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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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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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46)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
期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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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33,654 29,738
銷售成本 (21,976) (20,069)  

  
毛利 11,678 9,669  

其他收入 5 1 3
其他收益，淨額 5 43 —
分銷成本 (1,562) (1,186)
法律與專業服務費 (2,061) (4,216)
行政開支 (14,931) (12,068)  

經營虧損 (6,832) (7,798)
融資成本 6 (11,682) (13,783)  

除稅前虧損 6 (18,514) (21,581)
所得稅開支 7 — —  

本期間虧損 (18,514) (21,581)  

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8,384) (21,568)
非控股權益 (130) (13)  

(18,514) (2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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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入：
海外業務匯兌之匯兌差額 (1,610) 3,65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總額 (1,610) 3,656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20,124) (17,925)  

應佔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0,034) (17,834)
非控股權益 (90) (91)  

(20,124) (17,925)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港仙） 9 (0.50)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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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967 1,038
使用權資產 1,094 2,514
無形資產 1,026 1,055  

3,087 4,607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0,165 36,861
合同資產及合同成本 31,986 32,908
銀行及現金結餘 8,749 1,194  

50,900 70,96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34,861 46,602
其他應付款項 13 329,598 325,197
合同負債 4,480 15,940
借貸 14 93,843 77,203
租賃負債 1,125 2,408
可換股債券 15 62,975 64,910  

526,882 532,260  

流動負債淨額 (475,982) (461,29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72,895) (456,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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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3 21,239 19,933
借貸 14 63,423 61,058  

84,662 80,991  

負債淨值 (557,557) (537,681)
  

資產淨值
股本 16 91,259 91,259
儲備 (652,573) (632,78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61,314) (541,529)
非控股權益 3,757 3,848  

  

虧損總額 (557,557) (53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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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為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
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位於P.O. Box 902, Grand Cayman KY1-1103, Cayman Islands 及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4號新科技廣場901室。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中國內地的水處理項目及健康相
關產品及股務。

2. 編製基準

本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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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簡明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於
編製本簡明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內所採用者互相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持續經營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
18,384,000港元，且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負債淨額及負債淨額分別約
為475,982,000港元及557,557,000港元。該等狀況表明存在可能導致對本公司持續經營能
力產生嚴重懷疑的重大不確定性因素。因此，本集團可能無法於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資
產及清償負債。

基於本集團的現金流量預測及考慮到本集團可用的財務資源及董事已實施的改善本集團
流動性及財務狀況的措施，董事認為本集團於可預見的未來將擁有足夠的營運資金為其
營運提供資金履行其到期之財務責任，因此信納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屬
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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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本集團無法繼續持續經營，則必須作出調整以將資產價值重列至其可收回金額，就可
能產生的任何進一步負債計提撥備並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
該等潛在調整的影響並無反映於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採納所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其業務有關且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
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
之呈列方式以及本期間及過往年度之已呈報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採用已經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
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無法說明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產品╱服務層面所組織之分部管理其業務。

營運分部按提供有關本集團組成部分資料之內部報告區分。此等資料乃提呈予執行董事
（即主要經營決策人（「主要經營決策人」））供其進行審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本集
團已呈列下列兩個可呈報分部，且概無經營分部已合併組成下列呈報分部：

1. 污水處理

此分部從事提供污水水處理廠興建及營運服務以及污水水處理設施及機器買賣
以及提供相關服務。

2. 健康相關產品及服務

此分部從事提供健康相關產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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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業績

本集團之收益及分部業績分析呈報如下︰

分部收益 分部利潤（虧損）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污水處理 33,392 29,738 (2,657) 4,948
健康相關產品及服務 262 — (2,727) —       

33,654 29,738 (5,384) 4,948
       

(b) 可呈報分部業績與除稅前虧損之對賬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虧損）╱利潤 (5,384) 4,948
未分配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使用權資產折
舊及攤銷 (248) (2,644)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12,882) (23,885)  

除稅前虧損 (18,514) (2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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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 3

  

其他收益，淨額
其他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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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融資成本：
租賃利息 36 112
下列利息開支
銀行貸款 259 26
委托貸款 3,333 3,119
其他貸款 5,364 4,904
債券 245 244
可換債券 3,129 5,378

註銷可換股債券之負債組成部分 (684) —  

11,682 13,783
  

(b) 其他項目：
無形資產攤銷 41 3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4 163
使用權資產折舊 1,831 2,443  

1,926 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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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概無就香港利
得稅作出撥備。中國稅項乃按中國法定之適當現行稅率進行計算。

8.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無）。

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期間虧損 (18,384) (21,568)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650,359 3,650,359
  

於分別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期間內，每股基本及攤薄虧
損相同，因為於本期間本公司並無具攤薄潛力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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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本集團約耗資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000港元）於物業、廠
房及設備。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 6,608 27,627
應收票據 5,568 8,456
減︰呆賬撥備 (7,943) (7,852)  

4,233 28,231

其他應收款項 4,587 7,030
預付款項及按金 1,345 1,600  

10,165 36,861
  

根據發票日期進行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1,291 15,528
3個月以上但少於12個月 2,138 3,003
12個月以上 804 9,700  

4,233 2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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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付款項

根據發票日期進行之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1個月內 2,468 11,477
於1個月後但3個月內 1,414 5,877
於3個月後但6個月內 843 912
於6個月後但1年內 13,905 5,349
於1年後 16,231 22,987  

34,861 46,602
  

13. 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i) 326,299 321,506
其他應付稅項 12,942 13,099
應付董事款項 5,590 4,587
自董事借款 (ii) 6,006 5,938   

350,837 345,130
  

分析如下：
流動負債 329,598 325,197
非流動負債 21,239 19,933   

350,837 34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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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於二零二一 六月三十日，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租金約9,721,000港元、非合約貸款約
42,488,000港元、應付一名投資者（「投資者」）及該投資者控制的公司款項約5,411,000港元、
應付利息約40,115,000港元及應付法律和專業費用約9,223,000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租金約10,419,000港元、非合約貸款
約42,005,000港元、應付投資者及該投資者控制的公司款項約17,894,000港元、應付利息約
26,861,000港元及應付法律和專業費用約10,170,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本集團經歷與出租人進行租賃合約提前終止安排，出租人有
權向本公司附屬公司提起法律訴訟要求提前終止的賠償。董事估計提前終止安排索償撥備
（經扣除租賃押金）約為189,865,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7,706,000港元 )

(ii)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自董事借貸約為6,00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938,000港元），固定年利率為4.469%，以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作擔保及投資者控制的公司
所擁有的物業作抵押。

14. 借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其他貸款 63,423 61,058    

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22,386 9,644
委托貸款 55,250 54,621
債劵 7,000 7,000
其他貸款 9,207 5,938    

93,843 77,203  

借貸總額 157,266 13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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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六日，本公司向獨立第三方發行本金總額為7,000,000美元（相當於
約54,600,000港元）的可換股債券，票面利率為8%。可換股債券將自發行日至二零二一
年一月十五日屆滿，期限為3年，且於債券的發行日期後直至屆滿日期的12個月期間內
悉數行使換股權之後，可按每股換股股份0.206港元的換股價格轉換為最多265,048,544股
之本公司換股股份。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的可換股債券已於負債構成部分及權益構成部分之間劃分。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日，本公司與可換股債券之持有人（「債券持有人」）口頭同意修訂可
換股債券的條款及條件，以延長到期日和兌換期。據此，本公司和債券持有人於二零
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簽署了修訂契據，以延長 i）到期日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和 ii）
兌換期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可換股債券延長」）。可換股債券延長於二零二一年三
月十八日生效。由於可換股債券延長，根據生效日期（即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之重新
估值，負債及權益構成部份分別註銷約684,000港元及15,350,000港元。該重新估值乃參
考獨立估值師瑞豐環球評估諮詢有限公司根據第2級公平值計量進行的獨立估值。

另一方面，負債構成部分之賬面值已包含應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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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及權益構成部分於報告期內的變動如下：

負債構成部分 權益構成部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53,200 15,350 68,550
推算利息費用 16,078 — 16,078
減 ：應付票息 (4,368) — (4,368)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
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4,910 15,350 80,260

推算利息費用 3,129 — 3,129
減 ：應付票息 (4,380) — (4,380)
減：因可換股債券延長之註銷 (684) (15,350) (16,03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2,975 — 62,975
   

16.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25港元之普通股 8,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普通股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於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 3,650,359 9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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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以權益結算的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計劃」），旨在對本集團成功經營作出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給予
獎勵及回報。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董事、僱員及顧問。計劃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生效，及除非另行註銷或修訂者外，計劃自該日期起計持續10年
有效。計劃之詳情披露於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截止之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
中。

於本報告期內計劃項下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如下：

承受人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放棄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董事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自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至二零三零年五月十日

0.025港元 41,760,000 — 41,760,000

董事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自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至二零三零年五月十日

0.025港元 20,880,000 — 20,880,000

董事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自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至二零三零年五月十日

0.025港元 20,880,000 — 20,880,000

僱員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自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至二零三零年五月十日

0.025港元 12,960,000 — 12,960,000

僱員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自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至二零三零年五月十日

0.025港元 13,120,000 (640,000) 12,480,000

僱員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自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至二零三零年五月十日

0.025港元 13,120,000 (640,000) 12,480,000

顧問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自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至二零三零年五月十日

0.025港元 96,640,000 — 96,640,000

顧問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自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一日
至二零三零年五月十日

0.025港元 1,920,000 — 1,920,000

顧問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自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一日
至二零三零年五月十日

0.025港元 1,920,000 — 1,920,000
   

223,200,000 (1,280,000) 221,920,000
   

於期初和期末可行使 151,360,000 186,6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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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33,654,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9,738,000港元增加13.2%。本期間之毛利增加至約11,678,000港元 （截至 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9,669,000 港元）。 本期毛利率增加至34.7%（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2.5%）。 有關毛利率的增加與污水處理分部毛利率34.2%（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2.5%）的增加一致。 污水處理分部毛利率的增加源於市場對本集團品
牌認知度的提高。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之虧損降低為約18,38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1,568,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成功結束一系列訴訟使法律費用減少
以及收緊成本控制，但被經以人民幣計價之應付款項因人民幣對港幣升值而導致的匯兌損失抵
消。

業務回顧及未來展望

2021年上半年雖然疫情依然對經營有影響，但國內管控措施的高效率促進了經濟的進一步復
蘇。基於中國政府鄭重向世界宣佈2030年碳達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雙碳目標，2021年環保產業
面臨新的重大發展機遇。本集團為此專注於企業的長期發展願景，更加注重環保產業的技術創
新和模式創新。上半年污水處理板塊新申請專利9項，累計獲得32項專利，15項軟體著作權，在
審核中專利數19項，始終保持技術創新的動力和活力，新獲得訂單6個，訂單合同額與上年同期
相比穩中有升，進一步提升了在細分市場的技術領先性及品牌知名度。營業收入相較去年同期
略有增長，預計下半年依然會保持穩健增長態勢。

健康相關業務目前還不能形成有規模的營收並且貢獻毛利。但在未來發展方向、商業模式上已
進行了更深入廣泛的研究。為更好的籌劃醫療業務發展戰略，繼續梳理和籌劃業務重點，本集
團重點梳理生物科技領域的業務重點和配套服務的關聯性，尤其是生物科技配套服務之存儲、
檢測和培訓等領域。積極尋求發展機會並制定相應拓展策略，預計會為本集團健康相關產品及
服務板塊的發展帶來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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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

本集團繼續維持及改善流通的資金狀況。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為8,749,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為53,98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75,570,000港元），流動負債減資產總值約472,89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56,690,000港元）。

本期間本集團之借貸約為220,24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3,171,000港元）。本
集團之借貸以人民幣及美元列值，主要包括按固定及浮動利率計息之定期貸款及一筆以固定利
率計息之委託貸款及按固定利率之可換股債劵。本集團將繼續努力以長期負債替換流動負債並
在適當的時候募集更多資本金，從而改善集團的總體流動性。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主要投資、應收賬款、銀行結餘、應付賬款及銀行貸款均以人民幣計值，因此，本集
團直接面對外匯波動風險。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外幣衍生工具產品對沖外幣風
險。然而，管理層已管理及監察有關風險，以確保及時有效地採取適當措施。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61名（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名）僱員。本集
團給予僱員之酬金乃按僱員之工作表現、工作經驗及現行市價而釐定。薪酬組合包括基本薪
金、雙糧、佣金、保險及強制性公積金。本集團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旨在向本集團之合資格
董事及僱員提供獎勵及報酬，以表揚彼等對本集團之成就作出之貢獻。薪酬組合由管理層及薪
酬委員會每年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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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資料

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高級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規定所存置之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之權益登記冊內所記錄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
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
倉如下：

好倉

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權益

董事姓名 身份
擁有權益之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許中平（附註） 受控制法團持有之權益 1,014,500,000 27.79%
實益擁有人 44,098,431 1.21%  

1,058,598,431 29.00%

楊保東 實益擁有人 792,000 0.02%
胡玥玥 實益擁有人 8,000,000 0.22%

附註： 該等1,014,500,000股股份以君圖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君圖」）之名義持有。尚翠有限公司擁有君圖已
發行股本之60%。許中平先生為尚翠有限公司之唯一股東。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許
先生被視為擁有上述由君圖持有之1,014,500,000股股份之權益。

除上述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所存置之登記冊
所示，董事、高級行政人員或彼等任何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權益，或擁有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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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之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乃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採納，並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
經股東通過決議案予以終止。

二零一零年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7章採納經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
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的新購股權計劃（「二零一零年購股權計劃」）。董事獲授一般授權邀
請合資格參與者按根據二零一零年購股權計劃規定的認購價接受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設
立購股權計劃之目的為本集團可藉此向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僱員、執行及
非執行董事、供應商、客戶及股東，以及向本集團提供研究、發展或其他技術支援之任何人士
或實體或董事釐定之任何其他組別或類別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作為獎勵及報酬，以表揚彼等對本
集團作出之貢獻。二零一零年購股權計劃之生效及有效時期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止，為期十
年。

購股權之行使價為以下之最高者：股份面值、於授出日期股份在聯交所之收市價及緊接授出日
期前五個營業日股份在聯交所之平均收市價。每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權利認購本公司一股普通
股。

根據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可予發行之證券總數為221,92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
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本之6.08%。有151,360,000份購股權自授予日為有效；有
70,560,000份購股權分為兩等分，第一和第二期分別自授予日起一年和兩年有效。購股權可於歸
屬日期後行使，但自授予日期起計十年內可行使。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因授予各參與者之購股
權獲行使而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證券數目，上限為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1%。

二零一零年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屆滿。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二零一零年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詳情載列於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附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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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了本公司本報告期未行使購股權的變動情況：

購股權數  

名稱或
參與者類別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於期內
授出

於期內
行使

於期內
失效

於期內
放棄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授出
日期

購股權
行使期限

購股權
的行使價
港幣每股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和主要股东及其联系人
許中平先生 18,240,000 — — —  — 18,24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11.5.2020至10.5.2030 0.025

9,120,000 — — —  — 9,12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11.5.2021至10.5.2030 0.025
9,120,000 — — —  — 9,12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11.5.2022至10.5.2030 0.025      

36,480,000 — — —  — 36,480,000      

楊保東先生 18,240,000 — — —  — 18,24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11.5.2020至10.5.2030 0.025
9,120,000 — — —  — 9,12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11.5.2021至10.5.2030 0.025
9,120,000 — — —  — 9,12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11.5.2022至10.5.2030 0.025      

36,480,000 — — —  — 36,480,000      

馬天福先生 5,280,000 — — —  — 5,28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11.5.2020至10.5.2030 0.025
2,640,000 — — —  — 2,64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11.5.2021至10.5.2030 0.025
2,640,000 — — —  — 2,64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11.5.2022至10.5.2030 0.025      

10,560,000 — — —  — 10,560,000      

其他員工
合計 12,960,000 — — —  — 12,96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11.5.2020至10.5.2030 0.025

13,120,000 — — —  (640,000) 12,48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11.5.2021至10.5.2030 0.025
13,120,000 — — —  (640,000) 12,48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11.5.2022至10.5.2030 0.025      

39,200,000 — — —  (1,280,000) 37,920,000      

服務或產品供應商
合計 96,640,000 — — —  — 96,64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11.5.2020至10.5.2030 0.025

1,920,000 — — —  — 1,92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11.5.2022至10.5.2030 0.025
1,920,000 — — —  — 1,920,000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11.5.2022至10.5.2030 0.025      

100,480,000 — — —  — 100,480,000      

總計 223,200,000 — — — (1,280,000) 221,9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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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購股權計劃下有尚未行使的購股權221,920,000
份。若其全部被行使，本公司將收到5,548,000港元（未考慮發行費用）。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其任何控股公司、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任何時間參
與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以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

主要股東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之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下列人士
（董事或本公司高級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身份

擁有權益之
本公司普通股

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君圖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君圖」）

實益擁有人 1,014,500,000 27.79

尚翠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持有之 
權益

1,014,500,000 27.79

許中平 受控制法團持有之 
權益

1,014,500,000 27.79

附註：

尚翠有限公司擁有君圖已發行股本之60%。許中平為尚翠有限公司之唯一股東，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被視為於君圖持有之上述1,014,5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悉，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36條之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概無人士（載於上文「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於股份及相關股
份之權益」一節中持有權益之董事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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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主要事件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一日，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七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之公告，所採用的詞彙與以上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報告期後的事件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九日，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二零二一年七月
二十七日及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之公告，所採用的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深明良好企業管治對本公司穩健發展之重要性，並已竭盡全力識別及制定切合本公司需
要之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惟有關第A.4.1條之守則條
文除外。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有關非執行董事服務年期闡釋於二零二零年年度報告第16-17頁
「企業管治」一節。

內部監控

董事會負責維持充足之內部監控制度，以保障股東之投資及本公司資產，並在審核委員會支持
下每年檢討該制度之成效。

本集團之內部監控制度乃為促進有效及高效率運作而設，確保財務申報之可靠性及遵守適用法
例及規例、識別及管理潛在風險以及保障本集團資產。高級管理人員須定期檢討及評估監控程
序，並監察任何風險因素。公司在2019年建立了正規的內部審計部門，就任何調查結果及解決
偏差及已識別風險之措施向審核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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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董事會聘請了一家外部專業公司來審查本集團之內部控制系統並提出必要的更改建
議。同時，本集團建立了內部審計部門，以管理、實施和監督內部控制程式。自此，董事會批
准並發佈了《公司管治手冊》和一個投訴信箱，以進一步加強內部控制系統，並最大程度地減少
不當行為和不當行為的發生。本集團一直致力於建立和完善財務、人力資源、採購、供應商管
理和內部數據管理的規章制度。董事會對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的有效性進行了審查，並對結果
感到滿意。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其行為守則。經
對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已遵
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
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之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保科技
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京平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許京平先生、楊保東先生及胡玥玥女士；本公司之非執行
董事為許中平先生及馬天福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志偉先生、朱南文教授及李
軍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