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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中國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
績連同二零零六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864,272 312,816
銷售成本 (616,223) （213,755）

毛利 248,049 99,061
其他收入 3,792 2,283
分銷成本 (109,973) （27,457）
行政開支 (24,809) （19,870）
其他經營開支 (385) （1,396）
融資成本 (42,650) （22,012）

除稅前溢利 74,024 30,609
所得稅開支 4 (5,338) （212）

期內溢利 5 68,686 3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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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佔：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68,399 30,260
少數股東權益 287 137

68,686 30,397

股息
－已派股息 7 24,444 30,555

－擬派股息 7 － －

基本每股盈利（人民幣分） 8 5.60 2.48

02 (C) Haisheng Account 24/8/07, 16:053



4

中國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業績報告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26,611 889,832
預付租賃款項 32,590 30,837
無形資產 33,225 34,60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1,046 6,305

993,472 961,574

流動資產
存貨 10 367,537 701,24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1 417,438 336,694
已抵押銀行存款 29,178 65,889
銀行結餘及現金 97,196 115,545

911,349 1,219,370
列為持作出售資產 11 － 21,619

911,349 1,240,98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2 77,747 148,938
應付票據 12 25,643 122,315
應付股息 12 24,444 －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
股東的股息 2,917 2,722

銀行及其他借款  —  一年內到期 773,369 1,147,100

904,120 1,421,075

淨流動資產／（負債） 7,229 (180,086)

1,000,701 78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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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12,715 12,715
儲備 750,654 706,201

母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763,369 718,916
少數股東權益 18,584 1,692

權益總值 781,953 720,608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  一年後到期 217,589 59,721

延期稅項負債 1,159 1,159

1,000,701 781,488

第2頁至15頁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獲董事會
批准及授權刊發，並由以下人士代表董事會簽署：

高亮 朱芳
董事 董事

02 (C) Haisheng Account 24/8/07, 16:055



6

中國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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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權益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兌儲備 法定公益金 法定公積金 累計溢利 持有人應佔 權益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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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12,715 189,989 258,722 － 15,793 31,587 174,451 683,257 1,534 684,791
期內溢利 － － － － － － 30,260 30,260 137 30,397
轉移 － － － － (15,793 ) 15,793 － － － －

股息 － (30,555 ) － － － － － (30,555 ) (119 ) (30,674 )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12,715 159,434 258,722 － － 47,380 204,711 682,962 1,552 684,514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12,715 159,434 258,722 460 － 54,731 232,854 718,916 1,692 720,608
期內溢利 － － － － － － 68,399 68,399 287 68,686
換算海外業務

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498 － － － 498 － 498
一間附屬公司

少數股東注資 － － － － － － － － 16,800 16,800
股息 － － － － － － (24,444 ) (24,444 ) (195 ) (24,639 )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12,715 159,434 258,722 958 － 54,731 276,809 763,369 18,584 78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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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經營活動的淨現金流 398,762 97,714
用於投資活動的淨現金流 (182,381) (24,326)
（用於）／來自融資活動的淨現金流 (234,730) 7,56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 (18,349) 80,95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5,545 60,568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相當於銀行結餘及現金 97,196 14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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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根據開曼群島法例（一九六一年第3項法令，經綜合及修訂）第22章公司法於開
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在2005年11月4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Think Honour International Limited（「Think
Honour」），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現組成本集團的公司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濃縮果汁及相關產品。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準則
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
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二零零六年年度賬目一併閱讀。

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遵循貫徹一致。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由於本集團主要從事一種業務，即生產和銷售濃縮蘋果汁及相關產品，故並無呈報期內分類
資料。本集團在一個地域經營，而其收入主要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其主要資產位
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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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續）
營業額扣除中國適用的增值稅（「增值稅」）呈列，而下表為本集團以地區市場劃分的銷售分
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北美洲 451,689 131,411
歐洲及俄羅斯 308,175 139,713
亞洲 59,428 21,141
澳洲 21,151 20,551
其他 23,829 －

864,272 312,816

4. 所得稅開支
中國所得稅乃根據中國之相關法例及法規按適用稅率計算。根據中國之相關法例及法規，本
集團在中國之若干附屬公司於首個溢利年度起計兩個年度獲豁免中國所得稅，並在其後三年
享有50%豁免。

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Haisheng International Inc.是一家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美國註
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受遞增企業及聯邦稅率影響。

所得稅開支包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所得稅撥備
－中國 4,589 －
－其他司法權區 749 212

5,338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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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續）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遞延稅項約為人民幣1,159,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
1,159,000元）。本集團於期內或資產負債表日並無其他重大未撥備遞延稅項。

5.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董事酬金（附註6） 648 609
其他員工開支 13,100 10,056
退休福利計畫供款 865 474

總員工開支 14,613 11,139

核數師酬金 120 70
攤銷在行政開支內的土地使用權 272 204
攤銷在銷售成本及分銷費用內的無形資產 1,375 1,37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0,750 19,091
在簡明綜合損益表內已確認存貨成本 616,223 21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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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董事酬金及僱員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袍金 90 93
其他酬金：
月薪及津貼 511 50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7 7

648 609

董事酬金
個別董事酬金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退休福利 退休福利

袍金 月薪及津貼 計劃供款 袍金 月薪及津貼 計劃供款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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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亮先生 － 223 2 － 210 2
梁毅先生 － 144 1 － 124 2
游泳先生 － 92 2 － 88 2
朱芳女士 － 92 2 － 87 1
李元瑞先生 30 － － － － －
趙伯祥先生 30 － － 31 － －
許玉林先生 － － － 31 － －
嚴慶華先生 30 － － 31 － －

90 551 7 93 50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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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董事酬金及僱員酬金（續）

僱員酬金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五大最高薪人士分別包括本公司的二位董事（二零零六
年：兩位），其薪酬詳情如上。餘下的最高薪人士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薪酬位於零至1,00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974,000元）之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月薪及津貼 494 79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 2

498 797

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支付任何薪酬予任何本公司
董事（「董事」）或五大最高薪人士作為鼓勵加入或加入本集團後之獎金或離職補償。概無董
事放棄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酬金。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根據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批准就截至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派付末期股息合共人民幣24,444,000元。

8. 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盈利乃按照期內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68,399,000 元（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 30,260,000元）及期內已發行的加權平均股數 1,222,200,000股（二零零六
年：1,222,200,00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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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資本開支
期內，集團產生資本開支約人民幣54,295,000元（二零零六年：人民幣24,326,000元）。

10. 存貨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21,367 24,950
在製品 36,427 104,272
製成品 309,744 572,020

367,538 701,242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通常給予其貿易客戶90至120天的信貸期。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貿易應收款項
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90 日 145,526 212,916
91－180 日 1,416 8,429
181－365 日 6,630 7,843
超過1年 14,620 9,466

168,192 238,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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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票據、應付股息及其他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齡：
0－90 日 40,297 105,493
91－180日 3,354 4,111
181－365日 1,213 582
超過1年 525 1,232

45,389 111,418

13. 股本

本公司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00,000,000 100,000,000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已發行全數繳付：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22,200,000 12,2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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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中期業績報告

14. 資本承擔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收購以下物業、廠房及設備但未於
中期財務報表內撥備的資本開支：
－已訂約 212,539 8,398
－已授權但未訂約 29,746 443,695

242,285 452,093

15. 資產抵押
與有關結算日期，本集團將以下資產抵押予銀行，以獲得其授予本集團的借貸融資：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525,984 563,838
預付租賃款項 48,355 27,361
已抵押銀行存款 29,178 65,889
存貨 － 109,769

603,517 766,857

16. 關聯方披露

核心管理人員補償
期間內董事酬金及核心管理人員酬金已在附註6中披露。

董事酬金及核心管理人員酬金由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根據個人表現及市場情況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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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中期業績報告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回顧
董事會謹此宣佈，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營業額約
人民幣864.3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76.3%，毛利率為28.7%，去年同期則為31.7%。
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溢利約為人民幣68.4百萬元，較去
年同期增長約126.0%。

回顧期內，本集團營業額增加約176.3%至約人民幣864.3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之
濃縮蘋果汁及相關產品售價上漲及銷量增加所致。在回顧期間內，由於主要原料蘋果供
應足量，集團的產量顯著增加，因此，本集團整體銷售量隨產量增加而上升，同時，全球
市場對本集團產品需求的增加也使得集團產品的銷售價格增高。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毛利率從上年同期約31.7%下降至約28.7%，這是因為在回顧期內
的蘋果採購價格上漲。由於蘋果是本集團最主要的原料，蘋果價格的上漲導致毛利率有
所下降。

回顧期內，分銷成本增加300.5%至約人民幣110.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銷量增加且在回
顧期內，按到岸價支付的銷售增加亦加大了本集團之運輸費用。

回顧期內，行政開支增加24.9%至約人民幣24.8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員工數量及人力資
源成本整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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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中期業績報告

回顧期內，集團的財務成本增加93.7%至約人民幣42.7百萬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平均
銀行貸款增加及貸款利率在回顧期內提高。

回顧期內，本集團之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溢利約為人民幣68.4百萬元，較去
年同期增長約126.0%。增長的原因主要是在上述回顧期內銷售收入的增加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資產與負債比率及資本承諾
本集團的理財政策為於公司層面集中管理及監控。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
貸約人民幣991.0百萬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06.8百萬元），當中
約人民幣773.4百萬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47.1百萬元）須於一年
內償還，約人民幣217.6百萬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9.7百萬元）於
一年以後到期償還。約人民幣458.3百萬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81.0
百萬元）以本集團資產作抵押，而約人民幣207.5百萬元為美元貸款，約人民幣783.5百
萬元則為人民幣貸款。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126.4百
萬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81.4百萬元）。

界定為總資產除總負債的資產與負債比率由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7.3%減少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的58.9%。界定為總借貸除權益總值的負債權益比率由二零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7減少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的1.3。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為人民幣242.3百萬元（於二零零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52.1百萬元），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美元是集團的主要結算貨幣之一。儘管人民幣在回顧期間內升值，由於集團採用多種方
法降低影響，對集團的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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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業績報告

資產抵押
於有關結算日期，本集團將以下資產抵押於銀行，以取得其授予本集團的借貸融資：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525,984 563,838
預付租賃款項 48,355 27,361
已抵押銀行存款 29,178 65,889
存貨 － 109,769

603,517 766,857

本集團向德國一家財務機構借入為數20.0百萬美元的八年期貸款，以本集團非全資附屬
公司青島海升果業有限責任公司的67.6%股本權益作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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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中期業績報告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要從事濃縮果汁及相關產品的生產與銷售，年產能20.5萬噸。由
於06/07榨季中國蘋果收成正常，原料供應充足，且於05年年底投產的運城工廠及擴建
的乾縣工廠於06/07榨季運轉正常，各個工廠的產能利用率顯著提高，本集團的產量較
上一榨季大幅增加。由於本集團銷售價格的提高和銷售量的增加，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本期內，本集團繼續保持提供穩定
的高品質產品以及擴大市場銷售網路，財務狀況良好。

銷售及市場推廣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保持了良好的銷售業績，集團銷售的主要國際市場包括歐洲、北美、
俄羅斯、澳洲、南非和亞洲，多元化的市場能夠更容易而且更及時的捕捉不同市場銷售
價格上揚帶來的商機，因此，本集團的平均銷售價格及營業額均有所上升。其中歐洲市
場和北美市場的的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了120%和244%。

生產
由於本期間蘋果收成正常，蘋果供應充足，加之實施了更加科學有效的生產管理和工藝
創新，各工廠產能利用率顯著提高，產量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原材料
本期間內，蘋果供應充足。但由於果農對價格預期較好，加之各個廠家競爭的原因，蘋果
的價格依舊維持了較高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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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中期業績報告

產能擴張
本期間，集團成立了陝西海升果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靈寶分公司和安徽碭山海升果業
有限公司，本集團在河南靈寶和安徽碭山新建兩座年產能為5萬噸的生產基地，目前兩
個基地正在建設之中。本集團旗下的大連海升果業有限公司與日本戰略合作夥伴成立
了合作經營企業，建立了多品種生產線，年產能為10,000噸果蔬汁。該生產線目前也在
建設之中。

匯率風險
本期間人民幣繼續升值，但對本集團財務狀況並無大影響。集團加大了多幣種結算的力
度，進一步發掘了國內市場，提高了美元貸款的比例用於支付設備款。國內市場銷售額
較去年同期增加48%。今後，集團將繼續增加包含匯率變動條款的銷售合同數量。

人力資源及僱員薪酬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共1,450名（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990名）。本
集團每年投入資源為管理人員及業務骨幹提供持續教育及培訓，以提高和完善其技術
水準和管理能力。二零零六年，本集團與全球知名綜合性人力源管理諮詢公司翰威特諮
詢有限公司 (Hewitt)合作，為本集團制定了相對完善的人力資源體系，構建了行之有效的
績效考核制度和具有競爭力的薪酬標準，以吸引優秀人才，提高現有員工的福利，增加
員工的歸屬感，使公司的管理更加科學化和規範化，從而進一步提高公司管理效率。本
集團亦為所有僱員提供法定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及住房公積金
等保險福利制度。

展望
展望未來，中國濃縮蘋果汁加工行業的競爭依然激烈，行業集中程度將進一步提高。本
集團深信，通過先進的生產設備、優化的人力資源體系、高效率的財務管理制度及流程、
完善的銷售市場網路和服務體系，以及進一步完善的經營管理架構、逐步提高投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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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積極開拓多品種加工領域，本集團定將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和更好的盈利能力。今後，
本集團在擴大產能、產品多元化、銷售推廣及降低成本等方面繼續提高公司競爭力，保
障公司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原材料
為了保證原材料的供應，本集團繼續加強與核心供應商的策略聯盟，擴大蘋果基地的種
植面積，並將開拓新的原料基地建設模式，保證原料的品質以及充足穩定的供應。目前
集團新的果蔬原料生產基地建設正在積極實施中。

擴大產能和產品多元化
本期間，本集團在河南靈寶和安徽碭山新建兩座年產能為5萬噸的工廠，使本集團的總
產能將達到30.5萬噸。安徽碭山工廠建成投產後，將成為最大的濃縮梨汁生產線。在大
連工廠，集團引入戰略夥伴進行協作，建立多品種果蔬汁的生產線，該生產線建成後，將
具備生產濃縮胡蘿蔔汁、濃縮草莓汁、濃縮桃汁和濃縮蘋果濁汁的能力，將為集團帶來
新的盈利增長點。該幾條生產線將於第四季度投產。同時，從本榨季開始，集團將對附加
值較高的產品—蘋果香精做標準化生產，進一步提高香精的倍數和品質，亦將為集團的
利潤帶來積極影響。

提升成本競爭力
公司將通過提高採購效率，加強生產管理和設備管理，以及工藝創新，進一步降低果耗
比。同時，將進一步加強運營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並改善債務結構，提高融資效率，降低
財務成本。公司將通過全方位的成本控制措施，提升成本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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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市場推廣
本集團將繼續鞏固原有的客戶，並且積極開拓新客戶和新市場，不斷提高全球市場份額。
在產品同質化下的環境下，以穩定的產品質量，依託便利、優質的物流服務，維持公司在
國際國內市場的良好聲譽，進一步提高集團在國際、國內市場的溢價能力。為了規避人
民幣升值風險，集團將繼續加大國內市場的行銷力度，並以穩定的產品品質及多元化的
品種提高在國內市場的佔有率。

可持續發展能力
集團上下將繼續提高創新能力，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集團旗下的乾縣、渭南、運城、大
連和青島工廠都建有配套的污水處理站，污水完全能做到達標排放。今年新建的碭山和
靈寶工廠，也將建設配套的污水處理設施。公司將繼續提高關鍵技術和成本改進方面的
創新能力，進行技術創新、工藝創新、管理創新、節能降耗，進一步提高公司的成本競爭
力和資本效率，保持長期穩定的市場佔有率，持久居於技術領先地位，從而保障公司的
可持續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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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記入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本公司須保存的登記冊內或須於本公司股份（「股份」）上市時
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另行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
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好倉

直接或間接持有的 股權概約
姓名 公司名稱 身份 證券數目及類別 百分比

高亮先生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576,878,400股 47.2%
（附註1）

梁毅先生 本公司 受託人 64,471,600股 5.28%
（附註2）

游泳先生 陝西海升果業發展 實益擁有人 180,000股 0.097%
股份有限公司
（附註3）

朱芳女士 陝西海升果業發展 實益擁有人 180,000股 0.097%
股份有限公司
（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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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576,878,400股股份由Think Honour持有，其已發行股本由高亮先生持有80%、梁毅先生持
有10%及游泳先生持有10%。於由游泳先生持有的10% Think Honour已發行股本中，其中有
9%是由游泳先生代8名個人（為彭立民先生（2%）、朱芳女士（1.5%）、鎖東先生（1.5%）、欒
和平先生（1%）、樂靜娜女士（0.75%）、汪雪梅女士（0.75%）、丁立先生（0.75%）及謝海燕女
士（0.75%））信託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高亮先生被視為於由Think Honour持有
的576,878,4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該64,471,600股股份由Raise Sharp International Limited（「Raise Sharp」）持有，其全部已
發行股本由梁毅先生代812名個人信託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梁毅先生被視為於
由Raise Sharp持有的64,471,6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陝西海升果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及
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本公司
須保存的登記冊內或須根據標準守則另行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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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保存的登記冊所記錄，
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及淡
倉如下：

好倉

直接或間接持有的 股權概約
姓名 公司名稱 身份 證券數目及類別 百分比

Think Honour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576,878,400股 47.20%
（附註1）

樂靜娜女士 本公司 配偶權益 576,878,400股 47.2%
（附註2）

Goldman, Sachs & Co.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244,440,000股 20.00%
（附註3）

The Goldman Sachs 本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244,440,000股 20.00%
Group, Inc. （附註3）

GS Advisors 2000, L.L.C 本公司 投資經理 183,759,488股 15.04%

GS Capital Partners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134,784,127股 11.03%
2000, L.P.

Raise Sharp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64,471,600股 5.28%
（附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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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Think Honour的已發行股本由高亮先生持有80%、梁毅先生持有10%及游泳先生持有10%。於
由游泳先生持有的10% Think Honour已發行股本中，有9%是由游泳先生代8名個人（為彭立
民先生（2%）、朱芳女士（1.5%）、鎖東先生（1.5%）、欒和平先生（1%）、樂靜娜女士（0.75%）、
汪雪梅女士（0.75%）、丁立先生（0.75%）及謝海燕女士（0.75%））信託持有。

2. 樂靜娜女士為高亮先生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樂靜娜女士被視為於由高亮先生持有
的576,878,4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GS Capital Partners 2000 Employee Fund, L.P.、GS Capital Partners 2000 GmbH & Co.
Beteiligungs KG、GS Capital Partners 2000 Offshore, L.P.、GS Capital Partners 2000, L.P.及
Goldman Sachs Direct Investment Fund 2000, L.P.（合稱為「投資者」）於合共244,440,000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各名投資者的一般合夥人或合夥管理人為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的直接或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由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間接或直接透過直屬附
屬公司持有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Goldman, Sachs & Co.為各名投資者的投資經理。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Goldman, Sachs & Co.及  The Goldman Sachs Group, Inc.各被視為於全數
由投資者持有的合共244,44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Raise Sharp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梁毅先生代812名個人信託持有。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已知下列公司／人士享有本集團其
他成員10%或以上的股權：

由本集團成員擁有的股權 概約
名稱 （不包括本公司） 權益類別 百分比

片岡物產株式會社 海升片岡（大連）
果業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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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除下文所討論偏離情況外，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守則」）所載有關企業管治常規之守則條文。

目前，本公司尚未覓得出任本公司行政總裁之合適人選。因此，高亮先生暫時兼任本公
司主席及行政總裁。本公司對行政總裁之人才正在積極物色中。

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上市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作守則。經作
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在回顧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董事會委任的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趙伯祥先生（主席）、李元瑞先生及嚴
慶華先生組成。委員會所採納書面職權範圍已列明最低水準職責，並符合守則及本公司
本身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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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組成的審核委員會審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認為，此等中期業績符合適用會計準則
及法律規定，並且做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升果汁控股有限公司

高亮先生
主席

中國西安，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高亮先生、梁毅先生、游泳先生及朱芳女士；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趙伯祥先生、李元瑞先生和嚴慶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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