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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This document is issued by Asian Citrus Holdings Limited (the “Company”) and comprises slides for a presentation to investors and potential  

         investors of the Company. By attending the meeting and accepting this document, you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s. 

 This presentation is prepared by the Company.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have taken all reasonable care to ensure that the facts stated herein are true to 

the best of their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belief.  

 This document does not constitute or form part of any invitation or offer to any person to underwrite, subscribe for, or otherwise to acquire, or dispose of any 

shares in the Company or advise any persons to do so in any jurisdiction, nor shall it, or any part of it, form the basis of or be relied on in any connection with 

any contract. This presenta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a recommendation regarding the shares of the Company. 

 No reliance may be placed for any purpose whatsoever on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or on its completeness, accuracy or fairness and no 

liability is accepted for any loss howsoever arising from any use of this document or its contents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No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express or implied, is made or given on behalf of the Company or its subsidiaries or their respective members, directors, officers or employees, or 

any other person as to the accuracy, completeness or fairness of the information or opinions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in this document,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based 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and estimates. The information and opinion 

contained in this presentation are provided as at the date of this presentation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ome statements contained in this 

presentation or in documents referred to therein are or may b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hich are based on a number of estimates and assumptions and 

are inherently subject to significant uncertainties and contingencies. Actual results may differ from those expressed in such statements, depending on a variety 

of factors. Past performance of the Company or its shares cannot be relied on as a guide to future performance. Any forward-look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presentation is prepared on the basis of a number of assumptions which may prove to be incorrect and, accordingly, actual results may vary. 

 The distribution of this document in other jurisdictions may be restricted by law and persons who possess this document should inform themselves about, and 

observe, any such restrictions. Any failure to comply with these restrictions may constitute a violation of the laws of any such other jurisdictions. This document 

or any copy of it should not be distribut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any means (including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either to persons with address in Canada, 

Australia, South Africa,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or Japan or to U.S. persons (as defined in Regulation S, under the Securities Act) or to any citizens, nationals or 

residents thereof,  or to any corporation, partnership, or other entity or organised under the laws thereof. Any such distribution could result in a violation of 

Canadian, Australian, South African, Irish, Japanese or United States law. 

 This document is being furnished to you solely for your information on a confidential basis and it is a condition of this document that it may not be reproduced, 

redistributed, or passed on, in whole or in part, to any other person.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foregoing, neither the Company nor any of its subsidiaries and 

their respective members, directors, officers, or employees, nor any other person accepts any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loss howsoever arising from any use 

of this document or its contents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connection therewith. 

 This document is being distribu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only to, and is directed only at, persons whom the Company believes on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 as defined in Section 19(1)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 (Financial Promotion). Order 2005 (the “FPO”) or to high 

net worth companies, unincorporated associations and other bodies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49(2) of the FPO. Any investment activity to which this 

document relates is available only to such persons and will be engaged only with such persons. Persons who are not such persons or who do not have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 matters relating to investments should not rely or act on this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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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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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亞洲果業 

中游    

亞洲果業 

上游     

果香園 

中國綜合鮮橙生產商 

及熱帶水果濃縮果汁供應商 

飲料公司 

混合商 

商人 

企業客戶 

批發商 

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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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橙生產商、種植場經營者及 

熱帶果汁生產商 

 銷售對象主要為國內的超市、批發商及企
業客戶 

 現有的銷售網覆蓋北京、上海、深圳、廣
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江西省、河南省、
湖北省、湖南省、江蘇省、浙江省、海南
省、福建省及其他地區 

 生產高品質有機鮮橙 – 品種主要來自美國 

 自身品牌為「 Royal Star 新雅奇 」, 已獲頒
中綠華夏有機食品認證中心的「有機產品」
證書 

 已建立良好的客戶基礎, 具有知名國際飲料
品牌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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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02 

公司歷史 

2005 

2006 

2003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合浦果園於2014年7月受颱

風“威馬遜”所造成的玻

壞後, 於2014年8月由原香

蕉樹自然播種培植221,769

株香蕉樹， 

 從當地政府接管合浦果

園  

 (之前由純品中國擁有及

經營) 

 開展信豐果園的基礎建設 

 信豐果園種植第一批

400,000 株橙樹 

 信豐果園種植第二批 400,000 株橙樹 

 倫敦另類投資市場上市 

 信豐果園種植第三批

400,000 株橙樹 

 信豐果園種植最後一批400,000 株橙樹 

 合浦果園開展改種計劃, 目標為增加產量 

 開展湖南果園

的基礎建設 

 香港聯合交易所主版上市 

 收購北海果香園 

 湖南果園種植第一批427,400橙樹 

 開展位於百色市新加

工廠的基礎建設 

 湖南果園種植第二批 

280,000株橙樹 

 湖南果園種植第三批

342,475株橙樹 

 湖南果園種植第四批
280,000 株橙樹 

 湖南果園種植第一批

301,200株葡萄柚樹 

 合浦果園改種

221,769株香蕉樹 

 合浦果園改種計劃完

成 

 湖南果園種植第二批

449,120株葡萄柚樹 

2015 

 信豐種植場的
317,839株橙樹因感

染黃龍病而被砍伐 

 信豐種植場因受到黃

龍病廣泛感染已永久

終止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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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個種植場總佔地面積66平方公里，總種植數量為3,270,000株樹。﹝截至2015年12月31日﹞ 

 三個果汁生產基地總佔地面積為173,000平方米，設計年產能為100,000噸。 

2. 湖南種植場   
 佔地約35平方公里 

 已種植1,050,000株橙樹及 

      750,320葡萄柚樹 

 於2016年的平均樹齡為3.6歲 

 預計於2017年第一次收成 

1. 合浦種植場﹝廣西﹞ 
 佔地約31平方公里 

 已種植1,200,000株橙樹及220,000香蕉樹 

 於2015年的平均樹齡為14.5歲 

 2015年產量: 26,278噸  

 擁有苗圃   

香港 

3. 北海果汁生產基地﹝廣西﹞ 
 佔地約30,098平方米 

 設有1條生產線  

 2015年產量: 12,733噸 

4. 合浦果汁生產基地﹝廣西﹞ 
 佔地約79,000平方米 

 設有13 條生產線  

 2015年產量: 34,734噸 

種植場及生產基地  

5. 百色果汁生產基地﹝廣西﹞ 
 佔地約63,453平方米 

 設有2條生產線 

 2015年產量: 10,923噸 



橙樹的產量及樹齡關係 

 一株橙樹的平均成長
週期從四歲開始掛果，
直至超過三十年 

 

 

 

 

平均樹齡: 

合浦  – 14.5 年 

湖南 – 3.6 年 

   

集團種植場的果樹數目及樹齡分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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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齡 (至2015年12月31日)

果
樹
樓
目

 (
0

0
0

s
)

合浦種植場夏橙 合浦種植場冬橙

湖南種植場夏橙 湖南種植場葡萄柚

合浦種植場香蕉

產量增長 

 

超過 50% 的橙
樹樹齡約少於 
10 歲 

資料來源: “Citrology” by China Agricultural press (1996) 

 自然得益於成熟中
的果園 

 每株橙樹的鮮橙生
產一直增加至到達
約 10 歲全面成熟 

由於大量橙樹及葡萄柚樹仍在掛果的初期, 有助於提高橙樹及葡萄柚樹潛在增長 

於未來幾年更多
橙樹會達到掛果
的樹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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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高品質的鮮橙 - 存在季節性因素 

•鮮橙橙量 (2015年度) 售價 

 因應生態環境、天氣及土壤情況決定每個種植場所種的

橙樹品種 

 合浦種植場–夏橙及冬橙 

 湖南種植場–延長收成期的夏橙 

 經拍賣程序決定售價 

 

 正面的批發價格環境 

 

 出售予超市客戶的售價, 比批發商及公司客戶多達

40% 的溢價 

 

 售價受供應及品質影響 

10月至12月冬橙 3月至5月夏橙 

收成期 收成高峰期 

1月 2月 7月 8月 9月 12月 6月 10月 11月 4月 5月 

預期湖南果園收成期 

夏橙

14.7%

冬橙

85.3%

來源: 年報 

3月 

*  * 正常收成期 (只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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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的生產設備 

 產能及使用率 

 三個位於北海、合浦及百色的生產基地，合共佔地約173,000平方米，年產量約100,000噸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北海、合浦及百色廠房的平均使用率為70.4% 

廠房 面積 

(平方米) 

生產線數量 設計年產能 

(噸) 

北海 30,098 生產速凍蔬果1條 14,850 

合浦 79,000 生產濃縮果汁及果醬11條 

生產乾果1條 

生產飲料1條 

46,200 

百色 63,453 生產速凍蔬果2條 40,000 



12 

多元化的產品組合減輕季節性變化的影響 

 22 款濃縮果汁 

 8 款速凍果蔬 

 5 款果醬 

主要熱帶及亞熱帶水果成熟期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菠蘿             

西番蓮            

木瓜             

番石榴         
 

 
 

芒果      

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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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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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亮點  

1. 高質量的鮮橙 
 主要為美國品種 

 對鮮果及果汁產品予嚴格的質量控制 

 有利的種植環境 

2. 強大的科硏實力 
 兼上游及中游業務的內部科硏團隊 

 已經証實的記錄, 成功發展及改良原有品種, 得到較佳產量及質量 

 

3. 入門門檻甚高 
 重大資本投資要求 

 種植場需要長時間成熟 

 收地程序時間長及複雜 

 大面積土地供應稀少 

 於濃縮果汁業具有高的技術知識 

 

4. 富有經驗的管理團隊 
 從國際性公司得到寶貴的經營種植場及農業經驗 

 兼上游及中游業務堅定可信的管理層 

5. 良好的往績記錄及企業管治 
 於2003年起, 每年進行獨立的果園估值評估 

 於2012年進行種植場業務航拍 

 於2005倫敦另類投資市場上市起, 持續分發股息 

 超過1/2的董事會成員為合資格及能幹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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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增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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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增長策略 

加強市場及競爭優勢 

潛在收購 

 

垂直業務擴展 

 
增加產能及 

銷售量 

 

增加銷售成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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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增長策略 (續) 

增加產能及銷售量 

 

增加銷售成品果 

 

 增加生產能力 

 合浦種植場 

 成熟橙樹增加  產量增加 

 湖南種植場 

 預計於2017年第一次收成 

 發展新品種，從而增加產量 

 換種計劃 

 

 從第三者收購鮮橙 

 提供低資本開支的增長方法 

 進一步增加銷售予超市客戶來提高盈利 

 以自有品牌”新雅奇” 銷售成品果予超市客
戶 

 開始時與中至小型連鎖超市集團合作
為主 

 集中於沿海一帶較為高可支配收入 

 提升冷凍及加工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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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增長策略 (續) 

垂直整合業務 潛在收購 

 開拓果汁業務  

 配合國內高需求及潛在增長   

 提升生產設施以增加產量由現時的60,000噸
至100,000噸 

 擴大產品種類至橙汁，以進一步鞏固領導市
場地位  

 

 國內潛在的收購 

 上游收購種植場及其他資產 

 擴闊業務及產品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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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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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利潤率狀況 

營業額及毛利率 核心純利* 

• 核心純利指純利，不包括商譽減值、生物資產撇銷、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及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962.7
1271.2

1485.9

0

500

1,000

1,500

2,000

2013 2014 2015

399.6

-51.8

-554.9

-1,000

-500

0

500

1,000

2013 2014 2015

(人民幣百萬) 

純利率 

(人民幣百萬) 

截至6月30日止 截至6月30日止 

26.9% -4.1% -57.6% 
毛利率 33.5% 10.5% -43.5% 



主要財務要點 – 果園業務 

肥料 

50.4% 

殺蟲劑 21.8% 

直接勞務費 8.1% 

成品果 

2.5% 

統果 97.5% 

包裝材料  

1.3% 

折舊 10.8% 

其他 7.6% 

企業客戶 

43.5% 

其他 

0.4% 

批發客戶 

28.9% 

連鎖超市  

27.2% 

* 以鮮橙銷售成本的百分比計算 

218,600
197,467

130,125

0

100,000

200,000

300,000

2013 2014 2015

* 按收益 

2015年鮮橙銷售成本 

2015年客戶細分 2015年產品細分  

2015年產量 (噸)  

 * 以鮮橙銷售收益的百分比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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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要點 – 水果加工業務 

原材料 

(水果)             

73.1% 

包裝材料  

4.9% 

Corpora

te

Custom

ers
果漿 

19.5% 

直接勞務費 

7.8% 

2015年銷售成本 2015年產品細分  

菠蘿濃縮汁 

21.6 % 

速凍及乾果蔬 

41.6% 

其他生產經費開支
14.2% 

其他濃縮果汁 

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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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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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Ong Nee先生 

亞洲果業控股有限公司 

(投資控股) 

百慕達 

  50% 

14.34% 

Schroder 

Investment 

Management 

孫晴築女士 

50% 

4.83% 

 

公眾股東 

 

72.53% 

IGM 

Financial 

Inc. 

4.27% 

股權結構 (於2015年12月31日) 

長江泰霖管理有限公司 

Market 

Ahead 

Investments 

Limited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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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組織  

                  董事會 

 

•Ng Ong Nee先生 (主席、執行董事、行政總裁) 
•伍海于先生 (執行董事、副行政總裁)  
•鍾琯因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呂明華博士, 太平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振漢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行政部 會計及財務部 銷售及市場部 企業事務部 
種植場基地 

總監 

薪酬委員會  

(主要是獨立非執行
董事) 

審核委員會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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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已公報業績 經調整業績 * 

(人民幣百萬元) 2014/15 2013/14 

 

% 變動 2014/15  2013/14 % 變動 

收入 962.7 1,271.2 -24.3 962.7 1,271.2 -24.34 

毛利 -418.8 133.9 -412.7 -418.8 133.9 -412.7 

扣除利息、稅項、折
舊及攤銷前溢利 

-1,070.1 -1,708.2 37.4 -402.6 79.2 -608.3 

淨虧損 -1,222.4 -1,839.2 33.5 -554.9 -51.8 971.2 

每股基本溢利  
(人民幣) 

-0.98 -1.48 33.8 -0.44 -0.04 1,000.0 

2014/15年度業績 – 業績摘要  

*    經調整後業績: 本年度經調整核心財務信息是不包括商譽減值、生物資產撇銷、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及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 

     2014/15 人民幣      (242.8)  百萬元 

     2013/14 人民幣      (923.9)  百萬元 

 

• 商譽賬面值虧損淨額: 

     2014/15 人民幣      (303.9)  百萬元 

 2013/14 人民幣      (853.4)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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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百萬元) 6/2015 6/2014 % 變動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53.5      2,305.2      -2.2 

生物資產 (非流動部份) 1,332.5  1,406.8  -5.3 

商譽 - 303.9 -1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37.6     1,804.7     -48.0 

總資產 5,274.7     6,455.6 -18.3 

總負債 
 

139.3 102.9 35.4 

2014/15年度業績 – 財務狀況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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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百萬元) 2014/15 2013/14 

 

% 變動 

於7月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04.7 2,141.2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 -501.5   33.4   -1,601.5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流量 -365.4 -345.2 5.9 

自由現金流 -866.9 -311.8 178.0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0.2 -24.7 -99.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867.1 -336.5 157.7 

於6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37.6 1,804.7 -48.0 

2014/15年度業績 - 現金流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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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現金及銀行結餘不包括超過3個月的定期存款 (2014/15：不適用， 2013/14：不適用) 



 

 

2014/15 2013/14 

 

毛利率 (%) – 整體  -43.5% 10.5% 

毛利率 (%) – 鮮橙銷售部份  -105.7% 7.8% 

毛利率 (%) – 加工水果部份 2.5% 14.7% 

6/2015 6/2014 

流動比率 (x) 10.83 21.84 

速動比率 (x) 8.16 19.18 

負債對股東權益比率 (%) 2.77% 1.65% 

淨負債對股東權益比率 現金淨額 現金淨額 

2014/15年度業績 – 財務比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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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公報業績 經調整業績 * 

(人民幣百萬元) 2015/16 2014/15 

 

% 變動 2015/16  2014/15 % 變動 

收入 387.2 584.4 -33.7 387.2 584.4 -33.7 

毛虧 -440.7 -132.9 231.6 -440.7 -132.9 231.6 

扣除利息、稅項、折
舊及攤銷前溢利 

-1,515.8 -152.6 893.3 -421.7 -109.2 286.2 

淨虧損 -1,616.3 -236.4 583.7 -522.1 -193.0 170.5 

每股基本溢利  
(人民幣) 

-1.29 -0.19 578.9 -0.42 -0.15 180.0 

2015/16中期業績 – 業績摘要  

• 經調整後業績 :  本期間經調整核心財務信息是不包括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生物資產減值、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無形資產減值及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 

     2015/16 : 人民幣 190.0 百萬元   (2014/15 : 人民幣 40.0 百萬元)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2015/16 : 人民幣 581.5 百萬元   (2014/15 : 無) 

 

• 生物資產減值: 

     2015/16 : 人民幣 270.4 百萬元   (2014/15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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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百萬元) 12/2015 6/2015 % 變動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50.9      2,253.5      -26.7 

生物資產 (非流動部份) 1,013.7  1,332.5  -23.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21.4     937.6     -44.4 

總資產 3,658.3     5,274.7     -30.6 

總負債 
 

137.6 139.3 -1.2 

2015/16中期業績 – 財務狀況一覽 

32 



 

 
(人民幣百萬元) 2015/16 2014/15 

 

% 變動 

於7月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37.6 1,804.7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 -223.8   -70.5   217.4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流量 -192.2 -205.9 -6.7 

自由現金流 -416.0 -276.4 50.5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0.2 -0.1 1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416.2 -276.5 

於12月3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21.4 1,528.2 -65.9 

2015/16年度業績 - 現金流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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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現金及銀行結餘不包括超過3個月的定期存款 (2015/15：不適用， 2014/15：不適用) 



 

 

2015/16 2014/15 

 

毛利率 (%) – 整體  -113.8% -22.7% 

毛利率 (%) – 鮮橙銷售部份  -1,220.0% -47.9% 

毛利率 (%) – 加工水果部份 1.6% 12.5% 

毛利率 (%) – 香蕉 16.6% - 

12/2015 6/2015 

流動比率 (x) 6.48 10.83 

速動比率 (x) 4.78 8.16 

負債對股東權益比率 (%) 4.03% 2.77% 

淨負債對股東權益比率 現金淨額 現金淨額 

2015/16年度業績 – 財務比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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