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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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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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Gogreen Assets Investment Limited
中國保綠資產投資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7）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 本集團錄得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約�,���,000港元。年內，本集團出售Luck 
Key。Luck Key集團主要從事提供體檢及保健相關服務，以及生產用作醫療診斷
用途之放射性同位素。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完成。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
間：約��,0��,000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0�,000港元）。

– 流動資產淨值約�,���,���,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00港
元（經重列））。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為�.��倍（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倍（經重列））。

– 資產淨值約�,���,���,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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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中國保綠資產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中國保綠」））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末期業績，連
同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十二個月）  （九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期間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經營收益總額 � 349,095  ���,���    

收益 � 2,314  ���
其他收入  874  ���
僱員福利開支  (4,672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88 ) (��� )
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
 產生之（虧損）╱收益  (25,750 ) ��,�0�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5,267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  –  ��,���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
 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 –  ��,���
兌換本集團持有之可換股債券之收益  145,407  –
融資成本 � (32 ) –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  (�,0�0 )
商譽之減值虧損  (509 )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1,743 )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產生之收益  19,712  �,000
撇銷存貨  (10,982 ) –
其他經營開支  (17,488 ) (�,��� )    

除稅前溢利  111,910  �0�,���
所得稅開支 � (269 ) –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期內溢利 � 111,641  �0�,���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期內虧損 � (74,263 ) (��,��� )    

年內╱期內溢利  37,3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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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個月）  （九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期間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2,105  –    

年內╱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9,483  ��,���    

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期內溢利  116,949  �0�,���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期內虧損  (60,716 ) (��,�0�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期內溢利  56,233  ��,0��    

非控股股東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期內虧損  (5,308 )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期內虧損  (13,547 ) (�,��0 )    

非控股股東權益應佔年內╱期內虧損  (18,855 ) (�,��0 )    

  37,378  ��,���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4,636  ��,0��
 非控股股東權益  (15,153 ) (�,��0 )    

  49,483  ��,���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每股港仙） �� 4.38  �.��     

－攤薄（每股港仙） �� 4.36  �.��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每股港仙） �� 9.11  �.0�    

－攤薄（每股港仙） �� 9.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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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37,380  ���,���
 投資物業  88,500  ��,000
 商譽  –  ��,���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5,248  �,0��    

  741,128  ���,���    

流動資產
 應收非控股股東權益之款項  –  �,���
 存貨  32,981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30,844  ��,0��
 可退回增值稅  83,549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按金  1,189  –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  123,548  –
 可退回稅項  –  ���
 持作買賣投資  731,473  �0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  �0,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601,497  ���,�0�    

  1,605,081  ��0,��0    

流動負債
 應付非控股股東權益之款項  23,600  �,��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46,767  ��,�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項  317,609  –
 應付稅項  264  –
 銀行借貸  –  �,���    

  388,240  ��,���    

流動資產淨值  1,216,841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57,969  ���,���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  �,���    

資產淨值  1,957,969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6,155  �,0��
 儲備  1,682,508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818,663  ��0,��0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9,306  ��,���    

權益總額  1,957,9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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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事項及編製基準

中國保綠資產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於百慕達根據百慕達公司法註冊成立為一間獲
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自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三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anon’s Court, ��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Bermuda，其於香港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新界沙田安麗街��號企業中心�樓��
室。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而若干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則以人民幣呈列。由於管理層
認為使用港元對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之用戶更有助益，故本公司選擇港元為其呈列貨幣。

本集團主要從事開發、生產及銷售硅基薄膜太陽能光伏電池及組件；及資產投資。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之財務年度年結日已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
為十二月三十一日。因此，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綜合現金流量表及相關附
註呈列之相應比較金額乃涵蓋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期間，故未必能與本年度呈列之金額對照比較。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的呈報方式。尤其需注意的是，以往在「其他收
入」披露的投資物業租金收入，已作重新分類，並計入綜合全面收益表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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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
則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影響於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
及╱或於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論述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業務合併
 （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有關政府相關實體獲部分豁免第��至
  ��段之關連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本作為
  於二零零八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號
香港－詮釋第�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還款條款之
  定期貸款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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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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所呈
報之金額及╱或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概無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之修訂本

作為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分，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租
賃」有關租賃土地之分類要求作出修訂。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之前，本集團須將租賃
土地分類為經營租賃及將租賃土地在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呈列為預付租賃款項。香港會計準
則第��號之修訂本已剔除該項規定。修訂本規定租賃土地之分類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之一般原則而作出，即不論租賃資產所有權所附帶之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是否已轉讓至
承租人。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本所載之過渡條文，本集團根據租賃開始時存在之資料重
新評估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尚未屆滿之租賃土地之分類。符合融資租賃分類之租賃土地
已由預付租賃款項重新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此舉導致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賬面值為約��,���,000港元之預付租賃款項重新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符合融資租賃分類
之租賃土地。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本對本年度及過往期間之已報告損益並無影
響。

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還款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香港詮釋第�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還款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香港
詮釋第�號」）澄清包含賦予貸款人隨時催繳貸款之無條件權利之條款（「按要求還款條款」）之
定期貸款應由借款人分類為流動負債。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採納香港詮釋第�號。香港詮釋
第�號規定追溯應用。

為符合香港詮釋第�號所載之規定，本集團已改變其有關附帶按要求還款條款之定期貸款分
類之會計政策。於過往，該等定期貸款之分類乃根據貸款協議內所載之協定償還日期而釐
定。根據香港詮釋第�號，附帶按要求還款條款之定期貸款分類為流動負債。

因此，非流動部分�,���,000港元之包含按要求還款條款之銀行貸款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由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負債。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貸款。採納香港詮釋第�號對本年度及過往期間之已報告損
益並無影響。

該等定期貸款已於反映剩餘合約到期情況之金融負債到期分析中之最早時段內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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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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改進，惟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號（二零零八年經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號之修訂本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關連方披露�

 （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

 －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納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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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收益總額及收益

收益乃指期╱年內已收及應收第三方款項淨額之總額。

除收益外，經營收益總額包括資產投資分類項下證券交易及投資之已收及應收收益 
總額。

本集團年內╱期內經營收益總額分析如下：

 （十二個月）  （九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2,314  ���
證券交易及投資之收益總額 346,781  ���,���    

經營收益總額 349,095  ���,���
   

4. 分類資料

資料報告予本公司董事會（主要營運決策者）作為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表現之用，並集中於
所遞送或提供之貨品或服務種類。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經營分類如下：

資產投資分類－於上市及非上市證券之投資及投資物業；及

綠色能源分類－生產硅基薄膜太陽能光伏組件。

於本年度，一項業務（體檢業務分類）已終止經營。於下頁報告之分類資料並不包括此項已
終止經營業務之任何數額，此業務之更多詳情載於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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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分類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呈報分類劃分之持續經營業務收益及業績分析：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及業績 資產投資分類 綠色能源分類 總額
 （十二個月）  （九個月）  （十二個月）  （九個月）  （十二個月）  （九個月）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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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期間  止年度  止期間  止年度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營收益總額 349,095  ���,���  –  –  349,095  ���,���
           

收益
分類收益 2,314  ���  –  –  2,314  ���
           

業績
分類業績 138,160  ��,���  (15,052 ) –  123,108  ��,���
未分配收入         278  ���
未分配企業開支         (14,968 ) (��,��� )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5,267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  ��,���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一間聯營公司
 之收益         –  ��,���
融資成本         (32 )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1,743 )       (1,743 ) –           

除稅前溢利         111,910  �0�,���
所得稅開支         (269 ) –           

年內╱期內溢利         111,641  �0�,���
           

以上報告之收益為來自客戶之收益。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分類間
銷售（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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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呈報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溢利為每一分類所賺取溢利，並無分
配中央行政開支包括董事酬金、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出售一間前聯營公司權益之已
確認收益、投資及其他收入、其他損益、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此為就資源分配及評估
分類表現之目的而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者之衡量報告。

分類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分類資產
資產投資分類 819,972  ���,���
綠色能源分類 776,676  –    

 1,596,648  ���,���
與體檢業務經營有關之資產（現已終止經營） –  ���,000
未分配資產 749,561  ���,���    

總資產 2,346,209  �0�,���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分類負債
資產投資分類 555  ���
綠色能源分類 384,500  –    

 385,055  ���
與體檢業務經營有關之資產（現已終止經營） –  ��,���
未分配負債 3,185  ��,���    

總負債 388,2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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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就監察分類表現及分配分類之間資源之目的：

• 除銀行結餘及現金、已抵押銀行存款及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外，所有資產分配至呈
報分類；及

• 除銀行借貸、即期及遞延稅項負債外，所有負債分配至呈報分類。

 持續經營業務
其他分類資料 資產投資分類 綠色能源分類 總額
 （十二個月）  （九個月）  （十二個月）  （九個月）  （十二個月）  （九個月）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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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期間  止年度  止期間  止年度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資本增加（不包括商譽） 30,000  ��,000  640,067  –  670,067  ��,000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
 產生之收益 19,712  �,000  –  –  19,712  �,000
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
 產生之（虧損）╱收益 (25,750 ) ��,�0�  –  –  (25,750 ) ��,�0�
商譽之減值虧損 509  –  –  –  509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41  ���  14,165  –  14,506  ���
           

地區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兩個地區營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中國」）及香港。

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以資產地點劃分）詳列如下：

 非流動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637,380  ���
香港 88,500  ���,���   

 725,880  ���,��0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由於本集團之�00%收益均來自香港客戶，故並無其他以地區劃分之收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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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關於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益分別約�,��0,000港元及���,�00港元之兩名客
戶佔資產投資分類之相關總收益之�0%以上。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收益約���,000港元之一名客戶佔資產投資分類之
相關總收益之�0%以上。

5.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出售附屬公司╱出售一間聯營公司╱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一
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八日，本集團出售其於Island Kingdom Company Limited之全部股
本權益以及所有股東貸款，現金代價為約���,000港元，產生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約
�,���,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一日，本集團於Nicefit Limited取消註冊後出售其於Nicefit Limited之全
部股本權益。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三日，本集團一間前上市附屬公司確思醫藥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確
思醫藥」）向獨立投資者配售確思醫藥股本中�,�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港元之新普通
股，價格為每股0.0��港元。於配售上述新股份完成後，本集團於確思醫藥之股本權益由約
�0.��%攤薄至��.��%，產生視作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約��,���,000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四日至十八日期間，本集團於市場上以現金代價合共約�,��0,000港元
出售確思醫藥合共��0,000,000股股份。緊隨該出售事項後，本集團於確思醫藥之股本權益
由約��.��%減至��.��%，產生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約�,���,000港元。因此，於二零零九年
五月十八日，確思醫藥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而此後成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確思醫
藥並無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經營業績帶來重大貢獻。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期間，本集團於市場上進一步以現金代價合共約
��,���,000港元出售確思醫藥�,���,��0,000股股份。緊隨該出售事項後，本集團於二零零九
年五月二十七日在確思醫藥之股本權益由約��.��%減至��.��%，產生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
收益約��,���,000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股東已通過批准建議出售本集團於確
思醫藥全部股本權益之決議案。因此，本集團於確思醫藥之投資已重新分類為持作出售
之一間聯營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及七月，本集團於市場上進一步以現金代價合共約
��,���,000港元出售其於確思醫藥之全部餘下股本權益（相當於確思醫藥�,���,���,���股股
份），產生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約��,���,000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本集團以現金代價約��,���,000港元出售其於晴玉集團有限公司之全部
股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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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十二個月）  （九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 32  –
   

7. 所得稅開支

 （十二個月)  （九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67  –
－過往期間即期稅項撥備不足 2  –    

年內╱期內稅項開支 269  –
   

香港利得稅按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計算。

由於年內本集團於中國之附屬公司錄得稅損，因此未就中國所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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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續）

年內╱期內稅項開支與綜合全面收益表所列除稅前溢利對賬如下：

 （十二個月)  （九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除稅前溢利（持續經營業務） 111,910  �0�,���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計算之稅項 18,465  ��,���
就稅務而言不可扣減稅項開支之稅務影響 7,730  �,���
就稅務而言非應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29,500 ) (��,0�0 )
過往期間即期稅項撥備不足 2  –
未確認稅損之稅務影響 3,573  �,�0�
其他 (1 ) (� )    

年內╱期內稅項開支 269  –
   

8.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五日， Luck Key Investment Limited（「Luck Key」）及馮耀棠醫生（「認購
方」）就有關配發及發行��0股Luck Key之新股份予認購方訂立認購協議。Luck Key（連同其
附屬公司，統稱「Luck Key集團」）負責本集團所有體檢業務。視作出售事項於二零一零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完成。緊隨完成交易後，本公司於Luck Key之股權由��.00%減至約��.��%，
而Luck Key集團旗下每間公司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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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期內虧損分析

 （十二個月)  （九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期內虧損分析如下：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期內虧損 (25,791 ) (��,��� )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48,472 ) –    

 (74,263 ) (��,���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期內虧損

收益 151,564  �0�,���
其他收入 5,328  �,���
存貨及所耗醫療物料之變動 (44,026 ) (��,��� )
其他經營開支 (139,459 ) (�0�,���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
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產生之收益 –  �,��0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1,022  ���
融資成本 (220 ) (�� )    

除稅前虧損 (25,791 ) (��,��� )
所得稅抵免 –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期內虧損 (25,791 ) (��,���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期內虧損
 包括下列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327  ��,��� 
 核數師酬金 509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355  �0,�0�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10,390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7,181  (�0,�0� )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5,016 ) (��,��� )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70,409 ) ��,0��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5 ) –    

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78,24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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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期內溢利

 （十二個月)  （九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期內溢利經已（計入）╱扣除：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1,406  �,���
－其他員工成本 3,229  �,��0
－其他員工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7  ��
－權益結付之股份形式付款開支 –  ��,���    

 4,672  ��,���
   

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1,168 )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88  ���
核數師酬金 590  ���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650  ��
出售一間間接聯營公司部分權益之收益 (309 ) –
   

10.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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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十二個月)  （九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之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期內溢利 56,233  ��,0��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就每股基本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就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生效之股份配售、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生效之股份合併及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效之供股而調整） 1,283,918  �,���,��0

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就本集團發行之購股權調整 6,644  –   

 1,290,562  �,���,��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仙） 4.38  �.��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仙） 4.36  �.��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獲行使，此乃由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
之行使價較平均市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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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盈利（續）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盈利乃按以下方式計算：

 （十二個月）  （九個月）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期間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期內溢利 56,233  ��,0��
加入：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期內虧損 60,716  ��,�0�    

就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
 之盈利 116,949  �0�,���
   

上述計算所用之分母與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分母相同。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分別為每股�.��港仙及�.�0港仙（截至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分別為每股0.��港仙及0.��港仙），乃按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期
內虧損約�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約��,�0�,000港元）及計
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分母計算。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  ��,���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0,844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30,8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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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附註：

(i)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大部分體檢中心客戶以現金繳付款項。本集
團給予貿易客戶平均信貸期為�0日至�0日。

 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0日 –  ��,���
��-�0日 –  �,�0�
超過�0日 –  �,���    

 –  ��,���
   

(ii)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結餘包括總賬面值約�,���,000港
元，其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已逾期之應收賬，惟本集團並無作出減值虧損
撥備。本集團並無就此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此等應收款項之平均賬齡為���日。
此等應收款項與大量近期無欠款記錄之客戶有關。

(iii)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其他應收款項包括以人民幣計值之款項約
��,���,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港元)。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4,381  �,���
其他應付款項 42,386  �0,���    

 46,767  ��,�0�
   

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0日 4,381  �,���
��-�0日 –  ��
超過�0日 –  ���    

 4,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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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國保綠的財務表現不俗。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之收入約�,���,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無）。本集團擁有人應佔溢利達約��,���,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0��,000港元）。

年內本集團每股基本盈利為�.��港仙，較去年上升��.��%。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集團共集資約九億港元。其中約一點五億港元將用作營運資金，
包括用於集團附屬公司河南保綠能源有限公司位於鄭州的光伏項目，餘額將為本集團的
太陽能業務潛在擴展及開發其他具良好投資潛力之可再生環保能源及相關項目提供足夠
資金。

業務回顧

太陽能業務

二零一零年對全球太陽能業來說是美好的一年，安裝量與二零零九年相比加倍增長。根
據Solarbuzz最新的研究報告，二零一零年全球太陽能市場總裝機容量達十六點三吉瓦，
與二零零九年七點三吉瓦相比激增一點二倍。在《太陽能發電之六》(SolarGeneration�)報
告中研究預計，全球太陽能光伏裝機容量將從目前的三十六吉瓦增長到二零一五年的一
百八十吉瓦。歐洲的光伏裝機容量預計將從現在超過二十八吉瓦增長到二零一五年的將
近一百吉瓦。

而中國太陽能的發展前景亦十分樂觀。國家發改委表示，至二零二零年，國家將投資人
民幣二千億元在再生能源市場。二零一零年八月，國家二百八十兆瓦大型光伏電站特許
權項目開標，這次的二百八十兆瓦，相當於中國過去累積各類太陽能光伏數量的總和。
國家招標規模的大幅提高，給中國光伏行業以更好的應用前景展示。

去年年底，國家四個部門共同宣佈進一步提升太陽能的使用，共同推進國內光伏發電規
模化應用，力爭二零一二年後每年國內應用規模不低於一千兆瓦，並加大太陽能光電建
築應用示範工程的投資。其中「金太陽項目」將對屋頂太陽能發電建設的電池組件補貼五
成，對其他發電設備則補貼人民幣四至六元一瓦，並對建設規模不設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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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保綠生產光伏組件

自二零零九年開展業務以來，本集團的太陽能業務穩紮穩打，逐步完成了前期建設，開
始邁向發展整固階段。在此期間，中國保綠強抓技術、緊盯質量、注重人才投入及鞏固
領導班子，積極完善硬件及軟件基礎，為未來發展打下紮實根基。

去年十月，中國保綠合營公司位於鄭州高新科技區的第一期年產能達一百兆瓦的非晶硅
薄膜太陽能光伏組件生產線已完成建設並投產。這標誌著本集團的環保能源業務正式起
航。

－北京君陽太陽能電站

建造及營運太陽能光伏發電廠

回顧期內，本集團對太陽能業務進行了由點至線的發展。中國保綠的全資附屬公司北京
君陽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君陽」）亦開始涉足開發及營運太陽能發電站業務。二零一一
年伊始，集團宣佈收購青海鈞石能源有限公司（「青海鈞石」）九成九的註冊資本。青海鈞
石已獲得青海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之批准，可於中國青海省格爾木建造及營運年產能十
兆瓦的併網硅基薄膜太陽能光伏電站項目。當完成收購該項目時，集團將通過青海鈞石
參與、建造及營運太陽能光伏發電站的業務，從而加強中國保綠綠色能源業務分部的基
礎。

已建成三百五十千瓦的屋頂電站

另外，北京君陽於中國鄭州高新科技區的廠房屋頂建成總裝機容量三百五千瓦的電站，
共安裝及使用非晶硅薄膜太陽能電池七千片。北京君陽的屋頂電站形成示範效應，充分
展示出清潔環保能源帶給人類的無限前景，讓太陽在屋頂上發電。

二十兆瓦的非晶硅薄膜太陽能屋頂電站項目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北京君陽與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訂立投資協議，於該開
發區內多棟樓宇屋頂建造及營運年產能二十兆瓦的非晶硅薄膜太陽能光伏發電站（「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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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屋頂項目總投資額預計約為人民幣三億元，本集團將負責此屋頂項目的管理
及營運。由於中國屋頂發電站尚處於起步階段，此次項目是目前全國最大型屋頂項目之
一。

北京君陽會大力發展太陽能項目的安裝及建設，以及為行內其他企業提供諮詢及顧問服
務。憑藉我們豐富的電站管理經驗及成功營運範本，北京君陽有足夠能力為太陽能相關
企業提供諮詢及顧問服務。由此可見，本集團已完成了太陽能業務的整體產業鏈建立，
業務範圍覆蓋到太陽能系統中包括工程、加工及建造(EPC)的各個環節。

體檢業務

本集團通過Luck Key Investment Limited（「Luck Key」）及其附屬公司（統稱「Luck Key集
團」）從事體檢及保健業務。於二零一零年十月， Luck Key及馮耀棠醫生就有關配發及發
行六百五十股新Luck Key股份予馮醫生訂立認購協議，以爭取他為Luck Key集團長期
效力及作出貢獻。此舉將本集團於Luck Key所佔權益由��.00%攤薄至約��.��%, 使Luck 
Key成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

投資業務

受惠於集團一貫的謹慎策略及管理層的果斷決策，年內本集團的投資業務保持增長態
勢。有鑒於此，我們的投資方向仍然集中於上市及非上市證券以及香港優質物業。二零
一零年十一月，集團以五億港元收購太陽能設備生產商鉑陽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鉑陽太陽能」）（上市編號：���）的零息可換股債券。

展望

本集團已開始策略性轉型成為深入發展專業的再生環保能源企業，並會透過收購等方
式，嘗試涉足其他環保能源相關業務領域，全力打造中國領先的環保能源企業，逐步在
中國及海外市場大展拳腳。以下是本集團未來發展的幾項重點策略。

穩紮穩打紮實環保能源業務的硬件及軟件基礎

本集團開展太陽能業務以來，管理層深知紮實的根基對於未來發展的重要性。所以本集
團堅持實行循序漸進、穩步發展的策略。二零一一年本集團仍將本著謹慎發展的態度，
硬件上繼續推進產能擴充計劃，軟件上不斷引入行業專家並有效調配資源。兩方面並
進，為未來業務起飛鋪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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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設備和原材料供應商

中國保綠將透過與非晶硅簿膜光伏組件設備生產商鉑陽太陽能緊密合作，不斷改良及提
高生產效率，增進協同效益。依靠鉑陽太陽能領先的鍺合技術和強大的研發實力，本集
團將直接受益於其技術突破和發展，使中國保綠的上游產品質量處於高水準。

同時，本集團會認真評核原材料供應商，對供應商做出全面、具體、客觀的評價。綜合
考慮供應商的業績、設備管理、品質控制、成本控制、技術開發、使用者滿意度、交貨
協議等可能影嚮供應鏈合作關係的方面，加強與供應商的溝通與合作，有效地控制采購
成本。

中國保綠這樣攜手設備和原材料供應商，無疑為其光伏的發展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積極開拓同時滲透中國及海外市場

經過一段時間的積極開拓，中國保綠是業內生產成本最低的製造商之一，管理層有信
心，憑藉合營夥伴的支援及政府的協助，在現有市場覆蓋率的基礎上，本集團將在國內
外快速發展的太陽能行業取得不俗的市場份額。集團的營銷隊伍正積極開拓海外市場，
尤其在歐洲如意大利及德國等，並與一些太陽能電站營運商及中介人分判商建立夥伴合
作關系，從而有力地打開海外尤其歐洲的市場。

我們相信，憑藉全體員工上下一心的不懈努力，中國保綠定能生產更完善的產品，拓展
更廣闊的海內外市場。本集團將把握行業蓬勃發展的大好時機，領航環保能源行業，為
投資者創造理想的價值。

大力發展太陽能發電事業

配合集團的專業團隊及豐富經驗，集團將繼續積極發展太陽能的發電事業，開發大型的
太陽能發電站項目，並發展國內的屋頂電站項目，在地區政府的支持下，在國家政策的
大力鼓勵下，集團相信旗下的太陽能發電業務將可以有長遠的發展。

收購麗江五郎河水電站進軍中國水電業務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日，本集團旗下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購入麗江五郎河水電開發有
限公司（「麗江五郎河」）的全部註冊資本。麗江五郎河的二級電站是該地區”十二·五”規劃
中的重點能源項目，電站總裝機容量三十二兆瓦，並已成功併入麗江市國家電網。麗江
五郎河已獲永勝縣人民政府授權於五郎河流域投資及開發總裝機容量為五十八點九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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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電站項目（包括目前正在營運的三十二兆瓦水電站）。自二零零七年開始營運及發電
以來，多年平均發電量為一點二億千瓦時。

收購麗江五郎河是開啟可再生能源業務多元化的重要一步，當收購事直完成時，本集團
可從而開拓和鞏固其他環保能源事業及預期該項目能為集團帶來長期及穩定收入。

專注綠色能源開發及投資

除太陽能及水電能源業務外，集團還在積極探索其他環保能源業務，希望把環保事業做
得更闊更廣。二零一一年是國家”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明
確新能源在七大領域中獲重點培育。新興能源產業發展規劃將在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二零
年的時間內累計直接增加投資人民幣五萬億元，每年增加產值人民幣一點五萬億元，對
行業拉動作用不言而喻。因此本集團亦會積極開發其他具良好投資潛力之可再生環保能
源及相關項目，致力於擴展其於綠色能源行業之市場地位。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0�,���,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約達�,���,���,000港元（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00港元（經重列））。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
動負債總額）為�.��倍（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倍（經重列））。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總負債與總資產之比率）約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銀行借貸（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000港元（經重列））。由於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借貸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匯
率波動風險不大。銀行借貸按目前市場利率計息，並須按相關貸款協議償還。

股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東權益約為���,���,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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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七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兩份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透
過配售代理按竭誠基準向承配人配售���,000,000股配售股份及全面包銷基準向承配人配
售���,000,000股配售股份，作價每股配售股份0.�0港元。有關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七日之公告內披露。配售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七日完成。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二日，本公司建議進行股份合併，以本公司股本中每兩股每股面
值0.0�港元之普通股，合併為本公司股本中一股每股面值0.0�港元之合併股份（「合併股
份」）。股份合併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生效。此後，本公司股份之每手買賣單位由
�,000股變為�0,000股。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二日之公告內披
露。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本公司根據供股（基準為於記錄日期每持有一股合併股份
獲發九股供股股份）以認購價每股0.��港元發行合共�,���,���,���股新普通股，進一步詳
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之供股章程。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本公司與航天科技結算有限公司就航天科技結算有限公司
以每股0.��港元之價格認購本公司�00,000,000股新股份訂立有條件認購協議。有關詳情
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之公告。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
一日完成。

除上文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概
無任何變動。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賬面值��,�00,000港元之本集團若干投資物業已抵押以取
得本集團之一般銀行融資。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僱用約��0名僱員。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合適及定
期之培訓，以繼續維持及提升員工之能力。本集團給予僱員之薪酬主要根據業內慣例及
員工個人表現及經驗。在定期薪酬外，亦會因應本集團之業績及個別員工表現授予合資
格員工酌情花紅及購股權。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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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竭力保持良好的企業管治水準，以提高股東價值。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除規定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
重新選舉之守則第A.�.�條外，本公司一直遵照守則內所有適用之守則規定。本公司現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概無以指定任期獲委任。然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之
公司細則之條文至少每三年一次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因此，
本公司認為已具備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並不遜於守則所載者。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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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守則。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董事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陳志遠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
羅振雅先生及戚治民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
並討論內部監控與財務申報事項（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
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代表董事會
中國保綠資產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白亮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白亮先生、薛峰先生、曹貴宜先生、Lawrence Tang 
先生及劉文茂先生；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遠先生、羅振雅先生及戚治民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