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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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FORESTRY HOLDINGS CO., LTD.
中國森林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30）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達人民幣���,�00,000元，
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人民幣���,�00,000元增加人民幣���,�00,000元或約��.�%。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未經審核溢利淨額為人民幣
���,�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之人民幣���,�00,000元減少人民幣�,�00,000元
或0.�%。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溢利淨額（不包括人工林資產公
允價值變動減銷售成本及於採伐及銷售後撥回的人工林資產公允價值）為約人
民幣���,�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約人民幣���,�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0,�00,000元或約��.�%。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為約
人民幣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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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經本
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連同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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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營業額 � 494,257,281  ���,���,���
其他經營收入 � 568,197  ���,���
保險費攤銷  (10,426,576 ) (�,���,��� )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3,861,236 ) (�,���,��� )
核數師酬金  (774,620 ) (��,000 )
人工林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減銷售成本 ��
 －期內變動  470,616,665  ���,���,0��
顧問費用  (2,062,108 ) (�,���,��� )
折舊  (2,214,218 ) (���,��� )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29,286 ) –
外匯收益  2,223,218  ���,���
採伐活動的經營開支  (131,512,000 ) (��,���,��0 )
其他經營開支  (11,235,158 ) (�,���,��0 )
物業租賃開支  (1,200,564 ) (���,��0 )
於採伐及銷售人工林資產後撥回
 人工林資產的公允價值  (362,809,535 ) (���,���,��� )
職員成本 � (11,595,446 ) (�,��0,��0 )
差旅開支  (1,637,756 ) (���,00� )    

經營溢利  428,306,858  ���,���,�00    

融資收入  987,878  ���,�0�

融資開支  –  (��,���,��� )    

融資收入╱（成本）淨額 � 987,878  (��,�0�,��0 )        

除稅前溢利  429,294,736  ���,0�0,��0
所得稅 � –  –    

期內溢利  429,294,736  ���,0�0,��0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29,294,736  ���,0�0,��0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0
基本及攤薄  0.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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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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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期內溢利 429,294,736  ���,0�0,��0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中國境外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時
 產生的差額，扣除零稅項 (3,646,749 ) (�,���,�00 )

可供出售證券：
 公允價值儲備變動淨額 613,725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26,261,712  ��0,���,��0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26,261,71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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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於
  於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六月三十日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淨額  23,812,704  ��,���,���
租賃預付款項  214,243,072  ���,�0�,�0�
人工林資產 �� 7,875,000,000  �,���,000,000
收購森林的預付款 �� 190,338,500  –    

非流動資產總值  8,303,394,276  �,00�,���,���    

流動資產
存貨  130,017  –
其他應收款項 �� 54,927,634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34,694,611  �,�0�,���,���
其他金融資產 �� 179,996,014  –    

流動資產總值  1,769,748,276  �,���,���,���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 (210,332,693 ) (���,���,��� )    

流動負債總額  (210,332,693 ) (���,���,��� )        

流動資產淨值  1,559,415,583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862,809,859  �,���,���,�0�    

資產淨值  9,862,809,859  �,���,���,�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0,797,400  �0,���,�00
儲備  9,842,012,459  �,���,���,�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9,862,809,85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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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法定盈餘      公允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價值儲備  保留盈利  權益總額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  ���,���,�0�  ��0,���,000  ��,���,���  (���,��� ) –  �,���,0��,���  �,���,��0,���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權益變動：

發行股份 ��,���  ��0,��0,�0�  –  –  –  –  –  ��0,���,��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00 ) –  ���,0�0,��0  ��0,���,��0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及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的結餘 ���,�0�  ���,00�,���  ��0,���,000  ��,���,���  (�,0��,��� ) –  �,��0,���,���  �,���,���,���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資本化發行 ��,0��,��0  (��,0��,��0 ) –  –  –  –  –  –
發行股份以供配售及公開發售 �,�0�,���  �,���,�0�,0��  –  –  –  –  –  �,���,�0�,�0�
股份發行成本 –  (�0�,��0,��� ) –  –  –  –  –  (�0�,��0,���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0  –  ��,���,���  �0,���,0��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的結餘 �0,���,�00  �,���,���,���  ��0,���,000  ��,���,���  (�,���,��� ) –  �,���,���,���  �,���,���,�0�
               

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的結餘 �0,���,�00  �,���,���,���  ��0,���,000  ��,���,���  (�,���,��� ) –  �,���,���,���  �,���,���,�0�

二零一零年權益變動：

就去年度批准之股息 –  (���,���,0�0 ) –  –  –  –  –  (���,���,0�0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  ���,���,���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的結餘 �0,���,�00  �,���,���,���  ��0,���,000  ��,���,���  (�,��0,��0 ) ���,���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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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經營所產生的現金  362,283,138  ���,���,���
已付稅項  –  –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  362,283,138  ���,���,���

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376,313,895 ) (���,���,0�� )

融資活動（所耗）╱所產生的現金淨額  (157,911,060 ) ��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減少）╱增加淨額  (171,941,817 ) ���,���,�0�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年度
 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06,636,428  �0�,��0,���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零九年年度
 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34,694,6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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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附註－未經審核

1 一般資料

中國森林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
公司法第二十二章（一九六一年法例三，經綜合及修訂）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組成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

2 呈列基準

本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並符合由國際會計準則
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
報告之規定。本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核准頒佈。

除了預料將反映於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之會計政策變動外，本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
會計政策與編製二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相同。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
於附註�。

管理層需要在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的中期財務資料時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
這些判斷、估計和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和本年度截至現在為止已匯報的資產與負債
及收入與支出的數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這些估計。

本中期財務資料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和節選附註。載有這些附註有助於了解與本集團自
二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的財務狀況和業績方面的變動之相關事件和交易詳情。本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和其中所載的附註並未載有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的要求而編製整份財務報表所需的一切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雖未經審計，但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
了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致董事會的獨立審閱報告載於即將寄發股東的中期資料內。 
本業績亦已提交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中期財務資料載有關於早前已呈列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
資料，這些財務資料均取自該等財務報表，但並不構成本集團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
報表。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索
取。核數師已在其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報告中對這些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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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更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兩項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數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及一項新詮釋，並於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以下的發展與本集團的財務報
表有關：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二零零八年修訂），企業合併
–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修訂，合併及個別財務報表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計劃 

出售於一間附屬公司的控股權益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改善（二零零九年）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上述調整導致會計政策變動，但這些會計政策的變動對本期或比較期間並未有重大影響，
原因如下。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國際會計準則》第��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的大部分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
響，原因是這些變動將於本集團訂立相關交易（例如企業合併、出售附屬公司或分派
非現金資產）時才會首次生效，及並無要求就過往此類交易重列已記錄的金額。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有關確認被收購方的遞延稅項資產）以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號（有關將虧損超出非控股股東權益部分分配予非控股股東權益（原稱為少數股東
權益））的修訂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未產生重大影響，因為並無規定須對過往期間所錄
得金額進行重列而且本期沒有產生此類遞延稅項資產或虧損。

有關會計政策變更的更多詳情如下：

– 由於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二零零八修訂），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及之後
發生的企業合併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二零零八修訂）中的規定確認。其
中會計政策變更如下：

– 本集團產生與業務合併相關的交易費用，如仲介費、法律費用、盡職調查費
用，以及其他專業服務諮詢費用，須在產生時計入費用。而在此之前該類費用
視為業務合併成本的一部分並因此影響所確認商譽的金額。

– 如果本集團在即將取得控制權之前已持有被收購方股權，該等股權將視同被
處置後以公允價值於取得控制權之日重新收購。而在此之前應用的是逐次計算
法，商譽按各階段收購產生數的累計計算。



- � -

– 或然代價以收購日的公允價值計量。在此之後任何對該或然代價計量上的任何
變動將確認於損益，但於收購日十二個月以內由於額外獲取有關在收購日已存
在事實和情況的信息而產生的變動除外（在此情況下，將其確認為業務合併成本
的調整項）。在此之前，或然代價僅在其支付很有可能發生且能夠可靠計量的情
況下於收購日確認。其後所有或然代價計量及結算上的變動均確認為業務合併
成本的調整項，並因此影響所確認商譽的金額。

– 如果被收購方的累計稅務虧損或其他暫時性可抵扣差異於收購日未能符合確認
遞延稅項資產的條件，則於此後確認的該等資產將全部確認於損益，而非如此
前政策調整商譽。

– 在本集團現有對被收購方非控股權益（原稱為「少數股東權益」）按該非控股股權
佔被收購方可辨認淨資產的份額計量的政策之外，本集團於未來可能根據每項
交易的情況選擇按公允價值計量該非控股權益。

依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二零零八修訂）中過渡條款的規定，這些新會計政策採
用未來適用法，適用於本期以及未來期間發生的業務合併。有關遞延稅項資產變動之
確認的新政策同時也對以前業務合併中取得的累計稅務虧損及其他暫時性可抵扣差異
於未來期間適用。對收購日在採用此項修訂之前的業務合併所產生的資產和負債帳面
值不作調整。

• 由於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二零零八年修訂），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
採用下列政策之變動：

－ 倘本集團收購非全資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該交易將被視為其與權益股東
（非控股權益）以擁有人身分進行之交易，故將不會就該等交易確認商譽。
同樣地，倘本集團出售其於附屬公司之部分權益但仍然保留控制權，該交
易亦將被視為其與權益股東（非控股權益）以擁有人身分進行之交易，故將
不會就該等交易確認損益。先前，本集團會分別將有關交易視為遞增交易
及部分出售。

－ 如果本集團對某附屬公司失去控制權，該項交易將視同處置所持有該附屬
公司的所有權益，然後將本集團仍持有的剩餘股權視同重新取得，按公允
價值確認。此外，由於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若於結算日本集
團有意圖處置某附屬公司的控股股權，則所持有該附屬公司的全部股權劃
歸為持有待售（假如滿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中有關持有待售的條件）
而無論本集團保留多少股權份額。該等交易此前被視為部分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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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全資附屬公司所發生的虧損將於控股及非控股權益中按其各自持股比例
分攤，即使造成非控股權益應佔合併權益產生負數餘額。在此之前，如果
對非控股權益分攤虧損將造成負數餘額，則該等虧損僅在此非控股權益處
於具有約束力的義務下須承擔虧損時予以分攤。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的過渡性條文，這些新會計政策將按前瞻基準應用
於當前或未來期間進行的交易，以往期間則不再重列。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要求以公允價值計算分派予擁有人的非現
金資產。因此資產公允價值及賬面值的差異將於損益中被確認為收益或虧損。
此前本集團按被分派資產的賬面值計量。依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中過渡
條款的規定，該項新會計政策採用未來適用法，適用於本期以及未來期間作出
分派，因此對以前期間不進行重列。

• 由於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總括準則的改善」引致國際會計準則第
��號「租賃」的修訂，本集團已重新評估其於租賃土地權益的分類，即根據本集
團的判斷租賃是否將土地擁有權的幾乎所有風險及回報轉讓，以致本集團在經
濟上處於與買方類似的地位。本集團認為，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仍屬適當。

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在中國地區管理森林和銷售木材。

營業額指扣除增值稅、退貨和貿易折扣後向客戶供應貨物之銷售額。根據中國財政部和國
家稅務局頒佈的財稅[����]第�號，適用於本集團的增值稅率為��%。

董事認為，由於本集團之全部收益及溢利均來自於中國銷售木材，故本集團經營單一業務
及地理分部，因此並無呈列分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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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政府補助 192,870  ���,���
其他貿易收入 282,600  –
其他 92,727  –   

 568,197  ���,���
   

附屬公司昆明錦德林業資源開發有限公司（「昆明錦德」）自四川省及雲南省林業局取得免費
樹苗之無條件政府補助。政府補助於應收時於損益確認為其他經營收入。

6 融資收入╱（成本）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銀行存款所賺取的利息收入 987,878  ���,�0�
森林收購應付款項的已付利息 –  (��,���,��� )   

 987,878  (��,�0�,��0 )
   

7 職員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0,619,409  �,���,���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976,037  ���,���   

 11,595,446  �,��0,��0
   

根據中國相關的勞動法例和法規，本集團參加了由中國市政府當局組織之界定供款退休計
劃（「該等計劃」），據此，本集團須對該等計劃作出供款，供款之比率是有關機關於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釐定標準薪金之�0%（二零零九年：�0%）。向該等計劃作
出的供款即時歸僱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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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根據香港僱傭條例受僱的僱員管理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乃由獨立信託人管理的定額供款退休計劃。根據強積
金計劃，本集團及其僱員須各自按僱員相關收入之�%作出供款，惟以每月有關收入�0,000
港元為上限。向強積金計劃作出的供款即時歸僱員所有。

除上述計劃外，本集團在上述供款以外並無其他支付退休福利之重大責任。

8 所得稅

(a) 根據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之法例及法規，本集團毋須在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
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b) 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應繳納香港利得
稅之應課稅溢利，故本集團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c)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第��條和新稅法中《實施條例》第��條的規定，企業
從林木業產生的收入獲免徵繳所得稅。

根據新稅法，中國企業所得稅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稅率為��%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根據新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沒有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或營業地點的非居
民企業，或在中國境內設有機構或營業地點，惟有關收入與其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機構
或營業地點並無實際關連的非居民企業，須就各種被動收入（例如源自中國的股息）按
�%或�0%的稅率繳納預扣稅。二零零八年前的盈利分配獲免徵繳上述預扣稅。本集團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賺取溢利而應收其中國附屬公司的股息須繳納上述預扣稅。
因此，對於中國附屬公司的未分派保留盈利，遞延稅項的確認以將於可預見的將來予
以分派的有關盈利為限。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與未分派保留盈利相關的暫時性差
異總額及由於預期在可見將來不會作出盈利分派故未確認的相關遞延稅項負債總額分
別為人民幣�,���,���,���元及人民幣���,���,���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分別為人民幣�,���,��0,0�0元及人民幣���,���,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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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全面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期內確認可供出售證券之公允價值變動 613,725  –   

期內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公允價值
 儲備變動淨額 613,725  –
   

10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
民幣���,���,���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0�0,��0元）及於中期
內已發行�,0�0,���,000股普通股（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000,000股普
通股，已就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資本化發行作調整）計算。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具有潛在攤薄之普通股。因此
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1 人工林資產

 於  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於二零一零╱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7,767,000,000  �,���,000,000
購置（附註(a)） 192,870  ���,���
已砍伐木材轉入存貨 (362,809,535 ) (�0�,���,��� )
公允價值變動減銷售成本（附註(b)） 470,616,665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875,000,000  �,���,000,00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人工林資產指本集團所購買、種植及管理約���,��0公頃（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公頃）活立木，包括已種植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之久的林
木。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砍伐約���,�00立方米（截至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立方米）木材，於砍伐日，該等木材的公允價值減銷售成
本為人民幣���,�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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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購置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種植價值人民幣���,��0元之樹苗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收購新森林。

(b) 公允價值變動減銷售成本

有關期間╱年度公允價值變動減銷售成本指於財政期間╱年度初期及末期之現有種植
資產價值之差額與於收購事項第二日及財政期間╱年度末之新種植資產價值之差額之
總和。

本集團位於中國的人工林資產由Chandler Fraser Keating Limited（「CFK」）作獨立估
值。CFK是私有林木顧問專家，其總部設於紐西蘭。鑑於無法取得中國樹木的市場價
值，CFK採用淨現值方法，以現時木材原木價格評估作基準，預測未來淨現金流量，
並就期間人工林資產以�%至��%作折現率（二零零九年：�%至��%），折現期末除稅
前現金流量以計算人工林資產的現行市場價值。

採用之主要估值方法及假設載列如下：

－ 當林木處於或接近其最佳經濟輪作期時安排採伐；

－ 現金流量僅依據現時樹木輪伐期計算。採伐後重新種植新樹木或尚未種植的樹
木土地之收益或成本並沒有計算在內；

－ 現金流量並無考慮所得稅及財務成本；

－ 現金流量根據實際條件所編製，故未考慮通脹之影響；

－ 本集團並無考慮任何已規劃並可能影響原木價格的未來業務活動之影響；及

－ 成本指現時平均成本。並未計入未來經營成本改善之影響。

12 森林收購的預付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本集團訂立意向備忘錄以收購位於中國貴州的一片森林，並支
付人民幣��0,���,�00元作為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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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應收款項

 於  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其他應收款項 4,038,448  �,�00,���
預付保險費 13,176,261  ��,���,���
其他預付款項及按金 37,712,925  ��,0��,���   

 54,927,634  ��,���,���
   

本集團為其人工林資產購買若干保險，此保險運行期一般為一至四年。本集團預計可於一
年後確認為開支之預付保險費為人民幣�,���,���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元）。預付保險費是根據投保期有系統地攤銷。除以上所述，所有其他應收款項預
期可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14 其他財務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人民幣

可供出售證券
－非上市 111,553,916  –
－於香港上市 68,442,098  –   

 179,996,014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被個別釐定為減值之可供出售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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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他應付款項

 於  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210,014,648  ���,���,�0�
應付董事款項 318,045  ���,���   

 210,332,693  ���,���,���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包括應付薪金和員工福利、應付增值稅及其他應付雜項。

本集團從深圳發展銀行取得不多於人民幣�,000,000,000元的無約束力信貸融資。提取融資
乃須經銀行評估及批准。有關融資於二零零八年九月至二零一一年九月期間有效。截至結
算日，本集團尚未提取任何融資。

16 股息

應付股權持有人應佔之上一個財政年度股息，於中期內批准及支付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上一個財政年度每股普通股港幣�.��分
 （人民幣�.��分）之末期股息，
 於下一個中期內批准及支付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57,911,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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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為人民幣���,�00,000元，較二零
零九年同期上升��.�%。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剔除人工林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減銷售成本
和採伐及銷售後回撥的人工林資產公允價值）為人民幣���,�00,000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
上升��.�%。業績錄得增長，主因是原木的平均售價及銷量增加。期內，本集團的原木銷
售量和平均銷售價格分別為���,�00立方米和人民幣�,���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分別上升
�.�%及��.�%。

回顧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國內經濟按年增長超過��%，市場對原木
的需求跟隨經濟發展上揚，並帶動原木銷售價格增長。政策因素也利好中國木業市場發
展。由國家林業局等中央五部委於二零零九年聯合發佈的《林業產業振興規劃（�0�0–�0��
年）》，於二零一零年按序實施。另一方面，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也逐步推進，釋放經營活
力，促進行業發展，有利私營森林營運業的長遠發展。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林權的森林面積約���,��0公頃，總蓄積量約為
��,000,000立方米。本集團擁有的森林位於四川省及雲南省，分別佔地約為��,���公頃及
約���,���公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採伐了���,�00立方米，採
伐率為�%。

本集團依循擴大林地儲備，實行可持續森林管理的一貫策略，於回顧期內積極尋求收購
優質森林的機會。於二零一零年二月，本集團簽訂協議，以總現金代價人民幣�.��億元
收購雲南省麗江市寧蒗縣佔地��,���公頃森林的林權，為期三十年。是次收購體現本公
司致力通過擴大森林儲備以達至快速及可持續增長。有關收購的程序及手續正在進行
中，待收購完成後，本集團於雲南省的森林儲備將增加��.�%至���,���公頃。

寧蒗地區的森林面積，遠遠大於本集團先前收購的森林面積，分屬五個省份管轄。申請
及審批程序極其繁瑣，因此，寧蒗森林的收購過程比以往的森林收購慢很多。二零一零
年上半年，審批程序還未完成，因此還未付收購價款。本集團相信，二零一零年下半年
將會支付收購價款，採伐工作將在年底前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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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目前還沒採伐文山地區的林地。主要原因是由於當地政府計劃在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之前完成區縣主要道路的修建，從而導致文山地區周邊主要道路交通中斷所致。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中國重慶市忠縣人民政府確認了一份不具約束力之備忘錄，邀請本
集團收購該縣森林，證明本集團的經營實力及可持續森林管理理念獲得市場認同，是爭
取林地儲備的重大競爭優勢。若本集團落實該收購，將標誌本集團的林地戰略儲備佈局
獲進一步完善。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成功擴大與國有企業的長期合作，為業務提供更穩定的增長。於二
零一零年六月，本集團與中國包裝進出口總公司（「中包公司」）組成戰略合作伙伴。本集
團將於五年內獲中國包裝採購共��0萬立方米原木，用於製造包裝產品。此次的戰略合作
有助雙方提升整體營運效益，產生協同效應。

前景

展望二零一零年下半年，本集團預期中國經濟將穩步發展，林業經濟環境穩定，有利於
本集團業務的持續增長。本集團的兩大首要工作仍為擴大林地儲備及提升採伐量。本集
團將收購的目標範圍擴展到雲南、貴州及重慶等省份優質林地資源區域。未來還將整合
四川範圍內的林地資源。在採伐量方面，預計下半年會較上半年有所提升。

內部管理方面，本集團將會繼續執行發展計劃，擴充銷售及推廣團隊，引入管理及技術
專才，完善信息系統和深化森林管理的研發，為迎接未來的業務增長建立更堅實的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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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錄得總收益人民幣���,�00,000
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加��.�%。增幅主要由於原木平均售價增加��.�%至每立方米人
民幣�,���元及木材銷量增加�.�%至���,�00立方米。

下表列示本集團於各期間銷售原木樹種的原木銷量（立方米）。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立方米）  （立方米）

中國杉木－四川 55,500  ��,�00
中國杉木－雲南 22,000  ��,�00
雲南松 28,500  �0,�00
山毛櫸 117,100  ��,��0
樺木 126,000  ���,�00   

原木總銷量 349,100  ���,��0   

下表列示本集團於各期間樹種的售價（未計增值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中國杉木－四川 856  ���
中國杉木－雲南 839  ���
雲南松 839  ���
山毛櫸 1,573  �,���
樺木 1,748  �,���

平均售價（未計增值稅）（每立方米人民幣） 1,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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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採伐及銷售後撥回人工林資產的公允價值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於採伐及銷售後撥回人工林資產的公允價值為約
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0.�%。增幅乃由於銷量增加及平均售價增加。

人工林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減銷售成本

人工林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減銷售成本包括森林重估減銷售成本應佔未實現收益或虧損。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關於生物資產的會計方法）要求按各結算日人工林資產公允價值減
銷售成本將森林入賬。初步確認和結算日期間森林及森林公允價值變動的收益或虧損總
額減銷售成本，乃於收益表確認為損益。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人工林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減銷售成本約人民幣
��0,�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00,000元）。

採伐活動的經營開支

採伐活動的經營開支包括採伐成本及申請採伐許可證的育林基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採伐成本 115,247,500  �0,0��,�00

育林基金 16,264,500  ��,���,��0   

 131,512,000  ��,���,��0   

本期間採伐成本增加��.0%至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0,000,000元），主要由於支付予於雲南省之專業採伐公司之採伐費用增加所致。每單位
採伐費增加��.�%至每立方米人民幣��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每立方米人民幣���
元）。

本期間育林基金增加�.�%至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
��,�00,000元），主要由於原木採伐量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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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說明採伐活動的每單位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每單位平均採伐成本（每立方米人民幣） 330  ���
 －四川 225  ���
 －雲南 350  ��0

每單位平均育林基金（每立方米人民幣） 47  ��
 －四川 55  ��
 －雲南 45  �� 

職員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職員成本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0,000元增加至人
民幣��,�00,000元，主要由於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基本薪酬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起增加所
致。

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增加��.�%，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人民幣�,�00,000元增
加至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人民幣��,�00,000元，增加主要由於教育徵費及
市區教育徵費增加。教育徵費及市區教育徵費為向中國政府繳交之附加費，按繳納之增
值稅�%及�%計算，增加主要由於營業額增加。

財務開支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財務開支指收購森林的視作利息開支，其涉及二零
零九年雲南森林收購項目。由於森林收購的代價毋須於收購日期後一年內支付，因而已
將貼現影響考慮在內。應付款項於每期期末按照攤銷成本列賬，而每期的攤銷於收益表
按視作開支確認，應付予所收購森林之賣方。所有未償還森林款項結餘已於二零零九年
支付以及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收購任何人工林資產，本期間並無產生利息開支。

所得稅開支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第��條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條，從林木業產生的收入獲
免徵繳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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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溢利

基於前述原因，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本期間應佔溢利達人民幣���,�00,000元，較去年同期
溢利減少人民幣�,000,000元。

本期間溢利淨額（不包括人工林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減銷售成本及於採伐及銷售後撥回人工
林資產的公允價值）為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00,000
元），相應之本期間淨利率（不包括人工林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減銷售成本及於採伐及銷售
及銷售後撥回人工林資產的公允價值）為��.0%（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0元），並無未償還銀行貸款（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流動比率為�.�倍（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倍）。本集團定時
重估其營運及投資狀況及機遇，從而優化其現金流，並將財務風險降至最低。本集團將
保持理想之財政狀況，並持續監測其財政資源及流動資金狀況。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保證。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資產抵押。

外幣風險

本集團業務位於中國，而經營交易均以人民幣進行。本集團大多數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
幣、港元及美元計算。由於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本集團須承受中國政府可能會採取行
動影響匯率的風險，該等行動可能會對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盈利以及任何所宣派股息（倘
若有關股息須兌換或換算為外匯）構成重大不利影響。此外，本集團並無就匯率風險進行
對沖。

利率風險

本集團的收入及經營現金流量並不會大幅地受市場利率變動影響。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外及可供出售證券（包括計息工具），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計息資產，亦無任何計息負
債。本集團並無利用任何利率掉期對沖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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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支出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總資本支出合共約為人民幣���,��0元。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於本期間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借貸及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債務淨額除以權益總額再加債務淨額。債務淨額被界定為計息
銀行貸款，扣除現金及銀行結餘，且並不包括就營運資金用途而產生的負債。權益包括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權益及少數股東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計息銀行貸款及借貸。因此，本集團於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擁有現金淨額及並無資產負債比率。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聘用���名僱員（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
名僱員）。

僱員薪酬乃基於僱員的表現、技能、知識、經驗及市場趨勢所得出。本集團定期檢討薪
酬政策及方案，並會作出必要調整以使其與行業薪酬水準相符。除基本薪金外，僱員可
能會按個別表現獲授酌情花紅及現金獎勵。本集團亦為其僱員採納購股權計劃，以根據
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的貢獻向他們給予嘉許及獎勵。

中期股息

雖然本集團財政狀況良好，惟董事會相信，於現階段保留資金，以供本集團於未來擴展
其業務，乃符合本公司及股東利益。因此，董事會並不建議支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企業管治

本集團已採納企業管治（「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作為其自身的企業管治守則。於本期間及
截至本公告發表日期，本集團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的守則條文，詳情載於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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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謹此根據上市規則第��.��B(�)條聲明，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李國昌先生及行政
總裁兼執行董事李寒春先生，於本期間獲委任為本公司間接附屬公司雲南兆能木業投資
有限公司及滿洲里億尚林業資源開發有限公司之董事。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在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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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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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向本集團所有董事進行具體查詢後，
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交易的規定標準。

充足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可循公開途徑取得之資料及據董事於本公告日期所知，本公司已於本期間維
持公眾持股量不少於上市規則所規定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財務報告

中期業績公告於香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com）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
chinaforestryholding.com）登載。本期間之中期財務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規定的所有
資料，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相同網站登載。

審核委員會審閱中期報告

本集團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黃德尊先生（審核委員會主
席）、王偉英先生及劉璨先生。審核委員會全體成員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並與本集團管理層討論有關審計、內部監控及其他重要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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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本人謹向董事同寅、所有員工及各有關人士的一直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承董事會命
中國森林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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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國昌先生及李寒春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肖楓
先生及李志同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德尊先生、王偉英先生及劉璨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