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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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 
年度之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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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年度綜合業

績，連同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比較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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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279,703 50,488
銷售成本  (187,366) (38,185)
毛利  92,337 12,303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151,607 81,18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5 391 1,083
所收購淨資產的公平值超逾代價之差額  — 72,745
以股權結算以股份支付的開支  (42,144) —

銷售及分銷開支  (996) (5)
行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68,883) (14,861)
融資成本 6 (10,926) (15,905)
除稅前溢利  121,386 136,548
所得稅開支 7 (49,362) (23,640)
持續經營業務之年度溢利  72,024 112,908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年度虧損 8 (4,126) (16,900)
年度溢利 9 67,898 96,008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92

年度全面收入總額  67,898 96,100

以下人士應佔年度溢利（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8,102 96,008
非控股權益  (204) —

  67,898 96,008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8,102 96,100
非控股權益  (204) —

  67,898 96,100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的每股盈利  
— 基本（每股港仙） 10 0.94 2.26

— 攤薄（每股港仙） 10 0.87 1.88

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盈利  
— 基本（每股港仙） 10 1.00 2.66

— 攤薄（每股港仙） 10 0.92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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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狀況表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55 332
在建工程  28,173 1,322
生物資產  785,556 676,123
商譽  36,281 —

無形資產  296,558 144,894
  1,148,023 822,671
流動資產  
存貨  11,549 8,84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100,822 45,699
應收一名董事款項  9 —
可退回稅項  — 151
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  18,375 9,518
  130,755 64,213
持作待售資產 13 19,239 —
  149,994 64,213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59,836 67,837
應付董事款項  — 2,013
應付關連人士款項  738 3,895
撥備  — 6,568
應付稅項  28,839 5,603
  89,413 85,916
持作待售負債 13 50,196 —

  139,609 85,916
流動資產（負債）淨額  10,385 (21,703)
資產總額減流動負債  1,158,408 800,968
非流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75,379 124,910
遞延稅項負債  271,770 205,254
  347,149 330,164
資產淨值  811,259 470,80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7,464 62,404
非控股權益  489 —

儲備  723,306 408,400
權益總額  811,259 47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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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僱員股份

酬金儲備

可換股票

據股本儲

備

法定公積

金

外匯重估

儲備 重估儲備 累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

益 股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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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附註d） （附註e）    
於二零零八年七月一日 19,550 173,660 — 2,401 — 3,090 11,322 22,783 (146,931) 85,875 — 85,875
年度溢利 — — — — — — — — 96,008 96,008 — 96,008
年度其他全面收入 — — — — — — 92 — — 92 — 92
年度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92 — 96,008 96,100 — 96,100
確認可換股票據之權益部分 — — — — 41,456 — — — — 41,456 — 41,456
出售投資物業（過往列為物業、 

 廠房及設備） — — — — — — — (22,783) 22,783 — — —
兌換可換股票據 42,188 227,813 — — (27,983) — — — — 242,018 — 242,018
確認以股權結算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666 7,090 — (2,401) — — — — — 5,355 — 5,355
儲備間轉撥 — — — — — 2,312 — — (2,312) — — —

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 62,404 408,563 — — 13,473 5,402 11,414 — (30,452)  470,804 — 470,80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僱員股份

酬金儲備

可換股票

據股本儲

備

法定公積

金

外匯重估

儲備 重估儲備 累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

益 股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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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附註d） （附註e）   
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 62,404 408,563 — — 13,473 5,402 11,414 — (30,452) 470,804 — 470,804
年度溢利 — — — — — — — — 68,102 68,102 (204) 67,898
年度其他全面收入 — — — — — — — — — — — —
年度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 68,102 68,102 (204) 67,898
就收購專利而發行新股 14,250 142,500 — — — — — — — 156,750 — 156,750
股東注資 — — 30 — — — — — — 30 13 43
少數股東注資 — — — — — — — — — — 680 680
兌換可換股票據 9,375 57,301 — — (6,219) — — — — 60,457 — 60,457
確認以股權結算以股份支付的款項 — — — 42,144 — — — — — 42,144 — 42,144
行使購股權 1,435 15,397 — (4,349) — — — — — 12,483 — 12,483
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 87,464 623,761 30 37,795 7,254 5,402 11,414 — 37,650 810,770 489 811,259

 
附註︰ 
 
(a) 股份溢價指認購股本金額超出面值之款項。根據本公司細則，該款項之分派受若干限制規限。 
(b) 僱員股份酬金儲備於授出時及於歸屬期內撇銷授予僱員之購股權公平值時確認的累計開支。 
(c) 根據中國相關企業條例，若干中國附屬公司須將至少 10%除稅後溢利（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釐定）轉撥至法定公

積金，直至法定公積金結餘達致註冊資本的 50%為止。其餘中國附屬公司可酌情將稅後溢利的適當部分撥入法定公

積金。法定公積金可用作抵銷往年虧損、擴充現有業務或轉作有關中國附屬公司的額外資本。 
(d) 外匯重估儲備已經建立並根據換算外國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相關方式處理。 
(e) 重估儲備指因用途改變而轉撥至投資物業前按重估值列賬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公平值增加（已扣除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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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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例所規定之適用披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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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八年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零零九年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零零七年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列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二零零七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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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第1號（修訂本） 可沽售金融工具及清盤產生之責任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7號（修訂本） 
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聯營公司之

投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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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第15號 
房地產建設協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第16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金資產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第18號 
自客戶轉移資產 

 
1 該修訂自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當前或過往會計期

間之綜合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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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影響呈列及披露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零零七年修訂）財務報表之呈列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零零七年修訂）引入多項詞彙變動（包括修訂綜合財務報表

的標題）及綜合財務報表之格式和內容之變動。 
 
改進有關金融工具之披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金融工具：披露」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擴大以公平值計量的金融工具之公平值計量所需的

披露，亦擴大及修訂有關流動資金風險所需的披露。根據該等修訂所載之交易及過

渡條文，本集團並無提供經擴大披露事項之比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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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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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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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連方披露3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類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用人士之額外豁免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比較資料的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首次採納人士的披露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支付

之交易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金融工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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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金融負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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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零年七月一日及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3 於二零一一年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4 於二零一零年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5 於二零一零年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6 於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年度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金融工具」引進有關金融資產之分類和計量的新要求，並

將由二零一三年一月一日起生效及可提前應用。該準則規定，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金融工具：確認和計量」範圍以內的所有已確認金融資產均須按攤銷成本或公

平值計量。特別是，(i)目的為收取合約現金流量的業務模式內所持有及(ii)合約現金

流量僅為本金及尚未償還本金的利息付款的債務投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量。所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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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均按公平值計量。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影響本集

團金融資產的分類和計量。 
 
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零零九年）之改進中，修訂了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
賃」有關租賃土地的分類。該等修訂於二零一零年一月一日起生效及可提前應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前，承租人須將租賃土地分類為經營租賃，在綜合財務狀

況表內列為預付租金。該等修訂已經刪除該項規定。修訂後，租賃土地將按照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所載的一般原則分類，即根據與租賃資產所有權相關的風險和回報

歸於出租人或承租人的程度而釐定。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修訂或會影響到本

集團租賃土地的分類和計量。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不會對綜合財務報表有任

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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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內本集團出

租物業所賺取的收入及提供服務的價值。本年度各主要收益類別金額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總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重列）  
   
技術服務收入 9,029 — — — 9,029 —
銷售有機肥料 180,012 43,121 — — 180,012 43,121
銷售環保機械 38,639 — — — 38,639 —
銷售種植產品（附註） 52,023 7,367 — — 52,023 7,367
   
服裝製造 — — — 328 — 328
物業發展 — — 3,931 70,963 3,931 70,963
物業租金收入 — — — 6,833 — 6,833
 279,703 50,488 3,931 78,124 283,634 128,612

 
附註︰ 
 
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與一名獨立第三方簽訂銷

售合約（「銷售合約」），代價為 57,823,000 港元。根據銷售合約，該第三方獲准於銷

售合約日期後的十二個月內在指定林地範圍內採伐林木。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已確認銷售合約相關營業額約 52,023,000 港元

（二零零九年︰5,8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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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料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開始之財政年度生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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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為一項披露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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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原有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14 號「分部報告」則要求實

體採用風險與回報法識別兩組分部（業務及地區）。過去，本集團的主要報告形式為

業務分部。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4 號釐定的主要可呈報分部比較，應用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8 號不會導致本集團重新界定其可呈報分部，亦不會改變分部損益賬的

計量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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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服務收入 
 
(ii) 銷售有機肥料 
 
(iii) 銷售環保機械 
 
(iv) 銷售種植產品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服裝製造、物業發展及物業租賃分部已終止經

營。已終止業務的其他詳情載於附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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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技術服

務收入 
銷售有

機肥料 
銷售環

保機械

銷售種

植產品 小計

服裝製

造

物業發

展

物業租

金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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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外界銷售 9,029 180,012 38,639 52,023 279,703 — 3,931 — 3,931 283,634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前 

的分部業績 
 
 

4,994 

 
 

47,249 (6,011) (546) 45,686 (2,229) (1,207)

 
 

(604) 

 
 

(4,040) 41,646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收 

益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 
 

— — 151,607 151,607 — —
 

— 
 

— 151,607
     
分部業績 4,994 47,249 (6,011) 151,061 197,293 (2,229) (1,207) (604) (4,040) 193,253

     
未分配業績     (65,082)
     
利息收入     15
融資成本     (10,926)
     
除稅前溢利     117,260
所得稅開支     (49,362)
     
年內溢利     6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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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重列）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技術服

務收入 
銷售有

機肥料 
銷售環

保機械

銷售種

植產品 小計

服裝製

造

物業發

展

物業租

金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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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外界銷售 — 43,121 — 7,367 50,488 328 70,963 6,833 78,124 128,612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前 

的分部業績 — 8,101 — (3,510) 4,591 (18,439) 10,046 6,565 (1,828) 2,763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收 

益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 — — 81,188 81,188 — — — — 81,188
     
分部業績 — 8,101 — 77,678 85,779 (18,439) 10,046 6,565 (1,828) 83,951
     
未分配業績     50,610
     
融資收入     30
財務成本     (16,073)
     
除稅前溢利     118,518
所得稅開支     (22,510)
     
年內溢利     9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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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技術服務

收入 
銷售有機

肥料 
銷售環保

機械 
銷售種植

產品 小計 服裝製造 物業發展 物業租金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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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分部資產 5,614 174,517 61,598 992,761 1,234,490 2,283 16,885 — 19,168 1,253,658
未分配公司

資產 
     

44,359
      
總資產      1,298,017

      
分部負債 1,664 38,217 684 18,956 59,521 43,980 1,299 4,842 50,121 109,642
未分配公司

負債 
     

377,116
      
總負債      48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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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重列）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技術服

務收入 
銷售有

機肥料 
銷售環

保機械

銷售種

植產品 小計

服裝製

造

物業發

展

物業租

金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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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分部資產 — 29,308 — 826,816 856,124 2,321 22,132 57 24,510 880,634
未分配公司資產     6,250
     
總資產     886,884

     
分部負債 — 28,304 — 205,733 234,037 41,376 6,551 2,500 50,427 284,464
未分配公司負債     131,616
     
總負債     41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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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票據以及

遞延稅項負債）除外）均分配至可呈報分部。 
 
(c) 其他分部資料 
 
計入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之計量的金額︰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技術服

務收入 
銷售有

機肥料 
銷售環

保機械

銷售種

植產品 小計

服裝製

造

物業發

展

物業租

金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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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其他分部資料︰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

舊 
— 73 — — 73 12 — — 12 85

無形資產攤銷 — 4,963 — 4,932 9,895 — — — — 9,895
年內資本開支 5 1,035 342 26,665 28,047 399 — — 399 2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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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入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之計量的金額︰ 
 
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重列）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技術服

務收入 
銷售有

機肥料 
銷售環

保機械

銷售種

植產品 小計

服裝製

造

物業發

展

物業租

金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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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其他分部資料︰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

舊 
— 78 — — 78 523 21 — 544 622

無形資產攤銷 — — — 3,064 3,064 — — — — 3,064
已確認應收賬款及

其他應收款項減

值虧損 

— — — — — 2,939 1,186 — 4,125 4,12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

備、在建工程及投

資物業的虧損 

— — — — — — 15,643 15,643 15,643

年內資本開支 — 1,584 — — 1,584 553 — — 553 2,137

 
地區資料 
 
本集團（包括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由下列主要地理分部組成︰ 
 
 中國內地 香港 總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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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00 128,612 171,434 — 283,634 128,612

分部資產 128,597 881,635 1,169,420 5,249 1,298,017 886,884

資本開支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78 809 17 6 1,595 815
— 在建工程 26,851 1,322 — — 26,851 1,322
 28,429 2,131 17 6 28,446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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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盈利（虧損）淨額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總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重列）  
  
銷售有機水果 350 — — — 350 —
利息收入 7 10 8 20 15 30
技術服務收入 — 1,020 — — — 1,02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虧損 — — — (15,643) — (15,64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盈利 — — — 57 — 57
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 — — — (1,216) — (1,216)
其他 34 53 — 740 34 793
 391 1,083 8 (16,042) 399 (14,959)

 
6. 融資成本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總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重列）  
  
可換股票據的實際利息開支 10,926 8,383 — — 10,926 8,383
承兌票據實際利息開支 — 7,522 — — — 7,522
其他融資費用 — — — 168 — 168
 10,926 15,905 — 168 10,926 1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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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總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重列）  
   
即期稅項   
—香港 — — — —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 
23,236 5,602 — 4,181 23,236 9,783

遞延稅項   
—本年度 26,126 18,038 — (5,311) 26,126 12,727
   
所得稅開支 49,362 23,640 — (1,130) 49,362 22,510

 
由於在開曼群島或英屬處女群島的集團公司於本年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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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八年六月二十六日，香港立法會通過二零零八年收入條例，將公司利得稅率

由 17.5%減至 16.5%，自二零零八年／二零零九年課稅年度起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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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新疆凱金林業有限公司（「新疆凱金」）於中國經營林木業務。

由於新疆凱金已申請相關稅務優惠豁免，故本年度按 15%稅率繳納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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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集團大部分應課稅溢利的相關所得稅率計算，年內所得稅開支與綜合全面收益

表之除稅前溢利之對賬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除稅前溢利（虧損） 
— 持續經營業務 121,386 136,548
— 已終止業務 (4,126) (18,030)
 117,260 118,518

按相關中國稅率 25%（二零零九年︰25%）計
算的稅項 29,315 29,629
不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25,068 15,630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 (19,275)
未確認稅項虧損的影響 — 740
動用原先未確認稅項虧損 (6) (5,154)
於中國境外司法權區經營之集團公司不同稅率
之影響 (5,015) 940
所得稅開支 49,362 22,510

 
8. 已終止業務 
 
二零一零年十月十四日，本公司與獨立第三方亨富有限公司訂立無法律約束力意向

函，以可能出售奮發(BVI)有限公司及其從事成衣製造業務及物業發展與租賃業務的

附屬公司的全部已發行股本，不可退還按金總額為 1,000,000 港元。該等業務應佔的

資產及負債（預期於十二個月內出售）已在綜合全面收益表分類為已終止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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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如年內結束的業務於比較期間開始時已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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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營業額（附註 3） 3,931 78,124
銷售成本 (4,519) (55,179)
 
毛利 (588) 22,945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附註 5） 8 (16,042)
分銷成本 (76) (4,553)
行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3,470) (20,212)
融資成本（附註 6） — (168)
 
除稅前虧損 (4,126) (18,030)
所得稅抵免（附註 7） — 1,130
年內虧損（附註 9） (4,126) (1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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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內已終止業務的虧損包括下列各項︰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金） 2,565 2,51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 544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4,519 55,179
核數師酬金 — 本年度 25 26
物業租金的經營租約支出 72 61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的虧損 — 15,643
已確認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4,125
匯兌差額淨額 — (93)
投資物業租金收入減開支：零港元 

（二零零九年：268,000 港元） — (6,565)

 
 
已終止業務的現金流量：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經營現金流入淨額 266 3,168
投資現金流出淨額 (391) (533)
融資現金流出淨額 — (166)
 
現金（流出）流入淨額 (125) 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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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年度溢利（虧損） 
 
本年度溢利（虧損）已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綜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重列）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金 30,734 2,177 2,565 2,513 33,299 4,69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3 78 12 544 85 622
無形資產攤銷 9,895 3,064 — — 9,895 3,064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87,366 38,185 4,519 55,179 191,885 93,364
核數師酬金  

—往年撥備不足 733 — — — 733 —
—本年度 815 955 25 26 840 981

物業租金的經營租賃開支 625 716 72 619 697 1,33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與投資物業之虧損 — — — 15,643 — 15,643
已確認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 — — 4,125 — 4,125
匯兌差額淨額 — (3) — (93) — (96)
投資物業之租金收入扣減開支零港元（二零零

九年︰268,000 港元） — — — (6,565) — (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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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利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乃根據以下數據計算：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盈利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計算每股基本盈利所用之盈利 68,102 96,008
攤薄潛在普通股權益對可換股票據之影響，扣除稅項 9,123 7,000
 
計算每股攤薄盈利所用之盈利 77,225 103,008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股份數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利所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數目 

7,212,061 4,244,431
潛在普通股之攤薄影響： 
可換股票據及購股權 1,668,030 1,246,575

計算每股攤薄盈利所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數目 8,880,091 5,491,006

 
持續經營業務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重列）
 
計算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每股基本盈利所用之盈利 68,102 96,008
加：已終止業務的年內虧損 4,126 16,900
計算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盈利所用之盈利 

72,228 112,908
攤薄潛在普通股權益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的利息，已扣除稅項 9,123 7,000
計算持續經營業務每股攤薄盈利所用之盈利 81,351 119,908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所用分母與上文所述者相同。 
 
已終止業務 
 
由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及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兩年已終止業務的每股基本虧損每

股 0.06 港仙（二零零九年：虧損每股 0.40 港仙）及每股攤薄虧損對本集團有反攤薄

影響，故此並無呈列相關資料。上述計算乃基於年內已終止業務虧損約 4,126,000
港元（二零零九年：16,900,000 港元）。上述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利的分母分別約

為 7,212,061,000 股股份（二零零九年：4,244,431,000 股股份）及 8,880,091,000 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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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二零零九年：5,491,006,000 股股份）。 
 
11. 股息 
 
本公司董事不建議宣派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的股息（二零零九年：零

港元）。 
 
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11,966 30,468
預付款項、按金及其他應收款項 18,902 45,277
 130,868 75,745
減：呆賬撥備 (30,046) (30,046)
 100,822 45,69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呆賬撥備變動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七月一日 30,046 28,080
年內確認的減值虧損 — 4,125
作為年內不可收回款項而撇銷 — (2,047)
匯兌差額 — (112)
於六月三十日 30,046 30,046

 
本集團已個別評估所有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並就所有不可收回款項作出撥

備。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應收賬款的減值虧損包括長期未收回的個別已減值

應收賬款，總結餘約為30,046,000港元（二零零九年︰30,046,000港元）。本集團並

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於報告期結算日，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逾期少於一個月 340 19,433
逾期一至三個月 8,114 3,726
逾期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37,001 —
逾期超過十二個月 — 875
於報告期結算日已逾期但未減值之金額 45,455 24,034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均為多名在近期並無拖欠紀錄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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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為多名在本集團有良好還款紀錄之獨立

客戶。根據以往經驗，管理層認為由於該等結餘並無重大信貸質素變動且仍視為可

全數收回，故無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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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信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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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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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元 千元
 
人民幣 67,559 38,488
美元 — 21
 
13. 分類為待售的資產／負債 
 
二零一零年十月十四日，本公司與獨立第三方亨富有限公司訂立無法律約束力意向

函，以可能出售奮發(BVI)有限公司及其從事成衣製造業務及物業發展與租賃業務的

附屬公司的全部已發行股本，不可退還按金總額為 1,000,000 港元。該等業務應佔的

資產及負債（預期於十二個月內出售）已分類為待售的組合，已在綜合財務狀況表

獨立呈列。 
 
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分類為待售的主要資產及負債（已在綜合財務狀況表獨立呈

列）如下︰ 
 
 二零一零年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38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6,807
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 2,045
分類為待售的資產總值 19,23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50,196
分類為待售的負債總額 50,196
 
分類為待售的負債淨額 3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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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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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54,979 42,549
 59,836 67,837

 
於報告期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對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港元 千港元
 
30 日內 2,080 6,355
31 日至 90 日 — 3,752
91 日至 180 日 — 767
超過 180 日 2,777 10,931
 4,857 21,805

 
採購的平均信貸期為 90 日。本集團實施財務風險管理政策，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信

貸時間表內支付。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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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結算日的賬面值相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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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元 千元
 
人民幣 18,296 52,847

 
15. 報告期結算日後事項 
 
(a) 根據本公司二零一零年九月十日之公佈，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Energy Ally 

Limited（「EAL」）與獨立人士康富科技發展有限公司（「WTD」）訂立合營公

司協議（「合營公司協議」），雙方同意於二零一零年九月十日成立合營公司（「合

營公司」），主要從事城市生活污水、工業廢水、垃圾滲濾液處理及高濃度廢液

專業處理業務。 
 

根據合營公司協議，合營公司註冊資本將為 4,000,000 港元。本集團將合共出

資不超過 2,040,000 港元現金（佔合營公司股本權益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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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D 將合共出資不超過 1,960,000 港元現金（佔合營公司股本權益 49%）。成

立後，合營公司會成為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b) 根據本公司二零一零年六月十一日、二零一零年九月三十日及二零一零年十月

十三日的公佈，本公司於二零一零年十月十三日以總代價 70,400,000 港元完成

收購 Ally Goal Limited 的全部已發行股本。 
 

本集團須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一月三十日向賣方支付現金 20,000,000 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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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下

500,000,000 股代價股份須於溢利保證期 Ally Goal Limited 達致有關溢利保證

時向賣方發行，有關計算方法保持不變。本公司發行代價股份不得合共超過

700,000,000 股股份。 
 
(c) 根據本公司二零一零年十月十四日的公佈，本公司與獨立第三方買方亨富有限

公司（「買方」）就於二零一零年十月十四日有意出售奮發(BVI)有限公司、偉

星投資有限公司與漳州市金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統稱「出售集團」）全部

已發行股本訂立無法律約束力意向函。買方於審慎處理出售集團前自意向函日

期起十四日內須向本集團支付不可退還按金 1,000,000 港元。意向函於二零一

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前一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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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核數師報告的資料 
 
保留意見的根據 
 
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前任核數師由於未能取得確立若干約

30,630,000 港元的聲稱成衣業務交易的證明，因此提出有保留的意見。有關保留意

見的詳情載日期為二零零八年十月二十二日的獨立核數師報告。 
 
由於對外判肥料生產商的交易審核工作受到局限，可能對綜合財務報表有重大影

響，故前任核數師對貴集團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綜合財務報表提出保

留意見，而該財務報表為現財政年度綜合財務報表相關數字的根據。有保留核數意

見的詳情載於前核數師於二零零九年十月二十二日發出的獨立核數師報告，已載有

貴公司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的年報。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稅項約 23,240,000 港元及其他稅務相關應付款

項約 25,320,000 港元已計入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現年度。然而，吾等並無

獲得充分資料以確定貴集團有效維持有關財務報告及稅務周期的內部監控系統，而

吾等的審核工作須依賴有關的資料。吾等未能取得充分可靠資料，亦未能執行任何

其他審核程序以確定稅項及其他稅務相關應付款項以及其他相關或然責任撥備已正

確記錄及披露。 
 
倘若發現有必要就上述事宜作出調整，或會影響貴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

止年度的業務及現金流量，亦會影響貴集團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的資產淨值。 
 
由於審核範圍受到局限的保留意見 
 
吾等認為，除有保留意見的段落所述事宜的可能影響之外，綜合財務報表真實中肯

反映貴集團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的狀況，及貴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

止年度的溢利及現金流量，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且符合香港公

司條例的披露規定。 



  25

業務及營運回顧 
 
鑑於成衣業價格競爭加劇及材料價格與生產成本飆升，加上成衣製造分部自二零零

六年以來一直虧損，本集團已逐漸縮小成衣製造及零售業務規模，更已於截至二零

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結束該業務。此外，本集團於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

止年度售出 Wingo Asia Limited 所持有的中國投資物業。 
 
二零一零年十月十四日，本集團訂立意向書，出售所持奮發(BVI)有限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與偉星投資有限公司與漳州市金河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權益，該等公司主要

從事成衣製造、物業租賃及開發業務，而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業務停

滯不前。本集團認為上述或會進行的出售可將不再有任何重大業務活動的成衣製

造、物業發展及租賃業務價值套現，然後集中資源在中國發展有利可圖的綠色業務。 
 
公司發展方面，本集團不斷開發新業務機會。二零零九年十月五日舉行的股東特別

大會通過一項特別決議案，將本公司名稱更改為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標誌

著本集團展開環保與生態及具經濟價值的綠色業務新篇章。本集團致力發展可再

生、持續及高價值綠色資源，造福人類及保護環境。 
 
本集團以成為中國領先的提供綜合綠色解決方案的綠色業務企業為目標，主要從事

綠色市場產品、材料及系統的技術研發及應用、製造、銷售及分銷。從環保系統、

種植材料、生態種植以至綠色醫藥應用進行垂直業務整合。 
 
環保系統 
 
二零零九年，本集團成功開發變廢為寶的「瞬寶有機廢棄物處理系統」（「瞬寶系統」）

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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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財政年度，環保系統銷售額達38,639,000港元，佔

本集團總營業額的13.6%。 
 
二零一零年，本集團擴大技術應用，結合微生物技術與納米技術開發「瞬清污水處

理系統（「瞬清系統」）。二零一零年九月十日，本集團與康富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成立

合營公司，從事城市生活污水、工業廢水、垃圾滲濾液處理及高濃度廢液專業處理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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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植材料 
 
本集團從事廢物利用綠色業務，利用瞬寶系統處理有機廢物，變成可生產有機肥料

的有機原材料。為進一步擴大技術範圍，本集團向國泰投資基金購買有關生產肥料

的技術及流程的專利。 
 
二零零九年，本集團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一四二團（「一四二團」）合作，於

新疆自治區石河子市成立合營公司，從事生產及銷售有機肥料，股權按70：30比例

分配。 
 
新疆是中國最大的自治區，總面積約1,664,900平方公里，是主要農業生產基地，二

零零七年第一產業佔當地生產總值的17.8%。中國政府根據西部大開發策略，頒佈

多項政策並注資數以十億國家收入發展新疆。二零一零年，中國政府規定19個省市

貢獻一定比例的地方政府收入，用於支援新疆的生產及建設。二零一零年首七個月，

新疆自治區實現規模以上工業增值人民幣1,024億元，增幅為14.8%。同期，政府全

口徑收入約人民幣643億元，增幅達38.6%。新疆政府頒佈的「鼓勵外商投資若干政

策規定」指定農業、林業、畜牧業及環境治理為未來發展的主要行業。本集團的綠

色業務屬於新疆鼓勵發展的行業。 
 
二零一零年一月，本集團有機肥料產品田密密被評為二零零九年有機肥料市場的領

先品牌。本財政年度，種植材料銷售額為 180,012,000 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

64.5%。 
 
生態種植 
 
本集團利用微生物技術及有機肥料，從事生態種植，持續種植林木資源及藥用草本

作物。本集團於新疆自治區石河子市擁有 60,000 畝生態種植園，距離省會烏魯木齊

以西約 150 公里，有道路連接 312 國道及鐵路。 
 
生態種植業務包括種植速生、豐產、可再生、可持續自行成長的林木資源、有機藥

用草本作物。楊樹林木資源為木材產品製造業的原材料，亦是造紙業所需木漿的原

材料，另外可用於建築業及基建發展，有關的林木種植業務配合中國的西部大開發

計劃。藥用草本作物為綠色及天然藥品的基本成分。本財政年度，種植產品銷售額

達 52,023,000 港元，佔本集團總銷售額的 18.3%。 
 



  27

綠色醫藥應用 
 
為進一步發展綠色商機，本集團的生態種植開發下遊業務，種植有機高價值的綠色

醫藥應用的藥用草本作物。二零一零年十月十三日，本集團完成收購 Ally Goal 
Limited 全部權益。Ally Goal 的全資附屬公司於中國營運，主要從事草藥製品、生

物技術、綠色醫藥應用及有關產品的研發、應用及銷售。綠色醫藥業務總部於東莞

松山湖科技產業園區設有約 8,000 平方米的研發中心，該產業園區由廣東省政府於

二零零一年成立。截至二零零八年底，合共 290 家國內外知名高新科技企業總部及

研發中心設於該區。 
 
Ally Goal擁有國際性水平的種植藥用草本作物、生物技術及綠色醫藥應用的研發及

管理團隊，自主的知識產權技術及相關產品的銷售客戶基礎，有助本集團的綠色業

務進行垂直整合，從環保系統處理有機廢棄物，經生物技術生產微生物有機肥料，

施用於種植有機藥用草本作物，再進一步應用有機藥用草本作物加工成高價值的綠

色醫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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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是中央連續第七年將「一號文件」聚焦在農業

問題上，該文件強調中國應持續增加對農業及農村地區的投入。 
 
此外，根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年計劃」，中國政府將致力發展節能低

碳經濟。該計劃指出每單位本地生產總值的能源消耗及所排放主要污染物應分別降

低約 20%及 10%。 
 
中國的優先政策對上述兩項業務有所優惠，本集團相信能把握政府扶持政策及綠色

市場方興未艾的機遇。 
 
環保系統 
 
二零一零年，國務院發佈重要通知，確保實現達成「第十一個五年計劃」的節能減

排目標。同時，根據該計劃，預計截至二零一五年，肉類總需求將從二零一零年的

8 千 4 百萬噸增至 8 千 8 百 50 萬噸。預計隨著中國農業及畜牧農場的不斷發展，大

型畜牧農場將不可避免面臨不斷增加的有機廢物問題，從而推動對該行業對環境治

理的需求。 
 
本集團的瞬寶系統可對農場所產生及排放的有機廢物進行經濟及環保處理，且可於

24 小時內殺滅常見病菌，還可通過微生物技術將有機廢物轉化成有機肥料的原材

料，為畜牧農場創造新收入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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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瞬寶系統在有機廢物處理方面的成功，本集團擴大技術應用範圍，開發污水處

理業務的瞬清系統。中國人均水資源匱乏，水資源總量約為 2.37 萬億立方米。不過，

中國人均水資源僅 1,784 立方米，約相當於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根據上述統

計數據及政府的節能減排計劃，本集團有理由相信污水處理業具有龐大商機。 
 
種植材料 
 
根據國家統計局資料，中國糧食產量連續六年增長，總產量位居全球第一。二零一

零年，中央政府建議投入人民幣 8,183 億元解決「三農」問題，較去年增加人民幣

930 億元。但數十年來，中國大部份可耕種土地已投放過多化學肥料及農藥，使土

地嚴重化學污染，降低土壤生產力及作物收成。 
 
為確保作物收成持續增加及可耕種土地可持續使用，有機肥料是有效、經濟及可持

續的解決方案，可治理遭化學污染的土壤，增加作物收成及耕種有機食物。本集團

有理由相信有機肥料行業會有龐大商機。 
 
生態種植 
 
根據世界自然基金會資料，二零一零年中國林木供求缺口將超過 1.25 億立方米。鑑

於中國經濟、基建及城市化發展，預計長遠而言中國建築、住房及木製品對林木資

源的需求會增長。預計由於林木缺乏但需求增長，尤其是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工

業木材進口國，林木生態種植業務會不斷發展。 
 
此外，根據中藥協會資料，二零零九年中藥出口額為 14.6 億美元，而增長率會保持

在 11.72%的水平。為把握商機，本集團於中國新疆自治區石河子市面積 60,000 畝

的生態種植園主要用於種植林木資源及高價值藥用草本作物。本集團有理由相信其

生態種植會成為本集團溢利的其中一個主要來源。 
 
綠色醫藥應用 
 
根據國家統計局資料，二零零九年首十一個月醫藥行業銷售額達人民幣 7,963.7 億

元，增幅為 21.3%。鑑於人口老化及城市化的發展趨勢，本集團相信中草藥於未來

數年會保持蓬勃發展。 
 
本集團收購 Ally Goal 及其附屬公司後，本集團綠色醫藥分部業務將隨即獲得國際專

業管理團隊、技術優勢及客戶基礎。 
 
本集團發展垂直整合的綠色業務，包括以環保系統進行有機廢物處理，再使用瞬寶

系統所產生的原材料生產有機肥料，然後利用有機肥料進行生態種植，進而利用藥

用草本作物製造更高價值綠色醫藥產品。本集團相信可把握綠色業務機遇，為股東

創造更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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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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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700,000 港元，較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上年度」）增加 454%。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本年度的毛利及溢利分別約為 92,300,000 港元及 72,000,000 港

元，而本年度持續經營業務的基本及攤薄每股盈利分別為 1.00 港元及 0.92 港元（過

往年度：年內持續經營業務的經重列毛利及溢利分別約為 12,300,000 港元及

112,900,000 港元，而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攤薄盈利為 2.18 港元）。 
 
計算本集團綜合純利時，約 68,900,000 港元的行政及其他經營開支包括的主要項目

有其他稅項 25,300,000 元、租金 7,300,000 港元、佣金 7,300,000 港元、土地使用權

攤銷 4,900,000 港元及技術專利攤銷 4,900,000 港元。與經營無關的財務成本

10,900,000 港元為可換股票據的利息開支。 
 
流動資金、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金及等同現金項目（以人民幣及港元列值）

合共約18,400,000港元。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的外匯波動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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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的流動資產約為150,000,000港元，而流動負債約

為139,600,000港元。本集團的流動資產淨值（即流動資產減流動負債）約10,400,000
港元。二零一零年十月十四日，本集團訂立無法律約束力的意向書，可能出售若干

經營成衣及物業業務的附屬公司。持有待售的淨流動負債達31,000,000港元，而出售

將增加淨流動資產。 
 
本集團資產的抵押 
 
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將5,000,000港元銀行存款抵押，作為一般銀行信貨

的擔保。 
 
集資及資本開支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除由於可換股票據兌換及購股權行使之外，本

集團並無進行任何股本集資活動。 
 
僱員及退休福利計劃 
 
本集團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於香港及中國共聘用約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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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錄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作為

其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一直遵守守則各

項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行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不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本公司未分別聘任主席及行政總裁，現由本公司執行董事金圓一人兼任。董事會相

信主席及行政總裁由一人兼任使本集團有果斷且一致的領導團隊，能更有效規劃及

執行長期業務策略以及確保有效監督管理。董事會亦相信本公司擁有穩固的企業管

治架構，故認為現有架構切合需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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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權利及指責會由董事會定期檢討及更新。審核委員會已討論審核及財務呈報事宜

（包括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的年度綜合業績） 
 
遵守董事進行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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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等確認於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準則。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年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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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於二零一零年十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待

發出本公佈。本公司將繼續暫停買賣。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金圓 

 
香港，二零一零年十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行董事金圓女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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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