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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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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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LIMITED
中國再生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87）
（網址：www.cre987.com）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中國再生能源投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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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30,998 132,919
銷售成本 4 (87,152) (88,645)  

毛利 43,846 44,274

其他收益 5 162 22
行政費用 4 (22,755) (23,620)  

經營溢利 21,253 20,676

財務收入 6 3,612 6,583
融資成本 6 (31,894) (43,154)  

融資成本－淨額 6 (28,282) (36,57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72,009 6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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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前溢利 64,980 45,021
所得稅支出 7 (6,834) (5,669)  

本年度溢利 58,146 39,352  

其他全面虧損：
可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匯兌換算差額 (92,015) (94,478)  

本年度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92,015) (94,478)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33,869) (55,126)
  

以下應佔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1,098 40,454
非控股權益 (2,952) (1,102)  

58,146 39,352
  

以下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1,068) (54,060)
非控股權益 (2,801) (1,066)  

(33,869) (55,12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以港仙列示）

每股基本盈利 8(a) 2.59 1.72
  

每股攤薄盈利 8(b) 2.59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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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910,853 1,039,197

在建工程 7,319 1,055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2,089 13,937

無形資產 4,057 4,718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10 18,188 22,71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878,111 923,940  

非流動資產總值 1,830,617 2,005,566  

流動資產
存貨 5,939 5,92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0 78,319 65,674

短期銀行存款 13,475 4,26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0,704 181,250  

流動資產總值 298,437 257,113  

資產總值 2,129,054 2,262,679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23,564 23,564

儲備 1,542,629 1,583,12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566,193 1,606,687  

非控股權益 (2,522) 279  

權益總額 1,563,671 1,60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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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383,018 471,874

遞延所得稅負債 31,518 33,072  

非流動負債總額 414,536 504,94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1 68,433 65,911

銀行借款即期部分 82,414 84,856  

流動負債總額 150,847 150,767  

負債總額 565,383 655,713
  

權益及負債總額 2,129,054 2,26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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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中國再生能源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中國再生能源」）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
免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替代能源業務。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位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

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
Claudio Holdings Limited，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九日起為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

除另有指明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以千港元（「千港元」）為單位呈列。此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於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四日獲本公司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中國再生能源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a) 本集團採納之經修訂準則

年度改進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
週期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澄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例外情況

採納上述修訂本對本集團之財務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b)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應用之經修訂準則，惟目前與本集團
無關（但其或會對未來交易事件之會計造成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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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亦無提早採納之
新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以下為已頒佈且必須在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本集團會計期間或較後期
間強制應用，惟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之準則、對準則之修訂及詮釋：

於下列日期
或之後開始之
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所得稅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現金流量表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修訂本）

以股份支付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
出售或贈送

待公佈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之新
準則、對準則之修訂及詮釋。本集團已著手評估相關影響，惟現階段尚未能指出會否
對本集團會計政策及財務資料呈列方式造成任何重大變動。

3 收益

本年度確認的各主要收入項目的金額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力銷售 130,998 132,919
  

該金額指本集團風力發電場產生之售電金額，包括增值稅退稅 5,661,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2,785,000港元）。本集團僅有一個可呈報分部，即風力發電分部。因本集團在中國境外並無
重大營運，故無需呈列地理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可呈報分部收益為
130,99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32,919,000港元）僅來自中國市場。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有兩名客戶（二零一五年：兩名客戶），所佔
收益超逾本集團總收益之 10%。來自此等客戶之收益分別為 91,792,000港元及39,206,000港元
（二零一五年：92,703,000港元及40,21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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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劃分之開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審核服務 1,494 1,550

－非審核服務 400 40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1,092 1,152

無形資產攤銷 413 445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72,351 76,525

匯兌收益淨額 (943) (1,15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7,353 17,088

經營租賃租金 1,595 1,675

維修及保養開支 2,103 1,481

企業開支 862 847

法律及專業費用 475 894

管理服務費 990 990

其他開支 11,722 10,374  

銷售成本及行政費用總額 109,907 112,265
  

5 其他收益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所得收益 16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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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收入及融資成本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成本：
－銀行借款之利息開支 (31,894) (43,154)  

財務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612 6,583  

融資成本－淨額 (28,282) (36,571)
  

7 所得稅支出

由於本集團本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一五年︰無）。中國
所得稅乃根據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中國適用稅率25%計算。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股息之預扣稅 (6,657) (4,932)

遞延所得稅支出淨額 (177) (737)  

所得稅支出 (6,834) (5,669)
  

附註： 應佔聯營公司之所得稅支出為21,27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5,309,000港元），乃計入本
集團之應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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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計算。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61,098 40,454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2,356,372 2,356,372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仙） 2.59 1.72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透過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有關調整假設所有具潛在攤
薄影響之普通股均獲兌換。於二零一五年，可換股優先股被假定為已兌換為普通股。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61,098 40,454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2,356,372 2,356,372

就以下各項調整：
－假設可換股優先股獲兌換（千股） – 242,466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2,356,372 2,598,838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仙） 2.59 1.56
  

餘下尚未獲行使可換股優先股及購股權已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及二零一五年一月分別
獲回購及失效。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任何攤薄潛在
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並無假設本年度內尚未行使
之購股權獲行使，原因為有關行使將產生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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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2港仙
（二零一五年：零港仙） 4,713 –
擬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港仙
（二零一五年：0.2港仙） – 4,713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建議派發末期股息。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派發現金每股普通股0.2港仙，合計4,700,000
港元，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支付。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現金每股普通股 0.2港仙，合計
4,700,000港元，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支付。

10 預付款項以及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
預付款項 886 2,527
其他應收款 (b) 17,302 20,192  

18,188 22,719  

流動
應收賬款 (a) 53,150 48,741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b) 25,169 16,933  

78,319 65,674  

96,507 88,393
  

附註：

(a) 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按本集團收益確認政策分類之
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30日 18,740 18,768
超過30日但於60日內 1,088 1,975
超過60日但於90日內 – 1,864
超過90日 33,322 26,134  

53,150 48,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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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按發票到期日分類之賬齡分析
如下：（附註 i）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30日 52,471 48,741

超過30日但於60日內 679 –  

53,150 48,741
  

附註 i：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為期30日之信貸期。逾期少於30日之應收賬款不被視作減
值。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 52,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48,700,000

港元）已獲全數履行。在該結餘中，41,2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44,800,000港元）指應收
政府電費於開出發票前須通過審批，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等相關應收款
項的發票未開出。

(b) 計入其他應收款為可抵扣進項增值稅22,994,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6,234,000港元），乃
源自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c) 所有預付款項以及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並無包含減值資產。於報告日期信貸風險之
最高值為上述各類別應收款之賬面值。

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667 546

有關購置及建設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應付款 57,471 58,832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0,295 6,533  

68,433 65,911
  

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少於十二個月 185 456

十二個月及以上 482 90  

667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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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國再生能源投資有限公司（「中國再生
能源」或「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錄得收益131,000,000港元，而
二零一五年同期則為132,900,000港元。毛利為43,800,000港元，而二零一五年則為
44,300,000港元。儘管風力資源跟二零一五年水平相若，發電量亦輕微提昇，但收
益及毛利卻因人民幣（「人民幣」）貶值而稍微下降。

受惠於極低限電，單晶河及綠腦包於二零一六年表現十分良好。因此，該等聯營
公司之風力發電場溢利貢獻為72,000,000港元，較二零一五年增加18%。

二零一六年，本集團在審慎控制成本下，錄得權益持有人應佔稅後溢利61,1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稅後溢利40,5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2.59港仙，而去年則
為每股1.72港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款總額為465,400,000港元，而二
零一五年則為556,700,000港元，差額主要由於償還本金及匯兌差額。

銀行借款為本集團就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風力發電場項目，按中國人民銀行固
定利率計息的計息人民幣銀行貸款。本集團未償還借款之到期日介乎未來九年之
內，當中有82,40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316,300,000港元須於二至五年內償還
及66,700,000港元須於五年後償還。

本集團之不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現金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14,100,000港
元，而於二零一五年則為185,500,000港元。該增加乃來自日常營運所得之現金。

由於借款及收入以人民幣計值，無須作出對沖活動。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利
用任何金融工具作財務對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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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抵押詳情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附屬公司將價值約人民幣857,500,000元（相
當於953,200,000港元）之資產進行抵押，當中包括風力發電設備、預付土地租賃款
項及應收賬款，用作擔保銀行借款。而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用作抵押之
資產價值約人民幣917,500,000元（相當於1,082,900,000港元）。該差額乃由於資產折
舊及人民幣匯率波動所致。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淨資本負債比率為16%，而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則為23%。資本負債比率為借款總額減不受限制銀行存款及現金，
再除以權益總額。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六年，中國經濟穩步增長。總用電量達5,919,800吉瓦時（「吉瓦時」），較二
零一五年增加5%。總風電輸出為241,000吉瓦時，佔全國發電總量之4%。預計於中
國從二零一六年開始之「十三五」規劃的五年期間，電力需求將保持相對穩定。然
而，可再生能源發電量佔總電量的百分比將持續增加。於二零一六年，政府頒佈
多項扶持政策及法規，以促進可再生能源行業之健康發展。政府繼續深化改革，
透過實施新政策，如推廣綠色證書，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該等政策為包括中國
再生能源在內的所有發展商，帶來挑戰及創造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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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本集團透過對業務各方面的創新思維，積極應對市場變化。尤其著重於發
展質量及營運效率。我們有效地推行新安全、健康、環境及質量系統，強化風險
管控流程，並透過優化生產能源策略，進一步減低棄風限電損失。因此，我們的
發電量及利用小時，均錄得穩定增長。於二零一六年，我們的風力發電場共發電
1,345.5吉瓦時，較二零一五年增加3%。平均利用小時為2,038個小時，較去年及全
國平均水平，分別高出55個小時及296個小時。

發展方面，我們繼續秉持僅投資最優質量風力發電場的原則，投資在無限電地
區，並能帶來高回報的項目。於二零一六年第四季度，就我們全資發展的河南嵩
縣風力發電項目，取得最終審批。該項目發電能力達74兆瓦（「兆瓦」），將令我們
的裝機容量增加22%。大部分施工前籌備工作已於二零一六年年底前完成，而項
目預計將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動工。

於二零一六年，管理層深入分析市場現況及國內外可再生能源市場之預期發展，
調整了中國再生能源的業務策略。新策略「壯大 •開拓 •恒久」讓我們掌握所面臨
挑戰及機遇，為中國再生能源在未來十年定位，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下，改善及蛻
變成長。在新策略首年推行下，本公司的業務表現創下新高。預期該策略將為我
們往前邁進，提供有力的指引。

牡丹江及穆棱風力發電場

牡丹江及穆棱風力發電場位於黑龍江省，擁有合共59.5兆瓦風力發電能力，於二
零零七年第四季開始投運。本集團為主要股東，分別持有86%及86.68%股本權益。
二零一六年之發電量約達56,900,000千瓦時（「千瓦時」），相當於956個利用小時。儘
管地區電力需求仍較低，但管理層致力提高發電量及減少限電，令本年度表現改
善，上一年度發電量達54,400,000千瓦時（或 915個利用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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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子王旗一期及二期風力發電場

四子王旗一期及二期風力發電場位於內蒙古西部四子王旗烏蘭花以北16公里，擁
有合共99兆瓦風力發電能力，由本集團全資擁有。一期及二期分別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及二零一五年一月投運。該等風力發電場為本集團1,000兆瓦發電量之策略性
風力發電場基地的前二期。四子王旗一期及二期風力發電場於二零一六年發出約
171,000,000千瓦時電力（相當於1,724個利用小時）。風力資源增加及風力發電設備
升級提高可用率，令發電量增加，上一年度發出169,000,000千瓦時電力（或1,708個
利用小時）。

單晶河風力發電場

單晶河風力發電場位於河北省，擁有200兆瓦風力發電能力，本集團擁有其40%實
際股本權益，其主要及控股股東為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統稱「中節能」）之風力
資源分部，持有60%權益。整體風力發電場分三期，於二零一零年九月投運。於二
零一六年發出約437,100,000千瓦時電力（相當於2,185個利用小時）。由於項目透過
國家招投標獲得，該風力發電場享有近乎零限電。風力資源增加，令發電量較上
一年度的 398,000,000千瓦時電力（或 1,994個利用小時）有所增加。

昌馬風力發電場

昌馬風力發電場位於甘肅省，是與中節能之風力資源分部合作之合營項目。本集
團擁有該項目公司40%實際權益。此201兆瓦風力發電場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投
運。由於此項目同樣透過國家招投標獲得，故二零一六年享有近乎零限電，並發
出約455,500,000千瓦時電力（相當於2,266個利用小時）。風力資源輕微下降，令發
電量與上一年度的499,000,000千瓦時電力（或 2,483個利用小時）較為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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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腦包風力發電場

綠腦包風力發電場為與中節能之風力資源分部合作之合營項目，毗鄰單晶河風力
發電場。本集團擁有其30%實際股本權益。風力發電場發電能力為100.5兆瓦，已於
二零一一年二月投運。有別於單晶河，綠腦包風力發電場並非透過國家招投標獲
得；因此，並無受惠於低限電。於二零一六年發出約 225,000,000千瓦時電力（相當
於2,239個利用小時）。風力資源增加，區內輸電網絡升級及新投產的500千伏變電
站，大幅減少限電，並增加發電量，上一年度發出 187,600,000千瓦時電力（或1,866

個利用小時）。

商業模式及風險管理

中國再生能源之主要業務為在中國境內擔當可再生能源領域之投資者、運營商，
開發、建設及運營發電場，為客戶提供穩定的電力。作為主要外來投資者之一，
本集團已具備良好條件，為政府之低碳經濟計劃作出貢獻。

我們最新的策略「壯大 •開拓 •恒久」將引領我們未來的營運及發展。所有投資機
遇，均由執行委員會及董事會按經濟、環境及社會裨益等各方，進行詳細綜合評
估。我們計劃持續發展可再生能源項目，並尋找可壯大投資機遇的新技術。在中
國再生能源，我們重視所生產的每千瓦時電力。因此，我們致力在業務及營運各
方面進行創新及開拓，繼續改善我們的盈利能力，最終為所有股東締造有恒久價
值的投資並提高回報。

風險管理是本集團內所有人之責任，風險存在於業務及運營之市場中。風險管理
並非單一獨立過程，而須融入日常業務過程中，從項目層面上日常運營到企業層
面上策略制定及至投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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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過自下而上之方式，每半年一次確認及檢查現有及新增風險，已認定之風
險將在整個集團層面上進行監察及討論。風險管理過程作為加強企業管治之基本
部分，須受到執行委員會及董事會之監督。中國再生能源將所有風險因素分為六
大類：(i)政策及法規，(ii)法律及合規，(iii)安全、健康及環境，(iv)財務，(v)運營，
以及 (vi)聲譽，就其後果及可能性進行評估。本集團通過持續積極之風險管理方
式，致力於找出重大風險，並進行處理，使能識別、減少、降低或避免該等風險。

前景

中國由出口帶動的高增長經濟模式，轉向著重可持續發展及服務行業的低碳經
濟，為非碳可再生能源發電者提供良機。中國政府的綠色及空氣質量政策，及支
持可再生能源行業的各種指引及行政措施，都令人鼓舞。該等政策措施將有助於
解決限電問題，並鼓勵對業界引入更多投資。中國再生能源雖然備受鼓舞，但不
會為變大而盲目投資，而只會專注於能保證有最高回報的項目。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就風力發電機成本價格下降，而宣
佈調整陸上風電標杆上網電價。價格下調適用於自二零一八年起批准的新項目，
但對現有項目及於二零一七年底前批准並於二零一九年底前開始建設的項目，
不會受影響。地區一至地區四的新電價，將分別為每千瓦時人民幣0.4元、每千瓦
時人民幣0.45元、每千瓦時人民幣0.49元及每千瓦時人民幣0.57元。我們了解政府
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將續步減少。因而，在提早搶佔新再生能源項目上，會有
強烈競爭。這是所有發展商，包括中國再生能源在內的重大挑戰。集團將積極應
對。另一方面，技術改進，將有望降低項目成本，締造新投資機會。因此，我們將
重點發展全資擁有或主要控股的風電項目，並繼續尋找有潛力的太陽能項目，以
實現可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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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現有受限電影響的風力發電場，本集團將繼續加強與電網公司的溝通，並將盡
力滿足電網要求。我們希望藉此能減少棄風限電造成的損失，確保利用時數穩定
回升。在密切關注積極推廣或實施最低保證利用時數政策的地區發展的同時，本
集團亦將繼續觀察電力市場變化，並將對區域電力市場及電網發展，進行深入分
析。本集團亦將積極探索各種市場措施，如跨區域供電及向大型能源消費者直接
供電等，提高最大發電及盈利能力。

在開發層面上，本集團在未來幾年，將按風資源及電網限電的深入評估，著重個
別地區。集團在北部、東北部及西北部的大部分儲備項目（超過1吉瓦）目前受到
限電影響。然而，許多特高壓輸電線路將在該等地區安裝。一旦限電形勢有所好
轉，本集團可能考慮再次在該等地區開發風力發電場。

於二零一七年，集團河南嵩縣 74兆瓦風力發電項目建設，將全面展開。我們將透
過努力確保施工進度及項目按時投運，控制項目成本。該項目於竣工後，將使集
團二零一八年淨裝機容量，進一步增加22%。除風力項目外，我們亦在評估一些
有潛力的大型及分佈式太陽能項目。

本集團的風力發電場投資，資本需求龐大，並依靠項目貸款，但由於收益、開支
及項目債務均以人民幣計值，故外匯風險較低。本集團擁有強勁的資產負債表，
同時，亦會尋找更多其他方式，擴大融資渠道，增加可供動用的資金及降低財務
成本。

短期內，我們預期市場將過渡至使用更清潔及更高效的能源組合，及電力體制改
革，都會為包括中國再生能源在內的發電商締造新機遇。專業、忍耐、投入及創
新是能源業界成功因素。鑒於我們在可再生能源行業擁有十多年經驗，加上我們
投資組合的規模及性質，將賦予我們堅毅的能力及信心，保持業務平穩增長。我
們將繼續開發儲備項目，拓展業務，並將考慮作出戰略性聯盟，旨在為股東創造
可持續、穩定及不斷增加的回報，為邁向更智能化、更潔淨的明天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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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底，本集團就香港及中國大陸之業務，聘用合共72名僱員。
吸引、挽留及部署具有適當能力的僱員，以獲取、開發、建設及運營我們的資產，
是我們的核心需求。於二零一六年，我們透過外部招聘及內部調任方式，改善及
加強人力資源及能力。透過就安全、項目管理及資產管理等設定標準及流程，確
保績效提高。本集團亦在其認為必要的情況下，以合約形式委任技術顧問，以發
展新項目及運作現有項目。所有僱員的薪酬均根據其工作性質、個人表現、本集
團整體業績及當時市況釐定。

環境、社會和管治事項

從二零零六年開始作為在中國最早投資可再生能源領域的主要投資者之一，本集
團一直積極參與環境保護及支持中國的低碳發展。中國再生能源致力於可再生能
源領域的不斷改進與發展，回應利益持份者不斷改變的期望，同時平衡股東、環
境及運營所在社區三者間之需求。

本集團於河北、黑龍江、甘肅及內蒙古等省份營運超過660兆瓦的風力發電場。我
們營運的所有風電項目均位於偏遠的北部地區，投資非常有利於當地經濟發展。
透過減少當地污染及碳排放，並按照公平的市場薪酬僱用當地員工，貢獻當地社
區。於二零一六年，中國再生能源的運營資產符合當地所有環境相關監管條例。
我們的總發電量為 1,345.5吉瓦時，煤炭消耗量因而減少約 1,040,747噸，碳排放量
減少約437,288噸。就我們即將於二零一七年建設的嵩縣項目而言，我們將委派中
國再生能源的內部員工及獨立人士，進行定期測量、現場監督及實地審核，監察
建築工地符合環保要求。

我們重視與利益持份者建立良好關係，致力了解及回應他們的期望。作為中國可
再生能源行業的主要境外投資者之一，我們繼續與利益持份者（包括但不限於政
府（如國家及省級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能源局）、地方當局（如環境及土地局）及國
家電網公司）透過各種會議保持緊密聯繫，讓他們了解我們的業務、營運及發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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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透過投資各種可再生能源項目，繼續支持中國的低碳發展。同時，隨著
本集團實力及盈利能力增強，本集團將尋求透過其他方式為運營所在社區作出更
多貢獻。

末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五年：
0.2港仙）。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
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及若干建議最佳常規，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根據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獨立
區分且由不同人士擔任。根據本公司目前之組織架構，行政總裁之職能由主席黃
剛先生履行，並由其他執行董事提供支援。董事會認為，此架構將不會削弱董事
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權力及職權平衡，且有效妥善地履行責任有助本公司之營運
及業務發展。董事會將不時檢討該架構以確保繼續符合原則，並於適當時候考慮
分開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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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4.1條

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惟須遵守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之輪
值退任規定，以達致企管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所規定有關須按固定任期委任
的相同目的。

守則條文第A.6.7條

本公司鼓勵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出席股東大會，以便與本公司股東接觸（如企管
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所規定），惟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事先已安排之商務
要約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已
獲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載列之規定標準。

本公司亦已採納相關僱員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該等僱員可能擁有有關本集團
證券之未公佈內幕消息。有關守則條款不會較標準守則寬鬆。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制訂其不時更新之書面職權範圍，貫徹企管守則所
載守則條文。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分別為俞漢度先生、田玉川先生及張頌
義先生。審核委員會由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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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業績公佈之審閱結果

本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同意，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初步業績公佈所載數字與本集團年內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
字相符。由於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履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保證聘用準則項下之保證聘
用，該行因而並無對本初步業績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公佈刊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cre987.com)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載有
上市規則所規定全部資料之二零一六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於上述網站刊載及寄
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國再生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黃剛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包括執行董事黃剛先生、梁榮森先生及
黃植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俞漢度先生、田玉川先生及張頌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