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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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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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S GROUP LIMITED
中 國 環 境 資 源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130）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年 度
之 全 年 業 績 公 佈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比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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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331,555 279,703

銷售成本 (290,718) (187,366)

毛利 40,837 92,337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508 151,607

其他收入 6 822 391

銷售及分銷開支 (137) (996)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74,094) (111,02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23) —

融資成本 7 (4,990) (10,926)

除稅前（虧損）／溢利 (37,277) 121,386

所得稅開支 8 (17,207) (49,362)

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度（虧損）／溢利 (54,484) 72,024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年度虧損 9 — (4,126)

年度（虧損）／溢利 10 (54,484) 67,898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49,250 —

年度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5,234) 67,898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4,117) 68,102

　非控制性權益 (367) (204)

(54,484) 6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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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867) 68,102

　非控制性權益 (367) (204)

(5,234) 67,898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的每股（虧損）／盈利

　－ 基本（每股港仙） 11 (0.94) 4.72

　－ 攤薄（每股港仙） 11 (0.94) 4.35

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虧損）／盈利

　－ 基本（每股港仙） 11 (0.94) 5.01

　－ 攤薄（每股港仙） 11 (0.94)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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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906 1,455

預付租賃款項 1,041 —

在建工程 763 28,173

生物資產 933,542 785,556

商譽 36,281 36,281

無形資產 212,997 296,558

長期預付款項 73,206 —

聯營公司權益 — —

1,260,736 1,148,023

流動資產

存貨 1,787 11,54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19,702 100,822

應收非控制性權益款項 1,911 —

應收一名董事款項 — 9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743 23,365

27,143 135,745

持作待售資產 14 — 19,239

27,143 154,98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5 36,546 59,836

應付收購代價 52,461 —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101 738

應付稅項 2,877 28,839

銀行透支 — 4,990

91,985 94,403

持作待售負債 14 — 50,196

91,985 144,599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64,842) 10,38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195,894 1,158,408



5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 75,379

遞延稅項負債 274,458 271,770

關連人士墊款 11,515 —

285,973 347,149

資產淨值 909,921 811,25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8,526 87,464

非控制性權益 4,251 489

儲備 797,144 723,306

權益總額 909,921 81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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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制基準及會計政策
按下文所載會計政策所闡釋，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及生物資產使用公

平值與重估金額計量。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適用披露。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產生虧損約54,484,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淨

流動負債約為64,842,000港元。本集團能否持續經營取決於︰

－ 經營業務的表現；及／或

－ 本集團向股東或其他方籌集的額外資金。

董事已編製現金流量預測，假設本集團能夠持續經營，並假設本集團可向主要股東籌得額外資金。本公

司一主要股東確認會向本集團提供30,000,000港元的無抵押免息循環貸款融資。本集團可於二零一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前隨時提取該融資。因此，董事認為本集團自財務報表日期起十二個月內擁有足夠現金

流履行負債及財務責任，而不會對持續經營有任何重大不利影響。故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務

報表合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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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已生效的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用人士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比較資料的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19號

1 該修訂自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採納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當前及過往報告期間之呈報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

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轉讓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2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獨立財務報表2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2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本規定的預付款項1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1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

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的影響。採納該等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團

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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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指向客戶所提供已扣除退貨撥備及貿易折扣的貨品銷售價值及年內本集團提供服務的價值。年內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各主要收益類別的金額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種植材料 273,776 180,012

銷售環保系統 28,539 38,639

銷售種植產品 15,740 52,023

綠色技術收入 13,500 9,029

331,555 279,703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該準則規定以主要營運決策者就向分部分配資源及

評估彼等表現而定期審閱有關本集團不同部門的內部報告作為識別經營分部的基準。主要營運決策者為

本公司執行董事。

本集團基於主要經營決策者（即行政總裁）所審閱用於策略決策之報告確定經營分部。由於各業務提供

不同產品且產品所用原材料、設計與技術以及服務各異，並須取得不同生產／服務資料以制訂不同市場

推廣策略，故本集團分別管理該等分部。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可報告分部的業務概述

如下：

(i) 銷售種植材料

(ii) 銷售環保系統

(iii) 銷售種植產品

(iv) 綠色技術收入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服裝製造、物業發展及物業租賃分部已終止經營。已終止業務的其

他詳情載於附註9。

報告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一致。分部業績為各分部應佔溢利／（虧損），惟未分配中央

行政成本、利息收入、財務成本及所得稅開支。此乃呈報予主要經營決策者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

計量方式。

有關上述分部的資料於下文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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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收益及業績

下文乃本集團營業額及可呈報分部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綠色技術 銷售 銷售 銷售

收入 種植材料 環保系統 種植產品 小計 服裝製造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小計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外界銷售 13,500 273,776 28,539 15,740 331,555 — — — — 331,555

生物資產公平值

　變動前的分部業績 12,115 (8,414) 2,096 (1,044) 4,753 — — — — 4,753

生物資產公平值

　變動收益減估計

　銷售點成本 — — — 112,314 112,314 — — — — 112,314

分部業績 12,115 (8,414) 2,096 111,270 117,067 — — — — 117,067

未分配業績 (149,373)

利息收入 19

融資成本 (4,990)

除稅前虧損 (37,277)

所得稅開支 (17,207)

年度虧損 (54,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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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收益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綠色技術 銷售 銷售 銷售

收入 種植材料 環保系統 種植產品 小計 服裝製造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小計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外界銷售 9,029 180,012 38,639 52,023 279,703 — 3,931 — 3,931 283,634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前

　的分部業績 4,994 47,249 (6,011) (546) 45,686 (2,229) (1,207) (604) (4,040) 41,646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

　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 — — 151,607 151,607 — — — — 151,607

分部業績 4,994 47,249 (6,011) 151,061 197,293 (2,229) (1,207) (604) (4,040) 193,253

未分配業績 (65,082)

利息收入 15

融資成本 (10,926)

除稅前溢利 117,260

所得稅開支 (49,362)

年度溢利 6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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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文乃按可呈報分部劃分的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綠色技術 銷售 銷售 銷售

收入 種植材料 環保系統 種植產品 小計 服裝製造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小計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4 120,961 — 1,068,572 1,189,537 — — — — 1,189,537

未分配公司資產 98,342

總資產 1,287,879

分部負債 — 233 — 1,550 1,783 — — — — 1,783

未分配公司負債 376,175

總負債 377,958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綠色技術 銷售 銷售 銷售

收入 種植材料 環保系統 種植產品 小計 服裝製造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小計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5,614 174,517 61,598 992,761 1,234,490 2,283 16,885 — 19,168 1,253,658

未分配公司資產 49,349

總資產 1,303,007

分部負債 1,664 38,217 684 18,956 59,521 43,980 1,299 4,842 50,121 109,642

未分配公司負債 382,106

總負債 491,748

監察分部表現及在分部間分配資源時︰

－ 所有資產（未分配資產（主要包括商譽、其他應收款項以及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除外）均分配

至可呈報分部；及

－ 所有負債（未分配負債（主要包括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可換股票據以及遞延稅項負債）

除外）均分配至可呈報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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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分部資料

計入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之計量的金額︰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綠色技術 銷售 銷售 銷售

收入 種植材料 環保系統 種植產品 小計 服裝製造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小計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 277 — — 278 — — — — 278

無形資產攤銷 — 18,263 — 4,932 23,195 — — — — 23,195

無形資產減值 — 60,366 — — 60,366 — — — — 60,366

年度資本開支 6 4,505 — 31,384 35,895 — — — — 35,895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綠色技術 銷售 銷售 銷售

收入 種植材料 環保系統 種植產品 小計 服裝製造 物業發展 物業租賃 小計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73 — — 73 12 — — 12 85

無形資產攤銷 — 4,963 — 4,932 9,895 — — — — 9,895

年度資本開支 5 1,035 342 26,665 28,047 399 — — 399 2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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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的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收益，連同有關按資產所在地劃分的分部資產及資本開支

資料詳述如下︰

中國內地 香港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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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界客戶收益 273,776 112,200 57,779 171,434 331,555 283,634

分部資產 1,283,309 1,246,992 4,570 56,015 1,287,879 1,303,007

資本開支

—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82 1,578 6 17 2,688 1,595

— 在建工程 32,147 26,851 — — 32,147 26,851

— 預付租賃款項 1,060 — — — 1,060 —

35,889 28,429 6 17 35,895 28,446

主要客戶資料

相關年度來自佔本集團總營業額10%以上的客戶的營業額如下：

客戶 詳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銷售種植材料及環保系統 95,887 55,754

B 銷售種植材料 95,887 —

C 銷售種植材料 87,991 55,510

D 銷售種植材料及種植產品 — 59,323

E 銷售種植材料 — 4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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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減估計銷售點成本 112,314 151,607

出售附屬公司盈利 34,056 —

應付收購代價公平值變動 27,068 —

匯兌虧損淨額 (2,610) —

商譽減值虧損 (109,394) —

無形資產減值 (60,366) —

於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 (532) —

出售無形資產虧損 (28) —

508 151,607

6.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有機水果 — 350

利息收入 19 7

其他 803 34

822 391

7. 融資成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可換股票據的實際利息開支 4,954 10,926

其他融資費用 36 —

4,990 1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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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稅項

　－香港 1,984 —

　－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 11,642 23,236

往年撥備不足

　－香港 893 —

遞延稅項

　－本年度 2,688 26,126

所得稅開支 17,207 49,362

由於在開曼群島或英屬處女群島的集團公司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概無須繳付該等司法權區利得稅的應課

稅收入，故並無為該等集團公司作出利得稅撥備。

上述兩年的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

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統一為25%。

本公司當時的全資附屬公司新疆凱金林業有限公司（「新疆凱金」）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出售。

新疆凱金於中國經營林木業務，根據相關稅務優惠按15%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按本集團大部分應課稅溢利的相關所得稅率計算，年內所得稅開支與綜合全面收益表之除稅前（虧損）／

溢利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7,277) 121,386

　－來自已終止業務 — (4,126)

(37,277) 117,260

按相關中國稅率25%（二零一零年︰25%）計算的稅項 (9,319) 29,315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16,619 25,068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撥回 8,399 —

動用原先未確認稅項虧損 — (6)

於中國境外司法權區經營之集團公司不同稅率之影響 615 (5,015)

往年撥備不足 893 —

所得稅開支 17,207 4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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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已終止業務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亨富有限公司訂立了一份買賣合約，以出售奮發(BVI)有

限公司及其從事成衣製造業務、物業發展與租賃業務的附屬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3,0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該等業務應佔的資產及負債相應在綜合全面收益表分類為已

終止業務。

以下為計入綜合全面收益表的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已終止業務的銷售額、業績及現金流

量。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營業額 3,931

銷售成本 (4,519)

毛損 (588)

其他收入 8

分銷成本 (76)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3,470)

年內虧損 (4,126)

年內已終止業務的虧損包括下列各項︰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56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4,519

核數師酬金－本年度 25

物業租金的經營租約支出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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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度內（虧損）／溢利
年度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698 30,73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78 73

無形資產攤銷 23,195 9,895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90,718 187,366

核數師酬金

— 往年撥備不足 68 733

— 本年度 1,169 815

物業租賃的經營租賃開支 1,460 625

已確認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3,995 —

11.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虧損）／盈利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虧損）／盈利 (54,117) 68,102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的利息，已扣除稅項 — 9,123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之（虧損）／盈利 (54,117) 77,225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股 千股

（經重列）

股份數目（附註）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5,777,223 1,442,412

潛在普通股之攤薄影響：

可換股票據及購股權 — 333,606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5,777,223 1,776,018

附註︰ 計算兩個年度各自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時，已就二零一一年一月完成的股份合併之

影響對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作出追溯調整。

由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將以股份結算應付收購代價及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有反攤薄影響，故年內並無

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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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盈利（續）
持續經營業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虧損）／盈利 (54,117) 68,102

加：已終止業務的年內虧損 — 4,126

計算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盈利所用之（虧損）／盈利 (54,117) 72,228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的利息，已扣除稅項 — 9,123

計算持續經營業務每股攤薄盈利所用之（虧損）／盈利 (54,117) 81,351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用分母與上文所述者相同。

已終止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由於已終止業務的每股基本虧損每股0.29港仙及每股攤薄虧損對本

集團有反攤薄影響，故此並無呈列相關資料。上述計算乃基於年內已終止業務虧損約4,126,000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分母分別約為上述1,442,412,000股股份及1,776,018,000股股份。

12.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股息（二零一零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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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664 111,96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9,038 18,902

19,702 130,868

減：呆賬撥備 — (30,046)

19,702 100,82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呆賬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七月一日 30,046 30,046

年內確認的減值虧損 3,995 —

作為年內不可收回款項而撇銷 (30,046) —

出售附屬公司時撇銷 (3,995) —

於六月三十日 — 3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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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於報告期結算日，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逾期少於一個月 — 340

逾期一至三個月 — 8,114

逾期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 37,001

逾期超過十二個月 — —

於報告期結算日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款項 — 45,455

未逾期及未減值之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與多名在近期並無拖欠紀錄之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與多名在本集團有良好還款紀錄之獨立客戶有關。根據以往

經驗，管理層認為由於該等結餘並無重大信貸質素變動且仍視為可全數收回，故無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

值撥備。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本集團一般根據個別客戶之財政實力向貿易客戶授出約90日的信貸期。為有效管理應收賬款的相關信

貸風險，本公司會定期評估客戶之信貸狀況。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主要包括以下按實體相關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元 千元

人民幣 100 6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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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分類為待售的資產／負債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亨富有限公司訂立了一份買賣合約，以出售奮發(BVI)有

限公司及其從事成衣製造業務及物業發展與租賃業務的附屬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3,0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該等業務應佔的資產及負債分類為待售的組合，故已在綜合

財務狀況表獨立呈列。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集團完成出售奮發(BVI)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分類為待售的主要資產及負債類別（已在綜合財務狀況表獨立呈列）如下︰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38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6,807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045

分類為待售的資產總值 19,23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50,196

分類為待售的負債總額 50,196

分類為待售的負債淨額 30,957

奮發(BVI)有限公司於出售日期的負債淨額如下︰

千港元

所出售負債淨額 (30,957)

出售收益 33,957

以現金支付的總代價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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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70 4,85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6,476 54,979

36,546 59,836

於報告期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對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70 2,080

31日至90日 — —

91日至180日 — —

超過180日 — 2,777

70 4,857

採購的平均信貸期為90日。本集團實施財務風險管理政策，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信貸時間表內支付。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預計於一年內結算。因於短期內到期，故其公平值與報告期結算日的賬面值相

若。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主要包括以下按實體相關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元 千元

人民幣 12,060 18,296

16. 報告期結算日後事項
根據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的本公司公佈，本公司

根據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分別按0.1346港元及0.1126港元的行使價授出

71,000,000份及84,758,000份購股權（本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六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徵得股東通

過決議案更新該購股權計劃的10%一般上限，並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七日將每五股已發行及未發行股

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股份）。該等購股權可自各自的授出日期起3年內行使。本集團管理

層正評估該等購股權於各自的授出日期的公平值。

17.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的呈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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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營運回顧
本集團於一九九七年上市，重點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服裝及物業業務。由於服裝及物業業務競爭

激烈且成本不斷增加，故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底擴展至綠色業務，以實現股東回報最大化。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出售所有主要經營服裝生產、租賃及物業開發業務的附屬公

司。出售所得收益淨額為33,957,000港元，使本集團得以套現服裝生產、物業開發及租賃業務的價值而集中

資源於中國發展綠色業務。

本集團目前從事中國及海外綠色市場（包括環保市場、農業市場、有機市場、綠色醫藥市場及綠色技術市場）

技術與解決方案的研發及應用、生產、銷售及買賣相關產品、材料、系統及服務等綠色業務。本集團不斷為

公司發展探尋新商機以及致力發展可持續及可行的綠色業務，造福人類及保護環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營業額增長18.5%至331,55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279,703,000港元），毛利為40,83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92,337,000港元）。持續經營業務年內虧損

54,48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溢利72,024,000港元），主要歸因於收購附屬公司產生商譽減值109,390,000

港元及技術專利無形資產減值60,370,000港元。本集團認為該減值為非現金性質，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有

重大不利影響。

環保系統
二零零九年，本集團成功開發變廢為寶的「瞬寶有機廢棄物處理系統」（「瞬寶系統」），以一套自動化設備，運

用高溫微生物技術處理畜牧場的禽畜廢物。瞬寶系統可於24小時內處理禽畜廢物同時殺滅動物流感病毒及常

見病菌，將禽畜廢物轉化成生產微生物有機肥料的原材料。該系統於產品開發週期已進入銷售平整期，錄得

營業額28,53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8,639,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8.6%。

種植材料
本集團利用瞬寶系統處理有機廢物，變成可生產有機肥料種植材料的有機原材料。於二零一一年初，本集團

有機肥料產品品牌田密密被評為二零一零年有機肥料市場的領先品牌。

本財政年度，種植材料銷售額增長52%至273,77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80,012,000港元），佔本集團總

營業額82.57%。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中國的農業遭受連串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自然災

害，包括華北逾8個省份長期遭受旱災和雪災以及華南逾13個省份遭受連串洪災，所造成損失亦是史無前例

之大。該等自然災害無可避免地打擊大多數農業經營者。為鼓勵長期客戶，本集團對有機肥料進行大幅折扣

以擴大市場份額，加深與公司客戶的長期友好關係。該折扣策略使本集團種植材料毛損8,414,000港元（二零

一零年︰毛利47,24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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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主要為普遍應用而精簡有機肥料產品範圍，以節約專用肥料多元化存貨管理成本，故於本財政年度撥

備專用肥料技術專利無形資產減值60,370,000港元。本集團認為該減值為非現金性質，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

況有重大不利影響。

種植產品
本集團利用種植材料及技術，於中國新疆自治區石河子市種植園從事生態種植。林木資源、有機草本及農作

物鑑於林木資源處於收成前的生長週期，故種植產品銷售額降至15,74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52,023,000

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4.75%。

位於中國新疆自治區石河子市的種植土地約60,000畝。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約30,000畝土地已種植楊

樹（「種植土地」），而餘下約30,000畝土地尚未完成開發（包括修建道路、水管及供電等基礎設施建設）。截至

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約10,000畝未種植土地已基本完成開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的有關開發總

成本約為59,800,000港元（「在建工程」）。本公司預計開發餘下約20,000畝未種植土地需時約2至3年。為更

有效利用資源，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將持有在建工程的附屬公司Ample Rich集團售予有意開發

未種植土地及向本集團提供相關種植服務的當地運營商。

由於全球氣候轉變，於過去數年國內外接二連三遭遇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及損失的自然災害，而且近期未來氣

候對農業活動的影響仍會難以預測。為保護股東利益，本集團的策略將由種植材料資金密集型生產轉向種植

材料交易買賣。此外，除非農業種植及經營外，本集團會利用一線市場資訊、廣泛的農業網絡及國際專業知

識等優勢分配資源予農產品交易買賣。

綠色醫藥應用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本集團完成收購Ally Goal Limited（「Ally Goal」）全部股權。Ally Goal的全資附屬公

司是一間在中國經營的公司，從事研究及發展、應用及銷售草本產品、生物技術、綠色醫藥應用及相關產

品。

收購總代價為70,400,000港元，本集團已以現金支付20,000,000港元，並按每股代價股份0.072港元的價格

向賣方發行200,000,000股代價股份（5股合為1股前）。餘下500,000,000股代價股份（5股合為1股前）須於兩

個溢利保證期內Ally Goal達致有關溢利保證時向賣方發行。「第一保證期」為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於Ally Goal達致第一保證期的「第一期保證利潤」30,000,000港元純利時向賣方發行

200,000,000股代價股份（股份合併前）。「第二保證期」為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

於Ally Goal達致第二保證期的「第二期保證利潤」45,000,000港元純利時向賣方發行300,000,000股代價股份

（股份合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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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Ally Goal中國的全資附屬公司與東莞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藥數理工

程研究院簽訂協議，研發及推廣抗手足口病產品。研發至在市場上推出抗手足口病產品需要更多時間。「第

一保證期」內未能達致「第一期保證利潤」，因此並無向賣方發行200,000,000股代價股份（股份合併前）。已就

收購Ally Goal入賬商譽減值53,673,000港元。本集團認為該減值為非現金性質，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有重

大不利影響。

綠色技術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技術銷售及服務收入約為13,5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9,029,000

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4.07%。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完成收購朗悅集團有限公司（「朗悅」）全部股權。賣方從事研究及發展、項

目建立、應用及銷售綠色環保產品、技術、服務及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產品。

收購總代價為67,040,000港元，其中47,040,000港元須以按每股代價股份0.064港元之價格發行735,000,000

股代價股份（5股合為1股前）支付，而餘額20,000,000港元須以相等金額分兩期以現金繳付。已發行代價股份

由本集團律師託管寄存，須於保證期達致保證利潤時發放予賣方並向賣方支付現金。

「第一保證期」為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第一期寄存股份」367,500,000

股代價股份（股份合併前）須於朗悅達致第一保證期的「第一期保證利潤」33,500,000港元純利時向賣方發放並

向賣方支付現金10,000,000港元。「第二保證期」為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第

二期寄存股份」367,500,000股代價股份須於朗悅達致第二保證期的「第二期保證利潤」33,500,000港元純利時

向賣方發放並向賣方支付現金10,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朗悅以收入38,500,000港元簽訂技術轉讓及技術諮詢協議。技術開

發及技術服務公司設於澳門，而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七日方獲澳門政府批准經營。「第一期保證利潤」並無於「第

一保證期」內達致，故並無向賣方發放367,500,000股「第一期寄存股份」（股份合併前）及並無向賣方支付現金

10,000,000港元。就收購朗悅入賬商譽減值55,721,000港元。本集團認為該減值為非現金性質，不會對本集

團財務狀況有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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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中國擁有約13億人口，佔全球人口的22%，而中國的可耕種土地僅18.26億畝，佔全球可耕種土地總面積的

7%。過去五年，中國政府不斷將「三農問題」置於重中之重的戰略，投入農業部門總資金約為人民幣29,107

億元。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制訂下一個經濟發展階段（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的發展計劃，

重申農業現代化，提出加速建設現代農村。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八日，農業部宣佈，根據第十二個五年計劃，

國家政策將繼續向農業部門提供優惠並鼓勵外資企業投資高增值農業現代化事業及相關基礎設施建設。

環保業務方面，過去五年，能源消耗年平均增長率約為10%。中國政府將致力發展節能低碳經濟以改善環

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計劃」旨在於二零一五年前達致生產能源消耗較二零一零年下降

16%。

鑑於中國的優先政策對上述業務有所優惠，本集團會繼續把握政府扶持政策及綠色市場方興未艾的商機。然

而，全球大多數發達國家經濟停滯不前，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不定，為未來數年中國經濟的發展蓋上陰影，加

上不斷發生規模龐大的自然災害而導致損失慘重，本集團預計目前佔總營業額87.32%的農業部份將面臨極

度不明朗因素及風險。本集團會利用技術實力、一線市場經驗及全國業務網絡等優勢，不斷探尋投資機遇，

豐富業務領域，以盡量降低倚賴單一業務的風險及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的綜合營業額約為331,6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279,7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上年度」）增加18.5%。本集團的毛利下降55%至

約40,84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92,340,000港元）。毛利減少主要是由於受自然災害重創而提供予客戶大幅

折扣。種植材料銷售額為273,78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82.57%，錄得總虧損8,410,000港元，而上

年度錄得47,250,000港元毛利。

上年度溢利67,900,000港元而年內虧損54,480,000港元，主要歸因於收購附屬公司產生商譽減值109,390,000

港元及技術專利無形資產減值60,370,000港元。年內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0.94港仙（二零一

零年︰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為5.01港仙及4.58港仙）。

經計及商譽減值虧損109,390,000港元、技術專利無形資產減值60,370,000港元、生物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

112,300,000港元、出售附屬公司收益34,000,000港元、應付收購代價公平值變動27,000,000港元、匯兌虧

損2,600,000港元及少數開支合共560,000港元，其他收益由上年度的151,600,000港元大幅降至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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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本集團綜合純利時，約74,09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約111,030,000港元）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包括的

主要項目有其他稅項19,100,000港元、租金7,300,000港元、代理及專業費8,100,000港元及無形資產攤銷

23,2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錄得以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約42,100,000港元，本財政年度並無

產生該等開支，故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下降33.26%。

亦錄得持續經營業務融資成本約4,99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0,930,000港元）。該開支與經營無關，為本

公司於二零零八年發行可換股票據的實際利息開支。持續經營業務所得稅開支約為17,200,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49,360,000港元）。所得稅開支減少主要是由於銷售種植材料產生虧損，故本財政年度的稅項開支相

對較低。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列值）合共約為3,740,000港

元（二零一零年︰23,370,000港元）。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外匯波動風險。一般而言，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收

益支付在中國的營運開支，並無採用任何金融工具進行對沖。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約為27,140,000港元，而流動負債約為91,990,000港元。本集

團的流動負債淨值（即流動資產減流動負債）約為64,840,000港元。

流動負債包括應付收購代價52,460,000港元，包括42,460,000港元代價股份及10,000,000港元現金，支付收

購代價視乎達至溢利保證與否而定。本集團主要股東向本集團提供合共30,000,000港元的無抵押免息循環貸

款融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前作為備用。

由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借貸，因此負債資本比率（即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不適用於本集團（二零一零年：9.9%）。

本集團資產的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抵押資產作為一般銀行信貸的擔保。

集資及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除兌換可換股票據及行使購股權之外，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股本集資活

動。

僱員及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於香港及中國共聘用約56名僱員。本集團實行薪酬政策、花紅及購股權計

劃，確保在本集團的整體薪酬策略架構內，僱員的薪酬水平按工作表現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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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4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作為其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除下

述偏離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一直遵守守則各項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本公司執行董事金圓女士分別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四日及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獲委任為行政總裁及董事會主

席，以後她身兼兩職。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兼任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能為本集團提供強勢而貫徹之領

導，可更有效策劃及推行長期業績策略，並可確保有效監督管理層。董事會亦相信本公司企業管治架構穩

健，故此現有架構適合現況所需。

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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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一直遵

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直接向董事會報告及檢討審核範圍

內的有關事宜，例如財務報表及內部監控。書面職權範圍載列審核委員會的權利及職責會由董事會定期檢討

及更新。審核委員會連同外聘核數師已審閱及討論審核及財務呈報事宜（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綜合業績）。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在聯交所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金圓

香港，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金圓女士（主席兼行政總裁）、郭威先生及梁廣才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張毅林先生、黃貴生先生及Christopher David Thomas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