承擔約為人
民幣198,4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3,400,000元），均以內部資金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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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質押或抵押任何資產。

僱員政策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及香港分別有820名及10名僱員。本
集團向其僱員提供全面而具吸引力的薪酬、退休計劃及福利待遇，亦會按員工的
工作表現而酌情發放獎金。本集團須向中國社會保障計劃供款。本集團與其中國
僱員須分別按中國有關法律及法規列明的比率對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供款。本集
團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香港僱員採納公積金計劃。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購入、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並無任何關於本公司須向現有股東按比例
發售新股份的優先購買權規定。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
四所載的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
年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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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年報

包括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相關段落規定所需的所有資料的年報複本將於適當時候在
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chinaffl.com）刊
登。

承董事會命
中國香精香料有限公司

China Flavors & Fragrances Co., Ltd.
主席
王明均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王明均先生、王明凡先生、李慶龍先生、王
明優先生及錢武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偉民先生、吳冠雲先生及周
小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