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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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0）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財務業績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前稱奮發國際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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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審核簡明

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乃未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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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繼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171,860 70,595

銷售成本 (107,838) (56,428)

毛利 64,022 14,167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11 66,470 —

其他收入及虧損 4 8 4,741

分銷成本 (7,177) (3,215)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23,554) (5,130)

融資成本 6 (6,365) (10,933)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 (5a) 93,404 (370)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17,587) 218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溢利／（虧損） 75,817 (152)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期內（虧損） 5(b) (409) (596)

期內溢利／（虧損） 75,408 (748)
--------------------- ---------------------

除稅後其他全面收入

　海外業務之換算差額 9 1,402 85

本期間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76,810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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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75,408 (748)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6,810 (663)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經重列）

來自繼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的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10

－基本 1.179 (0.029)

－攤銷 1.091 (0.029)

來自繼續經營業務的每股

　盈利／（虧損）（港仙） 10

－基本 1.185 (0.006)

－攤銷 1.097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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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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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720,948 676,123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353 332

　在建工程 13 5,722 1,322

　無形資產 14 142,701 144,894

　一年後到期的應收賬款淨額 16 20,493 —

非流動資產總值 890,217 822,671
------------------------ ------------------------

流動資產

　存貨 15 14,482 8,84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6 92,954 45,699

　可退回所得稅 — 15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404 9,518

流動資產總值 113,840 64,213
------------------------ ------------------------

資產總值 1,004,057 886,884
------------------------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7 72,988 67,837

　其他金融負債 18 505 5,908

　撥備 6,583 6,568

　應付稅項 17,689 5,603

流動負債總值 97,765 85,916
------------------------ ------------------------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6,075 (21,703)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06,292 800,9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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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19 70,967 124,910

　遞延稅項負債 215,912 205,254
------------------------ ------------------------

非流動負債總值 286,879 330,164
------------------------ ------------------------

負債總值 384,644 416,080
------------------------ ------------------------

淨資產總值 619,413 470,80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 71,779 62,404

　儲備 547,634 408,400

總權益 619,413 47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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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審核

僱員以股份 （累計

為基礎的 可換股票據 外㶅 虧損）／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薪酬儲備 股本儲備 法定儲備 重估儲備 重估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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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

　七月一日之結餘 19,550 173,660 2,401 — 3,090 11,322 22,783 (146,931) 85,875
-------------- -------------- -------------- -------------- -------------- -------------- -------------- -------------- --------------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85 — (748) (663)

儲備間轉撥 — — — — 610 — — (610) —

可換股票據之

　權益部分 — — — 41,456 — — — — 41,456

兌換可換股票據 35,237 190,277 — (23,372) — — — — 202,142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54,787 363,937 2,401 18,084 3,700 11,407 22,783 (148,289) 328,810

於二零零九年

　七月一日之結餘 62,404 408,563 — 13,473 5,402 11,414 — (30,452) 470,804
-------------- -------------- -------------- -------------- -------------- -------------- -------------- -------------- --------------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402 — 75,408 76,810

儲備間轉撥 — — — — 612 — — (612) —

僱員購股權福利 — — 11,505 — — — — — 11,505

兌換可換股票據 9,375 57,137 — (6,218) — — — — 60,294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71,779 465,700 11,505 7,255 6,014 12,816 — 44,344 61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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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包括已終止業務）之所得現金淨額 1,372 9,470

投資業務（包括已終止業務）之所用現金淨額 (4,501) (192)

融資活動（包括已終止業務）之所用現金淨額 — (32,479)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減少淨額 (3,129) (23,201)

外㶅變動對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影響 15 191

七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9,518 28,199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404 5,189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之分析：

銀行存款及手頭現金 6,404 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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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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附錄16

之適用披露要求而編製。

該等未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須與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該等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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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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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生效之新

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八年所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所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惟於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起生效的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
訂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改善有關金融工具之披露事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建築房地產協議

　詮釋1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詮釋1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17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自客戶轉移之資產

　詮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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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續）

除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引致若干呈列方式的改變外，採納上述新訂／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當前及過往呈報期間所呈報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為令

呈列方式一致，比較數字已重列或已計入該等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列

該項經修訂準則影響財務報表的若干披露。根據該項經修訂準則，收益表、資產負債表及

現金流量表分別改名為「全面收益表」、「財務狀況表」及「現金流量表」。與非權益持有人的

交易所產生的收支均於「全面收益表」呈列，而權益持有人的權益轉變則於「權益變動表」呈

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取替了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要求按集團主要營運決

策者為向各分部分配資產及評估各分部表現而定期檢討的中期報告基準識別經營分部。由

於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呈報的業務分部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所規定向主

要營運決策者所提供的經營分部相同，故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對經營分部及相關

分部資料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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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而可能與本集團業務有關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 供股的分類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的款項－集團以現金結算的股份支付

　交易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一部分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5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之修訂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清償金融負債3

　詮釋19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5

1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在評估其他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潛在影響，董事目前認為採納其他

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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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現時分為六個經營分部－銷售有機肥料、銷售種植產品、銷售環保機

器、服裝製造、物業租賃及物業發展。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服裝製造與物業租賃業務已停止經營，故呈列為已終

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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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繼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銷售 銷售 銷售

物業發展 有機肥料 種植產品 環保機器 服裝製造 物業租賃 綜合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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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 116,642 23,182 25,584 — — 169,508

未分配收益 — — — — — — 2,352

分類間收益 — — — — — — —
 

所呈報分類收益 4,100 116,642 23,182 25,584 — — 171,860
 

計入生物資產公平值

　變動前之所呈報分類

　溢利／（虧損） (782 ) 34,416 — 18,030 (409 ) — 51,255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

　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 — 66,470 — — — 66,470
 

所呈報分類溢利／（虧損） (782 ) 34,416 66,470 18,030 (409 ) — 117,725
 

未分配開支 (18,373 )

利息及其他未分配收入 8

融資成本 (6,365)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 92,995

所得稅開支 (17,587 )

本期間溢利 7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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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繼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銷售 銷售 銷售

物業發展 有機肥料 種植產品 環保機器 服裝製造 物業租賃 綜合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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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95 — — — 576 3,615 74,786

分類間收益 — — — — — — —
 

所呈報分類溢利／（虧損） 70,595 — — — 576 3,615 74,786
 

計入生物資產公平值

　變動前之所呈報分類

　溢利／（虧損） 10,107 — — — (4,983 ) 3,615 8,739
 

所呈報分類溢利／（虧損） 10,107 — — — (4,983 ) 3,615 8,739
 

未分配開支 (4,285 )

利息及其他未分配收入 5,517

融資成本 (10,937 )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966 )

所得稅抵免 218

本期間虧損 (7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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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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技術服務收入及及出租物業的收入。本期各主要收益類別金額如下：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繼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綜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繼續經營業務

　銷售有機肥料 116,642 — — — 116,642 —

　銷售種植產品 23,182 — — — 23,182 —

　銷售環保機器 25,584 26,786

　物業發展 4,100 70,595 — — 4,100 70,595

　技術服務收入 2,352 — — — 2,352 —

已終止業務

　製造、零售

　及分銷服裝 — — — 576 — 576

　租金收入 — — — 3,615 — 3,615

171,860 70,595 — 4,191 171,860 7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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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未審核

繼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綜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7 3 — 22 7 25

㶅兌收益淨額 1 7 — 754 1 761

提早償還承

　兌票據折讓 — 4,731 — — — 4,731

8 4,741 — 776 8 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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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

(a)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已扣除：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繼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綜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僱員成本

－薪金、工資

　及其他福利 3,613 3,347 563 855 4,176 4,202

－向定額供款

　退休計劃

　供款 19 13 6 13 25 16

－以股份為基

　礎以股本支

　付的開支 11,505 — — — 11,505 —

物業、廠房及

　設備折舊 84 3 — 560 84 563

無形資產攤銷 2,523 — — — 2,523 —

已售存貨成本 107,838 56,428 — 590 107,838 57,018

可換股票據的

　估算利息 6,351 4,952 — — 6,351 4,952

承兌票據的

　估算利息 — 5,983 — — — 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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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續）

(b) 已終止業務

二零零九年五月，本集團訂立銷售協議，出售服裝製造、零售及分銷業務與賺取租金

收入的物業投資業務的若干資產。自此，該兩項業務停止經營，故此財政報表呈列為

已終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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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續）

(b) 已終止業務（續）

以下為已終止業務的銷售額、業績及現金流量。比較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亦已

重新呈列，猶如期內結束的業務於比較期間開始時已結束：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附註3） — 4,191

銷售成本 — (590)

毛利 — 3,601

其他收入 — 776

分銷成本 — (1,333)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409) (3,636)

融資成本 — (4)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 (409) (596)

所得稅 — —

期內虧損 (409) (596)

經營現金流量 (342) (18,833)

投資現金流量 — (294)

融資現金流量 — —

淨現金流量總額 (342) (19,127)



- 20 -

6. 融資成本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繼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綜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票據的

　估算利息 6,351 4,952 — — 6,351 4,952

承兌票據的

　估算利息 — 5,979 — — — 5,979

其他財務費用 14 2 — 4 14 6

6,365 10,933 — 4 6,365 1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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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抵免）

綜合全面收益表的稅項金額指：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繼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綜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年內稅項

　－香港 7,264 — — — 7,264 —

－年內稅項

　－香港以外 132 4,025 — — 132 4,025

遞延稅項

－本年度 10,191 (4,243) — — 10,191 (4,243)

所得稅開支／

　（抵免） 17,587 (218) — — 17,587 (218)

由於在開曼群島或英屬處女群島的集團公司於本期間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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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利得稅按期內估計溢利的16.5%計算。由於期內本集團的香港業務出現稅務虧損，故

並無於上一期間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海外稅項乃根據相關司法權區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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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並無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期期間宣派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零港元）。

9. 其他全面收益

有關其他全面收益組成部分之稅務影響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稅項（支出） 稅項（支出）

除稅前金額 ／優惠 除稅後金額 除稅前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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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㶅兌差額 1,402 — 1,402 85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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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根據股東應佔綜合溢利75,40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六個月：虧損748,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6,398,327,000股

普通股（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582,234,000股普通股）計算。

繼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盈利／（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所用之盈利／（虧損） 75,408 (748)

潛在普通股攤薄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利息 6,351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所用之盈利／（虧損） 81,759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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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盈利／（虧損）（續）

繼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續）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所用之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6,398,327 2,582,234

潛在普通股攤薄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 1,093,750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所用之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7,490,077 2,58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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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盈利／（虧損）（續）

來自繼續經營業務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繼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根據以下數據

計算：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虧損）計算如下：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75,408 (748)

減：已終止業務的年內虧損 (409) (596)

計算繼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所用之盈利／（虧損） 75,817 (152)

潛在普通股攤薄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利息 6,351 —

計算繼續經營業務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所用之盈利／（虧損） 82,168 (152)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所用分母與上文所述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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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物資產

未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年初 676,123 —

㶅兌調整 1,535 —

透過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業務合併而收購 — 600,907

轉撥至存款及已售的已採伐林木 (23,180) (5,972)

公平值變動收益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66,470 81,188

期／年末 720,948 67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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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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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團農業站估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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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合法採伐，而以有機肥料種植的白楊樹於五年

內即可採伐；及

3. 林木價格增長率、林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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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產

品的物價指數上升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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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物業、廠房及設備之主要出售事項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此外，本集團於期內為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花費約104,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六個月：294,000港元）。

13. 在建工程之變動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期內為在建工程已花費約4,400,000

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14. 無形資產

未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期／年初 147,958 —

　㶅兌調整 330 —

　透過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的

　　業務合併而收購 — 147,958

　期／年末 148,288 147,958
------------------------ ------------------------

累計攤銷及減值

　期／年初 (3,064) —

　期／年內攤銷 (2,523) (3,064)

　期／年末 (5,587) (3,064)
------------------------ ------------------------

賬面淨值

　期／年末 142,701 144,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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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無形資產（續）

無形資產指收購Ample Rich Enterprises Limited（「Ample Rich」）及其附屬公司（合稱

「Ample Rich集團」）之全部股權時所獲得使用及經營種植土地權利的有利項目，基於被收

購方為承租人，故實質上視為經營租約。收購公平值基於獨立估值師於收購日期所編製估

值報告使用折現現金流方法以及根據Ample Rich集團所訂立協議應付款項之估計現值釐

定。無形資產使用直線法於剩餘30年租期內攤銷。

15. 存貨

未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發展

已竣工物業 — 4,524

銷售分銷有機肥料

原材料 14,482 4,321

14,482 8,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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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92,773 45,27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674 30,468

減：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 (30,046)

113,447 45,699

減：非即期部分 (20,493) —

92,954 4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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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公平值與各結算日的

賬面值相若。

於結算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之應收賬款（已扣除減值虧損）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70,992 21,243

逾期少一個月 21,211 19,433

逾期一至三個月 — 3,726

逾期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 —

逾期超過十二個月 570 875

92,773 4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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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本集團一般根據個別客戶之財政實力向貿易客戶授出約90至120日的信貸期，視乎個別客

戶之財務實力而定。為有效管理應收賬款的相關信貸風險，本公司會定期評估客戶之信貸

狀況。

17.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28,853 21,805

所收物業遠期銷售按金及分期款項 — 3,48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44,135 42,549

72,988 67,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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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於結算日的公平值與各

自的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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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之應付賬款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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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355

一至三個月 2,129 3,752

三個月後但六個月內 16,021 767

六個月以上 10,703 10,931

28,853 21,805

18. 其他金融負債

未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董事款項 — 2,013

應付一名關連人士款項 505 3,895

505 5,908

應付董事及一名關連人士款項均為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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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可換股票據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發行本金額400,000,000港元之零息可換股票據，作為

收購Ample Rich集團的部分代價。可換股票據將於發行日期起計三年到期，可按面值之

125%贖回，持有人亦可選擇按指定匯率釐定的兌換價每股股份0.064港元兌換為本公司之

普通股。

負債部分及權益儲備部分之公平值於發行可換股票據時釐定。負債部分（計入非流動金融

負債）之公平值使用適用於等同非可換股票據之市場利率計算。餘值（即權益儲備部分之價

值）計入股東權益。

可換股票據之負債部分及權益儲備部分變動如下：

面值 負債部分 權益儲備部分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發行可換股票據 400,000 358,544 41,456 400,000

利息支出 — 8,383 — 8,383

兌換可換股票據 (270,000) (242,017) (27,983) (270,000)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之賬面值 130,000 124,910 13,473 138,383

利息支出（附註5） — 6,351 — 6,351

兌換可換股票據 (60,000) (60,294) (6,218) (66,512)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賬面值 70,000 70,967 7,255 7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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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可換股票據（續）

(a) 可換股票據之利息支出以實際利息法按負債部分之實際年利率11.723%計算。實際

利率基準由董事參考市場貼現率釐定。

(b) 可換股票據持有人Blackpool Stadium Limited同意將本金額130,000,000港元之可

換股票據抵押予本公司，並承諾不會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的第一溢利保證

期間及／或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的第二溢利保證期間行使可換股票據所附換

股權。第一溢利保證已達標，而面值60,000,000港元的可換股票據已於期內解除及

兌換。

20. 股本

未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股份數目 千港元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0 100,000 1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期／年初 6,240,379,000 62,404 1,955,029,000 19,550

　發行新股份 937,500,000 9,375 4,285,350,000 42,854

期／年末 7,177,879,000 71,779 6,240,379,000 6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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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購股權計劃

二零零九年八月七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向6名董事及僱員援出共547,860,000份購股

權，行使價為每股0.117港元。該等購股權可自二零零九年八月七日起行使，至二零一二

年八月六日屆滿。

該等購股權數目如下：

未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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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千

期／年初尚未行使 — 66,600

期／年內授出 0.117 547,860 —

期／年內行使 — 0.0804 (66,600 )

期／年內註銷 — —

期／年終可行使 547,8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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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續）

購股權計劃（續）

以下乃關於釐定期內根據本集團以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計劃授出的購股權公平值

的資料。

所使用期權定價模式 布萊克─斯克爾斯模式

計算日期之公平值 0.02港元

授出日期之加權平均價 0.09港元

行使價 0.117港元

合約期之加權平均數 3年

預期波幅 85%

無風險收益率 0.62%

假設波幅乃基於過去三年每日股價的統計分析根據預期股價回報的標準差額計算。

22.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結算日尚未履行亦未於中期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承擔如下：

未審核 已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土地使用權及物業發展之成本：

　已訂約 — 25,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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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訴訟

二零零八年／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披露「Hero Rich訴訟案」及「China Magic訴訟案」的

進展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法律訴訟結果登記Hero Rich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China Magic

Enterprise Limited分別向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轉讓的本公司234,375,000股股份

及486,750,000股股份。

Hero Rich已終止控告有關董事，並無追討相關費用的令狀。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或重要的未了結訴訟。

24.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九日舉行的本公司董事會會議，向本公司僱員及顧問授出了

354,000,000份購股權，行使價為每股0.087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九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有關配發及發行

1,425,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代價股份」）作為向The Cathy Investment Fund,

Limited（「Cathay」）收購專利的部分代價之普通決議案。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舉行的本公司董事會會議，已向Cathay配發及發行代價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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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關聯人士交易

(a) 與關聯人士的未償還結餘

與關聯人士的未償還結餘詳載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8。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分析如下︰

未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17,650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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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為171,86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74,78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29.80%。

肥料產品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肥料產品的銷售額約為116,642,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無），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67.87%。

種植產品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種植產品的銷售額約為23,182,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無），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13.49%。

環保機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環保機器的銷售額約為25,584,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無），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14.89%。

物業發展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物業發展的銷售額約為4,100,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70,595,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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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中國約有13億人口，耕地總面積19.8億畝（人均耕地面積1.5畝），佔全球耕地7%，為全球22%

人口供應糧食。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部人口處的預測，中國人口至二零三零年將會超逾14.5

億。中國國務院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二零一零年遠景目標綱要」內建議「支援具

有技術特點和代表性的複合肥料、專用肥料、生物肥料、有機肥料的生產技術示範及施肥技術

示範」。

糧食供應及質素對中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性十分重要，而肥料產品在頗大程度上影響糧食及作物

的供應及質素。二零一零年初頒佈的「一號中央文件」清楚展示中國中央政府將解決糧食問題列

為首要任務的戰略意向。中國政府繼續加大對農業相關領域的支持，鼓勵持續發展農業相關領

域，為行業發展奠下良好基礎。

本集團主要從事農業種植業務、研發種植相關技術、製造、銷售及分銷種植產品及材料。根據

China Agricultural Net，商品化有機肥料的總金額二零零二年的260萬噸翻了四番至二零零七

年的1,100萬噸。鑑於有機肥料市場前景樂觀，本集團已設立自營生產基地，借助有機原料提高

訂單及增加經營溢利。

為爭取有機原料的穩定經濟來源，本集團成功積極開發廢物利用的「瞬寶有機廢棄物處理系統」

（「瞬寶系統」）。瞬寶系統為自動化設備，運用高溫微生物技術符合環保要求處理畜牧場的禽畜

糞便廢物。瞬寶系統可於24小時內有效殺滅病毒，並將禽畜糞便廢物轉化成微生物有機肥料的

原材料。

前展未來，中國政府持續支持、為提升土壤生產力而增加使用有機與化學肥料、消費者對糧食

質量的追求增加等互動因素，加上環保產品的需求殷切，均為本集團業務創造最有利的市場環

境。憑藉本身的經驗及多元化客戶基礎的優勢、先進技術及二零零九年起實行的全國企業品牌

重整，本集團有信心業績可超越同儕，不斷擴大市場範圍，為股東爭取更高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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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料及資本架構

毛利為64,022,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7,768,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增加260.31%。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75,40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應佔虧損748,000港元增加76,156,000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可換股票據

負債除外），而按借貸總額（包括可換股票據）佔總股東資金的百分比計算，本集團的負債資本比

率約為10.28%。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為1,004,057,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增加約13.21%。來自繼續經營業務的每股盈利為1.185港仙（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每股虧損0.006港仙）。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16,075,000港元，流動比率約為

1.16（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0.75）。

匯率波動的風險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經營大部分業務，因此並

無重大外匯波動的風險。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本集團的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為取得一般銀行信貸而抵押任何資產。

集資及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六個月，除兌換可換股票據外，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股本集資

活動。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擁有52名僱員。薪酬乃參考市場條款個別

僱員的表現、資歷與經驗而釐定，包括月薪、酌情花紅、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退休福利及其他

福利（如醫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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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及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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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內已遵守守則之守則條文。

遵守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一直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標準守則，

而本集團全體董事確認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準則與慣例，並討論審核監控及財務匯

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金圓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陳星洲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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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