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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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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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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僅作參考用途，並不構成亦不視為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
約。

ASIAN CITRUS HOLDINGS LIMITED
亞洲果業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香港聯交所：73；倫敦交易所 (AIM):ACHL)

第13.09(1)條之公佈
有關建議收購之諒解備忘錄

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1)條之規定而發出。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七日，本公司與賣方就建議收購訂立不
具法律約束力（諒解備忘錄的排他性承諾及保密義務條款等除外）之諒解備
忘錄。據此，本公司有意收購而賣方有意出售賣方的目標項目的全部權益。

董事會謹強調，於本公佈日期，尚未就建議收購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協
議。有關建議收購之正式協議（如有）之最終條款（包括但不限於代價）尚未確
定及落實。由於建議收購可能會亦可能不會進行，故公眾投資者及本公司股
東於買賣本公司之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倘若建議收購得以落實，有關交易可能會構成上市規則及╱或另類投資市
場規則及╱或PLUS規則下的須予公佈交易，而本公司將就此遵守上市規則
及╱或另類投資市場規則及╱或PLUS規則之有關規定（包括但不限於披露及
股東批准規定）。

本公佈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1)條之規定而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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諒解備忘錄

諒解備忘錄訂立的日期： 二零一零年九月七日

諒解備忘錄訂立之訂約方： (a) 賣方；及
(b) 本公司。

董事確認，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彼等所知、所獲資料及所信，賣方及其
最終實益擁有人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建議收購

根據諒解備忘錄，本公司有意收購而賣方有意出售賣方的目標項目的全部權
益。

誠如賣方披露的資料所示，其現時持有大誠及譽域全部股權。大誠及譽域通過
其全資附屬公司分別持有北海果香園 92.28%及0.66%股權。

北海果香園旗下有三家全資附屬公司，包括合浦果香園、桂林果香園及湛江果
香園。北海果香園的總部設於廣西壯族自治區，是中國領先熱帶水果濃縮汁產
銷商。北海果香園加工的熱帶水果超過十種，主要包括菠蘿、西番蓮果、荔枝、
芒果及木瓜。按照中國飲料工業協會果蔬汁分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發
出的報告，以產量計，北海果香園自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九年期間為中國領先
熱帶水果濃縮汁的供應商，產量較僅次於北海果香園國內競爭對手高出三倍
多。北海果香園也是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九年最大的菠蘿及荔枝濃縮汁的生
產商，產量較僅次於其於各分部國內競爭對手高出多倍。目前，北海果香園的
年產量超過 60,000噸，其產品包括濃縮果汁、飲料濃漿及速凍產品。

諒解備忘錄訂約雙方同意，若本公司滿意盡職調查的結果，並有意進行建議收
購，雙方將隨即進行商討，並竭力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或訂約雙方相互
協定的日期達成並簽署的正式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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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收購之條件

建議收購的完成取決於下列各項條件（其中包括）：

(a) 完成對建議收購的盡職調查，且本公司滿意其結果；

(b) 取得有關目標項目、經營權及建議收購必要的法定、法律及監管（包括上
市規則及另類投資市場規則）審批；及

(c) 本公司取得類似交易投資者慣常要求的所有法律及其他文件，且該等文
件的內容及格式均為本公司所滿意及接受。

排他性承諾

根據諒解備忘錄，賣方同意由諒解備忘錄簽署日起至正式協議訂立日期止，賣
方不會與其他第三方商討出售及轉讓目標項目（「排他性承諾」）。

無法律約束力

除諒解備忘錄排他性承諾及保密義務條款等外，諒解備忘錄對合約方並無法
律約束力。如進行建議收購，將另行簽訂正式協議，進一步商討及落實有關條
款及條件。

目標項目

目標項目為大誠及譽域全部股權，大誠及譽域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分別持有
北海果香園 92.28%及0.66%股權。

進行建議收購之原因及益處

據廣西柑桔研究所的資料所示，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本公司為中國最大的鮮
橙生產商，全國市場份額約2-3%。憑藉本公司生產鮮橙的領導地位，再加上都
市化步伐急速，家庭收入持續攀升，消費者的健康意識日濃，市場對健康食品
（包括水果及果汁飲料）的需求日趨殷切，故此建議收購將通過垂直併入柑桔濃
縮汁業務為本集團締造協同效益，拓展本集團業務至其他熱帶水果濃縮汁市
場。

經考慮目標項目的領先地位及業務規模後，本公司認為建議收購將使本公司
以有效且具效率的方法拓展至中國濃縮果汁市場。此外，誠如賣方披露的資料
所示，目標項目根基穩固，往績一直錄得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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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建議收購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利益。

一般事項

諒解備忘錄並不構成訂約方就建議收購之具法律約束力的承諾。本公司將於
達成有關建議收購之正式協議（如有）時，立即另行公佈。

董事會謹強調，於本公佈日期，尚未就建議收購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協議。
有關建議收購之正式協議之最終條款（包括但不限於代價）尚未確定及落實。由
於建議收購可能會亦可能不會進行，故公眾投資者及本公司股東於買賣本公
司之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倘若建議收購得以落實，有關交易可能會構成上市規則及╱或另類投資市場規
則及╱或PLUS規則下的須予公佈交易，而本公司將就此遵守上市規則及╱或另
類投資市場規則及╱或PLUS規則之有關規定（包括但不限於披露及股東批准規
定）。

釋義

「另類投資市場」 指 另類投資市場，由倫敦證券交易所營運的
市場

「另類投資市場規則」 指 倫敦證券交易所頒佈的另類投資市場公司
的規則

「北海果香園」 指 北海市果香園果汁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公司並為賣方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英屬維爾京群島」 指 英屬維爾京群島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
港、台灣及澳門特別行政區

「本公司」 指 Asian Citrus Holdings Limited（亞洲果業控股
有限公司*，股份代號：香港聯交所：73；
倫敦交易所（AIM）：ACHL），一家根據百慕
達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
交所主板、另類投資市場及PLUS市場上市
及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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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 指 上市規則所界定的關連人士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譽域」 指 譽域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
冊成立的公司並為賣方的全資附屬公司

「正式協議」 指 倘本公司進行建議收購，本公司（或其全資
附屬公司）與賣方將訂立具法律約束力的
正式買賣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桂林果香園」 指 桂林果香園農業科技有限公司，於中國成
立的有限公司並為賣方非全資附屬公司

「合浦果香園」 指 合浦果香園食品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並為賣方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倫敦證券交易所」 指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plc

「諒解備忘錄」 指 本公司與賣方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七日就有
關建議收購簽訂的諒解備忘錄

「PLUS市場」 指 PLUS Markets plc（一家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的
股票交易所）以電子報價交易平台形式經
營的未上市證券PLUS報價分部

「PLUS規則」 指 PLUS Markets plc頒佈的PLUS發行人規則

「建議收購」 指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有意向賣方收購的
目標項目的全部權益

「聯交所」或「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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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項目」 指 大誠及譽域全部股權

「大誠」 指 大誠控股有限公司，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
冊成立的公司並為賣方的全資附屬公司

「賣方」 指 果香園食品控股有限公司，根據開曼群島
法律註冊成立並有效存續的公司

「湛江果香園」 指 湛江市果香園食品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公司並為賣方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亞洲果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唐宏洲

香港，二零一零年九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唐宏洲先生、唐雄偉先生、
張衛新先生、龐毅先生及宋治強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葉志明先生及Peregrine 

Moncreiffe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馬照祥先生、Nicholas Smith先生、楊振漢
先生及呂明華博士，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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