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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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本集團錄得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約��,�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000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產生之未變
現虧損所致。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 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0�,���,000港元）。

－ 流動資產淨值約���,���,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00港
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為�.�0倍（於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倍）。

－ 資產淨值約�,���,���,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00港元）

－ 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約��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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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國保綠資產投資有限公司（「中國保綠」或「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
業績，連同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收益總額 � 115,545  ���,���    

收益 � 32,605  �,���
其他收入  4,058  �,���
存貨及所耗物料之變動  (34,204 ) –
僱員福利開支  (2,948 ) (�,��0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15 ) (��� )
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產生之虧損  (245,018 ) (��,��� )
融資成本 � (3,095 ) –
商譽之減值虧損  –  (�0�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2,664 ) –
撇銷存貨  (17,165 ) –
其他經營開支  (17,105 ) (�,��� )    

除稅前虧損  (286,051 ) (��,��� )
所得稅開支 � –  –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 (286,051 ) (��,��� )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 –  (�,��� )    

期內虧損  (286,051 ) (�0,�0� )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2,438  ���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273,613 ) (��,��� )    



- � -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276,818 ) (��,�0�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  (�,0��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76,818 ) (�0,��� )    

非控股股東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9,233 ) (���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  �0�    

非控股股東權益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9,233 ) ��0    

應佔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67,061 ) (�0,0�0 )
 非控股股東權益  (6,552 ) ���      

  (273,613 ) (��,��� )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每股港仙） �0 (3.96 ) (�.�� )    

－攤薄（每股港仙） �0 (3.96 ) (�.�� )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每股港仙） �0 (3.96 ) (�.�� )    

－攤薄（每股港仙） �0 (3.9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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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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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114  ���,��0
 投資物業  88,500  ��,�0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2,584  ��,���    

  722,198  ���,���    

流動資產
 存貨  65,227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81,915  �0,���
 可退回增值稅  83,298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付按金  1,372  �,���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  123,548  ���,���
 持作買賣投資  728,115  ���,���
 銀行結餘及現金  322,611  �0�,���    

  1,406,086  �,�0�,0��    

流動負債
 應付非控股股東權益之款項  43,240  ��,�0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54,713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款項  195,870  ���,�0�
 應付稅項  105  ���
 銀行借貸  120,000  –      

  413,928  ���,��0    

流動資產淨值  992,158  �,���,���    

資產淨值  1,714,356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0,155  ���,���
 儲備  1,441,447  �,���,�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81,602  �,���,���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2,754  ���,�0�    

權益總額  1,714,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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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
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以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除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並與其營運相關之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資料並無重大影響，亦不會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造成重大變動。

3. 經營收益總額及收益

收益乃指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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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期內經營收益總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硅基薄膜太陽能光伏組件 31,431  –
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1,174  �,���    

收益 32,605  �,���
證券交易及投資之收益總額 82,940  ���,���    

經營收益總額 115,5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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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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分類可分為資產投資分類及綠色能源分類。

一項經營業務（體檢業務分類）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終止經營。下文呈列之分類資料並不
包括此項已終止經營業務之任何數額，此經營業務之更多詳情載於附註�。

分類收益及業績

 持續經營業務
 資產投資分類 綠色能源分類 綜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收益總額 84,114  ���,���  31,431  –  115,545  ���,���
           

收益
分類收益 1,174  �,���  31,431  –  32,605  �,���
           

業績
分類業績 (245,450 ) (��,��� ) (28,930 ) (�,��� ) (274,380 ) (��,��� )
未分配收入         179  ���
未分配企業開支         (6,091 ) (�,��� )
融資成本         (3,095 )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2,664 )       (2,664 ) –           

除稅前虧損         (286,051 ) (��,��� )
所得稅開支         –  –           

期內虧損         (286,05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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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及負債

 持續經營業務
 資產投資分類 綠色能源分類 總額
 於  於  於  於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816,615  ���,���  847,674  ���,���  1,664,289  �,���,���
未分配企業資產         463,995  ���,���           

綜合總資產         2,128,284  �,���,�0�
           

負債
分類負債 648  ���  411,549  ���,�00  412,197  ���,0��
未分配企業負債         1,731  �,���           

綜合總負債         413,928  ���,��0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1,865  –
－應付非控股股東權益款項 1,230  –     

 3,095  –    

6.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在兩段期間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由於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附屬公司在兩個期間均錄得稅損，因此未就中國
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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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經已扣除：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34,204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15  ���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8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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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醫生」）就有關配發及發行Luck Key已發行股本中��0股每股面值�.00美元之新普通股予
馮醫生訂立認購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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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權已由��.00%攤薄至約��.��%，而Luck Key集團旗下每間公司不再為本公司
之附屬公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為體檢業務之虧損。簡
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所包括之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收益 ��,���
其他收入 �,00�
存貨及所耗醫療物料之變動 (��,��� )
融資成本 (�0�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
其他經營開支 (�0,0�� ) 

除稅前虧損 (�,��� )
所得稅開支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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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經已（計入）╱扣除：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 )
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0,��� ) 

現金流出淨額 (��,��� )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無）。

10. 每股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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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之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76,818 ) (�0,��� )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就每股基本虧損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就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生效之股份配售而調整） 6,984,558  �,���,���

普通股之潛在攤薄影響：
就本集團發行之購股權調整 5,729  –    

 6,990,287  �,���,���    

每股基本虧損（每股港仙） (3.96 ) (�.�� )    

每股攤薄虧損（每股港仙） (3.9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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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
股權獲行使，此乃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
使價較平均市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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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虧損乃按以下方式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76,818 ) (�0,��� )
加入：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  �,0��    

就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之虧損 (276,818 ) (��,�0� )    

上述計算所用之分母與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分母相同。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分別為每股
0.�0港仙及0.�0港仙，乃按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約�,0��,000港元及上述計算每股基
本及攤薄虧損之分母計算。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33,620  –
其他應收款項 48,295  �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81,915  �0,���   

本集團通常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信貸期為�0日至�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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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0日 16,844  –
��至�0日 1,176  –
超過�0日 15,600  –    

 33,620  –    

附註：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以人民幣計值之款項
約��,0��,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0港元）。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14,478  �,���
其他應付款項 40,235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54,713  ��,���    

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付款項之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0日 10,885  �,���
��至�0日 1,928  –
超過�0日 1,665  –    

 14,4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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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約��,�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港元），此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
集團的硅基薄膜太陽能光伏（「光伏」）組件之第一期生產線於去年底已完成建設並投產。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0,���,000港元），此虧損產生的主要原因是作為本集
團投資業務一部分之所持有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而產生的未變現虧損。有關因素屬
非現金性質，對本集團之現金流量及業務營運並無任何即時影響。

業務回顧

太陽能業務

由於去年的大規模產能擴張，全球太陽能市場裝機容量大幅增長超過���%，導致二零一
一年上半年，市場呈現供遠大於求的局面。根據Solarbuzz最新歐洲太陽能市場報告，於
今年上半年，在供求失調的情況下，產業鏈上的太陽能相關產品的價格急速下跌，而德
國電價補貼下調的計劃雖暫緩執行，但也未能刺激到疲弱的歐洲太陽能市場。

而在中國這個新興的太陽能生產和使用大國，全球市場的低迷直接影響光伏企業的上半
年業績。訂單量回落、產能積壓的現象凸顯，市場持續走低，利潤下滑，這向國內光伏
企業拉響警報。

在此背景下，中國保綠在上半年重新評估業務策略，明確了專注發展太陽能業務尤其大
型太陽能光伏發電站及屋頂發電站的戰略方向。本集團緊貼市場需求和趨勢，相應地調
整發展步伐，在太陽能業務的發展道路上走得更加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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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營公司的太陽能光伏組件生產線

本集團的合營公司位於中國河南省鄭州市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第一期年產能�00兆瓦
的硅基薄膜太陽能光伏組件生產線在去年底已完成建設並投產。所生產的組件已經開始
應用於青海、河南等地的光伏電站項目。

北京君陽太陽能項目

各電站項目穩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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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陽能光伏發電站的專
業投資公司，從事太陽能發電站的投資、開發、以及工程建設，並為行內其他企業提供
諮詢及顧問服務。回顧期內，北京君陽主要參與河南省的屋頂太陽能光伏電站項目。本
集團的各個電站項目取得階段性進展。

河南屋頂電站項目

目前，北京君陽在河南省鄭州市進行了太陽能光伏電站的開發佈局，利用當地開發區多
棟樓宇及建築物之屋頂設施，進行屋頂太陽能光伏電站的投資建設。

屋頂太陽能光伏電站的收益目前可從兩方面獲得：一是中國政府開展的「金太陽工程」對
屋頂太陽能光伏電站進行建設期的財政補貼，根據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公布之《關於
做好�0��年金太陽示範工作的通知》（財建〔�0��〕��0號），對採用非晶硅薄膜組件的補貼
可達每瓦人民幣�元；二是可以向用戶收取合同能源管理電價。

北京君陽在中國河南省鄭州市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已積極參與多個屋頂太陽能光伏
電站開發項目，並已成為河南省內其中一所專業的新能源投資企業，其項目投資、管理
與運營能力得到河南省能源主管部門的充分認可，並獲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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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大型光伏電廠項目

北京君陽在二零一一年一月簽訂股權轉讓協議並於同年七月完成交易，以代價人民幣
�,�00,000元收購青海鈞石能源有限公司（「青海鈞石」）之��%註冊資本，該專案計劃在青
海省格爾木興建一所大型併網太陽能光伏電廠。青海鈞石獲青海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批
准，可於青海省格爾木建造及營運產能�0兆瓦的併網硅基薄膜太陽能光伏電站項目。目
前，北京君陽正在抓緊建設該�0兆瓦專案（預算項目投資約人民幣���,��0,000元），計劃
於今年九月底前完工，達到併網要求。

青海省憑藉豐富的太陽能資源、遼闊的荒漠土地資源及完善的電網建設，是國內推廣太
陽能光伏發電產業的理想地點，並日益成為國內重要的光伏產業基地。中國保綠在青海
省格爾木的項目已被列入中國政府十二五規劃扶持項目之一，預計將會成為第一批併入
青海電網的光伏發電項目。

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布之《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完善
太陽能光伏發電上網電價政策的通知》（發改價格〔�0��〕����號），在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以前核准建設、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建成投產的太陽能光伏電站可以獲得每千
瓦時人民幣�.��元的上網電價，這為中國保綠的電站投資提供了良好的回報保證。

該政策的出臺，是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對新能源發展最明確與最實際的支持措施，將大力
地推動中國太陽能光伏應用投資，促進太陽能產業整體發展。

體檢業務

本集團通過Luck Key Investment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從事體檢及保健業務。回顧期內，
本集團持續透過先進的醫學造影儀器及檢查設施，以及與Luck Key及其附屬公司之經驗
豐富的專業醫護團隊，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的優質醫學診斷及化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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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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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注有效運用資
源。回顧期內，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舉行之股東大會上，通過授權本集團出
售不多於�0億股鉑陽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鉑陽太陽能」）（上市編號:���）之普通股
（「鉑陽股份」）的決議案，有關出售可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起計十二個月內進行。本集
團擬將出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用作進一步投資於綠色能源相關業務，太陽能相關業務
及其他資產投資以及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本集團自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以來並
無出售任何鉑陽股份。

經計及當前市場氣氛以及鉑陽股份的現行市價，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就出售
鉑陽股份向股東提呈一份經修訂建議書。經修訂建議書之主要區別在於調整鉑陽股份的
最低出售價。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之公告。

展望

歐洲各國大幅下調太陽能補貼的趨勢，反映了太陽能發電成本的下降和規模化應用的必
然勢頭。Solarbuzz 報告認為這一轉變恰恰標誌著太陽能產業正逐步走向成熟化應用的時
代。從中期來看，這為太陽能市電同價的到來鋪平了道路，也吹響了中國太陽能企業變
革的前奏，下半年將是產業「洗牌」、重整的時期。

在光伏企業淘汰過程中，儘管中國政府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企業本身的綜合實力才
是制勝關鍵。中國保綠相信，領先的技術水準和敏銳的項目觸覺是在太陽能行業突圍而
出的不變法則。下半年，本集團會朝著這兩個方面著重努力。

吸納優質太陽能項目，開啟海內外市場機遇

據PV Insights資料顯示，二零一一年七月，太陽能產品價格已止跌，且部分環節的價格
出現反彈，預計產品價格將逐步止跌回升。我們預計價格大跌結束後，中、美、日的太
陽能市場將會重新發力，明年全球太陽能市場的安裝量仍會樂觀增長。

而中國方面，未來五年，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帶來對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長，以及節
能減排指標的迅速提高，這都是推動新能源產業發展的巨大動力。而作為同時橫跨「新能
源」和「節能環保」兩大產業的太陽能產業將成為十二五規劃的受益者之一。預計到二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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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國內的光伏裝機容量目標將達到一萬兆瓦，而這一指標將在二零二零年至少達到
五萬兆瓦。此外，二零二零年以前，可再生能源在整體能源使用中的佔比將達��%。種
種資料表明，未來十年，國內光伏產業將以「加速」模式發展。

由此可見，中國的太陽能光伏行業經歷優勝劣汰的調整後，將迎接更大的發展空間。中
國保綠作為行業的佼佼者，已做好準備，在行業起飛時把握先機。本集團積極在國內外
尋求最佳的項目。中國市場方面，基於我們與河南省政府、青海省政府已積累的合作關
係和項目經驗，中國保綠將繼續在陽光資源充足的地區，推廣太陽能電站的概念，並尋
找與當地政府合作的可能性。海外市場方面，中國保綠已在歐洲如義大利及德國等，嘗
試與太陽能電站營運商及中介人、分判商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取得開啟海外尤其歐洲的
市場的敲門磚。

太陽能是清潔又取之不盡的能源，中國保綠致力開發太陽能領域的各種機遇，旨在成為
中國乃至世界領先的環保能源企業。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0�,���,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約達���,���,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000港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為
�.�0倍（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倍）。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總負債與總資產之比率）約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借貸約為��0,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無）。由於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借貸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故匯率波動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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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權益約為�,���,�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本公司根據認購協議以每股認購股份0.��港元之價格配發
及發行�00,000,000股認購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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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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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約��,�00,000港元之本集團若干土地及樓宇已抵押以取
得本集團之一般銀行融資。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0名僱員。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合適及定期之培
訓，以繼續維持及提升其僱員之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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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個人表現授予合資格員
工酌情花紅及購股權。此外，本集團根據僱員居住地點各司法權區之法例規定向其僱員
提供公積金。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巿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
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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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
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除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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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第
A.�.�條外，本公司已遵守守則內所有適用之守則條文。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概無以指定
任期獲委任。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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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經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於截至二零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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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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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代表董事會
中國保綠資產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白亮

`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白亮先生、曹貴宜先生、Lawrence Tang先生及薛峰先生；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遠先生、羅振雅先生及戚治民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