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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GROUND SOURCE ENERGY LIMITED
中國地能有限公司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全年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
個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
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
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的主板
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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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中國地能有限公司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規
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中國地能有限公司之資料。中國地能有限公司
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
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聲明產
生誤導；及(�)本公告內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
基準和假設為依據。

本公告將由刊登日期起最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域名為www.hkgem.com）「最新公
司公告」一頁內及本公司之網站www.iini.com內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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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年度同期之比
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  325,512  ���,���

銷售成本  (217,692 ) (��,�0� )    

毛利  107,820  �0,0��

其他收益及收入 �  46,677  ��,���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869 ) (�,��� )
行政開支  (114,251 ) (��,�0� )
其他經營開支  (173,894 ) (�0,��� )    

經營業務（虧損）╱溢利 �  (145,517 ) ��,���
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  19  (��� )
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45 ) (�� )
財務成本 �  (26,011 ) (�0,��� )    

除稅前（虧損）╱溢利  (171,654 ) ��,���

所得稅抵免 �  2,077  �,0�0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溢利  (169,577 ) ��,���    

非持續經營業務 �
非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  (3,766 ) (�,0�� )    

年度（虧損）╱溢利  (173,343 ) �0,��0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72,873 ) �,��0
 少數股東權益  (470 ) �,��0    

年度（虧損）╱溢利  (173,343 ) �0,��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年內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持續經營業務及非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  (2.86港仙 ) 0.�0港仙    

 攤薄 �  (2.86港仙 ) 0.�0港仙    

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  (2.80港仙 ) 0.�0港仙    

 攤薄 �  (2.80港仙 ) 0.�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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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0,524  �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
 無形資產  3,868  �,0��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4,694  ��,���
 商譽  585,433  �0�,���
 待售投資  24,858  ���    

  739,377  �,0��,��0    

流動資產
 存貨  72,802  ��,���
 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  1,625  ��,�0�
 應收貿易賬款及保留金額 �0  49,289  �0�,���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71,601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06,513  �00,���
 應收少數股東之款項  4,574  �,���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  –  �0�
 現金及現金等值  131,631  ��0,0��    

  738,035  ��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  94,895  ��,���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32,722  ��,�0�
 應計負債、已收按金及其他應付款項  83,158  ��,�0�
 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  1,133  ��,���
 應付少數股東之款項  12,221  ��,���
 應付聯營公司之款項  62,902  ��,���
 應付稅項  5,859  �,���    

  292,890  ���,���    

流動資產淨值  445,145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84,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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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257,143  ���,���
 遞延稅項負債  17,631  ��,���
 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  5,667  –
 遞延收入  25,179  �,���    

  305,620  ���,���    

資產淨值  878,902  ���,���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526,735  ��0,���
 儲備  304,252  ���,��0    

  830,987  ���,���
少數股東權益  47,915  ��,���    

總權益  878,9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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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
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詮釋」））
編製而成。此外，此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
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

綜合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常規法為編製時之計量基準，惟已就重估若干按公平值列賬之
金融工具及租賃樓宇作出修訂。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新訂修訂
本及詮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八年十月
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述如
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財務 金融資產之重新分類
 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修訂本）
 －詮釋第��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專營權安排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界定利益資產之限制、
 －詮釋第��號  最低資金規定及彼此相互關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對沖海外業務之投資淨額
 －詮釋第��號

採納上述新修訂本及新詮釋並無對本集團即期或過往會計期間編製及呈報業績或財務狀
況構成重大影響，故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全新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 可沽出之金融工具及於清盤時所產生之責任�

 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冲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首次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以股份支付款項－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以股份支付款項－集團以現金結算之
  股份付款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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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改善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設之協議�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自客戶轉讓資產�

 －詮釋第��號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修訂本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視適當情況
而定）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轉讓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已開始評估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仍未能確定該等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

營業額指就向客戶所售出貨品及所提供服務經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倘適用）後已收或應
收之款項淨額。所有重大集團內交易已於綜合入賬時撇銷。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及安裝淺層地能利用系統 286,741  ��,�0�
淺層地能利用系統之保養服務 218  �,��0
證券買賣 9,945  ��,���
處理污水及垃圾填埋氣之收入 28,608  ��,���   

 325,512  ���,���   

非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通訊電纜及光電纜 84,319  ��,���   

 409,8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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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乃以兩種分類形式呈列：(i)業務分類（作為主要申報形式）；及(ii)地區分類（作
為次要申報形式）。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根據經營業務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獨立構建及管理。本集團每
個業務分類均代表一個提供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性業務單元，所承受之風險及所獲得之回
報與其他業務分類有所不同。

本集團之業務分類如下：

(a) 傳輸類－製造及銷售通訊電纜及光電纜；

(b) 淺層地能類－提供、安裝及保養淺層地能利用系統；

(c) 環境保護類－綜合利用垃圾填埋氣、處置及處理固體垃圾、固體危險廢棄物、污水
及廢水，以及利用新能源；

(d) 證券投資及買賣類－投資證券買賣；及

(e) 公司及其他分類－提供及銷售電訊網絡基礎設施解決方案及網絡管理解決方案。

於釐定本集團之地區分類時，收益及業績乃根據客戶所處地區分類，而資產則根據資產
所處地區分類。

分類間之銷售及轉讓乃參考用於向第三者以當時市價所作銷售之售價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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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業務分類

下表乃本集團按業務分類之收益、業績、若干資產、負債及其他資料。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證券投資  公司及
 傳輸  淺層地能  環境保護  及買賣  其他分類  總計  傳輸  總計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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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銷售予外來客戶 –  286,959  28,608  9,945  –  325,512  84,319  84,319  409,831

                 

分類業績 –  55,527  (5,825 ) 1,968  (15,438 ) 36,232  (264 ) (264 ) 35,968
              

未分配其他收益及收入           8,315    –  8,315
未分配開支           (190,064 )   (89 ) (190,153 )                 

經營業務虧損           (145,517 )   (353 ) (145,870 )
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 –  19  –  –  –  19  –  –  19
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  (145 ) –  –  –  (145 ) –  –  (145 )
財務成本           (26,011 )   (3,413 ) (29,424 )                 

除所得稅前虧損           (171,654 )   (3,766 ) (175,420 )
所得稅抵免           2,077    –  2,077                 

年度虧損           (169,577 )   (3,766 ) (173,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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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證券投資  公司及
 傳輸  淺層地能  環境保護  及買賣  其他分類  總計  傳輸  總計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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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資產 –  534,465  58,307  50,251  49,687  692,710  –  –  692,710
              

未分配資產           784,702    –  784,702                 

總資產           1,477,412    –  1,477,412
                 

分類負債 –  197,999  9,594  23,721  13,899  245,213  –  –  245,213
              

未分配負債           353,297    –  353,297                 

總負債           598,510    –  59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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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證券投資  公司及
 傳輸  淺層地能  環境保護  及買賣  其他分類  總計  傳輸  總計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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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銷售予外來客戶 –  ��,0��  ��,���  ��,���  –  ���,���  ��,���  ��,���  ���,0��

                 

分類業績 –  �,���  �,��0  ��,���  (�,��� ) ��,���  �0  �0  ��,���
              

未分配其他收益及收入           �,���    `–  �,���
未分配開支           (�0,��� )   –  (�0,��� )                 

經營業務溢利           ��,���    �0  ��,�0�
分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 –  (��� ) –  –  –  (��� ) –  –  (��� )
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  (�� ) –  –  –  (�� ) –  –  (�� )
財務成本           (�0,��� )   (�,��� )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    (�,��� ) �0,���
所得稅抵免           �,0��    (��� ) ���                 

年度溢利           ��,���    (�,0��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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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證券投資  公司及
 傳輸  淺層地能  環境保護  及買賣  其他分類  總計  傳輸  總計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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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資產 –  ���,���  ��,���  ��,�0�  �,��0  ���,��0  �0,0��  �0,0��  ���,���
              

未分配資產           ���,��0    –  ���,��0                 

總資產           �,���,��0    �0,0��  �,���,���
                 

分類負債 –  ���,���  ��,���  –  �,���  �0�,���  ��,���  ��,���  ���,���
              

未分配負債           ��0,���    –  ��0,���                 

總負債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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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類

由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超過�0%之收益、資產
及負債乃源自中國客戶，故此並無披露本集團地區分類之進一步詳細分析。

4. 其他收益及收入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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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788  �,�0�  74  ��  862  �,���
沒收客戶按金 –  �,���  –  –  –  �,���
政府補助 3,932  ���  1,582  ���  5,514  ���
股息收入 1,256  ���  –  –  1,256  ���
諮詢費收入 432  –  –  –  432  –
銷售原材料 1,244  –  –  –  1,244  –
其他 181  ��0  –  –  181  ��0           

 7,833  �,���  1,656  �0�  9,489  �,���
           

其他收入
撥回呆賬準備金 227  �,�0�  –  –  227  �,�0�
撥回撇銷壞賬 4,204  ��,�00  1,232  �,�0�  5,436  ��,�0�
附屬公司結業之收益 –  �,0��  –  –  –  �,0��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8,204  ���  –  –  8,204  ���
已收取之補償金 17,043  –  –  –  17,043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8,770  –  –  –  8,770  –
退稅 396  –  –  –  396  –           

 38,844  ��,��0  1,232  �,�0�  40,076  ��,0��
           

 46,677  ��,���  2,888  �,���  49,5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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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業務（虧損）╱溢利

包括銷售成本、行政開支以及營銷及分銷開支的開支分析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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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售存貨及所提供服務成本 217,692  ��,�0�  73,723  ��,���  291,415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923  �,��0  1,368  �,���  8,291  �,���
攤銷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  81  ��  81  ��
攤銷無形資產 1,193  ���  –  –  1,193  ���
核數師酬金 2,100  �,000  –  –  2,100  �,000
根據經營租約有關土地及
 樓宇之最低租金付款 8,137  �,0��  –  –  8,137  �,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28,937  �0,���  171  –  29,108  �0,���
  －退休金計劃供款 284  �0�  –  –  284  �0�
呆賬準備金撥備 11,335  �,���  2,170  –  13,505  �,���
商譽減值 161,429  �,���  –  –  161,429  �,���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1,518  �0�  –  –  1,518  �0�
以股份支付開支 26,357  –  –  –  26,357  –
           

6. 財務成本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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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換股票據之應歸利息 25,420  ��,���  –  –  25,420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
 貸款之利息 232  �,���  1,712  �,���  1,944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其他
 貸款之利息 355  –  1,701  �,���  2,056  �,���
其他 4  –  –  –  4  –           

 26,011  �0,���  3,413  �,���  29,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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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開支）

由於年內本集團在香港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
八年：無）。該兩個年度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則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
權區之現有法律、詮釋及常規，按其現行適用稅率計算。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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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項支出如下：
本期稅項：
 中國稅項 (2,118 ) (�,��� ) –  (��� ) (2,118 ) (�,��� )
遞延稅項 4,195  �,���  –  –  4,195  �,���           

 2,077  �,0�0  –  (��� ) 2,077  ���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號頒佈中華
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該稅法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使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之
��%稅率調整為��%。兩個年度之標準香港利得稅稅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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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非持續經營業務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訂立銷售協議向獨立第三方出售本集團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Future Frontier（「FFL」）及其附屬公司吳江胜信光電科技有限公司（該公司主要從事
製造及銷售通訊電纜及光電纜）（統稱「FFL集團」）。出售事項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完
成。

有關FFL集團之非持續經營業務合併業績載於下文。非持續經營業務之可比較溢利及現
金流量已重列以計入本期間分類為非持續經營的業務。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

營業額 84,319  ��,���
銷售成本 (73,723 ) (��,��� )   

毛利 10,596  �,��0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 2,888  �,���
銷售及分銷成本 (6,352 ) (�,��� )
行政開支 (5,315 ) (�,��� )
其他經營開支 (2,170 ) –   

經營（虧損）╱溢利 (353 ) ��
財務成本 (3,413 ) (�,��� )   

除稅前虧損 (3,766 ) (�,��� )
所得稅開支 –  (��� )   

非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 (3,766 ) (�,0�� )
   

非持續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淨額 (18,409 ) (��,�0� )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淨額 (84,574 ) (��,�0� )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淨額 25,000  (��,�0� )   

現金流量淨額 (77,98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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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持續經營業務及非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虧損）╱盈利 (172,873 ) �,��0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041,879  �,���,���
潛在普通股之攤薄影響：
 購股權 107,188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149,067  �,���,���
   

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按下列數據計
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本公司
 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盈利 (172,873 ) �,��0
減：非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 (3,766 ) (�,0�� )   

 (169,107 ) ��,���
   

非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每股0.0�港仙（二零零八年：0.��港仙），乃根
據非持續經營業務約�,���,000港元之年度虧損（二零零八年：�,0��,000港元）計算，所
用之分母與上文所詳述者相同。

計算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時假設所
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已獲兌換，並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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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保留金額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0日 16,053  ��,���
�� － ��0日 11,724  ��,���
���－ ���日 20,787  ��,���
���日以上 23,667  ��,��0   

 72,231  ���,���
呆賬準備金 (22,942 ) (��,��0 )   

 49,289  �0�,���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結算日，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0日 37,509  ��,��0
�� － ��0日 20,767  ��,���
���－ ���日 13,013  ��,��0
���日以上 23,606  ��,���   

 94,895  ��,���
   

核數師報告概要

董事謹請股東垂注，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之獨立
核數師報告當中載有以下「不發表意見之基準」及「不發表意見」：

不發表意見之基準

(a) 由 貴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市利賽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利賽」）列賬之應收湖
南衡興環保科技開發有限公司（「衡興環保」）約�,0��,000港元之款項（「結餘」）於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 貴集團綜合資產負債表內列為「預付款項、按金及其
他應收款項」。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貴集團亦向衡興環保墊款合
共約�,0��,000港元且收回合共約�,���,000港元。此外，收購利賽產生之商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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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港元於 貴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列為「商
譽」。 貴集團管理層並未於 貴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將衡興環保分類為香港會計
準則第��號「關連人士披露」（「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所界定之「關連人士」。然
而，在吾等審核 貴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時發現
新憑證表明衡興環保可能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所界定之「關連人士」。誠如財
務報表附註�(a)(i)所述，吾等獲悉 貴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議決就（其中包
括）確定 貴集團與衡興環保之關係展開特別調查（「衡興環保調查」）。截至本報
告日期，衡興環保調查尚未完結而衡興環保調查結果亦未明朗。因此，綜合財務
報表並無包括倘衡興環保為 貴集團關連人士所須作出的必要調整或披露。衡興
環保調查結果不明朗可能使 貴集團對利賽及衡興環保所採用的會計處理方法及
相關披露之適當性存在重大疑問。就上述事項所作任何必要調整或披露對 貴集
團對利賽及衡興環保所採用的會計處理方法及 貴集團財務報表之相關披露均有
重大影響，亦可能須就 貴集團與衡興環保之間的關係及交易性質於財務報表中
披露更多資料。

(b) 貴集團與利賽之控股公司之賣方就 貴集團收購利賽所訂立溢利保證產生之應收
補償款項約��0,000,000港元（「補償」）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 貴集團綜合
財務報表中列為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吾等無法取得有關補償是否可
收回的適當解釋及憑證。吾等亦無法執行其他替代審核程序使吾等信納補償可收
回。

(c) 吳江市胜信光電科技有限公司（「胜信」）為 貴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於截
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透過出售 貴公司於 貴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Future Frontier Limited （「FFL」）之股權而售出胜信 。於上述出售前，自收購日
期至出售日期，胜信作為擁有��%權益之附屬公司列賬。然而，吾等在審核 貴
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時發現新憑證據稱胜信曾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增加註冊資本（「注資」），可能使 貴集團當時於胜信之股權
自��%攤薄至��.��%，因而使 貴集團先前對胜信所採用的會計處理方法之適
當性存在疑問。誠如財務報表附註�(a)(ii)所述，董事會已議決就（其中包括）確
定 貴集團於重要期間於胜信之擁有權情況展開特別調查（「胜信調查」）。截至本
報告日期，胜信調查尚未完結且胜信調查結果亦未明朗。因此，綜合財務報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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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包括倘 貴集團先前對胜信所採用的會計處理方法不當所須作出的必要調整或
披露。胜信調查結果不明朗使 貴集團先前對胜信所採用之會計處理方法及其相
關披露之適當性存在重大疑問。就上述事項作出任何必要調整對 貴集團截至二
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溢利及現金流量以及 貴集團財務報表之相關披露
均有重大影響。

(d) 貴集團出售FFL及胜信（「FFL集團」）之收益約為�,���,000港元，乃基於二零零九
年九月八日FFL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及 FFL集團自二零零八年十月一
日至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止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表。 貴集團綜合財務報表
所列出售前之FFL集團虧損為�,���,000港元。自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至二零零
九年九月八日止期間，胜信申報向若干客戶銷售之銷售額及有關該等銷售之尚未
結清應收結餘為��,���,000港元。吾等無法取得有關向客戶交付貨品之足夠銷售
審核憑證。吾等亦無法取得其他足夠審核憑證以確定該等入賬銷售交易有效。此
外，胜信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之資產負債表所列存貨結餘約為�,���,000港元。
吾等無法取得有關存貨結餘準確的足夠憑證，故吾等無法信納 貴集團於截至二
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銷售額及出售FFL集團之收益已準確入賬。

不發表意見：不就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之免責聲明

鑑於不發表意見之基準一段所述事項之重要性，吾等不會就綜合財務報表是否按照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公平地反映 貴集團及 貴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財務
狀況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 貴集團虧損及現金流量及是否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
規定妥為編製財務報表發表意見。

僅就上文不發表意見之基準所述吾等工作範疇之限制而言，吾等並未獲得吾等認為進
行審核所必須之全部資料及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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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持續經營業務及非持續經營業務產生之總收益為
��0,0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則為���,000,000港元，總收
益上升��%。

下表詳述本集團於以下年度之總收益：

佔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以下年度期間之收益百分比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  %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及安裝淺層地能利用系統 70  ��
淺層地能利用系統之保養服務 1  �
證券買賣 2  ��
污水及垃圾填埋氣處理收入 7  ��

非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通訊電纜及光電纜 20  ��   

 100  �00   

大部份收益增加來自淺層地能利用系統及安裝服務分類，佔本集團總收益之��%。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污水及填埋氣分類佔總收益約�%，而非持
續經營業務通訊及光電纜分類及證券買賣分類分別佔本集團總收益約�0%及�%。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淺層地能及污水及填埋氣處理方面發展建立新項目及加強現有項
目，以實現本集團有機增長。本集團預期為有機增長投資，將按年提升本集團總產
量、綜合收益及經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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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000,000港元，
而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溢利為�,�00,000港元。收入減少主要由於：
(i)商譽之非現金減值虧損增加���,000,000港元；(ii)可換股債券之非現金估算利息增
加�0,000,000港元；及(iii)非現金以股份支付開支增加��,000,000港元。倘撇除該等
非現金交易，年度溢利將由二零零八年之��,000,000港元增加約���%至二零零九年之
��,000,000港元。

毛利率

於二零零九年，持續經營業務產生之毛利率為��%，而二零零八年則為�0%。毛利率
下降乃由於銷售成本增加所致。銷售成本包括物料、薪金及相關僱員福利、分包相關
開支及運輸開支。若干銷售應佔之主要開支，包括部份有關勞工、公用事業及其他支
援服務之成本為固定金額，而其他如物料、建築、運輸及銷售佣金則為不固定且可能
視乎市況而劇烈浮動。因此，二零零九年之銷售成本為��%（佔總收益之百分比）且有
所浮動。有關浮動之另一原因為應對本集團項目銷售之競購，本集團就現有競爭及其
他現行市況而為項目費用訂價，而有關價格可因不同訂單而大為相同。

其他收益及收入

於二零零九年，其他收益及收入總額增加��,000,000港元至��,000,000港元，而二零
零八年則為��,000,000港元，主要由於(i)政府對環保項目之補助增加，(ii)出售一間附
屬公司之非經常性收益及(iii)於公司路段進行市政施工，信譽受之影響，北京市政府
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了補償。

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行政開支

所有期間呈列之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行政開支包括有關本集團營銷、銷售、會計、法
律、人力資源及其他行政職務之開支。一般及行政開支亦包括向僱員支付之非現金以
股份支付之薪酬。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銷售及分銷成本佔該期間持續經營業務收益之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則為�%。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0%增至於該期間佔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之��%。該增加主要由於授予僱員購股權而使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股本為基礎之非現金補償較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增加��,000,000港元。
本集團已大量利用股本為基礎之非現金補償以保存現金及獎勵本公司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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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料

本公司之可申報經營分類包括淺層地能利用分部、環境保護分部、傳輸分部以及證券
投資及買賣分部。

有關本公司經營分類之進一步詳情可參閱本業績公告附註�「分類資料」。

財政資源及流動資金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由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
��0,000,000港元輕微增至���,000,000港元。該輕微增幅主要為配售��,�00,000港元之
新股所得款項，部份已被基金資本開支抵銷。各項資產及負債，包括現金及短期債務
會因短期流動資金需求而逐月大幅波動。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流動資產淨值合
共為���,000,000港元，較二零零八年底增加約���,000,000港元。

本公司成功發展業務取決於能否按相宜條款持續獲得資金及維持充足流動資金。

本公司一直著重增加盈利及產生足夠現金流量以維持充足的流動資金水平償付債務及
用作業務資金。

本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資產抵押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最近期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內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買賣交易及所產生之成本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列值。

本集團繼續採取保守財資政策，以港元或人民幣存放所有銀行存款，藉此將外匯風險
降至最低。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外匯合約。

負債比率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之負債比率增至��%（二零零八年：�0%），該負債比率乃根據本
公司借貸總額（包括計息銀行貸款及可換股票據）與權益（包括全部股本及儲備）之比率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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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本公司合共僱用約��0名員工（二零零八年：約�00名）。會定期檢討薪酬待遇。本公司
董事之薪酬由董事會根據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之建議批准。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較
二零零八年的��,000,000港元增至約��,000,000港元。

購股權計劃

本集團目前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本集團董事及僱員可獲授購股權認購本公
司股份。

或然負債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回顧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八年：無）。

資本結構

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股本變動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完成股份配售，以每股配售股份0.0��港元之價格
配售合共�,�00,000,000股股份。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有�,���,���,��0股已發行繳足股份。

資本承擔及重大投資

資本承擔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最近期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內之綜合
財務報表附註��。

資本資產重大投資之未來計劃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資產之重大投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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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收購及出售事項

主要出售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最近期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內綜合
財務報表附註��(a)及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七日刊發之公告。

業務回顧及展望

淺層地能利用

二零零九年，Beijing Enterprises Ever Source Ltd.及其附屬公司（「恒有源」）在利用淺
層地能作為替代能源為建築物供暖的業務取得了明顯成果和效益，實現了預期目標。

二零零九年是國際社會積極推動低碳經濟和節能減排的重要一年。在工業化和城市化
進程不斷加速、資源環境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中國政府也不斷出台新的刺激措
施，大力發展能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積極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從源頭減少
污染物和溫室氣體的排放，促進經濟向低碳方向發展。在此背景下，恒有源在地能熱
泵系統的推廣方面也取得了長足發展，實現了利用地能供暖的覆蓋面積繼續增長。與
此同時，公司重視團隊建設，通過長期的技術開發和業務實踐，逐步形成了一支集技
術、專業和服務於一體的高素質團隊，有效保證了公司大規模推廣地能作為供暖替代
能源業務的長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

據統計，中國目前的建築能耗已經佔到社會總能耗的�0%，成為能源消耗大戶，因此
中國節能減排的推廣成果將集中體現在建築節能上。而恒有源通過將其自主研發的國
際專利技術─單井循環換熱地能採集技術，與國際通用的地埋管技術的結合利用，實
現了淺層地能熱泵系統在各種地質情況下的零污染、無水散失、無潛在地質災害的成
功實踐和運行；完成了建築物低成本採暖，即：用�度的電採集相當於�-�度電產生的
熱能並以高效、環保、無排放的方式給建築物供暖；也充分證實了地能作為清潔、可
再生的淺層地能作為建築物供暖的替代能源的經濟性和可靠性。

此外，恒有源自主研發的單井循環換熱淺層地能採集技術不僅為淺層地能成為高效供
暖的替代能源提供了核心技術保障，同時也為傳統地熱的高溫發電和供暖地熱水的循
環利用及同層回灌的國際難題提供了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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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推廣地能作為供暖替代能源的同時，恒有源注重完善服務網絡、強化能源服務
管理，努力培育公司新的高增長業務，相信未來會對公司效益有良好貢獻。

為加速地能作為供暖替代能源的推廣，恒有源充分利用現有公司儲備和技術力量，積
極發展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推動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並以此為契機，將業務領
域拓展到低碳生態的地產示範項目，向社會提供可複製的地能利用為主的新能源規劃
和節能省地的低碳生態的建築。目前公司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已經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土地儲備工作也逐步展開。低碳生態地產項目預計將在未來年度逐步上升為公司的主
要業務。

不久前，中國政府對外宣佈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具體行動目標，即：到二零二零年
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二零零五年下降�0%-��%，並提出了一系列
的政策措施和行動，這些都將為恒有源的替代能源業務的發展壯大提供前所未有的機
遇。

環境保護

二零零九年，深圳市利賽實業發展有限公司（「深圳利賽」）（該公司主要經營環保業務）
通過接管下坪填埋場填埋氣體收集系統，掌握了氣體收集的主動權，期內深圳利賽通
過增加氣井數量、氣井優化和井區維護等措施，使得本年度氣量大幅上升。年末氣量
較年初翻了一番。CERs減排量也隨之大幅增長。

二零零九年本項目進行了兩次碳減排量的核證，總量約為��萬噸CERs。目前兩次核
證報告正在進行審查，可望下一年度上半年獲通過及發行並取得客戶交易款項。

同時，CDM部門亦通過在下坪填埋場進行零星工程項目獲得一定收益。

目前，深圳利賽正競標下坪填埋場未來三年管養權，一旦取得管養權，項目的開展和
氣量的收集將更具主動性和控制權。CDM項目將通過增加燃燒設備和動力設備從而加
大氣量的消耗，以期產程更多的減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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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年度，項目計劃分別於年中及年末進行兩次減排量的核證。

觀瀾河污水處理項目運行穩定，處理後水質達到相關要求，經過公司上下的不斷努
力，今年的產量仍然達到去年水平。明年公司會加大管理力度，爭取獲得更大的效
益。

深圳市生活垃圾焚燒飛灰處理（「飛灰項目」）採用清華大學《「���計劃」資源環境技術
領域課題研究報告—危險廢物處理處置技術(�00�.��)》中提出的「高分子螯合劑藥劑穩
定化技術」處理焚燒飛灰。藥劑與飛灰中的重金屬反應生成穩定的高分子螯合物，實
現飛灰無害化。該工程是我國第一個以進入生活垃圾填埋場填埋為目標設計、建設的
飛灰穩定化處理工程。該項目的建成解決了大量焚燒飛灰的出路問題，在全國有一定
的示範作用。目前該項目進展順利，公司正按國家有關規定申請資質，投入正常運營
後，將成為公司新的業務增長之點。

證券投資

本集團之財資管理為在現金盈餘中取得更豐厚回報，故將持更穩健審慎態度進行證券
投資及買賣。

傳輸

由於本公司擬專注於新能源及環保業務，本公司已作出策略行動，藉出售Future 
Frontier Limited全部股權（該公司擁有吳江胜信光電科技有限公司��%權益），以退出
電信業。因出售事項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完成，故吳江胜信光電科技有限公司進行
傳輸業務之業績仍需於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中綜合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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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短倉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包括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短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條須置存之登記冊中記錄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至�.��
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如下：

(a) 於股份及股本衍生工具之長倉

 持有本公司每股面值
 0.01美元之已發行普通股
 股份數目以及身份 
   佔股份權益之 股本衍生  佔總權益之
董事名稱 身份 股份權益 概約百分比 工具權益 總權益 概約百分比
 
陳蕙姬女士（附註�） 實益擁有人 – – ��,000,000  –
  配偶權益 �0,���,000 0.��% – ��,���,000 �.��%

吳樹民先生（附註�） 實益擁有人 ���,0��,000 �.��% ��,000,000 ���,0��,000 �.��%
 
徐生恒先生（附註�）  實益擁有人 �,0��,0��,000 ��.��% ��,000,000

 配偶權益 �,�0�,000 0.0�% –

 受控制法團權益 – – ��0,000,00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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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陳蕙姬女士（「陳女士」）擁有根據本公司購股權獲行使而可予發行之��,000,000股股
份之權益，有關購股權之詳情載於本節第(b)部。此外，周明祖先生（「周先生」）（為
陳女士之配偶）持有�0,���,000股本公司股份（「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
女士亦被視為擁有周先生所擁有之�0,���,000股股份之權益。

�. 吳樹民先生擁有���,0��,000股股份及根據本公司購股權獲行使而可予發行之
��,000,000股股份之權益，有關購股權之詳情載於本節第(b)部。

�. 徐生恒先生（「徐先生」）持有�,0��,0��,000股股份及��,000,000份本公司之購股
權，Ever Sincere Investment Ltd. （「Ever Sincere」）由徐先生擁有�00%權益，陸
海汶女士（「陸女士」）為徐先生之配偶，持有�,�0�,000股股份。因此，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徐先生均被視為擁有�,0��,0��,000股股份、由陸女士持有之�,�0�,000
股股份、發行予Ever Sincere之可換股票據所附帶之換股權獲行使時須予發行之
��0,000,000股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根據本公司購股權獲行使而可予發行之��,000,000
股股份之權益，有關購股權之詳情載於本節第(b)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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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股本衍生工具長倉

該計劃

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有條件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
由採納該計劃之日起計十年內有效。該計劃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本公司股
份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時成為無條件。根據該計劃，董事會獲授權全權酌情根據
該計劃之條款向僱員（包括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
公司之股份。以下為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本公司董事根據該計劃擁有權
益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每股 尚未行使之
董事名稱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港元

陳蕙姬女士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0.0��� ��,000,000
  六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徐生恒先生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0.0��� ��,000,000
  六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吳樹民先生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二年三月七日至 0.��� �0,000,000
  三月七日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六月五日至 0.0�� �,000,000
  六月五日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0.0��� ��,000,000
  六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蘇錦輝先生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0.0��� ��,000,000
  六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傳慧忠先生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0.0��� ��,000,000
  六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陳文娟女士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0.0���  �,000,000 
  六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賈文增先生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0.0���  �,000,000 
  六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周雲海先生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0.0���  �,000,000 
  六月二十三日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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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彼
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
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權益或短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短
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置存之登記冊中記錄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至�.��條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

主要股東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權益

據本公司董事所知悉，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股東（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
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之條文
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記錄於該
條所指之記錄冊之權益或短倉如下：

長倉

   股份權益 股本衍生  總權益
姓名╱名稱 身份 股份權益  百分比  工具權益  總權益 百分比

China Standard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00,000,000 �.�0% �00,000,000 �00,000,000 ��.��%
 （附註�）

Financial International 實益擁有人 ���,���,000 �.��% – ���,���,000 �.��%
 Holdings Ltd.（附註�）
 

張軍（附註�） 實益擁有人 ���,�00,000 �.��% –
 受控制法團權益 ���,���,000 �.��% – ���,���,000 �0.��%

Ever Sincere Investment   實益擁有人 – – ��0,000,000 ��0,000,000 �0.0�%
 Limited（附註�）
 

陸海汶（附註�） 實益擁有人 �,�0�,000 0.0�% –
 配偶權益 �,0��,0��,000 ��.��% ���,000,000 �,���,���,000 ��.��%

AIG Global Investment 投資經理 ���,000,000 �.��% – ���,000,000 �.��%
 Corp. (Asia) Ltd.

曾毅祥 實益擁有人 ���,000,000 �.0�% – ���,0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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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根據收購事項發行予China Standard Limited之代價股份及可換股票據所附帶之換股權
獲行使時可予發行之換股股份，有關詳情載述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月三日之通
函。

�. Financia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乃由張軍女士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張軍女士被視為擁有���,���,000股股份之權益。

�. 根據收購事項發行予Ever Sincere Investment Limited（「Ever Sincere」）之可換股票據所
附帶之換股權獲行使時可予發行之換股股份，有關詳情載述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
二月二十九日之通函。

�. 陸海汶女士（「陸女士」）為徐生恒先生（「徐先生」）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陸女士被視為擁有�,0��,0��,000股股份及���,000,000股本公司之相關股份（根據配偶權
益，其中包括��,000,000份徐先生擁有之購股權）之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據本公司董事所知悉，概無其他人士
（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之條文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短倉，或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條記錄於該條所指之記錄冊之權益或短倉。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保障本公司股東之權益。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
月三十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守則」）之大部份守則條文，惟下列者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須予區分，不得由同一人擔任。於截
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若干期間，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均由吳樹民
先生負責。然而，自二零零九年二月六日陳蕙姬女士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及徐生恒先
生獲委任為本公司行政總裁後，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分別由陳蕙姬女士及徐生恒先
生擔任。

本公司現時並無設立提名委員會。因此，委任新董事事宜乃由董事會審議及決定。考
慮新董事或董事會空缺之候選人時，董事會將考慮候選人之技能、資歷、工作經驗、
專業知識、領導才能及個人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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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之重大不確定因素

董事會謹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垂注獨立核數師報告「不發表意見之基準」分節所
述不確定因素。有關該等不確定因素之若干資料已於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
三日刊發之公告披露。

本公司核數師在審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時留意
到下列事項：

�. 本集團與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名為湖南衡興環保科技開發有限公司（「湖南衡
興」）之公司的關係存在不確定因素。有關不確定因素源於一份本公司核數師發現
之文件，當中顯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市利賽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可能與湖
南衡興存在關係；及

�.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七年九月止期間，本集團於吳江市胜信光電科技有
限公司（「胜信」）之股權存在不確定因素。有關不確定因素源於本公司核數師發現
之若干文件，當中對本集團於胜信之股權描述並不一致。若干文件顯示，本集團
於胜信之股權可能已因吳江市信誠光電線纜廠（胜信之另一名股權擁有人，其應
持有胜信��%之股權）擬作出人民幣�,000,000元之注資而自��%攤薄至��.���%，
而其他文件則顯示本集團持有胜信之��%股權。

本公司獲其核數師告知：

(i) 本集團與湖南衡興之關係存在上述不確定因素可能使本集團與湖南衡興之間交易
的會計處理及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之相關披露的適當性存在重大疑問；及

(ii) 就本集團於胜信之股權之不確定因素作出任何必要調整對本集團過往於截至二零
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止年度已刊發之綜合財務報表以及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均可能有重大影響。

董事會認真審慎考慮上述事宜，並議決委聘獨立核數師就(i)本集團與湖南衡興之關
係；及(ii)本公司自二零零五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七年九月止期間於胜信之股權擁有權展
開特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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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及利益衝突

本公司之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從事與本集團之業
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且亦無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書面訂立職責範
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審閱及監管本集團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管控機制，以
及向本公司之董事提供意見。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賈文增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陳文娟女士
及周雲海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業績及就此
提供意見及評論。審核委員會於年內召開四次會議。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並無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守則，惟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表
示各董事已於年內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至第�.��條所載之規定交易標準及其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年內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陳蕙姬女士、徐生恒先生、吳樹民先生及蘇錦輝先
生，非執行董事傅慧忠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文娟女士、賈文增先生及周雲海
先生組成。

承董事會命
中國地能有限公司

主席
陳蕙姬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