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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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0）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

同期之比較數字。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仍未經審核，但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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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3,204 12,456

銷售成本 (16,042) (9,244)
  

（毛損）╱毛利 (2,838) 3,212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虧損）╱收益

 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11 (11,440) 41,017

出售附屬公司的虧損 — (8,701)

其他收入及虧損 4 1,351 882

分銷成本 (10) (19)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11,766) (26,285)

融資成本 6 (6) (4)
  

除所得稅抵免╱（開支）前（虧損）╱溢利 5 (24,709) 10,102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1,701 (9,398)
  

期內（虧損）╱溢利 (23,008) 704

除稅後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9 1,727 13,103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21,281) 13,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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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3,008) 614

－非控股權益 — 90
  

(23,008) 704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1,281) 13,717

－非控股權益 — 90
  

(21,281) 13,807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盈利 10

－基本 (0.897) 0.029
  

－攤銷 (0.897)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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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生物資產 11 757,390 767,064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2,526 2,862

 無形資產 13 128,026 130,536

 長期預付款項 14 16,830 33,660

 收購長期資產所付按金 15 12,000 12,000

 商譽 16 —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7 — —
  

非流動資產總值 916,772 946,122
  

流動資產

 存貨 18 225 33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9 33,288 32,914

 現金及銀行結餘 20 2,970 724
  

流動資產總值 36,483 33,973
  

資產總值 953,255 98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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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1 30,975 29,966
 應付收購代價 45,721 45,721
 應付稅項 4,546 2,759
 銀行透支，無抵押 — 4
 融資租賃責任 22 44 43

  
流動負債總值 81,286 78,493

  
流動負債淨值 (44,803) (44,52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71,969 901,602

  
非流動負債

 一名關連人士墊款 23 — 4,842
 遞延稅項負債 204,422 207,910
 融資租賃責任 22 120 142

  
非流動負債總值 204,542 212,894

  
資產淨值 667,427 688,708

  
資本及儲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股本 24 128,270 128,270
 儲備 539,157 560,438

  
總權益 667,427 688,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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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未經審核） 

託管代理

為結算

收購代價 （未經審核）

而持有 僱員股份 法定盈餘 外匯 非控股 （未經審核）

股本 股份溢價 的股份 股本儲備 酬金儲備 儲備基金 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之結餘 108,526 747,330 (35,721) 76 31,475 5,407 60,659 (12,082) 905,670 4,251 909,92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13,103 614 13,717 90 13,807
儲備間轉撥 — — — — (5,783) — — 5,783 — — —

確認以股權結算

 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 — — — 5,353 — — — 5,353 — 5,353
配售新股 18,000 8,280 — — — — — — 26,280 — 26,280
行使購股權 1,744 3,785 — — (1,204) — — — 4,325 — 4,325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 (149) — (149) (2,945) (3,09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結餘 128,270 759,395 (35,721) 76 29,841 5,407 73,613 (5,685) 955,196 1,396 956,592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之結餘 128,270 759,395 (35,721) 76 16,382 5,407 77,573 (262,674) 688,708 — 688,708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 — — 1,727 (23,008) (21,281) — (21,281)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28,270 759,395 (35,721) 76 16,382 5,407 79,300 (285,682) 667,427 — 66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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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421 (28,120)

投資業務之所用現金淨額 (105) (5,567)

融資活動之（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27) 30,80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2,289 (2,881)

外匯變動對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影響 (39) (125)

七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20 3,743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970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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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要求而編製。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須與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

 編製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

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示其他全面收入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採納上述新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當前及過往呈報期間所呈報的業績

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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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披露於其他實體

 的權益：過渡指引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褔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繫人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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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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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1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評估該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到目前為止，本集團認為採納

該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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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現時分為四個經營分部－綠色技術收入、銷售種植材料、銷售種植產

品及銷售環保系統。

 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

綠色 銷售 銷售 銷售

技術收入 種植材料 種植產品 環保系統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12,746 212 246 — 13,204
     

計入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前

 之所呈報分類溢利╱（虧損） 10,113 (21) (20,339) — (10,247)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虧損

 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 — (11,440) — (11,440)
     

所呈報分類溢利╱（虧損） 10,113 (21) (31,779) — (21,687)
    

未分配業績 (4,367)

利息及其他未分配收入 1,351

融資成本 (6)
 

除所得稅抵免前虧損 (24,709)

所得稅抵免 1,701
 

期內虧損 (2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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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

綠色 銷售 銷售 銷售

技術收入 種植材料 種植產品 環保系統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9,250 2,889 317 — 12,456
     

計入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前

 之所呈報分類溢利╱（虧損） 7,849 365 (19,298) — (11,084)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

 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 — 41,017 — 41,017
     

所呈報分類溢利 7,849 365 21,719 — 29,933
    

未分配業績 (20,709)

利息及其他未分配收入 882

融資成本 (4)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10,102

所得稅開支 (9,398)
 

期內溢利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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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亦為收益，指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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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技術服務收入。期內各主要收益類別金額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綠色技術收入 12,746 9,250

銷售種植材料 212 2,889

銷售種植產品 246 317
  

13,204 12,456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收益 156 —

於聯營公司投資之減值虧損撥回 532 —

雜項收入 663 882
  

1,351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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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抵免╱（開支）前（虧損）╱溢利

 除所得稅抵免╱（開支）前 （虧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349 3,716

－向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1 15

－以股份為基礎以股本支付的開支 — 5,35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36 169

無形資產攤銷 2,510 9,002

出售附屬公司的虧損 — 8,701

生物資產公平值虧損╱（收益） 11,440 (41,017)

已售存貨成本 394 2,061
  

6.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租賃利息 6 2

其他財務費用 — 2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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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開支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的稅項金額指：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1,787 1,295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100

遞延稅項

 －本年度 (3,488) 8,003
  

所得稅（抵免）／開支 (1,701) 9,398
  

 由於在開曼群島或英屬處女群島的集團公司於目前及過往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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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期間香港利得稅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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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之稅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為25%。

8. 股息

 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期期間宣派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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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全面收益

 有關其他全面收益組成部分之稅務影響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稅項 稅項

除稅前

金額

（支出）╱

優惠

除稅後

金額

除稅前

金額

（支出）╱

優惠

除稅後

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727 － 1,727 13,103 － 1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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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根據股東應佔虧損23,00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溢利614,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為每股面值0.05港元

2,565,396,000股普通股（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123,296,000股普

通股）計算。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虧損）╱盈利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所用

 之（虧損）╱盈利 (23,008) 61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所用之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2,565,396 2,123,296
  

 概無就該等期間呈報每股攤薄（虧損）╱盈利，原因為應付採購代價將以股份支付，而未行

使購股權在計算該等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時具有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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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物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年初 767,064 933,542

公平值變動虧損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11,440) (183,729)

匯兌重列 1,766 17,251
  

期╱年末 757,390 767,064
  

 本集團的生物資產指面積約60,000畝種植土地（租期30年，於二零三八年屆滿）上的未採

伐林木。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未採伐林木數量是經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

一四二團林業工作站估值。所採用的主要假設如下：

1. 現行政治、法律、技術、財政、經濟狀況、氣候及任何其他自然條件並無重大轉變；

2. 白楊樹可於八年內成長至一定大小可合法採伐，而以有機肥料種植的白楊樹於五年

內即可採伐；及

3. 林木產品價格增長率、林木種植的設置費及維護費以及特許權費的新條款會隨中國

林業產品的價格指數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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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購置任何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3,268,000港元）且並無出售任何物業、廠房及設

備（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已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賬面淨值為

403,000港元）。

13. 無形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期╱年初 307,975 309,517

 出售 (771) (1,542)
  

 期╱年末 307,204 307,975
  

累計攤銷及減值

 期╱年初 (177,439) (96,520)

 期╱年內攤銷 (2,510) (17,897)

 期╱年內確認之減值虧損 — (64,564)

 出售撥回 771 1,542
  

 期╱年末 (179,178) (177,439)
  

賬面淨值

 期╱年末 128,026 13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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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長期預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分包費用 48,408 65,981

減：長期預付款項之即期部分 (31,578) (29,496)

長期預付款項之減值虧損 — (2,825)
  

16,830 3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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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收購長期資產所支付之按金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業務所支付之按金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日之公佈，本集團已與一名獨

立第三方分別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及買賣協議（「買賣協議」），以收購在中國參

與植樹造林業務之目標公司集團之全部股權（「植樹造林收購事項」）。

 值樹造林收購事項之建議代價為180,000,000港元。本集團已分別於簽訂諒解備忘錄及買

賣協議後以現金支付按金2,000,000港元及10,000,000港元。餘款將以向賣方發出本票之

方式償清。

 根據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二年一月六日、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二日、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二日及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之公告，需要額外時間從目標公司收集資料以完成盡職審查及達成

買賣協議中擬定之若干條件。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購事項之完成因此被推

遲，須待上述未決事項解決後，方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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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商譽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期╱年初 92,002 145,675

 出售附屬公司 — (53,673)
  

 期╱年末 92,002 92,002
  

累計減值虧損

 期╱年初 (92,002) (109,394)

 期╱年內確認減值虧損 — (36,281)

 出售附屬公司時撥回 — 53,673
  

期╱年末 (92,002) (92,002)
  

賬面值

 期╱年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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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年初 — —

於聯營公司投資之減值虧損撥回 532 —

出售 (532) —
  

期╱年終 — —
  

附註：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八日，本集團完成以代價人民幣570,000元出售其於聯營公司之38%股權。

18. 存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機肥料

 －原材料 59 59

 －製成品 166 276
  

225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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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3,288 32,914
  

33,288 32,91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預計於一年內收回。因於短期內到期，故其公平值與報告期結算

日的相關賬面值相若。

20. 現金及銀行結餘

 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以下部分：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手頭現金 2,970 724

銀行透支，無抵押 — (4)
  

2,970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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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84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0,891 29,966
  

30,975 29,96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預期於一年內償還。因於短期內到期，故其公平值與報告期結算

日的其相關賬面值相若。

 於報告期結算日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或一個月內 — —

一至三個月 — —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 84 —

六個月以上 — —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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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融資租賃責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五年內悉數償還融資租賃責任 164 185

減：於一年內到期之流動負債下包括之金額 (44) (43)
  

120 142
  

 融資租賃責任須於以下期間內償還：

現值 最低付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44 43 54 54

第二年 47 46 54 54

第三至第五年 73 96 76 103
    

164 185 184 211
  

融資支出 (20) (26)
  

164 185
  

 利息按年利率6.47%（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6.47%）之融資租賃未付結餘支付。融資租

賃由本集團之汽車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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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金融負債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即期

 一名關連人士墊款（附註） — 4,842
  

附註：

一名關連人士墊款為無抵押及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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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股本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5港元

 之普通股

法定

 期╱年初及
 期／年末 6,000,000 300,000 6,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期╱年初 2,565,396 128,270 2,170,518 108,526
 配售新股 — — 360,000 18,000
 行使購股權 — — 34,878 1,744

    
 期╱年末 2,565,396 128,270 2,565,396 128,270

    

25. 出售附屬公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出售任何附屬公司。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本集團分別完成出售以下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a) 代價為100,000港元之New Ally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

(b) 代價為100,000港元之Advance Decade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

(c) 代價為100,000港元之Energy Ally Investment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

(d) 代價為100,000港元之Ally Goal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及

(e) 代價為100,000港元之State Chance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本集團完成以代價200,000港元出售Skygain Limited及其

附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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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出售附屬公司（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續）

 上述附屬公司於出售日期之各別資產淨值如下：

New Advance Energy

Ally Decade Ally Ally State

Holdings Holdings Investments Goal Chance Skygain

Limited Limited Limited Limited Limited Limited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387 — — 12 4 — 40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48 200 1,911 3,112 17,652 — 23,023

現金及銀行結餘 1,785 800 84 114 — — 2,783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 (21) — (1,582) (12,112) — (13,715)
       

2,320 979 1,995 1,656 5,544 — 12,494

非控股權益 (993) — (1,952) — — — (2,945)

匯兌儲備 5 1 — (154) — — (148)
       

1,332 980 43 1,502 5,544 — 9,401

出售收益╱（虧損） (1,232) (880) 57 (1,402) (5,444) 200 (8,701)
       

總代價 100 100 100 100 100 200 700
       

以下列方式支付：

 現金 100 100 100 100 100 — 500

 其他應收款項（附註） — — — — — 200 200
       

100 100 100 100 100 200 700
       

出售附屬公司產生的

 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100 100 100 100 100 — 500

 所出售的現金及銀行結餘 (1,785) (800) (84) (114) — — (2,783)
       

(1,685) (700) 16 (14) 100 — (2,283)
       

附註： 款項乃無抵押、免息及於報告期末後往後十二個月內應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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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購股權計劃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分別以行

使價每股0.1346港元及每股0.1126港元向9名顧問授出合共71,000,000份購股權及

84,758,000份購股權。

 該等購股權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加權平均 加權平均

行使價格 購股權數目 行使價格 購股權數目

港元 千份 港元 千份

期╱年初尚未行使 104,352 178,576

期╱年內授出 — — 0.12 155,758

期╱年內行使 — — 0.12 (34,878)

期╱年內失效 0.585 (72,212) 0.28 (195,104)
  

期╱年終可行使 32,140 10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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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續）

 購股權計劃（續）

 以下乃關於釐定期／年內根據本集團以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計劃存在的購股權公

平值的資料。

於下列日期所授出的購股權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八月十八日 七月二十日 五月二十六日 一月十九日 八月七日

柏力克 柏力克

所使用期權定價模式 舒爾斯 舒爾斯 二項式 二項式 二項式

計算日期之公平值 0.033港元 0.036港元 0.0237港元 0.0303港元 0.0416港元

授出日期之加權平均價 0.1110港元 0.1250港元 0.067港元 0.081港元 0.109港元

行使價 0.1126港元 0.1346港元 0.375港元 * 0.435港元 * 0.585港元 *

合約期之加權平均數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預期波幅 64.22% 65.87% 65.43% 68.86% 71.26%

無風險收益率 0.14% 0.2% 0.97% 0.98% 1.16%

* 該等購股權的數目及行使價已作調整以供呈報，以反映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七日生效之五股合

一的股份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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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關連人士交易

(a) 與關連人士之未償還結餘

 與關連人士之未償還結餘詳情載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23。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薪酬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1,560 2,580
  

28. 報告期完結後事項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公佈已訂立有關植樹造林收購事項的終止協議（詳述於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5）。為數12,000,000港元的相關按金已於簽署終止協議後退回本

集團。本集團及賣方在買賣協議方面對另一方概無任何其他義務或責任，亦不得向另一方

提出任何申索。

29. 比較數據

 若干比較數據已重新分類以與本期間所呈列者一致。

30. 通過中期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獲董事會通過並授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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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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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發達國家的經濟仍疲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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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來

對於業務活動的天氣將變幻莫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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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當時的經營環境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相似。二零一二年的中國自然災害對本集團所經營農業行業做成頗大壓力，這從本公

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年報可以證明。在此背景下，本公司已採取保護性業務方

式，包括收緊信貸控制措施，買賣種植材料及產品，縮減種植活動，加強生物資產保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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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增加6.01%至13,204,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12,456,000港元）及錄得毛損2,83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毛利3,212,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虧損為23,008,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溢利704,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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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虧損為23,008,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

為溢利614,000港元。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0.897港仙（二零一一年：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

0.029港仙）。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虧損為11,440,000港元，主要因受中國新彊地區石河子市

地下水短缺影響令數量減少所致（二零一一年：收益41,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融資成本升至約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經營業務產生的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減至約11,766,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26,285,000港元），包括的主要項目有無形資產攤銷約2,510,000港元、薪金及董事酬

金2,350,000港元、種植土地租金3,090,000港元、租金1,020,000港元、法律及專業費用及諮詢

費1,080,000港元及其他1,720,000港元。所得稅抵免為1,7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所得稅開

支9,400,000港元）。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錄得1,73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13,100,000港

元）。

種植材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種植材料的銷售額自去年同期的2,889,000港元

減少92.66%至212,000港元，這是由於大部分本地客戶受新疆地區的自然災害影響。種植材料

的銷售額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總營業額約1.61%。

種植產品

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收購種植園約60,000畝（中國畝）30年的經營權，種植園位於距離新疆省

會烏魯木齊以西約150公里之中國新疆地區石河子市，並連接中國312國道及鐵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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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園中位於丁區的約30,000中國畝土地已

種植楊樹（「已種植土地」），餘下位於甲、乙及丙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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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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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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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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區上的現有楊樹資產，以抵禦自然災害。

於二零一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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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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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楊樹生物資產數量較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減少1.49%，主要由於該地區面臨地下水短缺的情況。考慮到該地區自然災

害頻發所涉及的風險及不確定性，本集團正與獨立第三方磋商出售位於甲、乙及丙區（該等區域的

新種植活動極易受自然災害影響）的未種植土地的經營權並利用該等資源發展其他業務。

種植產品貿易業務錄得營業額246,000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二零一一年：約317,000港元）減

少22.40%。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種植產品銷售額約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

1.86%。

環保系統

踏入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年底，瞬寶環保系統暫停銷售以待開發更具成本效益

的該產品升級版。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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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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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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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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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科技收入錄得約12,74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9,250,000港

元），約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9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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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繼續將「三農問題」置於重中之重的戰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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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方面，過去五年能源消耗年均增長率為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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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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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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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朗因素及風險。

在這些情況下，本集團將繼續對種植材料業務實行嚴格的信貸控制、將種植材料營運調整至當地

種植產品業務的條件、提升環保系統以恢復盈利能力、並將更多資源投入較少資本密集型投資而

利潤率更高的技術收入分部。

為將經營風險降至最低，同時為股東帶來最大的回報，本集團將憑藉其技術競爭力、前沿市場經

驗及全國業務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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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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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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獲通知開曼群島大法院批准股本重組的聆訊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預期股本

重組及股份合併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生效。

本公司股東務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四日的公佈所載有關進行股本重組、股份合

併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的暫定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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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列值）約為

2,97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724,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36,480,000港元及流動負債約為81,290,000港元。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

額（即其流動資產減其流動負債）約為44,8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44,520,000港

元）。流動負債包括應付購買代價45,720,000港元，將於達成溢利保證後支付。本集團大股東向

本集團提供無抵押免息循環貸款融資合共20,000,000港元，直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以供備

用。

資產負債率（定義為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為0.02%（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0.02%）。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撥備的資本承擔為零（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無）。

匯率波動風險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經營大部分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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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採用任何金融工具進行對沖。

本集團資產的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資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無）。

集資及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集資及資本開支。

或然負債

自本集團刊發其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最近期年報以來，本集團或然負債並無任何

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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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共聘用約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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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及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及確保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本公司著重透過確保本公司董事具備不同專長及

有效實行問責制度，保持董事會的質素，確保業務活動及決策過程均受到適當規管。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已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

則（「企業管治守則」），惟下列者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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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金圓女士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為止。於二零一二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金圓女士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職務，而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周洪

波先生則獲委任為本公司行政總裁。其後，彼身兼兩職。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兼任主席及行政總

裁，能為本集團提供強勢而貫徹之領導，可更有效策劃及推行長期業務策略，並可確保有效監督

管理層。董事會亦相信現有架構適合本公司現況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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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7條規定董事會主席應至少每年與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舉

行一次沒有執行董事出席的會議。期內，董事會主席與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舉行有關會

議，本公司將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安排舉行有關會議。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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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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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已透過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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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之企業管治及內部監控系統，惟迄今尚未完成有關檢討。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會主席周洪波先生因公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

會，而已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本公司董事已推舉本公司執行董事梁廣才先生擔當股東週年大會之

主席。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經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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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控本集團的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控

制，並根據上市規則訂明書面權責範圍。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亦將審閱本財政年度將予進行的更全面

獨立年度內部控制審閱的範圍，以確保本集團就確保遵守主要法律及法規訂有必要的審查及控

制。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毅林先生（主席）、黃貴生先生及Christopher 

David Thomas先生組成。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周洪波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周洪波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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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