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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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明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ECEP COSTIN NEW MATERIALS GROUP LIMITED
(IN PROVISINAL LIQUIDATION)

中國節能海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臨時清盤中）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28）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告

中國節能海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臨時清盤中）（「本公司」）之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
止年度（「報告期」）之綜合業績（「業績公告」）及於2016年12月31日之綜合財務狀
況，連同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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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以人民幣列示）

2016年 2015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6 646,548 1,241,824
已售存貨成本 (460,591) (890,978)

毛利 185,957 350,846

其他收入 7 4,066 22,307
分銷開支 (5,378) (15,463)
行政開支 (26,955) (103,429)
應收未經綜合附屬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 (513,265) –
未經綜合附屬公司投資之減值虧損 (20,333) –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25(b) (8,681) –
停止未經綜合附屬公司綜合入賬之虧損 25(c) (1,343,237) –

經營（虧損）╱溢利 (1,727,826) 254,261
財務費用 8 (11,707) (17,346)

除稅前（虧損）╱溢利 (1,739,533) 236,915
所得稅開支 9 (30,248) (55,65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溢利 (1,769,781) 181,259

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2,095 (6,527)
停止未經綜合附屬公司綜合入賬後解除 (10,717) –

1,378 (6,5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1,768,403) 174,732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12 (75.98) 7.78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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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6年12月31日
（以人民幣列示）

2016年 2015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 344,358
在建工程 14 – 7,521
投資物業 15 – 9,10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 – 13,064

– 374,043

流動資產
存貨 16 – 89,851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7 – 211,605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146 14,151
應收一間未經綜合附屬公司款項 23 13,203 –
已抵押銀行存款 – 20,561
銀行及現金結餘 1,794 1,587,157

17,143 1,923,325

總資產 17,143 2,297,368

權益及負債
股本 18 196,409 196,409
儲備 19 (342,726) 1,519,611

總（虧絀）╱權益 (146,317) 1,716,020

非流動負債
來自一間間接控股公司的貸款 20 – 3,000
遞延稅項負債 21 – 79,021

– 82,02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22 – 112,80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781 41,740
應付一間未經綜合附屬公司款項 23 1,500 –
銀行借款 24 159,179 337,615
即期稅項負債 – 7,164

163,460 499,327

總（虧絀）╱權益及負債 17,143 2,29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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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以人民幣列示）

股本 股份溢價賬
外幣匯兌

儲備 法定儲備 資本儲備 合併儲備
保留盈利╱
（累計虧損）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附註

19(b)(i)） 19(b)(ii)） 19(b)(iii)） 19(b)(iv)） 19(b)(v)）

於2015年1月1日 68,475 240,477 (10,574) 185,841 20,934 79,974 1,019,031 1,604,158

年內溢利 – – – – – – 181,259 181,259
其他全面虧損 – – (6,527) – – – – (6,527)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 (6,527) – – – 181,259 174,732
已付股息（附註11） – – – – – – (62,870) (62,870)
發行紅股（附註18） 127,934 (127,934) – – – – – –

於2015年12月31日及
 2016年1月1日 196,409 112,543 (17,101) 185,841 20,934 79,974 1,137,420 1,716,020

年內虧損 – – – – – – (1,769,781) (1,769,781)
其他全面虧損 – – 1,378 – – – – 1,378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 – 1,378 – – – (1,769,781) (1,768,403)
已付股息（附註11） – – – – – – (13,935) (13,935)
停止未經綜合附屬公司 
綜合入賬 – – – (185,841) (25) (79,974) 185,841 (79,999)

於2016年12月31日的結餘 196,409 112,543 (15,723) – 20,909 – (460,455) (14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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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以人民幣列示）

1 一般資料

中國節能海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臨時清盤中）（「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登記辦事處現址為P.O. Box 31119, Grand 
Pavilion, Hibiscus Way, 802 West Bay Road, KY1-1205, Cayman Islands，而其主要營業地
點目前為香港中環太子大廈22樓。

本公司認為，於2016年12月31日，香港榮安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
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重慶中節能實業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控股公司，而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一間於中國
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

遭控挪用資金

於2016年8月22日，本公司宣佈粘為江先生被指控挪用本公司於中國一間附屬公司的部分
資金（「挪用資金」）。粘為江先生當時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聯席主席，其後於2017年1月11
日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聯席主席。

於出現該指控後，本公司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對遭控挪用資金進行調查，該特別調查委員
會由全體三名本公司時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於2016年9月30日，一間法證會計師事務
所獲委任就遭控挪用資金進行法證調查。於2017年11月3日，該法證會計師事務所出具報
告，載列於該報告中的主要調查結果如下：

(a) 本公司於截至2014年、2015年及2016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直至2016年8月31日）
年報所披露之資料與自銀行及信貸機構接獲的報表及記錄之間存在銀行結餘、貸款
結餘及外部信貸額的差異；

(b) 本公司於截至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年報中遺漏了披露本公司附屬
公司向第三方提供對外擔保一事；

(c) 自2012年起，三家本公司附屬公司存有兩份會計紀錄；及

(d) 2012年至2016年間，一間本公司附屬公司自其銀行賬戶向粘為江先生及彼之胞弟兼
本公司時任董事粘偉誠先生及╱或彼等的關連實體作出未經授權之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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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上市地位

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然而，由於遭控挪用資
金，本公司股份已自2016年8月15日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

於2016年12月14日，聯交所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7項應用指引，將本公司列入除牌程序第一階段。由於在除牌程序第一階段屆滿日期之
前，本公司並未向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聯交所將本公司自2017年6月26日起列入除牌程
序第二階段，直至2017年12月25日屆滿。在除牌程序第二階段屆滿日期之前，本公司再
次未有向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聯交所將本公司自2018年1月24日起列入除牌程序第三階
段，直至2018年7月23日屆滿。

於2018年5月16日，本公司與一名第三方投資者訂立具法律約束力的重組框架協議，以就
本公司重組實施重組建議（「建議重組」）。建議重組包括本公司建議收購於香港及台灣從
事物業投資業務的目標公司，根據上市規則，收購事項將構成本公司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及
涉及本公司新上市申請的反向收購。建議重組亦包括但不限於資本重組、公開發售及本公
司與其債權人將予作出的重組安排計劃，以達成聯交所規定的復牌條件。

於2018年7月9日，本公司向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聯交所接納建議重組，並考慮恢復本公
司的股份買賣。於2018年9月21日，聯交所同意准許本公司於2019年2月28日或之前提交與
復牌建議（惟非任何其他建議）相關之新上市申請。

於2019年2月28日，新上市申請已提交予聯交所。

附屬公司自動清盤及針對本公司之清盤呈請

於2017年2月22日，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海東青工業（非織）投資有限公司（「海東青工業」）
被置於債權人自動清盤，乃經考慮（其中包括）其無力償還欠款及多次拖欠借款及銀行貸
款還款。海東青工業連同其附屬公司佔本集團業務的重大部分。

於2017年11月2日，一間債權人銀行向本公司提出清盤呈請（「呈請」），因本公司未能償還
貸款150百萬港元及相關利息8百萬港元。因此，於2017年11月14日，蘇文俊先生、莊日杰
先生及Simon Conway先生獲開曼群島大法院委任為本公司共同臨時清盤人。呈請聆訊已
押後至2018年2月16日（開曼群島時間）。

鑒於日期為2018年3月13日的命令，呈請聆訊已押後至2018年9月27日（開曼群島時間），
隨後取消針對本公司之呈請之聆訊，且將無限期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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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並根據董事可得之有限會計賬冊及記錄編製，以履行本公司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該統稱包括所有適用的個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
會計準則」）及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佈的詮釋）編製綜合財務
報表的責任。

董事發現其獲取與本公司有關的歷史資料未必完備及充足，因而可能無法對本集團歷史交
易、貿易及財務狀況達致準確及可靠的意見。鑑於附註1所述法證會計師有關涉嫌挪用資
金的調查結果，且由於本公司可得之會計賬冊及記錄有限，負責本集團財務及會計事宜之
全體前主要人員均已離開，故董事相信核實本集團過往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申報之
財務資料幾乎並不可能且並不切實可行。因此，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示的比較財務資料僅
代表本集團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已刊發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的有關資料，
故未必可與當前年度之數字進行比較。

鑑於附註1所述法證會計師事務所有關涉嫌挪用資金的調查結果，以及由於本公司可得之
會計賬冊及記錄有限，且負責本集團財務及會計事宜之全體前主要人員均已離開，董事相
信確定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有關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交易及結餘幾乎並不可能且並
不切實可行。就此而言，董事概不就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交易及結餘之完整性、存在及準確性，以及綜合財務報表是否已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妥
為編製且符合香港公司條例及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發表任何聲明。

由於財務資料不足，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含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現金流量表」所規定的綜
合現金流量表，以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司條例及上市規則項下的若干披露。

綜合財務報表乃假設本公司的建議重組將完成且本集團將能於建議重組完成後改善其財務
狀況及業務而編製。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的批准日期，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可能影響建議
重組的情況或原因。因此，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屬適當。綜合財
務報表並未包括對建議重組及本集團持續經營可能失敗的任何調整。倘本集團無法持續經
營，則須作出調整以將資產價值重列至其可收回金額，以就可能產生的任何進一步負債計
提撥備及將非流動資產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該等調整的影響尚未反映於該等綜合財務報
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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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a)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本期間本集團首次生效的若干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採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以及就本
年度及過往年度呈報的財務報表的金額發生重大變動。

(b) 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以下可能與本集團相關及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3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匯交易及預付代價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澄清2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的修訂 披露計劃1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的修訂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1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的修訂 轉讓投資物業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2014年至2016年週期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年度改進4

1 於2017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18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19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17年1月1日或2018年1月1日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如適用）

按附註2所載的基準，董事對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
日後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並不發表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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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大會計政策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的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使用若干關鍵的會計估計的要求。其亦要求
管理層在採用本集團會計政策的過程中作出判斷。所作出的假設及估計對於綜合財務報表
屬重大的範圍，均於附註5披露。

編製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時採用的重大會計政策載列如下。

(a) 綜合賬目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12月31日止之財務報表。附屬公司是指
本集團對其擁有控制權的實體。若本集團具有承擔或享有參與有關實體所得之可變
回報的風險或權利，並能透過其在該實體的權力影響該等回報，則本集團對該實體
具有控制權。當本集團現有權利並可行使該權利以規範實體的相關活動（即對該實體
的回報影響極大的活動）時，則本集團對該實體擁有權力。

在評估控制權時，本集團將同時考慮其潛在投票權及其他方所持潛在投票權。僅當
持有人具有行使該權利的實際能力時方予考慮潛在投票權。

附屬公司在控制權轉移至本集團之日起綜合入賬，並在控制權終止之日起停止綜合
入賬。

集團內公司間之交易、結餘及未變現溢利均予以對銷。除非交易有證據證明所轉讓
資產出現減值，否則未變現虧損亦予以對銷。倘有需要，附屬公司之會計政策會作
出調整，以確保與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政策一致。

(b) 外幣換算

(i) 功能及呈列貨幣

納入本集團各實體的財務報表的項目乃按實體經營業務所在的主要經濟環境的
貨幣（「功能貨幣」）計量。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是
本公司的呈列貨幣及本集團主要營運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

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港元（「港元」）。選擇人民幣作為呈列貨幣被視為切合股東
及投資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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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各實體財務報表的交易及結餘

外幣交易於初步確認時乃以交易日期適用的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以外幣計值
的貨幣資產及負債按各報告期間完結時的匯率換算。該換算政策產生的收益及
虧損於損益內確認。

當非貨幣項目之收益或虧損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時，該收益或虧損之任何匯兌
部分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當非貨幣項目之收益或虧損於損益確認時，該收益
或虧損之任何匯兌部分於損益確認。

(iii) 綜合賬目時換算

功能貨幣與本公司的呈列貨幣有別的所有本集團實體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乃按
下列方式換算為本公司的呈列貨幣：

－ 於各財務狀況表呈列的資產及負債均按該財務狀況表日期的收市匯率換
算；

－ 收入及開支按期內的平均匯率換算（除非該平均匯率並非交易日期的適用
匯率累計影響的合理約數，在該情況下，收入及開支按交易日期的匯率換
算）；及

－ 產生的所有匯兌差額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並於外幣匯兌儲備累計。

綜合賬目時，換算屬於海外實體投資淨額一部分的貨幣項目所產生的匯兌差
額，均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並於外幣匯兌儲備累計。當海外業務售出，該匯
兌差額重新分類至綜合損益作為出售收益或虧損的一部分。

(c) 物業、廠房及設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包括持作生產或提供貨物或行政用途的樓宇及租賃土地（分類為
融資租賃）（下述的在建物業除外），按成本減其後累計折舊及其後累計減值虧損（如
有）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列賬。

其後成本僅於與該項目有關的未來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團，且該項目的成本能
可靠計量時，始計入資產賬面值或確認為獨立資產（如適用）。所有其他維修及保養
開支均於其產生期間內在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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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按足以撇銷其成本減剩餘價值的比率，於估計可使用年
期內使用直線法計算，主要年率如下：

樓宇 5%
預付土地租賃款 5%
機器及設備 10%-20%
辦公室設備及裝置 20%-33.33%
汽車 20%-25%
租賃物業裝修 於租期內

剩餘價值、可使用年期及折舊方法於各報告期末檢討及於需要時加以調整。

在建工程指在建樓宇、待安裝的廠房及設備，按成本減減值虧損列賬。有關資產可
供使用後方計算折舊。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損益指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有關資產賬面值兩者間差額，於
損益中確認。

(d)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乃持作賺取租金及╱或升值的樓宇。投資物業初步按其成本（包括該物業
的所有直接成本）計量。

經初步確認後，投資物業乃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折舊乃按其估計可
使用年期20年，以直線法將成本分配至剩餘價值計算。

出售投資物業損益為該物業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賬面金額間差額，於損益中確認。

(e) 租賃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i) 經營租賃

並無將資產擁有權的所有風險及回報絕大部分轉移至本集團的租賃均作為經營
租賃列賬。租賃款項在扣除自出租人收取的任何獎勵金後，於租賃期內以直線
法確認為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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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融資租賃

凡資產擁有權的所有風險及回報絕大部分轉移至本集團之租賃將作為融資租賃
列賬。融資租賃在租賃期開始時，均按於租賃開始時釐定之租賃資產公平值與
最低租賃款項現值兩者之較低者撥充資本。

欠付出租人之相應債務於財務狀況表中計入應付融資租賃。租賃款項於財務費
用及未付債務減額間分配。財務費用在各租賃期內分攤，以為債務結餘得出統
一定期利率。

於融資租賃下之資產按與自有資產相同之方式於租賃期與資產估計可使用年期
（以兩者之較短者為準）內計算折舊。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經營租賃

並無將資產擁有權的所有風險及回報絕大部分轉移至承租人的租賃均作為經營租賃
列賬。經營租賃之租金收入於相關租賃期內以直線法確認。

(f) 研發開支

研究活動的開支於產生的期間內確認為開支。

(g) 存貨

存貨按成本與可變現淨值兩者的較低者列賬。成本以加權平均基準釐定。製成品的
成本包括原材料、直接勞工及所有生產經常性開支的適當部分以及（如適用）分包費
用。可變現淨值按日常業務過程中的估計售價減估計完成成本及進行銷售估計所需
費用估算。

(h) 確認及取消確認財務工具

當本集團成為有關工具合同規定的一方時，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於綜合財務狀況報
表確認。

倘從資產收取現金流量的合同權利屆滿；本集團轉讓有關資產擁有權的絕大部分風
險及回報；或本集團既無轉讓亦無保留有關資產擁有權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但
亦無保留有關資產的控制權，則財務資產取消確認。於取消確認財務資產時，資產
賬面值與已收代價及已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的累計損益兩者總和的差額，將於損益
中確認。

於有關合同的特定責任獲解除、取消或到期時，財務負債將取消確認。取消確認的
財務負債賬面值與已付代價兩者的差額於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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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財務資產

財務資產於根據合約（有關條款規定須於相關市場制定的時限內交付財務資產）購買
或出售時按交易日確認及取消確認，按公平值加上直接應佔交易成本初步計量，惟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則除外。

本集團將其財務資產分為貸款及應收款項。分類視乎購入財務資產的目的而定。管
理層於初步確認時決定其財務資產的類別。

貸款及應收款項

貸款及應收款項乃款項固定或可釐定且於活躍市場並無報價的非衍生財務資產。此
等資產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惟利息並不重大的短期應收款項除外）減減值的
任何扣減或不可回收款項列賬。一般情況下，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銀行
結餘及現金歸入此類。

(j)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貿易賬款為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出售商品而應收客戶的款項。倘預期應收貿易賬
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於一年或以內（或倘較長，於正常營運週期內）收回，則分類為流
動資產，否則呈列為非流動資產。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公平值初步確認，其後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
減減值撥備計量。

(k)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就綜合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銀行及手頭現金、銀行及其他財務機
構的活期存款及高度流動且可以隨時兌換為已知數額現金的短期投資項目，該等投
資項目並無重大價值變動風險。

(l) 財務負債及股本工具

財務負債及股本工具乃根據所訂立的合同安排內容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賦予財務負
債和股本工具的定義分類。股本工具指有證據顯示於扣減其所有負債後於本集團資
產剩餘權益的任何合同。就指定財務負債及股本工具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載於下文。

(i) 借款

借款初步按公平值扣除所產生交易成本確認，其後則以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
值計量。

除非本集團擁有無條件權利，可將負債的償還日期遞延至報告期間後至少十二
個月，否則借款分類為流動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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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初步按公平值確認，其後則以實際利率法按攤銷
成本計量，除非折讓影響輕微，在該情況下，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則
按成本列賬。

(iii) 股本工具

本公司發行的股本工具按已收所得款項，扣除直接發行開支入賬。

(m) 收入確認

收入乃按已收或應收代價的公平值計量，並於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團而收入金
額可以可靠計量時確認。

(i) 銷售貨品

銷售製成品及買賣貨品的收入於擁有權的大部分風險及回報轉移時確認。擁有
權轉移通常與貨品交付及所有權轉讓予客戶的時間相同。

(ii)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按時間比例基準以實際利率法確認。

(iii) 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於租賃年期以直線法確認。

(n) 僱員福利

(i) 僱員應享假期

僱員的年假及長期服務假期於賦予僱員時確認。截至報告期間止已就僱員因所
提供服務享有的年假及長期服務假期的估計負債作出撥備。

僱員病假及產假於僱員休假時始確認。

(ii) 退休金承擔

本集團為所有僱員提供定額供款退休計劃。本集團及僱員對計劃的供款乃按僱
員基本薪金的百分比計算。自損益賬扣除的退休福利計劃成本相當於本集團就
基金應付的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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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終止福利

終止福利於以下較早日期發生時確認：當本集團無法再撤回該等福利的要約
時，及當本集團確認重組成本並涉及支付終止福利時。

(o) 借款成本

收購、興建或生產合資格資產（即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供擬定用途或銷售的資產）直接
應佔的借款成本作為該等資產的成本撥充資本，直至資產差不多可供擬定用途或銷
售為止。有待用於合資格資產的開支的特定借款暫時投資所賺取的投資收入將從合
資格作撥充資本的借款成本扣除。

就一般借入及用作獲取合資格資產的資金而言，合資格撥充資本的借款成本款額是
就有關資產的開支使用撥充資本利率而釐定。撥充資本利率是適用於本集團於期內
仍未償還的借款之借款成本加權平均數（為了獲取合資格資產而特別作出的借款除
外）。

所有其他借款成本於產生期間於損益中確認。

(p) 政府補助

當有合理保證本集團將遵守政府補助的附帶條件及將接獲補助時，確認政府補助。

有關收入的政府補助將予以遞延，並將於配合擬補助的成本的期間內在損益內確認。

因已產生的開支或虧損或向本集團提供即時財務支持成為應收補償且並無日後相關
成本的政府補助，乃於其成為應收款項的期間在損益確認。

(q) 稅項

所得稅指即期稅項及遞延稅項的總和。

即期稅項乃按年內應課稅溢利計算。基於其他年度應課稅或可扣稅收入或開支項目
及毋須課稅或不可扣稅項目的原因，應課稅溢利與損益確認的溢利不同。本集團的
即期稅項負債乃按報告期間完結時已頒佈或實際上已頒佈的稅率計算。

遞延稅項就綜合財務報表內資產及負債賬面值與計算應課稅溢利所用相應稅基兩者
間差異確認。遞延稅項負債一般會就所有應課稅暫時差額確認，而遞延稅項資產乃
於可能出現應課稅溢利，以致可扣稅暫時差額，未動用稅項虧損或未動用稅務抵免
可予動用時確認。倘因商譽初步確認一項既不影響應課稅溢利亦不影響會計溢利的
交易（業務合併除外）中其他資產或負債引致暫時差額，則不會確認該等資產及負
債。

遞延稅項負債就於附屬公司的投資產生的應課稅暫時差額確認，惟倘本集團能夠控
制暫時差額的撥回且暫時差額不會於可見將來撥回則作別論。



16

遞延稅項資產的賬面值於各報告期末檢討，並於不再可能有足夠應課稅溢利以供收
回全部或部分資產時減少。

遞延稅項乃按預期於負債清償或資產變現期間適用的稅率計算，以報告日期完結已
頒佈或實際上已頒佈的稅率為依據。遞延稅項乃於損益確認，惟遞延稅項與於其他
全面收益或直接計入權益的項目有關則除外，在此情況下，遞延稅項亦會於其他全
面收益或直接計入權益內確認。

遞延稅項資產及遞延稅項負債之計量反映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結束時預計收回或結算
資產及負債賬面值之方式而引致之稅務後果。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於可依法以即期稅項資產與即期稅項負債抵銷時，及於該等遞
延稅項資產及負債乃與同一稅務機關徵收的所得稅相關且本集團擬以淨額結清其即
期稅項資產及負債時抵銷。

(r) 非財務資產的減值

非財務資產的賬面值於各報告日期檢討有無減值跡象，倘資產已減值，則作為開支
透過綜合損益賬撇減至其估計可收回金額。可收回金額就個別資產釐定，惟倘資產
並無產生大部分獨立於其他資產或資產組合的現金流入除外。在此種情況下，可收
回金額就資產所屬的現金產生單位釐定。可收回金額按個別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的
使用價值與其公平值減出售成本兩者中的較高者計算。

使用價值為資產╱現金產生單位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現值按反映貨幣時間價
值及資產╱現金產生單位（已計量減值）的特有風險的稅前貼現率計算。

現金產生單位之減值虧損首先用於抵銷單位商譽，然後於現金產生單位之其他資產
之間按比例分配。隨後估計變動導致之可收回金額增長計入損益，直至撥回減值。

(s) 財務資產減值

於各報告期間結算日，本集團根據財務資產（組別）的估計日後現金流量因於初步確
認後發生的一項或多項事件而已受到影響的客觀證據，評估其財務資產是否減值。

就評估為並非個別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而言，根據本集團過往收取款項的經驗，組
合內延遲付款的增加、組合內延遲付款的增加、與拖欠應收款項相關的經濟狀況的
可觀察變動等，本集團整體評估其是否減值。

僅就應收貿易賬款而言，賬面值乃透過使用撥備賬作出扣減，而其後收回先前撇銷
的金額則計入撥備賬。撥備賬的賬面值變動於損益確認。

就所有其他財務資產，賬面值會直接按減值虧損作出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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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按攤銷成本計量的財務資產，倘減值虧損的金額於其後期間減少，而該減少可客
觀地與確認減值後發生的一項事件有關，則先前已確認的減值虧損透過損益撥回（直
接或通過調整應收貿易賬款的撥備賬）。然而，撥回不得導致撥回減值當日的賬面值
超過該財務資產於未確認減值時的攤銷成本。

(t) 撥備及或然負債

倘因已發生的事件而導致本集團須對若干時間或款額無法確定的負債承擔法律責任
或推定責任，並可能須撥付經濟利益以解決有關責任，則於能可靠估計就此涉及的
款額時加以確認。若金錢時間值的影響重大，有關撥備須按預期解決有關責任的開
支現值呈列。

在未能肯定是否會導致撥付經濟利益，或有關款額未能可靠估計下，有關責任則以
或然負債形式披露，除非導致撥付經濟利益的可能性極低，則作別論。可能承擔的
責任（其存在與否只能藉一項或多項未來事件發生與否確定）亦以或然負債形式披
露，除非導致撥付經濟利益的可能性極低，則作別論。

5 不確定估計的主要來源

下文討論有關未來的主要假設及於報告末的其他主要不確定估計來源，而該等假設及不確
定估計存在導致下一財政年度的資產及負債賬面值須作出重大調整的重大風險。

(a) 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及折舊

本集團會釐定其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的估計可使用年期、剩餘價值及相關
折舊開支。該等估計乃根據對類似性質及功能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的實
際可使用年期及剩餘價值的過往經驗作出。當可使用年期及剩餘價值與先前估計不
同時，本集團將修訂折舊開支，或將技術過時或已棄用的非策略性資產作出撤銷或
撇減。

於2016年12月31日，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值為人民幣零元（2015年：人民幣
344,358,000元），而投資物業的賬面值則為人民幣零元（2015年：人民幣9,100,000
元）。

(b) 所得稅

本集團須繳納數個司法管轄權區的所得稅。在釐定所得稅撥備時，須作出重大估
計。在日常業務中許多交易及計算均難以明確釐定最終稅項。倘該等交易的最終稅
務結果與初步入賬金額不同，該等差額將影響稅務釐定期內所得稅及遞延稅項撥備。

年內，根據估計溢利自損益扣除的所得稅為人民幣30,248,000元（2015年：人民幣
55,65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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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呆壞賬減值虧損

本集團根據對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可收回程度（包括各債務人當前信用狀況
及過往付款記錄）的評估，作出呆壞賬減值虧損。倘有事件或情況有變顯示餘額可能
無法收回時，將出現減值。識別是否出現呆壞賬（尤其是虧損事件）需要作出判斷及
估計。倘實際結果有別於原本估計時，該差額將影響該項估計有所變動年度內的應
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及呆賬開支的賬面值。

於2016年12月31日，累計呆壞賬減值開支為人民幣零元（2015年：人民幣42,444,000
元）。

(d) 滯銷存貨撥備

滯銷存貨乃根據存貨賬齡及估計可變現淨值作出撥備。備抵金額的評估涉及判斷及
估計。倘日後實際結果有別於原來估計，該等差額將影響估計變動的期間內存貨的
賬面值及備抵開支╱撥回。

於2016年12月31日，滯銷存貨撥備為人民幣零元（2015年：人民幣11,069,000元）。

6 收入

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無紡布及其他種類的非織造材
料、由循環再生物料所造化纖及耐溫高過濾材料；及水薯乾進出口。

本集團的收入指向客戶銷售貨品的銷售額。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收入之完整性、發生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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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收入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匯兌收益淨額 – 5,98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 249
政府補助 311 2,420
來自買賣廢料的收入 1,100 873
銀行利息收入 2,633 9,868
租金收入 – 2,136
其他 22 781

4,066 22,307

政府補助主要指地方機關授出之獎金及補助。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其他收入之完整性、發生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8 財務費用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款利息開支 11,707 17,346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財務費用之完整性、發生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9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已在損益中作如下確認：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中國
年內撥備 28,712 42,694
去年撥備不足 – 980

28,712 43,674
遞延稅項（附註21） 1,536 11,982

30,248 55,656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25%（2015年：25%）的稅率就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於截至2016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並無應課
稅溢利，因此毋需就該等附屬公司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所得稅開支之完整性、發生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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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董事及僱員酬金

根據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本公司董事於年內的酬金披露如下：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退休福利
袍金 薪金及津貼 計劃供款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董事姓名

執行董事
粘為江 – 642 10 652
粘偉誠 – 1,272 15 1,287
王黎 – 1,030 – 1,030
薛茫茫 – 206 – 206

– 3,150 25 3,175

非執行董事
馬雲 103 – – 103
楊義華 44 – – 44
曾武 59 – – 59

206 – – 206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馮學本 152 – – 152
黃兆康 152 – – 152
徐慶華 132 – – 132

436 – – 436

642 3,150 25 3,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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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退休福利
袍金 薪金及津貼 計劃供款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董事姓名

執行董事
粘為江 – 966 15 981
粘偉誠 – 1,234 14 1,248
王黎 – 483 – 483
薛茫茫 – 193 – 193
于和平 – 483 – 483

– 3,359 29 3,388

非執行董事
馬雲 56 – – 56
潘頲璇 40 – – 40
楊義華 97 – – 97

193 – – 193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馮學本 143 – – 143
黃兆康 143 – – 143
徐慶華 124 – – 124

410 – – 410

603 3,359 29 3,991

年內，主要行政人員及董事概無豁免收取任何酬金（2015年：無）。

年內，本集團的五名最高薪酬人士包括三名（2015年：三名）董事，其酬金反映於上文分
析。餘下兩名（2015年：兩名）最高薪人士的酬金詳情如下：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及津貼 1,309 1,858
酌情花紅 109 6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1 14

1,449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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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金屬於下列範圍：

人數
2016年 2015年

零港元至1,000,000港元 1 –
1,000,001港元至1,500,000港元 1 2

年內，本集團並無向任何董事或最高薪人士支付酬金，以作為邀請加盟或加盟本集團的獎
勵或離職補償。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董事及僱員薪酬之完整性、發生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11 股息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付2016年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
 （2015年：2015年中期股息1.2港仙
 （相等於人民幣1.0分）） – 23,071

已付2015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7港仙
 （相等於人民幣0.6分）（2015年：2014年末期股息
 6.5港仙（相等於人民幣5.1分）） 13,935 39,799

13,935 62,870

12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是根據以下各項計算：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虧損）╱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1,769,781) 181,259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329,266,000 2,329,266,000

由於截至2016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
股攤薄盈利。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未必準確，故董事一概不會就本公
司之每股（虧損）╱盈利之準確性發表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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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面淨值 – 344,358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完整性、發生及準確性發表聲
明。

14 在建工程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面淨值 – 7,521

於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在建工程包括在建樓宇及待安裝的廠房及設備所產生的成
本。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在建工程之完整性、發生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15 投資物業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賬面淨值 – 9,100

於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投資物業屬中期租賃及位於中國。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投資物業之完整性、發生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16 存貨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 56,179
製成品 – 33,672

– 89,851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存貨之完整性、發生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24

17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 253,531
減：呆賬撥備 – (42,444)

– 211,087
應收票據 – 518

– 211,605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之完整性、發生及準確性
發表聲明。

18 股本

股份數目 數額 所呈示款額
附註 港元 人民幣

法定：
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於2015年1月1日 2,000,000,000 200,000,000 176,000,000
增加 (a) 2,000,000,000 200,000,000 164,774,000

於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月1日及2016年12月31日 4,000,000,000 400,000,000 340,774,000

已發行及全面繳足普通股：
於2015年1月1日 776,422,000 77,642,200 68,474,747
發行紅股 (b) 1,552,844,000 155,284,400 127,934,159

於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月1日及2016年12月31日 2,329,266,000 232,926,600 196,408,906

附註：

(a) 根據於2015年8月7日通過的股東特別大會，本公司藉額外增設2,000,000,000股每股
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將其法定股本增加至400,000,000港元，分為4,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b) 根據股東於2015年8月7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的批准，本公司於2015年8月21
日透過資本化本公司股份溢價賬的方式向於2015年8月14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合
資格股東按每持有一股股份獲發兩股紅股的基準發行1,552,844,000股每股面值0.1港
元的本公司普通股作為紅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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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儲備

(a) 本集團

本集團的儲備及其變動金額呈列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

(b) 儲備性質及目的

(i) 股份溢價賬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內的資金可分配予本公司股東，惟緊
隨建議派付股息日期後，本公司須仍有能力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償還到期的債務。

(ii) 外幣匯兌儲備

外幣匯兌儲備包括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而產生的所有匯兌差額。該儲備乃按
附註4(b)所載列的會計政策處理。

(iii) 法定儲備

根據中國適用法律及相關法例，本集團於中國成立及註冊的附屬公司須轉移除
稅後溢利（如有）若干百分比到法定儲備。

(iv) 資本儲備

本集團之資本儲備指海東青工業當時的股東及海東青工業於2010年2月4日訂
立的貸款資本化安排。海東青工業向COSTIN Investment Limited配發及發行
23,789,920股每股面值1港元之普通股。

(v) 合併儲備

本集團之合併儲備產生於2010年籌備本公司股份上市而進行的集團重組，並相
當於根據集團重組合併的附屬公司股本總額的面值與高於本公司據此發行以作
交換的股本面值間的差額。

(vi) 繳入盈利

本公司之繳入盈利指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與本公司於集團重組日期所合併附
屬公司的投資成本間的差額。

20 來自一間間接控股公司的貸款

於2015年12月31日之結餘為無抵押、按固定年利率1.425%計息及已於2018年12月16日償
還。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來自一間間接控股公司的貸款之完整性、發生及準
確性發表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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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遞延稅項負債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股息預扣稅
於1月1日 79,021 71,889
付款 (1,536) (4,850)
從年內損益扣除（附註9） 1,536 11,982
停止附屬公司綜合入賬 (79,021) –

於12月31日 – 79,021

根據中國稅法，中國附屬公司向於海外註冊成立的母公司宣派股息，均須按5%至10%繳
納預扣稅。遞延稅項負債相當於與本集團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可供分派保留溢利有關的暫
時性差異的總額。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遞延稅項負債之完整性、發生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22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 72,088
應付票據 – 40,720

– 112,808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之完整性、發生及準確性
發表聲明。

23 應收╱應付一間未經綜合附屬公司款項

該等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應收或應付一間未經綜合附屬公司結餘之完整性、
發生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24 銀行借款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 159,179 297,374
發票融資 – 24,219
信託收據貸款 – 16,022

159,179 337,615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銀行借款之完整性、發生及準確性發表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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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附屬公司

(a) 於2016年及2015年12月31日的附屬公司詳情如下：

名稱
註冊成立╱
註冊及經營地點

發行及繳足
股本╱
註冊資本 擁有權權益百分比 主要業務

2016年 2015年

直接持有：
COSTIN investment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20美元 100% 100% 投資控股

間接持有：
Gerfalc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 100% 投資控股

海東青工業# 香港 23,790,000港元 100% 100% 投資控股及銷售非織造材料及
再生化纖

Gerfalcon Investment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100% 投資控股

海東青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 1,000港元 – 100% 投資控股
海東青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1,000港元 100% 100% 投資控股
海東青非織工業（福建）
 有限公司#

中國 13,990,000美元 100% 100% 製造過濾材料及非織造材料、
提供資訊科技及管理支援服
務

晉江海東青貿易有限公司# 中國 81,000,000港元 100% 100% 零售及批發濾材、非織造材
料、食品、飲料、手工藝
品、保健品、日用品及花卉

福建鑫華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 人民幣
80,000,000元

100% 100% 製造及銷售非織造材料、再生
化纖及耐高溫過濾

海東青（北京）科技諮詢
 有限公司*

中國 10,000,000港元 – 100% 提供非織造材料技術諮詢服務
及批發濾材及非織造

泉州市鑫華商務服務
 有限公司#

中國 人民幣
5,000,000元

100% 100% 提供會議及展覽服務

* 該等附屬公司已於2016年5月6日出售（見附註25(b)）

# 該等公司為未經綜合附屬公司（見附註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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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出售附屬公司

於2016年5月6日，本集團出售Gerfalcon International Limited之100%股權，而後者則
持有海東青投資有限公司及海東青（北京）科技諮詢有限公司的100%股權。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分析如下：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已收代價 37
減：已出售淨資產 158

(121)

應收Gerfalcon International Limited款項的減值虧損 (8,560)

出售附屬公司的虧損 (8,681)

按附註2所載之基準，董事一概不會就出售附屬公司虧損之完整性、發生及準確性發
表聲明。

(c) 於2016年7月1日停止未經綜合附屬公司之綜合入賬

於2017年2月22日，經考慮（其中包括）其資不抵債及多次拖欠借款及銀行貸款還款
後，海東青工業被置於債權人自動清盤。海東青工業連同其附屬公司（海東青非織工
業（福建）有限公司、晉江海東青貿易有限公司、福建鑫華股份有限公司及泉州市鑫
華商務服務有限公司）佔本集團營運之絕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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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附註2所披露，由於本公司可得之會計賬冊及記錄有限，且負責本集團財務及會
計事宜之全體前主要人員均已離開，海東青工業及其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並無在本
集團自2016年7月1日起之綜合財務報表內綜合入賬。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於2016年7月1日停止綜合入賬之淨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22,429
 在建工程 7,521
 投資物業 8,739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 12,681
 存貨 129,845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351,762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603
 應收集團公司款項 1,500
 銀行及現金結餘 1,803,508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260,32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61,801)
 應付集團公司款項 (537,561)
 銀行借款 (252,393)
 即期稅項負債 (15,031)
 來自一間間接控股公司的貸款 (3,000)
 遞延稅項負債 (85,621)

1,432,852

解除外幣匯兌儲備 10,717
解除資本儲備 (25)
解除合併儲備 (79,974)

1,363,570

停止未經綜合附屬公司綜合入賬之虧損 1,343,237
未經綜合附屬公司投資之減值虧損 20,333

1,363,570

按附註2所載基準，董事並無對停止未經綜合附屬公司綜合入賬的虧損之完整性和準
確性作出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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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本公司的財務狀況表及儲備變動

(a) 本公司的財務狀況表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投資於附屬公司 – 19,931

流動資產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146 333
應收股息 – 383,549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13,203 98,501
銀行及現金結餘 1,768 945

流動資產總額 17,117 483,328

總資產 17,117 503,259

權益及負債
股本 196,409 196,409
儲備 (342,727) 205,346

總（虧絀）╱權益 (146,318) 401,755

負債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756 988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款項 1,500 1,450
銀行借款 159,179 99,066

流動負債總額 163,435 101,504

總權益及負債 17,117 50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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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儲備變動

股份 外幣 保留溢利╱
溢價賬 匯兌儲備 繳入盈餘（累計虧損）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附註

19(b)(ii)） 19(b)(vi)）

於2015年1月1日 240,477 (39,763) 20,909 48,315 269,938

年內溢利 – – – 103,849 103,849
其他全面收益 – 22,363 – – 22,363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 22,363 – 103,849 126,212
已付股息（附註11） – – – (62,870) (62,870)
紅股發行（附註18） (127,934) – – – (127,934)

於2015年12月31日及2016年1月1日 112,543 (17,400) 20,909 89,294 205,346

年內虧損 – – – (537,818) (537,818)
其他全面收益 – 3,680 – – 3,680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 3,680 – (537,818) (534,138)
已付股息（附註11） – – – (13,935) (13,935)

於2016年12月31日 112,543 (13,720) 20,909 (462,459) (342,727)

27 或然負債

於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就一家未綜合入賬的附屬公司獲授一般銀行融資而提供公司擔
保，產生或然負債人民幣116,356,000元。由於本公司可得的會計賬冊及記錄有限，本公司
並未知悉該未綜合入賬附屬公司於該融資項下已提取的金額。

基於附註2所載基準，董事概不就或然負債的完整性、存在及準確性發表任何聲明。



32

本集團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以下為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摘錄

致中國節能海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臨時清盤中）全體股東的
獨立核數師報告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不發表意見

吾等已獲委聘審核中國節能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臨時清盤中）（「貴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貴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於2016年12月31日之綜
合財務狀況表、截至該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綜合權益變動
表，以及綜合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吾等不會就　貴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由於吾等報告內「不發表意見之基
準」一節所述之事宜屬重大，故吾等未能取得充分恰當審核憑證為該等綜合財務
報表之審核意見提供基礎，以及綜合財務報表是否已經遵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
規定妥為編製。

不發表意見之基準

(a) 期初結餘及比較數字

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所披露，董事發現其獲取與　貴公司有關的歷史資料未
必完備及充足，因而可能無法對　貴集團歷史交易、貿易及財務狀況達致準確
及可靠的意見。鑑於法證會計師有關　貴公司一名前執行董事兼聯席主席遭控
挪用　貴公司附屬公司資金一事之調查結果，該等資料可能包含重大誤差，且由
於　貴公司可得之會計賬冊及記錄有限，負責　貴集團財務及會計事宜之全體前
主要人員均已離開，董事相信核實　貴集團過往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申報
之財務資料幾乎並不可能且並不切實可行。

在此背景下，吾等未能信納　貴集團及　貴公司於2016年1月1日之淨資產是否並
無重大錯報。凡對　貴集團及　貴公司於2016年1月1日之期初淨資產作出任何調
整，均將會影響　貴集團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以
及綜合財報表內之相關披露。此外，綜合財務報表所示之比較數字未必可與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止當前年度之數字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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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會計賬冊及記錄有限

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所披露，鑑於法證會計師有關　貴公司一名前執行董事兼
聯席主席遭控挪用　貴公司附屬公司資金一事之調查結果，加上由於　貴公司可
得之會計賬冊及記錄有限，且負責　貴集團財務及會計事宜之全體前主要人員均
已離開，　貴公司之董事及共同臨時清盤人相信，確定載入綜合財務報表內有關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交易及結餘幾乎並不可能且並不切實可行。就此而
言，董事不會就載入綜合財務報表內有關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交易及結
餘之完整性、存在及準確性，以及綜合財務報表是否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
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遵照香港公司條例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發表任何聲明。

鑑於該等情況，吾等未能就載入綜合財務報表內之交易及結餘取得充分恰當之審
計憑證，亦未能釐定　貴集團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訂立之全部交易是否
已經在綜合財務報表內妥為入賬。故此，吾等未能信納綜合財務報表是否已經根
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遵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c) 若干附屬公司停止綜合入賬

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5(c)所披露， 貴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海東青工業（非織）投
資有限公司（「海東青工業」）於2017年2月22日被置於債權人自動清盤。

由於 貴公司可得之會計賬冊及記錄有限，且負責 貴集團財務及會計事宜之全
體前主要人員均已離開，海東青工業及其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自2016年7月1日
起未有在 貴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內綜合入賬。停止綜合入賬產生的虧損人民幣
1,343,237,000元及於海東青工業的投資減值虧損人民幣20,333,000元經已於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損益表內確認入賬。

儘管董事認為排除該等附屬公司為在該等情況下呈列　貴集團於2016年12月31日
之財務狀況及其年度業績之恰當方式，排除該等附屬公司之財務狀況、業績及現
金流量偏離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之規定。

(d) 不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遺漏披露資料

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所解釋，由於董事按　貴公司可得有限的會計賬冊及記錄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故董事認為確認正確賬款幾乎是不可行且不切實際。因此，
綜合財務報表並不載有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現金流量表」規定的綜合現金流量表
以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司條例及上市規則規定的若干披露資料。基於此
等情況，吾等無法執行任何切實可行的審核程序以計量可能須對綜合財務報告作
出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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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持續經營會計基準

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所闡釋，綜合財務報表已經假設將會完成 貴公司之建議
重組及 貴集團將能夠於完成建議重組後改善其財務狀況及業務，按持續經營基
準編製。

然而，完成建議重組須待（其中包括）有關 貴公司債務重組之協議安排獲得 貴
公司之債權人接納並獲香港及開曼群島的法院批准、自 貴公司股東及其他香港
監管機關（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督委員會）取得
相關批准以及 貴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恢復買賣後，方告作實。

綜合財務報表並無納入將產生自未能就上述事宜取得有利結果之任何調整。倘有
關任何上述事宜之結果轉為不利，持續經營基準未必恰當，而在該情況下，將須
對綜合財務報表作出調整以將資產價值扣減至其可收回金額、就可能產生之任何
進一步負債計提撥備及將非流動資產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

其他事項

貴集團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是由另一獨立核數師審核，其
日期為2016年3月22日的報告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發表無修訂意見。

董事及負責規管綜合財務報表人士之責任

董事負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真實及公允地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並負責董事釐定屬必要之內部控制，以使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不存
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之重大錯報。

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負責評估　貴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披露（按適用
者）與持續經營相關之事宜及使用持續經營會計基準，惟董事擬將　貴集團清盤
或終止營運，或除如此行事外並無實質其他方法則除外。

該等負責規管之人士負責監督 貴集團之財務申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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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就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之責任

吾等之責任為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
就　貴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進行審計，並發出核數師報告。此報告僅向　閣下
（作為整體）作出，且並不會作其他用途。吾等不會就本報告之內容對任何其他人
士負責或承擔責任。然而，由於吾等報告內「不發表意見之基準」一節所述之事
宜，吾等未能就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審核意見提供基準取得充分恰當之審計憑證。

吾等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之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守則」）獨立於 貴集團，且吾
等已經根據守則達成其他道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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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董事注意到，其可得的本公司歷史資料未必完整及充足，以對歷史交易、貿易及
財務狀況構成準確及可靠的審閱，並可能含有重大誤差。鑒於法證會計師有關本
公司前執行董事兼聯席主席遭控挪用本公司附屬公司資金一事（「挪用資金」）的調
查結果，加上由於本公司可得的會計賬冊及記錄有限，且負責本集團財務及會計
事宜的全體前主要人員均已離職，董事相信，核證本集團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
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的財務資料幾乎並不可能且不切實可行。

在上文的規限下，下文載列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營業績及財務
狀況。該資料主要摘錄自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提供有
關本集團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的資料。

業務回顧

本集團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在股份暫停買賣前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無紡布及其
他種類的非織造材料。本公司透過四個分部經營業務。非織造材料分部從事製造
及銷售無紡布及其他種類的非織造材料。再生化纖分部從事製造及銷售由循環再
生物料所造的化纖。耐高溫過濾材料分部從事製造及銷售耐高溫過濾材料。木薯
乾貿易分部從事木薯乾進出口。

股份暫停買賣及復牌情況

股份自2016年8月15日下午3時17分起已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暫停買賣。

於2016年8月22日，本公司公佈粘為江先生挪用資金，而粘為江先生已承認挪用
有關中國附屬公司的部分資金，但拒絕披露進一步細節。由於挪用資金，董事會
無法確定本集團是否能夠履行其還款義務，諸如償還到期應付的銀行貸款或應計
利息。

於2016年12月14日，聯交所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7項應用
指引，將本公司列入除牌程序第一階段，因為聯交所認為（其中包括）本公司未能
維持上市規則第13.24條所規定足夠水平的業務運作或資產以支持繼續上市。

由於在除牌程序第一階段屆滿前並無提交復牌建議，聯交所已將本公司列入除牌
程序第二階段，而該階段自2017年6月26日起至2017年12月25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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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年11月2日，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送達清盤呈請及有關委任共同
臨時清盤人的傳訊。有關該傳訊的聆訊已於2017年11月14日進行，而開曼群島大
法院（「大法院」）已發出令狀，根據公司法第104(1)條委任蘇文俊先生、莊日杰先
生及Simon Conway先生（均為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人員）作為本公司的共同
臨時清盤人（「臨時清盤人」）。

在除牌程序第二階段屆滿前並無提交復牌建議。聯交所已將本公司列入除牌程序
第三階段，而該階段自2018年1月24日起至2018年7月23日屆滿。根據聯交所發出
日期為2018年1月12日的函件，本公司須提交可行的復牌建議，以滿足以下復牌
條件：

(a) 證明具有上市規則第13.24條規定的足夠業務運作或資產；

(b) 就粘為江先生挪用資金一事展開適當調查，並披露調查結果、評估對本公司
財務及經營狀況的影響及採取適當補救措施；

(c) 撤銷或駁回針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清盤呈請（如適用）及解除臨時清
盤人；

(d) 證明並無有關管理層誠信的合理監管顧慮；

(e) 刊發所有尚未刊載的財務業績及回應任何核數保留意見；及

(f) 向市場公佈本公司的所有重大資料。

於2018年7月9日，本公司向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復牌建議」），以便恢復本公司
股份在聯交所買賣（「復牌」）。復牌建議的基礎為一項重組協議，其中包括由本公
司建議收購一家專注在香港及台灣的黃金地段租賃住宅、商業、零售及酒店物業
的目標公司集團（「目標集團」）。根據上市規則，該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非常重大
收購事項及涉及本公司新上市申請的反向收購。

復牌建議亦載列有關滿足復牌條件的詳細計劃，包括：

(i) 目標公司的建議收購事項符合上市規則第13.24條。上市規則第13.24條規定
發行人須直接或間接具備足夠業務運作水平或具備足夠價值的有形資產及╱
或無形資產，以證明其具備足夠的潛在價值保證發行人的證券繼續上市。復
牌後，本公司將符合上市規則第13.24條關於業務運作（由往績記錄溢利證明）
及資產（由資產淨值及其性質證明）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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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公司已於2017年11月13日向聯交所提交調查報告，並刊發日期為2018年7
月24日的公告，以披露有關挪用資金的主要調查結果。將委任一名內部監控
顧問檢討本公司及目標集團的內部監控程序，目標集團將成為復牌後本公司
唯一運作附屬公司；

(iii) 經債權人計劃的債權人批准及復牌建議項下擬進行的所有交易完成後，臨時
清盤人將就針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清盤呈請向開曼群島及香港的法院申
請在復牌前解除其職務；及

(iv) 本公司所有現任董事將於復牌前辭任，並將委任可符合上市規則規定的新董
事。

於2018年9月21日，聯交所同意容許本公司於2019年2月28日或之前提交有關復牌
建議（但並非任何其他建議）的新上市申請。有關復牌建議的新上市申請已於2019
年2月28日提交予聯交所。

建議重組

於2018年5月16日，本公司、Pyrrho Management Limited（「Pyrrho」）與臨時清盤
人（統稱為「訂約方」）就（其中包括）建議重組訂立重組框架協議（以於2019年2
月26日訂立的補充協議作補充）（「重組協議」）。根據重組協議，本公司須實行建
議重組，包括但不限於(i)資本重組；(ii)收購事項；(iii)清洗豁免；(iv)公開發售；
及(v)債權人計劃。

於2019年2月28日，有關復牌建議的新上市申請已提交予聯交所。於本業績公告
日期，聯交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正在審議新上市申請。

財務回顧

整體業績

基於不完整的賬目及記錄及本公司及董事可得的賬目及記錄，以及上文披露的其
他因素，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收入約為人民幣646.5百萬元（相
等於約775.8百萬港元），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241.8百萬元
（相等於約1,490.2百萬港元）減少47.9%。本集團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
得淨虧損約人民幣1,769.8百萬元（相等於約2,123.8百萬港元），而本集團於截至
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則錄得淨溢利約人民幣181.3百萬元（相等於約217.6百萬港
元），主要由於終止將附屬公司入賬產生虧損導致收入減少約人民幣1,343.2百萬
元（約相等於1,611.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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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財務資源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錄得銀行及現金結餘約人民幣1.8百萬元（相等於約2.2
百萬港元），較2015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1,587.2百萬元（相等於約1,904.6百萬港
元）減少99.9%。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
約為10.5%，較2015年12月31日的385.2%減少97.3%。銀行及現金結餘及流動比率
下降，主要由於終止將附屬公司入賬。

債務及銀行融資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錄得銀行貸款約人民幣159.2百萬元（相等於約191.0百
萬港元），較2015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337.6百萬元（相等於約405.1百萬港元）減
少52.8%。

由於資產負債比率乃按銀行借款及其他貸款的總金額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總額計算，但因為缺乏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故無法釐定本集團於2016年12月
31日的資產負債比率。

資產及負債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總資產約為人民幣17.1百萬元（相等於約20.5百萬港
元），較2015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297.4百萬元（相等於約2,756.9百萬港元）減少
99.3%。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總負債約為人民幣163.5百萬元（相等於約196.2百萬
港元），較2015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581.3百萬元（相等於約697.6百萬港元）減少
71.9%。總資產及總負債減少主要由於終止將附屬公司入賬。

資本架構

於2016年12月31日，已發行2,329,266,000股普通股。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
度，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概無變動。

承擔

基於本公司可得的資料，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似乎並無重大未償還的已訂
約資本承擔。

集團資產的抵押

由於本公司可得的資料不足，故未能確定於2016年12月31日是否有任何本集團層
面的已抵押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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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及收購

除下文所披露外，基於董事可得的資料，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整個年度，本集
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亦無作出任何重大的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收購或出售事項。

於2016年5月6日，本集團出售其於Gerfalcon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100%股權，
該公司持有海東青投資有限公司及海東青（北京）科技諮詢有限公司的100%股權。

儲備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儲備虧絀約為人民幣342.7百萬元（相等於約411.2
百萬港元），於2015年12月31日則有儲備盈餘約人民幣1,519.6百萬元（相等於約
1,823.5百萬港元）。本公司及本集團儲備於年內的變動詳情載於截至2016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或然負債

於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擁有就授予未綜合附屬公司的一般銀行融資達成的公
司擔保的或然負債人民幣116.4百萬元（相等於約139.7百萬港元）。由於本公司可得
之賬冊及記錄有限，本公司並不知悉未綜合附屬公司根據有關融資所提取的金額。

股息

基於董事可得的資料，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宣派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由於不完整的賬目及記錄及董事可得的資料有限，董事未能確定本公司於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有否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上市證券。

薪酬政策及購股權計劃

根據董事可得的資料，薪酬待遇包括薪金、強制性公積金及按個人表現發放的年
終花紅。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授出購股權。

前景及展望

本公司董事會在其專業顧問協助下，已向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及新上市申請。

當復牌建議成功實行時，將會達到（其中包括）以下目的：

‧ 按本公司債權人的同意，本集團所有現有資產將轉移至根據債權人協議安排
的條款成立的一家特別目的公司，以實現本公司債權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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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債權人協議安排，本公司所有負債獲全面解除；

‧ 於證監會授出清洗豁免時，Pyrrho或其代名人將毋須根據收購守則第26.1條就
本公司所有已發行股份作出強制性全面收購建議。

‧ 本公司將全資擁有目標集團，而該集團專注在香港及台灣的黃金地段租賃住
宅、商業、零售及酒店物業，具備成功往績，符合聯交所的新上市規定；及

‧ 在聯交所批准本公司股份恢復買賣及新股份在聯交所買賣後，臨時清盤人將
獲解除。

為股東及債權人的整體利益著想，本公司將在其專業顧問的協助下繼續與目標集
團合作，以期從有關監管機構獲取所需批准以實行新上市申請，使股份可恢復買
賣，以符合本公司全體股東（尤其少數股東）的利益。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鑒於法證會計師有關挪用資金一事的調查結果，加上由於本公司可得的會計賬冊
及記錄有限，且負責本集團財務及會計事宜的全體前主要人員均已離職，故董事
注意到，其可得的本公司歷史資料未必完整及充足，以對歷史交易、貿易及財務
狀況構成準確及可靠的審閱，並可能含有重大誤差。企業管治報告乃根據董事可
得的有限資料而編製。

基於董事可得的有限資料，本公司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似乎已一直遵
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惟以下條文除外：

－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7條列明，主席應在執行董事不在場情況下，
至少每年與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舉行會議。根據董事可得的有
限資料，董事未能確定於報告期內是否有舉行該會議。

－ 根據上市規則第3.10(1)及(2)及3.10A條，發行人必須包括最少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而其中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應具備合適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
管理專業知識，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人數應佔董事會總人數最少三分之一。
根據董事可得的資料，於2016年12月31日雖有足夠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
但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只有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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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由於不完整的賬目及記錄及董事可得的資料有限，董事未能確定本公司於報告期
內是否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

根據董事可得的資料，現任董事未能確認當時的董事是否已遵守（或是否有任何
不符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
閱。

刊發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業績公告在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可供瀏覽。2016年度年報將於
最可行的時機在聯交所網站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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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2016年8月15日下午3時17分起於聯交所暫停買
賣。本公司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以及完全達成復牌條件及聯交所可
能施加的有關其他進一步條件為止。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謹慎行事。

代表
中國節能海東青新材料集團有限公司

（臨時清盤中）
陽劍慧
董事

香港，2019年3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一名執行董事陽劍慧女士以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范德
華先生及何建昌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