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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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GROUP LIMITED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0）

截 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公佈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比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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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8,838 331,555

銷售成本 (23,871) (290,718)
  

毛利 4,967 40,837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282,432) 508

其他收入 6 1,301 822

銷售及分銷開支 (22) (137)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58,493) (74,094)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 (223)

融資成本 7 (9) (4,990)
  

除稅前虧損 (334,688) (37,277)

所得稅抵免╱（開支） 8 64,945 (17,207)
  

年度虧損 9 (269,743) (54,484)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7,160 49,250
  

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252,583) (5,234)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69,834) (54,117)

 非控制性權益 91 (367)
  

(269,743) (54,484)

  



– 3 –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52,674) (4,867)

 非控制性權益 91 (367)
  

(252,583) (5,234)

  

每股虧損

 －基本（每股港仙） 10 (11.89) (0.94)

  

 －攤薄（每股港仙） 10 (11.89)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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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62 2,906

預付租賃款項 — 1,041

在建工程 — 763

生物資產 767,064 933,542

商譽 — 36,281

無形資產 130,536 212,997

長期預付款項 33,660 73,206

收購長期資產所付按金 12,000 －

聯營公司權益 － －

  

946,122 1,260,736
  

流動資產

存貨 335 1,78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32,914 19,702

應收非控制性權益款項 — 1,911

現金及銀行結餘 724 3,743
  

33,973 27,14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29,966 36,546

應付收購代價 45,721 52,461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 101

應付稅項 2,759 2,877

銀行透支，無抵押 4 －

融資租賃責任 43 －

  

78,493 91,985
  

流動負債淨額 (44,520) (64,842)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901,602 1,195,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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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07,910 274,458

融資租賃責任 142 —

關連人士墊款 4,842 11,515
  

212,894 285,973
  

資產淨值 688,708 909,92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8,270 108,526

非控制性權益 — 4,251

儲備 560,438 797,144
  

權益總額 688,708 909,921

  



– 6 –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按下文所載會計政策所闡釋，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及生物資產使用公

平值與重估金額計量。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適用披露。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產生虧損約269,743,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淨

流動負債約為44,520,000港元。本集團能否持續經營取決於︰

－ 未來經營業務的表現；及╱或

－ 股東或其他方提供的額外資金或貸款。

 董事已編製現金流量預測，假設本集團能夠持續經營，並假設本集團可向主要股東籌得額外資金。本公

司一主要股東確認會向本集團提供20,000,000港元的無抵押免息循環貸款融資。本集團可由二零一二

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前隨時提取該融資。因此，董事認為本集團自財務報表日期起

十二個月內擁有足夠現金流履行負債及財務責任，而不會對持續經營有任何重大不利影響。故董事認為

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務報表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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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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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已生效的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轉讓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本規定的預付款項

 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當前及過往報告期間之呈報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

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改進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經修訂） 僱員福利 3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3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呈列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採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3

1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3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5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的影響。採納該等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團

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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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指向客戶所提供已扣除退貨撥備及貿易折扣的貨品銷售價值及年內本集團提供服務的價值。年內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各主要收益類別的金額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種植材料 3,213 273,776

銷售種植產品 318 15,740

綠色技術收入 25,307 13,500

銷售環保系統 — 28,539
  

28,838 331,555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該準則規定以主要營運決策者就向分部分配資源及

評估彼等表現而定期審閱有關本集團不同部門的內部報告作為識別經營分部的基準。主要營運決策者為

本公司執行董事。

 本集團基於主要經營決策者（即行政總裁）所審閱用於策略決策之報告確定經營分部。由於各業務提供不

同產品且產品所用原材料、設計與技術以及服務各異，並須取得不同生產╱服務資料以制訂不同市場推

廣策略，故本集團分別管理該等分部。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可報告分部的業務概述如

下：

(i) 銷售種植材料

(ii) 銷售種植產品

(iii) 綠色技術收入

(iv) 銷售環保系統

 報告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一致。分部業績為各分部應佔溢利╱（虧損），惟未分配中央行

政成本、利息收入、財務成本及所得稅開支。此乃呈報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計

量方式。

 有關上述分部的資料於下文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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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收益及業績

 下文乃本集團營業額及可呈報分部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綠色技術

收入

銷售種植

材料

銷售環保

系統

銷售種植

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外界銷售 25,307 3,213 — 318 28,838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前

 的分部業績 20,882 403 — (31,340) (10,055)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虧損

 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 — — (183,729) (183,729)

     

分部業績 20,882 403 — (215,069) (193,784)

    

未分配業績 (140,895)

利息收入 —

融資成本 (9)

 

除稅前虧損 (334,688)

所得稅抵免 64,945

 

年度虧損 (26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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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綠色技術

收入

銷售種植

材料

銷售環保

系統

銷售種植

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外界銷售 13,500 273,776 28,539 15,740 331,555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前

 的分部業績 11,971 (8,414) 2,096 (7,958) (2,305)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

 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 － － 112,314 112,314
     

分部業績 11,971 (8,414) 2,096 104,356 110,009

    
未分配業績 (142,315)
利息收入 19
融資成本 (4,990)

 

除稅前虧損 (37,277)
所得稅開支 (17,207)

 
年度虧損 (54,484)

 



– 11 –

(b) 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文乃按可呈報分部劃分的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綠色技術

收入

銷售種植

材料

銷售環保

系統

銷售種植

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11 773 — 897,162 897,946

未分配公司資產 82,149

 

總資產 980,095

 

分部負債 145 1,192 — 1,633 2,970

未分配公司負債 288,417

 

總負債 291,38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綠色技術

收入

銷售種植

材料

銷售環保

系統

銷售種植

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4 120,961 － 1,068,572 1,189,537
未分配公司資產 98,342

 
總資產 1,287,879

 
分部負債 － 233 － 1,550 1,783
未分配公司負債 376,175

 
總負債 377,958

 

 監察分部表現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時︰

－ 所有資產（未分配資產（主要包括商譽、其他應收款項以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除外）均分配至可呈

報分部；及

－ 所有負債（未分配負債（主要包括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以及遞延稅項負債）除外）均分配至可呈報

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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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分部資料

 計入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之計量的金額︰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綠色技術 銷售 銷售 銷售

收入 種植材料 環保系統 種植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 99 — — 100

無形資產攤銷 — 12,965 — 4,932 17,897

無形資產減值 — 64,564 — — 64,564

年度資本開支 — — — — —

    

未分配物業、廠房及

 設備折舊 406

未分配資本開支 3,272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綠色技術 銷售 銷售 銷售

收入 種植材料 環保系統 種植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 277 － － 278

無形資產攤銷 － 18,263 － 4,932 23,195

無形資產減值 － 60,366 － － 60,366

年度資本開支 6 4,505 － 31,384 35,895

    

未分配物業、廠房及

 設備折舊 —

未分配資本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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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資料

 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連同有關按資產所在地劃分的分部資產及資本開支資料詳述如下︰

中國內地 香港 總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18,046 273,776 10,792 57,779 28,838 331,555

      

分部資產 975,840 1,283,309 4,255 4,570 980,095 1,287,879

      

資本開支

－ 物業、廠房及設備 — 2,682 3,272 6 3,272 2,688

－ 在建工程 — 32,147 — — — 32,147

－ 預付租賃款項 — 1,060 — — — 1,060
      

— 35,889 3,272 6 3,272 35,895

      

 主要客戶資料

 相關年度來自佔本集團總營業額10%以上的客戶的營業額如下：

客戶 詳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綠色技術收入 14,515 －

B 綠色技術收入 10,792 －

C 銷售種植材料及環保系統 — 95,887

D 銷售種植材料 — 95,887

E 銷售種植材料 — 87,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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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虧損）╱收益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183,729) 112,314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收益 (4,479) 34,056

應付收購代價公平值變動 6,740 27,068

匯兌虧損淨額 (119) (2,610)

商譽減值虧損 (36,281) (109,394)

無形資產減值 (64,564) (60,366)

於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 － (532)

出售無形資產虧損 － (28)
  

(282,432) 508

  

6. 其他收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金收入 1,110 －

利息收入 1 19

其他 190 803
  

1,301 822

  

7. 融資成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票據的實際利息開支 － 4,954

融資租賃利息 8 －

其他融資費用 1 36
  

9 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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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抵免）╱開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1,502 1,984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01 11,642

往年撥備不足

 －香港 － 893

遞延稅項

 －本年度 (66,548) 2,688
  

所得稅（抵免）╱開支 (64,945) 17,207

  

 由於在開曼群島或英屬處女群島的集團公司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概無須繳付該等司法權區利得稅的應課

稅收入，故並無為該等集團公司作出利得稅撥備。

 上述兩年的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由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統一為25%。

 本公司當時的全資附屬公司新疆凱金林業有限公司（「新疆凱金」）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出售。新

疆凱金於中國經營林木業務，根據相關稅務優惠按15%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 16 –

 按本集團大部分應課稅溢利的相關所得稅率計算，年內所得稅（抵免）╱開支與綜合全面收益表之除稅前

虧損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334,688) (37,277)

  

按相關中國稅率25%（二零一一年︰25%）計算的稅項 (83,672) (9,319)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24,389 16,619

毋需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5,652) －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 8,399

於中國境外司法權區經營之集團公司不同稅率之影響 (10) 615

往年撥備不足 － 893
  

所得稅（抵免）╱開支 (64,945) 17,207

  



– 17 –

9. 年度內虧損

 年度內的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6,058 4,69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06 278

無形資產攤銷 17,897 23,195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279 290,718

核數師酬金

 －往年撥備不足 － 68

 －本年度 726 1,169

物業租賃的經營租賃開支 1,713 1,460

應收前附屬公司款項減值虧損 4,189 －

長期預付款項減值虧損 2,825 －

已確認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 3,995

以股權結算以股份支付的款項開支 5,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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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用之虧損 (269,834) (54,117)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附註）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2,270,040 5,777,223

  

附註︰  計算兩個年度各自的每股基本虧損時，已就二零一一年一月完成的股份合併之影響對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作出追溯調
整。

 由於在計算兩個年度的每股攤薄虧損時將以股份結算應付收購代價及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有反攤薄影響，

故兩個年度內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11.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股息（二零一一年：零）。

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 66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2,914 19,038
  

32,914 19,702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主要包括以下按實體相關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人民幣 9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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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 7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9,966 36,476
  

29,966 36,546

  

 於報告期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對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 70

31日至90日 － －

91日至180日 － －

超過180日 － －

  

－ 70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主要包括以下按實體相關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款項。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人民幣 21,016 12,060

  

14. 比較數據

 若干比較數據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的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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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營運回顧

本集團於一九九七年上市，重點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服裝及物業業務。由於服裝及物業業務競爭

激烈且成本不斷增加，故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底擴展至綠色業務，以實現股東回報最大化。

本集團目前從事中國及海外綠色市場（包括環保市場、農業市場、有機市場及綠色技術市場）技術與解決方案

的研發及應用、生產、銷售及買賣相關產品、材料、系統及服務等綠色業務。本集團不斷為公司發展探尋新

商機以及致力發展可持續及可行的綠色業務，造福人類及保護環境。

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報主席報告所述，大部分發達國家的經濟仍疲弱，加上

全球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將為中國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蒙上陰影。由於全球氣候變化，過去幾年全球及中國

接連不斷地發生規模及破壞力空前的自然災害，對業務活動而言，不久將來的天氣將變幻莫測。金融市場動

蕩，加上規模及破壞力巨大的自然災害不斷增加，本集團預期其業務活動將面臨極端不確定性及風險。

鑒於預期業務活動中受日益惡化的經濟狀況及不穩定的自然因素影響的極端不確定性及風險，本集團於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主動重新審視具保護性的業務方式。保護性業務方式包括在種植材料方面

收緊對企業客戶的信貸控制及定價措施，由生產轉向採購用於銷售的種植材料，減少新的種植活動，加強保

護生物資產，暫停銷售虧損的環保系統，以及出售不活躍的附屬公司及部分需要大量資本密集型投資的附屬

公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全球經濟危機持續影響的不利環境並無改善及中國繼續受到自然

災害的困擾。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中國經濟增長跌至三年來的最低水平，由上季度的8.9%下降至8.1%。

自二零一零年起，全球需求下降對出口商造成打擊，而中國政府實施收緊借貸及遏止投資的經濟策略，導致

中國經濟增長不斷下降。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期中國於二零一二年的增長由二零一零年的 10.4%

下降至8.2%。

再保險公司Swiss Re估計，二零一一年是歷史上全球災難相關經濟損失最高的一年，達到3,500億美元，

而於二零一零年則為 2,260億美元。再保險公司Munich Re估計，二零一一年全球災難相關經濟損失為

3,800億美元，而全球氣候變化乃導致氣候相關災難頻繁的原因。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國民政

部公佈，二零一一年，中國因各類自然災害造成 4.4億人次受災，農作物受災達 4,148.5萬公頃，造成災難

相關經濟損失人民幣3,110.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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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本集團在新疆石河子市經營的種植園約為60,000畝（中國畝）。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財政年度，新疆地區發生地震、乾旱、洪災、大風、低溫嚴寒、冰暴等連串自然災害，受災人口達到

1,750,000人，造成災難相關經濟損失人民幣 32億元。石河子市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遭到 6.3級地震

的進一步打擊。

根據保護性的業務方式，本集團大幅減少生產及銷售種植材料的虧損部分（二零一一年：種植材料的銷售額

273,780,000港元，毛損 8,410,000港元），並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將業務轉虧為盈（二

零一二年：種植材料的銷售額 3,210,000港元，毛利 403,000港元）。通過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出售石河子市

的種植材料生產設施，本集團的經營活動及權益對石河子市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發生的6.3級地震發

揮保障。本集團將其原計劃的約10,000畝草本作物種植園縮減為約1,450畝土地用作種植有機草本作物枸杞

子。經修訂的種植計劃降低了對極易受自然災害影響的新種植樹苗造成不利影響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並利用

更多資源保護本集團種植園上的現有楊樹資產，以抵禦自然災害。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的營業額減少91.3%至28,838,000港元，毛利為

4,96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銷售額 331,555,000港元，毛利40,837,000港元）。年內虧損達269,743,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虧損 54,484,000港元），包括收購持有技術專利的附屬公司產生商譽減值 36,280,000

港元、技術專利無形資產減值64,560,000港元及生物資產的估值因中國林木價格普遍下降而減少

183,730,000港元。本集團認為該等減值為非現金性質，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有重大不利影響。

種植材料

根據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年報，種植材料的銷售額為 273,776,000港元，佔本集團

總營業額的 82.57%。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中國的農業接連不斷地遭受規模及破壞力

巨大的自然災害，包括中國北方逾 8個省份持續乾旱及雨雪及華南地區逾 13個省份的連串洪災。這些自然災

害不可避免地對大部分農業經營者造成重創。本集團提供大幅折扣，以深化客戶關係及加快收回應收賬款。

折扣策略導致銷售種植材料產生毛損8,414,000港元，毛損率為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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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受到自然災害不利影響的企業客戶要求延長信貸期及加深定價折

扣等條款，倘本集團接納該等條款便會導致虧損。反之，本集團大致側重主要以現金訂金或「貨到付現」方式

購貨的多元化客戶，使本集團可錄得12.54%的較高毛利率（而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則

錄得3.07%毛損率）。雖然此業務分部的營業額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大幅低於上一財政

年度，但業績卻有明顯改善，由去年的毛損恢復至毛利。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種植材料

的銷售額由去年的 273,776,000港元減少 98.8%至3,213,000港元。種植材料的銷售額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

約11.14%（二零一一年：82.57%）

如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報主席報告所述，由於全球氣候變化，過去幾年全球及

中國接連不斷地發生規模及破壞力空前的自然災害，對農業活動而言，不久將來的天氣將變幻莫測。為保護

股東利益，本集團的策略將由種植材料資金密集型生產轉向種植材料買賣。

於二零一一年，新疆地區的自然災害頻仍，包括連串地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本集團出售在新疆石河子市

擁有種植材料生產設施的附屬公司。本集團因此得以保護本集團的經營活動及利益，免受住石河子市於二零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發生的 6.3級地震的影響。本集團現時採購用於銷售的種植材料，並將考慮在自然環境

穩定及具商業可行性的情況下收購及╱或建立生產設施。

鑒於經濟轉差及自然災害頻生帶來的不明朗因素及風險，本公司委任專業估值師重估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財政年度與種植材料業務及技術收入分部有關的肥料應用的技術專利無形資產價值。經專業估值

師審閱，考慮到市場疲弱及業務活動減少，故於本財政年度撥備技術專利無形資產價值減值64,560,000港

元，及收購持有技術專利的附屬公司產生的商譽減值36,280,000港元。本集團認為該等減值屬非現金性

質，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種植產品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集團以總代價 500,000,000港元收購種植園約60,000畝（中國畝）的30年經

營權。種植園為平地，主要種植楊樹，位於距離新疆省會烏魯木齊以西約 150公里的中國新疆石河子市，並

連接中國312國道及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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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根據收購條款分別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提供的溢利擔保

60,000,000港元及70,000,000港元已達致。此外，種植園生長樹木生物資產的估值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的人民幣530,000,000元（約602,663,000港元）（如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的通函所載獨立估值報

告所披露）增加27.3%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767,064,000港元。

本集團於種植園從事林木資源、有機草藥及農作物的生態種植，種植園中約30,000中國畝土地已種植楊樹

（「已種植土地」），餘下30,000中國畝土地尚未種植樹木及農作物（「未種植土地」），其中約10,000中國畝土

地已完成開發（包括修建道路、水管及供電等基礎設施建設）並可用於新的種植，而餘下約 20,000中國畝土

地尚未完成開發。

考慮到全球及中國種類及規模空前的自然災害引起的風險及不明朗因素，本集團將其約10,000畝未種植土

地的原草本作物種植計劃縮減為約1,450畝土地用作種植有機草本作物枸杞子。經修訂的種植計劃降低了對

極易受自然災害影響的新種植樹苗造成不利影響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並利用更多資源保護本集團種植園上

的現有楊樹資產，以抵禦自然災害。

於二零一一年，新疆地區發生地震、乾旱、洪災、大風、低溫嚴寒、冰暴等連串自然災害，受災人口達到

1,750,000人，造成災難相關經濟損失人民幣32億元。根據保護性策略，本集團於種植園的草本作物及生物

資產抵禦了二零一二年四月的西西伯利亞風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石河子市的6.3級地震。本集團致

力保障生物資產免受自然災害嚴重損害，但種植產品的正常成長率無可避免受到影響，尤其是該地區的生物

資產目前仍面臨地下水短缺的情況。

由於大多數種植產品正待收成，此業務分部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銷售營業額大幅低於去

年。因此，銷售種植產品錄得318,000港元，較去年（二零一一年：約15,740,000港元）減少98.0%，佔本

集團總營業額的約1.1%。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經審核財政年度，本公司委任專業估值師重估種植園已種植楊樹的生物資產價

值。經專業估值師審閱，鑒於中國林木價格整體下滑，本集團錄得楊樹生物資產公平值由 933,542,000港元

減少17.8%至767,064,000港元。本集團認為該等減少屬非現金性質，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造成重大不利

影響。

環保系統

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開發變廢為寶的「瞬寶有機廢棄物處理系統」（「瞬寶系統」），以一套自動化設備，運用

高溫微生物技術處理畜牧場的禽畜廢物。瞬寶系統可於24小時內處理禽畜廢物同時殺滅動物流感病毒及常

見病菌，將禽畜廢物轉化成生產微生物有機肥料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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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年底，二零零九年的瞬寶系統暫停銷售以待開發該產品更具成本

效益的升級版。事與願違，本集團未能如最初設想般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推出更具成本

效益的新型號。儘管該業務分部於本財政年度並無如去年般錄得銷售營業額及純利，但實際上本公司已停止

該分部的持續虧損。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銷售環保系統並無錄得營業額，故佔本集團總

營業額的比例為零（二零一一年：銷售額約28,539,000港元）。

綠色技術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完成收購朗悅集團有限公司（「朗悅」）全部股權。賣方主要從事研究及發

展、項目建立、應用及銷售綠色環保產品、技術、服務及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產品。賣方的經營團體隊包括陳

清先生，他是北京天恒可持續發展研究所的執行主席，曾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前稱國家環保總局）

委託編撰《我國生物物種資源法律法規條款彙編》。陳先生曾在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CCICED」）

工作，並在北京、上海、雲南，內蒙古、緬甸、朝鮮、柬埔寨負責多項國家級及國際性的綠色及環保項目。

收購總代價為67,040,000港元，其中47,040,000港元須以按每股代價股份0.064港元之價格發行

735,000,000股代價股份（5股合為1股前）支付。餘額20,000,000港元須以相等金額分兩期以現金繳付。已

發行代價股份由本集團律師託管寄存，須於保證期達致保證利潤時發放予賣方並向賣方支付現金。

「第一保證期」為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第一期寄存股份」367,500,000

股代價股份（股份合併前）須於朗悅達致第一保證期的「第一期保證利潤」33,500,000港元純利時向賣方發

放並向賣方支付現金 10,000,000港元。「第二保證期」為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第二期寄存股份」367,500,000股代價股份（股份合併前）須於朗悅達致第二保證期的「第二期保證利潤」

33,500,000港元純利時向賣方發放並向賣方支付現金10,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朗悅已簽訂技術轉讓及技術諮詢協議，費用為 38,500,000港元。

技術開發及技術服務公司設於澳門，而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獲澳門政府批准經營。於「第一保證期」內未能

達致「第一期保證利潤」。如補充協議所載，現金代價 10,000,000港元已獲賣方豁免，而 367,500,000股「第

一期寄存股份」（股份合併前）尚未發放予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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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二保證期」內，由於中國及全球的經濟環境日益惡化，朗悅並無完全達致第二保證期內「第二期保證利

潤」33,500,000港元純利。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367,500,000股「第二期寄存股份」（股份合併前）尚

未發放予賣方，而現金代價10,000,000港元尚未支付予賣方。

綠色技術分部包括綠色及環保產品、技術、服務及相關可持續發展產品的研發、立項、應用及銷售。綠色技

術分部錄得82.5%的較高毛利率，為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溢利的主要來源。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

年度，技術收入錄得約25,307,000港元及毛利 20,88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銷售額13,500,000港元及毛

利11,971,000港元），約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約87.76%。

綠色醫藥應用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本集團完成收購Ally Goal Limited（「Ally Goal」）的100%股權。Ally Goal的全

資附屬公司為一間在中國經營業務的公司，從事草藥產品、生物技術及綠色醫藥應用及相關產品的研發、應

用及銷售。賣方管理層包括曾毅教授，彼為國際知名的醫療及病毒學領域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法國國家

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以及俄羅斯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曾教授歷任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前院長、北京理工

大學生命科學與生物工程學院院長、中國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學家、世界衛生組織癌症專家諮詢委員

會委員，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與發展亞太領袖論壇 (APLF)指導委員會委員。

收購總代價為70,400,000港元，本集團已以現金支付20,000,000港元，並按每股代價股份0.072港元的價

格向賣方發行200,000,000股代價股份（5股合為1股前）。餘下500,000,000股代價股份（5股合為1股前）

須於兩個利潤保證期內Ally Goal達致有關利潤保證時向賣方發行。「第一保證期」為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於Ally Goal達致第一保證期的「第一期保證利潤」30,000,000港元純利

時向賣方發行200,000,000股代價股份（股份合併前）。「第二保證期」為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於Ally Goal達致第二保證期的「第二期保證利潤」45,000,000港元純利時向賣方發行

300,000,000股代價股份（股份合併前）。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Ally Goal中國的全資附屬公司與東莞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藥數理工

程研究院簽訂協議，研發及推廣抗手足口病產品。研發及在市場上推出抗手足口病產品需要更多時間。「第

一保證期」內未能達致「第一期保證利潤」，因此並無向賣方發行200,000,000股代價股份（股份合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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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預期未能將該產品於東莞松山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進行研究、開

發及在市場上推出，以為本公司業績帶來貢獻。為節省資源以應對不確定因素及風險以及利用資源進行其他

業務發展，本集團精簡了綠色醫藥應用業務及以100,000港元向獨立第三方出售Ally Goal。根據與賣方作出

的補充協議，本集團獲解除各種負債，包括於Ally Goal達致利潤保證後發行代價股份的責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進一步出售部分不活躍的附屬公司、部分需要密集立項資本

的附屬公司及部分持有易受自然災害影響的生產設施的附屬公司。出售使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約4,479,000

港元，因而本集團需時成熟及為本公司業績帶來貢獻的項目的資本承擔減至零（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資

本承擔約28,821,000港元）。出售使本集團能夠集中資源應對經營環境中的不確定因素及風險及利用資源進

行其他業務發展。

本集團將繼續利用綠色技術實力、前沿市場經驗、積極業務策略及全國業務網絡等優勢，不斷探尋投資機

遇，豐富可帶來更高回報的業務領域，以為股東帶來最大回報。

前景

中國擁有約13億人口，佔全球人口的22%，但中國的可耕種土地僅18.26億畝，佔全球可耕種土地總面積

的7%。過去五年，中國政府將「三農問題」置於重中之重的戰略，投入總資金約為人民幣 29,107億元。

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內制訂下一個經濟發展階段（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的發展計

劃，重申農業現代化，提出加速建設現代農村。中國政府將繼續致力發展節能低碳經濟以改善環境。「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的目標是在二零一五年前將生產能耗較二零一零年降低16%。

鑒於中國的優惠政策對上述業務有所優惠，本集團將繼續把握政府扶持政策及綠色市場方興未艾帶來的綠色

業務機遇。然而，大部分發達國家的經濟疲弱、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及中國經濟增長率持續下調，將繼續為中

國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蒙上陰影。此外，全球氣候變化對全球及中國造成的自然災害的規模、強度、頻率及

相關經濟損失將繼續成為本集團經營活動的極端不確定因素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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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情況下，本集團將繼續對種植材料業務實行嚴格的控制、將種植營運調整至符合當地種植產品業務的

條件、提升環保系統以恢復盈利能力、發展及多元化開發投入較少的資本密集型投資而利潤率較高的綠色技

術收入。為將經營風險降至最低，同時為股東帶來最大的及拓展回報，本集團將憑藉其技術競爭力、前沿市

場經驗、積極業務策略及全國業務網絡，不斷探索新投資機會，將其業務領域多元化，力求較高的回報。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的綜合營業額約為 28,840,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331,56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上年度」）減少91.3%。本集團營業額大

幅減少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採取果斷業務策略，將上年度的種植材料銷售額273,780,000港元縮減而產生毛

損率3.07%所致。該分部僅佔總營業額的11.14%，並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回復至毛利率

12.54%。

本集團的毛利下降 87.83%至約4,97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0,840,000港元）。毛利大幅減少主要來自本

集團為楊樹生物資產進行保護及保養工程以抵受自然災害而分配的 19,500,000港元及為新的枸杞子種植活

動而分配的2,100,000港元。

上年度虧損54,480,000港元而年內虧損大幅增加至269,740,000港元，主要歸因於收購附屬公司產生商譽

減值36,280,000港元、技術專利無形資產減值 64,560,000港元及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虧損 183,730,000港

元。年內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11.89港仙（二零一一年︰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0.94港仙）。

經計及商譽減值虧損 36,280,000港元、技術專利無形資產減值 64,560,000港元、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虧損

183,730,000港元、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4,480,000港元、應付收購代價公平值收益變動 6,740,000港元及匯

兌虧損120,000港元，其他虧損由上年度的其他收益508,000港元上升至282,432,000港元。

計算本集團綜合純虧時，約 58,49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約74,090,000港元）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包括

的主要項目有訴訟和解 5,420,000港元、特許權費 6,640,000港元、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5,350,000港元、租

金1,700,000港元、代理及專業費3,300,000港元、無形資產攤銷17,900,000港元、職員成本6,060,000港

元、應收前附屬公司減值虧損 4,190,000港元、長期預付款項減值虧損 2,830,000港元及其他5,100,000港

元。

融資成本約9,000港元，其中約8,000港元入賬列作融資租賃利息（二零一一年：4,990,000港元，其中

4,950,000港元主要為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發行可換股票據的實際利息開支）。所得稅抵免約為64,95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所得稅開支 17,2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本年度的 66,550,000港元遞延稅項抵免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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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列值）合共約為724,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3,740,000港元）。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外匯波動風險。一般而言，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收益

支付在中國的營運開支，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進行對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33,970,000港元，而流動負債約為78,490,000港元。本

集團的流動負債淨值（即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約為44,52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64,840,000港元）。

流動負債包括融資租賃承擔 43,000港元及應付收購代價 45,720,000港元，包括35,720,000港元代價股份

及10,000,000港元現金，支付收購代價視乎達至溢利保證與否而定。本集團主要股東向本集團提供合共

20,000,000港元的無抵押免息循環貸款融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前作為備用。

負債資本比率（即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為0.03%（二零一一年：無）。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狀況表撥備的資本承擔為零（二零一一年：28,820,000港

元 ）。

本集團資產的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抵押資產作為一般銀行信貸的擔保。

集資及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除行使購股權外，本集團還進行了股本集資活動。根據日期為二零

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的公佈，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配售代理已同意按竭盡所能基準，代

表本公司按每股配售股份0.073港元的價格向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配售最多360,000,000股新股份。於二

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配售完成及本公司配發及發行360,000,000股配售股份。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

25,410,000港元將用作為收購事項提供資金及╱或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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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的普通決議案並待開曼群島大法院批准及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委員會上市批准後，本公司股本將以註銷繳足股本每股已發行股份

0.049港元及將所有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面值由0.05港元調減至0.001港元的方式由300,000,000港元減至

6,000,000港元，而於上述股本減少後，法定股本須以創造額外 294,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

股份的方式調升回300,000,000港元（「股本重組」）。

根據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的普通決議案並待股本重組生效後，每20股每股面

值0.001港元的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將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0.02港元的合併股份（「股份合併」）。董事會建

議待股份合併生效後，更改本公司股份買賣的每手買賣單位，由8,000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股份改為

4,000股合併股份每股面值0.02港元的股份。

於本公佈日期，股本重組的生效日期尚待決定。因此，股份合併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將會延期進行。

本公司股份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已由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起暫停買賣。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本公司股份恢復買賣另行作出

公佈。

僱員及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於香港及中國共聘用約 25名僱員。本集團實行薪酬政策、花紅及購股權計

劃，確保在本集團的整體薪酬策略架構內，僱員的薪酬水平按工作表現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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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有效）及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企業管

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列者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規定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應分開而不應由相同人仕兼任。

年內，金圓女士擔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為止。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

金圓女士不再擔任董事會主席但保持擔任本公司行政總裁，而周洪波先生則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自二零

一二年六月一日起，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已分開，即周洪波先生擔任董事會主席，而金圓女士則擔

任本公司行政總裁。

企業管治守則第C.2.1條規定，董事須最少每年檢討發行人及其附屬公司之內部監控系統效率，並在企業管

治報告中向股東匯報彼等已作出該等事宜。檢討須覆蓋所有重大監控，包括財務、營運及合規監管及風險管

理職能。

董事會已透過審核委員會檢討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之效率。內部監控系統旨在提供合理，惟非絕對之保證，

以防出現嚴重誤報或損失情況，並管理，而非杜絕運作系統及達致集團目標出現失誤之風險。

本公司已委任獨立專業公司檢討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企業管治及內部監控系統，惟迄今尚未完成有關檢

討。

企業管治守則第D.1.4條規定，發行人須訂立委任董事之正式函件，並載列其委任之主要條款及條件。

本公司並無與一位董事訂立載列其委任之主要條款及條件之委任董事正式函件。董事須參考章程細則之相關

主要條款及條件及由香港董事學會出版之董事指引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指南（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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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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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直接向董事會報告及檢討審核範

圍內的有關事宜，例如財務報表及內部監控。書面職權範圍載列審核委員會的權利及職責會由董事會定期檢

討及更新。審核委員會連同外聘核數師已審閱及討論審核及財務呈報事宜（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綜合業績）。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在聯交所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周洪波

香港，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周洪波先生（主席）、金圓女士（行政總裁）、郭威先生及梁

廣才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毅林先生、黃貴生先生及Christopher David Thomas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