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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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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天溢果業控股有限公司
Tianyi Fruit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756）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天溢果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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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及

經挑選的說明附註，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並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83,996 165,208
銷售成本 (126,973) (129,033)

毛利 57,023 36,175

生物資產公允值變動收益
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77,125 44,352

其他收入 4 1,770 1,894
分銷成本 (11,679) (4,276)
行政開支 (17,907) (10,955)
其他開支 (258) (104)

營運所得利潤 106,074 67,086--------------- ---------------

融資收入 357 884
融資開支 (283) (755)

淨融資收入 6 74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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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利潤 106,148 67,215

所得稅 7 (12,795) (19,496)

期內利潤 93,353 47,719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1,660 47,719

非控股權益 1,693 —

期內利潤 93,353 47,719

每股盈利（人民幣分）

基本 8 9.16 4.83

攤薄 8 9.01 4.83

中期股利 11 — —



— 3 —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5,836 108,360
土地使用權 11,406 3,416
租金預付款項 29,378 35,751
已抵押銀行存款 5,100 5,100
遞延稅項資產 — 813

191,720 153,440--------------- ---------------

流動資產
存貨 87,895 9,561
生物資產 5,006 55,258
租金預付款項 13,034 14,57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37,290 65,103
定期存款 2,675 2,67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3,067 193,121

428,967 340,291--------------- ---------------

資產總值 620,687 493,73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27,228 18,928
應付所得稅 8,987 3,304

36,215 22,232--------------- ---------------

流動資產淨值 392,752 318,059---------------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84,472 471,499--------------- ---------------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23,600 11,000
貸款及借貸 5,100 5,100
遞延稅項負債 1,425 725

30,125 16,825--------------- ---------------

負債總額 66,170 39,057

資產淨值 554,347 454,67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822 8,791
儲備 543,732 445,78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552,554 454,574
非控股權益 1,793 100

權益總額 554,347 45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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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報告實體

天溢果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乃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已包含本集團。

2.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表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編製，
包括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其已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日獲批准刊發。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業務的分部進行經營管理。根據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的要求，本集團以與
本集團最高層管理人員用於資源分配及業績考評的內部報告資料相一致的基礎，已區分出的五
個應呈報分部。位於福建及重慶的若干經營分部因管理層認為彼等具有相似的經濟特徵而被整
合為下列應呈報分部。

— 批發鮮橙。該分部從事種植及向第三方客戶銷售橙的業務。

— 生產冷凍濃縮橙汁（「冷凍濃縮橙汁」）及其相關產品的橙。該分部從事用作生產冷凍濃縮橙
汁、冷凍濃縮橙汁纖維及橙茸漿的橙的種植。

— 冷凍濃縮橙汁。該分部從事冷凍濃縮橙汁的生產及分銷，冷凍濃縮橙汁是以鮮橙為原材料，
經破碎、壓榨、消毒及濃縮等工序製成。冷凍濃縮橙汁主要供對外客戶作為生產果汁及混
合果汁的原材料。

— 冷凍濃縮橙汁纖維。該分部從事冷凍濃縮橙汁纖維的生產及分銷，冷凍濃縮橙汁纖維為低
黏度冷凍濃縮橙汁與橙茸漿的混合物。冷凍濃縮橙汁纖維主要供對外客戶生產果汁及混合
果汁。

— 橙茸漿。該分部從事橙茸漿的生產及分銷，橙茸漿為冷凍濃縮橙汁生產過程的副產品。橙
茸漿主要供對外客戶生產混合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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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a) 分部業績

根據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編製在本中期財務報告披露的分部資料所採用的方式乃與本集
團最高層管理人員用於資源分配及業績考評的內部報告資料相一致。就此而言，本集團最
高層管理人員乃按下列基準監控各須予報告分部應佔之業績：

收益及開支乃參照各須予報告分部產生的銷售及該等分部引起而導致的開支分配至各須予
報告分部。

報告分部利潤所用方法為「總利潤減銷售稅及額外費用，及銷售產生的公允值收益退回」。

供本集團最高層管理人員用於資源分配及本期間業績考評的有關本集團須予報告分部資料
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生產冷凍
濃縮橙汁
及其相關 冷凍 冷凍濃縮

批發鮮橙 產品的橙 濃縮橙汁 橙汁纖維 橙茸漿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對外客戶收益 79,782 — 48,628 44,080 5,456 6,542 184,488
分部間收益 — 24,473 — — — — 24,473

須予報告分部收益 79,782 24,473 48,628 44,080 5,456 6,542 208,961

須予報告分部利潤 32,466 12,002 20,576 28,100 4,696 1,584 99,424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生產冷凍
濃縮橙汁
及其相關 冷凍 冷凍濃縮

批發鮮橙 產品的橙 濃縮橙汁 橙汁纖維 橙茸漿 其他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對外客戶收益 64,004 — 84,674 — 5,285 11,487 165,450
分部間收益 — 11,280 — — — — 11,280

須予報告分部收益 64,004 11,280 84,674 — 5,285 11,487 176,730

須予報告分部利潤 23,583 5,137 29,291 — 4,420 4,435 66,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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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b) 須予報告分部收益及利潤的對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須予報告分部的總收益 202,419 165,243
其他收益 6,542 11,487
分部間收益的抵消 (24,473) (11,280)
銷售稅及額外費用 (492) (242)

綜合收益 183,996 165,208

利潤
須予報告分部的總利潤 97,840 62,431
其他利潤 1,584 4,435

99,424 66,866

銷售稅及附加費 (492) (242)
銷售產生的公允值收益退回 (41,909) (30,449)
生物資產公允值變動收益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77,125 44,352
其他收入 1,770 1,894
分銷成本 (11,679) (4,276)
行政開支 (17,907) (10,955)
其他開支 (258) (104)
淨融資收入 74 129

除稅前綜合利潤 106,148 67,215

4. 其他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資助金 1,770 1,800
其他 — 94

1,770 1,894

為表揚本集團對當地農業發展所作的貢獻，本集團自中國不同的政府機關獲取無條件酌情資助
金。此等非經常性政府資助金並非僅為本集團提供。概不保證本集團將於日後獲取此等政府資
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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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下列開支包括在銷售成本、分銷成本、行政開支及其他開支內。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存貨成本* 126,973 129,033
折舊* 2,456 1,635
土地使用權的攤銷 65 35
租金預付款項的攤銷* 7,909 4,612
核數師酬金 853 730
運輸 10,028 3,188
經營租賃開支 117 57

* 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存貨成本分別包括人員開支、折
舊開支、租金預付款項的攤銷及經營租賃開支人民幣37,857,000及人民幣28,483,000元。

6. 淨融資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357) (884)

融資收入 (357) (884)--------------- ---------------

銀行費用 20 8
淨外匯虧損 263 747

融資開支 283 755--------------- ---------------

淨融資收入 (7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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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的所得稅指：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開支
中國所得稅撥備 11,282 15,495

遞延稅項開支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1,513 4,001

12,795 19,496

(i)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支付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
任何所得稅。

(ii) 由於本集團並無須繳交香港利得稅的應課稅利潤，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iii) 中國所得稅撥備乃根據本集團於中國的附屬公司的估計應課稅收益按有關稅務規定及法規
釐定的各適用稅率而定。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本集團從事種植及銷售自種鮮橙的附屬公
司可豁免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其他經營附屬公司的適用所得稅率為25%。

(iv) 依照新稅法，外國投資者從外商投資企業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以後賺得的溢利中分派的
股利，須預扣10%的預扣稅（於香港註冊的外企投資者須扣繳5%的預扣稅）。由於本公司控
制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的股利政策，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將以本集團的中國
附屬公司的部分保留溢利（董事預期該等附屬公司將在可預見的將來作分派）將予支付稅項
確認遞延稅項負債人民幣1,425,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40,000元）。於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遞延稅項負債人民幣7,950,000元尚未被確認，因董事認為本
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賺得的
部分溢利確定在可預見的將來將不作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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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人民幣91,660,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7,719,000元），及
本公司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000,712,500股（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987,771,739股普通股）計算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已發行普通股 100,000,000 100,000,000
資本化發行影響 650,000,000 650,000,000
首次公開發售影響 250,000,000 237,771,739
行使購股權影響 712,500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00,712,500 987,771,739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所有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均具反攤薄影響，故對每股盈利並無攤薄影響。因此截至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人民幣91,660,000元及加權平均已發行1,017,684,205股普通股（攤薄）（經就所有潛在攤薄普
通股之影響所作調整）計算如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00,712,500
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按零代價視作發行股份之影響 16,971,705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攤薄） 1,017,684,205

本公司股份就計算購股權攤薄影響而言的平均市值乃以購股權尚未被行使期間所報市價為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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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131,198 63,702
預付款項 5,516 445
其他應收款項 576 956

137,290 65,103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為期90天的信貸期。於結算日，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以內 131,143 63,658
三個月以上但於六個月以內 12 42
六個月以上但於一年以內 43 2

131,198 63,702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15,812 9,960
其他應付款項及累計開支 11,416 8,968

27,228 18,928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預期將於一年內繳清。本集團的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逾期 15,812 9,960

11. 中期股利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董事不建議派付中期股利（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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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銷售冷凍濃縮橙汁及其相關產品、鮮橙、其他濃縮果汁以及龍眼乾。

根據中國飲料工業協會的統計數據，以產量計，本集團乃中國冷凍濃縮橙汁行業的領先生產

商之一。

二零零九年，中國果汁飲料市場保持了較快的增長，尤其是對橙汁飲料的需求保持穩健。冷

凍濃縮橙汁是生產橙汁飲料的主要原料，中國冷凍濃縮橙汁的現時生產能力仍然很小，主要

還是依賴進口產品來滿足需求。中國與巴西及美國（世界主要的冷凍濃縮橙汁生產國）的生產

能力存在很大的差距。

本集團的目標是繼續保持其在國內行業中的領導地位，通過不斷擴大產能及橙園種植面積及

提升產品的素質及種類來加強在國內市場的份額。經過不懈的努力，本集團在期內取得了如

下的成績：

• 本集團在重慶開縣投資新建的廠房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完工並投入生產，設計年產能

10,000噸，使本集團的總體生產能力提升了一倍；

• 本集團在重慶開縣新租賃佔地20,000畝的橙園於二零零九年的榨季開始供應鮮橙，使本

集團的橙園種植面積比去年同期增長約65%；

• 本集團利用重慶開縣自漢朝以來所享有的「中國錦橙第一鄉」的傳統優勢，推出「尚果」鮮

橙品牌，希望藉此打造一個高品質的鮮果品牌，提升本集團的鮮果銷售毛利；及

• 本集團推出了新品種「纖維濃縮橙汁」，該產品在傳統濃縮橙汁中加入鮮橙果肉，使飲料

企業能夠生產出含果粒纖維的橙汁飲料，而這種產品正越來越受到消費者的歡迎，需求

不斷增加。

自一九九三年至今，本集團在冷凍濃縮橙汁行業已經經營了16年，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本集

團的客戶群包括了可口可樂在內的主要國際和國內知名飲料企業，本集團也是目前國內少有

的一家在上游經營種植基地的冷凍橙汁生產商。董事認為，中國的飲料市場正面臨向果汁飲

料轉變的時代。本集團憑藉多年積累的經驗，充分把握住這一商機，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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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本集團的中期財政業績包括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

間。

期內，本集團的收益由去年同期（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65,208,000元增加至人民幣183,996,000元，增幅約11.4%。

冷凍濃縮果汁的銷售收入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01,446,000元增加至人民幣104,706,000元，增

幅為3.2%。其中，冷凍濃縮橙汁及橙茸漿的銷售收入為人民幣54,084,000元（去年同期：人民

幣89,959,000元）；新產品纖維濃縮橙汁的銷售收入為人民幣44,080,000元（去年同期：無）。

鮮橙的銷售收入由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64,004,000元增加至人民幣79,782,000元，增幅約為

24.7%。該增幅主要是因鮮橙銷量錄得增長所致。

期內，冷凍濃縮橙汁的平均銷售單價為每千克11.75元（去年同期：每千克人民幣13.98元）。單

價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受到金融海嘯及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國際冷凍濃縮橙汁價格在二

零零九年上半年大幅下滑。不過，該情況自二零零九年第四季度開始已經有了顯著改善。期

內，纖維濃縮橙汁的平均銷售單價為每千克6.84元，鮮橙的平均銷售價分別為每千克人民幣

1.68元（去年同期：每千克人民幣1.68元）。

期內，本集團的毛利為人民幣57,023,000元，與去年同期的人民幣36,175,000元相比，增加了

57.6%。本集團的須予報告分部的總利潤（即未經過生物資產公允值調整前的毛利潤，

見第5頁附註3）為人民幣99,424,000元，比去年同期的人民幣66,886,000元增加48.6%。增加的

主要原因是推出了新產品纖維濃縮橙汁，而其毛利率也較高；另外，冷凍濃縮橙汁的毛利率

比去年同期也有所提高。

以下為按產品分類的毛利率分析：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冷凍濃縮橙汁及橙茸漿* 47% 37%
纖維濃縮橙汁* 64% 不適用
鮮橙批發* 41% 37%
其他濃縮汁產品 24% 39%

* 以上產品的成本就公平值作出調整。

冷凍濃縮橙汁及橙茸漿的毛利率上升的主要原因由於加工果成本大幅下降，百分比亦下跌，

且其下降幅度遠大於冷凍濃縮橙汁銷售單價的下降幅度。另外，鮮橙的毛利率比去年同期略

有上升，主要因於期內擴大種植面積使平均種植成本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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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集團淨利潤約為人民幣93,353,000元，與去年同期的人民幣47,719,000元相比，增幅

為95.6%。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47,719,000元增加至人民幣

91,660,000元，增幅為92.1%。

本集團的分銷成本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4,276,000元增加至人民幣11,679,000元，增幅為

173.1%。分銷成本增加原因是運輸費用隨銷售額上升而大幅增加。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0,955,000元增加至人民幣17,907,000元，增幅為

63.5%。行政開支增加原因是：（一）本集團擴充營運規模，導致一般辦公費用增加；（二）管

理人員的工資、社保費用及獎金有所增加。

期內，本集團的有效稅率下降至12%（去年同期：29%），主要原因是本集團的公司組織架構

進行了重組，將橙汁加工業務與鮮果種植及銷售業務分離，分別設立公司從事經營管理。因

此，鮮橙種植和銷售業務享受中國農業優惠政策，不須繳納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而去年同

期該部分業務須繳納企業所得稅。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183,067,000元（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93,121,000元），貸款總額為人民幣5,1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人民幣5,100,000元）。約97.9%及2.1%（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99.5%及0.5%）的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分別以人民幣及港元持有。為數人民幣5,100,000元的有抵押銀行貸款是由中國地

方財政部門提供的委託銀行貸款，沒有利息。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

何計息借貸，本集團所有借貸均以人民幣為單位。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為0.9%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1.1%）；流動資產為人民幣428,967,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340,291,000元）；流動負債為人民幣36,215,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22,232,000元）；流動比率（以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11.8（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15.3）。

董事會管理流動資產之方法為確保本集團隨時具有足夠之流動資產應付即將到期之負債，使

本集團無須承擔不能接受之虧損及聲譽受損。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銷售及購貨以人民幣進行。因此本集團不必承受重大的外匯風險，且董事會並不預

期外幣波幅將於日後重大影響本集團之運作。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目的。

資本開支

期內，本集團之資本開支合共人民幣47,989,000元（去年同期：人民幣10,405,000元），該等資

本開支用於購置物業、廠房、設備及土地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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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融資收入

期內，本集團之淨融資收入約為人民幣74,000元（去年同期：人民幣129,000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已抵押銀行存款人民幣5,100,000元，以就本集團取

得銀行貸款（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有已抵押銀行存款人民幣5,100,000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無）。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約691名僱員（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310名僱員）。

本集團提供優厚薪酬待遇、酌情花紅，以及為其僱員提供社會保險福利。本集團亦已為僱員

設立購股權計劃。

展望

隨著重慶開縣新廠房的投產，本集團的產能有了大幅度提升。但是，與目前中國市場對冷凍

濃縮橙汁的總體需求量相比，本集團的產能仍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展望未來，本集團計劃

在以下幾個方面繼續努力：

(1) 通過收購兼併繼續擴大產能

中國市場對冷凍濃縮橙汁的年需求量大約為10萬噸。目前，大部份需求量依賴進口。下

一步，本集團計劃通過收購兼併繼續擴大產能，以滿足市場需求。

(2) 繼續擴充橙園種植面積

董事相信，經營種植基地可以保證原料供應。因此，本集團計劃透過在重慶開縣租賃更

多橙園，繼續擴充橙園種植面積。此外，本集團計劃在重慶開縣地區租賃荒地，建設現

代化的高水準橙園基地，以滿足多年之後本集團對原材料的需求。

(3) 加強「尚果」品牌的宣傳和擴大鮮果銷售網絡

鮮果銷售是本集團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本集團計劃加強「尚果」品牌的市場推廣，打造

精品果產品系列，建設鮮果銷售網絡，從而進一步提升鮮果的銷售額及毛利率。

(4) 開發熱帶果汁

中國市場對熱帶水果及熱帶果汁的需求正在上升，而海南島是中國熱帶水果的主要產地。

為抓緊市場機遇，本集團計劃在海南島嘗試研發不同品種的熱帶果汁，為本集團開發新

的利潤增長點。



— 15 —

購買、出售及贖回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期內，本公司概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上市規則

除下文披露者外，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照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的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須予分開，亦不得由同一人兼任。於二零零九

年九月二十一日，前主席洪鴻瑜先生辭任董事及董事會主席。辛克先生則於同日獲推選為董

事會主席，而他亦為本公司的行政總裁。此事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

辛先生在冷凍濃縮橙汁行業經驗豐富，其恰當的地位、管理技能及商業智慧乃同時履行兩份

職務所需的先決條件。董事會相信，辛先生兼任兩職，可為本集團帶來堅強而貫徹的領導，

同時又使本集團的業務得以繼續有效經營及發展。因此，此架構對本集團及整體股東而言均

屬有利。

本公司理解遵守守則條文第A.2.1條的重要性，並會繼續考慮委任不同人士出任主席及行政總

裁職務的可行性。本公司將於作出決定之時作出適時公佈。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訂立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規定標準（「標準

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截至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採納的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核、內

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

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及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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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利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董事不建議派付中期股利（截至二零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承董事會命

天溢果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辛克

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泉州

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辛克先生及辛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涂宗財先生、

莊衛東先生及莊學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