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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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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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PUTIAN FOOD HOLDING LIMITED
中國普甜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99）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
的年度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收入增至約人民幣580,200,000元，較2011年12月31日增加11.7%。

• 毛利增加22.9%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49,900,000元。

• 年度溢利增加16.8%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05,100,000元。

• 本集團的每股盈利為人民幣15.0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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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普甜食品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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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業績，連同2011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580,158 519,339

銷售成本 (430,209) (397,324)

毛利 149,949 122,015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3,549 2,459

生物資產的公允值變動減銷售成本 4,259 (2,891)

銷售及分銷開支 (20,334) (11,480)

行政開支 (26,129) (15,628)

融資成本 6 (6,042) (4,281)

其他經營開支 (147) (181)

除稅前溢利 105,105 90,013

稅項 7 — —

年度溢利 8 105,105 90,013

年度其他全面收入，扣除所得稅：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870 673

年度其他全面收入，扣除所得稅 870 673

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105,975 90,686

每股盈利 10

— 基本（每股人民幣分） 15.04 15.00

— 攤薄（每股人民幣分） 15.04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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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2年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6,672 141,935

 預付租賃款項 90,426 20,762

 生物資產 3,545 3,070

260,643 165,767

流動資產

 存貨 9,270 4,029

 生物資產 45,536 40,028

 貿易應收款項 11 77,927 40,432

 已付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3,547 8,868

 預付租賃款項 3,588 476

 現金及銀行結餘 110,851 13,430

260,719 107,26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7,978 6,269

 應計款項、已收按金及其他應付款項 8,203 3,339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 307

 銀行借款 13 118,000 70,000

 遞延收入 253 377

134,434 80,292

流動資產淨值 126,285 26,97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86,928 19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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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201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權益

 股本 65,178 7

 儲備 317,802 186,873

總權益 382,980 186,880

非流動負債

 政府貸款 — 1,529

 遞延收入 3,948 4,329

3,948 5,858

總權益及非流動負債 386,928 19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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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2011年5月27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的

地址於年報的公司資料內披露。

根據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而進行的重組（「重組」），本公司

收購揚威投資有限公司（「揚威投資」，本集團旗下所有其他公司當時的控股公司，並於其後成為本集團的

控股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重組已於2012年2月10日完成。

本公司股份於2012年7月13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控股股東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展

瑞投資有限公司。

綜合財務報表均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除非另有說明，所有數值均

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千位數（「人民幣千元」）。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與其業務有關並於2012年1月1

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財務資產的轉移

於本年度內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對本集團及本公司於本年度及上一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

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並無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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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現時於一個經營分部內經營，即銷售豬肉產品。單一管理團隊向本集團的行政總裁（即首席經營

決策者）作出匯報，後者按整個業務的年度綜合業績綜合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因此，本集團並無分開呈

列分部資料。

於各報告期內，所有收入乃源自中國的客戶，而本集團幾乎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

分部收入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自銷售豬肉所產生的收入約人民幣580,158,000元（2011年：人民幣

519,339,000元）中包括向本集團最大客戶進行銷售所產生的收入約人民幣57,931,000元（2011年：人民幣

57,535,000元）。

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為本集團收入貢獻10%或以上的單一客戶。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有四名為本集團收入貢獻10%或以上的客戶，彼等分別貢獻約人民幣

57,535,000元、人民幣54,618,000元、人民幣54,005,000元及人民幣52,091,000元。

4. 收入

收入指已售貨物的發票淨值，不包括增值稅或其他銷售稅及已扣除任何貿易折扣。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以下各項的收入

— 零售豬肉 301,812 236,454
— 批發豬肉 278,346 282,885

580,158 51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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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有關以下各項的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386 58

 遞延收入攤銷 251 98

總利息收入 637 156

出售生豬糞的收益 203 493

出售生物資產的收益 660 667

外匯收益淨額 45 —

政府補助金 1,956 972

財務擔保負債攤銷 — 31

雜項收入 48 140

3,549 2,459

6. 融資成本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有關以下各項的利息收入：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借款 5,791 4,183

 — 免息政府貸款 251 98

6,042 4,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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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年度稅項指就本集團的應課稅收入按當前稅率計算得出的中國所得稅。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的稅項有別於使用適用於除稅前溢利的加權平均稅率所產生的理論金額，如下所

示：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105,105 90,013

按適用所得稅稅率得出的稅項 27,368 23,147

中國經營附屬公司的稅項豁免 (29,487) (23,159)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560 —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8) —

未確認稅項虧損的稅務影響 1,567 12

所得稅開支 — —

於2012年及2011年12月31日，香港稅務局概無批准任何未動用稅項虧損。概無就因未來溢利流的不可預

測性所產生的稅項虧損確認任何遞延稅項資產。

8. 年度溢利

年度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員工成本

 包括董事酬金 18,016 12,134

 退休計劃供款 1,060 781

總員工成本 19,076 12,91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054 7,168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2,284 476

總折舊及攤銷 11,338 7,644

核數師酬金 1,000 4

經營租賃租金開支 1,915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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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於報告期內確認為分派的股息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確認的股息︰

  — 已派付股息 — 64,584

於報告期末後，董事已建議派付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約每股人民幣0.8

分），惟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宣派及派付股息人民幣64,584,000元予蔡晨陽先生。

10. 每股盈利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 105,105 90,013

2012年 2011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698,621 600,000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為600,000,000股已發行普通股，包括1,000,000股

已發行股份及599,000,000股根據資本化發行已發行的股份，猶如該等股份於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整

個年度已經發行。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反映於2012年7月就本公司的首

次公開發售發行200,000,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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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應收款項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77,927 40,432

貿易應收款項的公允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本集團一般容許介乎於交付時以現金付款至90天的信貸期，視乎客戶的信用狀況及與客戶建立業務關係

的時間而定。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以各報告期末的發票日期為準）如下：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天內 53,642 39,076

31天至90天 24,160 1,273

91天至180天 121 71

超過180天 4 12

總計 77,927 40,432

已逾期的貿易應收款項未被視作減值。該等貿易應收款項乃有關多名並無近期欠款記錄的獨立客戶。該

等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91天至180天 121 71

超過180天 4 12

125 83

貿易應收款項乃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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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7,978 6,269

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天內 6,477 2,298
31天至90天 494 1,590
91天至180天 516 2,194
超過180天 491 187

7,978 6,269

購買若干貨品的平均信貸期一般介乎15天至90天。

13. 銀行借款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款─已抵押 118,000 70,000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償還賬面值：

 按要求或於一年內 118,000 70,000

按下列利率計息的銀行借款：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浮動利率 118,000 70,000

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的賬面值原先均以人民幣（本集團的功能貨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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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銀行借款的訂約固定及浮動年利率乃介乎下列範圍之內：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 %

銀行借款 6.300–6.600 6.310–6.560

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的抵押品如下：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7,974 41,685

預付租賃款項 20,762 21,238

148,736 62,923

短期借款的公允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於2012年12月31日，本集團為數人民幣20,000,000元的銀行借款乃由本公司董事蔡晨陽先生擔保（2011

年：人民幣7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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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回顧

2012年，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人均收入持續上升，帶動中國城市及農村家庭的食品消費開支同步上揚。根

據福建省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12年福建省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人民幣28,055元，較2011年增長

12.6%，而省內的城鎮居民用於食品的消費支出佔消費總支出的比重為39.4%，農村則為46.0%。隨著個人可

支配收入上升，消費者對高質素食品的需求有所增加。2012年全年福建省肉類總產量達2,008,500噸，較2011

年增長9.8%。其中，豬肉產量達1,555,500噸，較2011年增長6.1%。福建省年末生豬存欄量達13,408,860頭，

較2011年增長3.3%；福建省生豬出欄量達20,690,500頭，較2011年增長6.1%。由此可見，福建省居民對豬肉

產品的需求持續增加，為豬肉批發及零售業帶來良好的發展機遇。

根據中央政府頒佈的《全國生豬屠宰行業發展規劃綱要（2010–2015年）》，中央政府將淘汰不符合資格的屠宰

場，並收緊發牌制度，嚴格控制屠宰場數量，對人口高於5,000,000的城市，規定屠宰場數量不多於四家，其他

地級以上城市則不多於兩家。本集團的屠宰場為莆田市內唯一一家獲認可「二星級」屠宰場，屠宰的產能繼續

保持著在莆田市生豬行業的領先地位。

業務回顧

本集團是中國福建省最大的垂直一體化豬肉供應商之一。本集團的核心業務為銷售「普甜」品牌豬肉產品，而

本集團的經營奉行垂直一體化業務模式，全方位產業鏈涵蓋生豬養殖、生豬屠宰、豬肉加工、豬肉銷售及分

銷。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報告期」），本集團的整體業務表現顯著提升，令人鼓舞。報告期內，本集團致

力拓展分銷管道及銷售網絡，以擴大市場份額，從而增加豬肉產品的收入來源，並提升本集團的市場認受性。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580,158,000元（2011年：約人民幣519,339,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

11.7%。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毛利約人民幣149,949,000元（2011年：約人民幣122,015,000元），較去年同期

增長約22.9%。毛利率上升至25.8%（2011年︰23.5%），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合約農戶養殖更小的豬仔，所以代

養養殖成本下降，從而提升本集團整體盈利能力所致。報告期內溢利約為人民幣105,105,000元（2011年：約人

民幣90,013,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6.8%。每股盈利為人民幣15.04分（2011年：人民幣15分）。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銷售政策重點轉向零售業務。來自零售豬肉的收入增至約人民幣301,812,000元，佔本集

團總收入的52%；而批發豬肉業務的收入則為人民幣278,346,000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48%，較去年同期下

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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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本集團的分銷管道及銷售網絡不斷擴張，本集團以自有「普甜」品牌營銷的豬肉產品在顧客中日漸普及和

備受推許，並為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收入帶來貢獻。本集團的零售網點由2011年12月31日的67個增加至2012

年12月31日的86個，跨區分佈在福建省的寧德市、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和漳州市。截至2012年12月31日，

本集團分別於莆田市、漳州市及福州市經營23間直營店，報告期內來自直營店的銷售額為人民幣36,185,000

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6.2%。於報告期內，本集團合共開設11個全新超市專櫃，令本集團於國內的超市專櫃

數目增加至63個。於報告期內，來自超市專櫃的銷售額為人民幣88,781,000元，佔本集團總收入的15.3%。

本集團秉持「提供高品質的豬肉產品」之企業理念，為客戶提供優質、安全、衛生的豬肉產品。本集團一向在各

生豬養殖場實行嚴格的疾病防疫體系，並對各生產環節進行安全監控，使本集團於報告期內並無爆發任何嚴

重畜禽疾病疫情。

據中國法律顧問告知，中國並無針對本集團的產品設定價格或劃定指導價格區間的條例及規例。

財務回顧

(1) 收入

下表顯示了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收入明細分類（按銷售分部）及其佔總收入的相關百分比：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入

百分比 (%) 人民幣千元

佔總收入

百分比 (%)

來自下列各項的收入

 — 零售豬肉 301,812 52.0% 236,454 45.5%

 — 批發豬肉 278,346 48.0% 282,885 54.5%

總計 580,158 100% 519,339 100%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580,158,000元（2011年：約人民幣519,339,000元），

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1.7%，主要是由於豬肉產品的銷量有所增長所致。

零售豬肉收入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零售豬肉收入約為人民幣301,812,000元（2011年：約人民幣236,454,000元），較去年

同期增長約27.6%，佔本集團總收入的52.0%（2011年：45.5%），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將其業務重點由批發

豬肉轉向零售以本集團自有品牌營銷的豬肉，令零售豬肉產品的銷量有所增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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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豬肉收入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批發豬肉收入約為人民幣278,346,000元（2011年：約人民幣282,885,000元），較去年

同期下跌約1.6%，佔本集團總收入的48.0%（2011年：54.5%），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將其業務重點轉向零

售以本集團自有品牌營銷的豬肉所致。

(2) 毛利及毛利率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錄得整體毛利約為人民幣149,949,000元（2011年：約人民幣122,015,000元），較去

年同期增長約22.9%，主要是由於豬肉產品銷量有所增加所致。本集團於報告期內錄得毛利率約25.8%

（2011年︰23.5%），較去年同期上升2.3個百分點，乃由於生豬採購成本下跌，從而提升集團整體盈利能

力所致。

零售豬肉毛利及毛利率

於報告期內，零售豬肉的毛利約為人民幣86,005,000元（2011年：約人民幣60,359,000元），較去年同期增

長約42.5%。零售豬肉的毛利率約為28.5%（2011年︰25.5%），較去年同期上升3個百分點，主要由於上

述採購成本減少所致。

批發豬肉毛利及毛利率

於報告期內，批發豬肉的毛利約為人民幣63,944,000元（2011年：約人民幣61,656,000元），較去年同期增

長約3.7%。批發豬肉的毛利率約為23.0%（2011年︰21.8%），較去年同期上升1.2個百分點，主要由於上

述採購成本減少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於2012年7月13日成功以配售 (「配售」)及按發售價每股0.70港元公開發售合共200,000,000股本公司股

份 (「公開發售」)的方式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 16 –

經扣除相關上市開支，本集團自2012年7月13日的首次公開發售獲得所得款項淨額人民幣101,500,000元。上

市後，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按照本公司日期為2012年6月28日的招股章程所載的擬定用途，動用

部分所得款項淨額如下：

來自

首次公開發售

的實際所得

款項淨額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

已動用的金額

於2012年

12月31日

的結餘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就六個新生豬養殖場租賃土地 24.7 24.7 ─

興建六個新生豬養殖場的地表樓宇部分 43.2 3 40.2

就六個新生豬養殖場收購及安裝設備 21.3 1 20.3

收購種豬 12.3 ─ 12.3

總計 101.5 28.7 72.8

財務資源

本集團的營運資金需求主要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銀行融資撥支。於2012年12月31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約達人民幣110,851,000元（201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13,430,000元）。截至2012年12月31日，經營活動所得

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74,769,000元（201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87,217,000元），主要由於已付首次公開發售按

金、已付收購土地使用權按金及廣告活動的預付款項所致。

借款及已抵押資產

於2012年12月31日，計息銀行借款總額約為人民幣118,000,000元，其乃於一年內到期（2011年12月31日：

約人民幣70,000,000元），全部均以人民幣計值及以浮動利率計息。於2012年12月31日，銀行借款人民幣

98,000,000元乃以本集團賬面總額約人民幣148,736,000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兩幅土地作抵押。

資產負債比率

於201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30.8%（2011年12月31日：38.3%）。此乃以本集團於2012年12

月31日的計息銀行借款除以總權益計算得出。資產負債比率下降主要由於本公司於年內完成首次公開發售，

令總權益有所增加所致。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業務地點為中國福建省莆田市。本集團的大部分資產、收益、付款以及現金結餘均以人民

幣計值。另外，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外匯對沖安排。本公司董事認為，匯率波動對本集團的表現並無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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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經營租賃承擔

於2012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經營租賃承擔約為人民幣1,554,000元（201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162,000元）。

或然負債

於2012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2011年：無）。

人力資源

於2012年12月31日，本集團共有570名僱員（2011年12月31日：542名）。於報告期內，員工成本（包括銷售佣

金、員工薪金及福利開支、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以及員工及工人的花紅及福利金）約為人民幣16,196,743元（2011

年12月31日：人民幣12,915,000元）。所有本集團旗下成員公司均為提供平等工作機會的僱主，並根據員工對

照所提供職位的合適程度甄選和晉升員工。本集團為其香港僱員提供界定供款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並根

據中國適用法律及法規規定為其中國僱員提供各種福利計劃。

前景

(1) 進一步擴大銷售網絡及分銷管道，擴大市場份額

於2012年12月31日，本集團設有86個銷售網點，跨區分佈在福建省的寧德市、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

和漳州市。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於中國的銷售網點增加19個至86個。本集團預計到2013年年底，銷售網

點總數將會增至116個。為把握國內的發展機遇，本集團將加大力度發展零售豬肉業務，並增加零售豬肉

佔收入的比例。本集團將於地方及國際超市連鎖店內增設營運專櫃，出售本集團之零售豬肉產品，以迎

合中國地方家庭不斷轉變的購物模式。擴大本集團產品的銷售網絡及分銷管道將有助於提高本集團在各

銷售區域的市場份額。

(2) 興建生豬養殖場，提升產能

首個生豬養殖場已於2013年第一季開始施工，有望於2013年6月完成。本集團將按序陸續興建第二至第

六個生豬養殖場，預計可在2014年上半年先後投入使用。我們預料待該六個新養殖場全部竣工後，本集

團的產能將得以提升。

(3) 引進冷鮮豬肉生產設備，開拓增值產品市場

受惠於「中國十二五規劃」中對農業和屠宰業的支持，本集團將會進一步關注和深入研究中國社會經濟發

展和豬肉消費市場的趨勢和變化。本集團已積極引進一系列先進的冷鮮豬肉生產技術和設備，以迎合不

斷變化的市場需求。此外，本集團將按巿場的實際需要，細分新巿場分部及新產品，利用銷售跨區域網

絡的優勢，減少產品銷售差異化，以提升產品價值，為本集團及其股東帶來更高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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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與合約農戶的合作和溝通

年內，本集團繼續委聘原有的5名規模化合約農戶以提供生豬養殖服務。本集團將會繼續完善合約養殖

中的各項養殖管理規定，並加強與合約農戶的緊密溝通，藉以提高合約農戶的養殖水準及生產效率。另

外，本集團將會加強養殖技術的培訓，並提升合約養殖的標準化管理，從而解決在養殖過程中可能出現

的困難和問題。本公司董事相信，在共同發展的基礎上，本集團可以吸引更多農戶加盟合作，繼而為本

集團的養殖業務帶來裨益。

(5) 強化產品品質監控

本集團通過貫徹執行嚴謹的品質監控措施，以強化各生產環節中的品質控制，並從而確保優質豬肉的穩

定供應。本集團自養自宰自銷的業務模式，令本集團能夠更緊密地監督從生豬養殖、豬肉產品生產到最

終銷售的各個生產工序。本集團將繼續致力強化員工的產品安全意識、加大品質考核激勵力度、執行更

嚴格原材料入庫驗收考核、定期評估供應商和合約農戶，以保證按照無公害農產品規例進行養殖，並持

續定期對本集團的產品進行權威性的送檢，務求為顧客提供優質、健康、安全的豬肉產品。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予於2013年6月7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

股東。待股東於將於2013年5月30日舉行的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末期股息將於2013年6月28日

或前後派付。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吳世明先生、蔡子榮先生及余文泉先生。吳世明先生為審核

委員會主席。年內，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準則，並已討論及檢討內部控制及報告事

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本公司核數師國衛會計師事務

所已審核本集團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並且彼等已出具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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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經向本公司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

後，各董事均確認，彼等已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

自本公司股份於2012年7月13日（「上市日期」）在聯交所主板上市至2012年12月31日止期間（「該期間」），本公

司已採納並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守則」）項下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

守則條文第A.2.1條的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應有所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於該期間內，蔡晨陽先生出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的職位。董事會認為蔡先生同時兼任上述職位可

為本集團提供有力而貫徹一致的領導，且能更有效規劃及落實長遠業務策略。董事會亦認為，鑒於董事會獨

立的非執行能力，故此架構將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公司業務的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權限的平衡。董事會認為

上述架構對本公司及其業務有利。

本公司明白遵守守則條文第A.2.1條的重要性，並將繼續考慮另行委任行政總裁的可行性。

在聯交所網站公佈財務業績

本公佈可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閱覽。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並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中國普甜食品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蔡晨陽

香港，2013年3月28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蔡晨陽先生、蔡海芳先生及蔡盛蔭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子榮先

生、吳世明先生及余文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