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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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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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AR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源暢光電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5）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中國源暢光電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業績。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8,007 –
銷售成本  (9,977) –
   

毛損  (1,970) –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5 447 27
持作買賣投資之未變現公允價值變動  (6,662) (7,960)
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  – (540)
員工成本  (7,600) (6,561)
顧問開支  (249) (308)
以股本結算購股權開支 6 (23,851)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45) (140)
無形資產攤銷  (224) (7,029)
其他經營開支  (6,665) (7,201)
商譽減值虧損  (35,121) –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4,261)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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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  (86,401) (29,712)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 (269)

議價購買收益 7 36,384 –
融資成本 8 (1,843) (246)
   

除稅前虧損  (51,860) (30,227)

稅項 9 273 –
   

期內虧損  (51,587) (30,227)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異  (507) 771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52,094) (29,456)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股東  (50,053) (29,060)

 －非控股權益  (1,534) (1,167)
   

  (51,587) (30,227)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股東  (50,560) (28,289)

 －非控股權益  (1,534) (1,167)
   

  (52,094) (29,456)
   

每股虧損 11

 基本及攤薄  (0.40)仙 (0.31)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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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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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00 106,494

 預付租賃付款  51,681 52,258

 在建工程  113,348 83,417

 無形資產  222,233 4,485

 商譽  294,314 329,43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596 2,596

 長期預付款項  8,004 8,108
   

  792,376 586,793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付款  1,177 1,179

 存貨  16,162 12,694

 生物資產  1,117 –

 應收賬款 12 2,133 –

 應收客戶約定工作款項  100,167 110,017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110,739 123,865

 持作買賣投資  5,799 12,461

 現金及銀行結餘  16,561 10,687
   

  253,855 270,903
   

資產總值  1,046,231 857,696
   

非流動負債
 政府補助金  115,296 115,913

 可換股票據  25,234 23,577

 承兌票據  19,553 –

 遞延稅項負債  8,039 8,312
   

  168,122 14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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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4 221 57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5,396 7,265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2,241 2,130
   

  27,858 9,972
   

負債總額  195,980 157,774
   

權益

股本  141,614 120,873

儲備  615,853 601,079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757,467 721,952

非控股權益  92,784 (22,030)
   

總權益  850,251 699,922
   

總權益及負債  1,046,231 857,696
   

流動資產淨值  225,997 260,93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18,373 84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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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六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除若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按公允價值列賬之
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2. 會計政策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二零一二年四月一
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的轉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用者的固定日期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的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
間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部呈報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光伏業務 策略性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8,007 – 8,007
   

分部業績 (21,056) (6,662) (27,718)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4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
未分配企業開支   (59,130)
融資成本   (1,843)
議價購買收益   36,384
   

除稅前虧損   (5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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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企業開支包括由多間從事食用豬隻銷售業務的附屬公司所貢獻的開支約257,000港元。

由於該等附屬公司仍未開展銷售業務，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認為該業務並非期內的可呈報
分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光伏業務 策略性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 –
   

分部業績 (21,239) (8,500) (29,739)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2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69)

融資成本   (246)
   

除稅前虧損   (30,227)
   

4. 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光伏相關產品 8,007 –
  

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95 –

政府補助金收入 348 –

其他 4 27
  

 44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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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股本結算購股權開支

有關金額為其僱員及顧問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獲授予之購股權之公允價
值。有關詳情，請參閱公告內「管理層討論及分析」項下之「股本結構」。

7. 收購附屬公司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收購盈達控股有限公司全部股本之51%，總
代價為100,000,000港元，按以下方式支付：

a) 25,331,662港元以發行承兌票據之方式支付；及

b) 74,668,338港元以按每股0.036港元配發及發行2,074,120,500股代價股份之方式支付

收購事項之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及公允價值，以及所產生之議價購買收益如下：

 被收購方合併
 前的賬面值 公允價值調整 公允價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4 – 4

無形資產 – 222,233 222,23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743 – 2,74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218 – 10,218

應計及其他應付款項 (3,875) – (3,875)
   

所收購資產淨值   231,323

非控股權益   (113,348)

議價購買收益   (36,384)
   

總代價   81,591
   

支付方式：
 發行代價股份*   62,224

 發行承兌票據**   19,367
   

   81,591
   

議價購買收益指代價公允價值與協議所載代價合約金額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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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價股份之公允價值乃按於收購日期所報之本公司股份收市價0.030港元及2,074,120,500

股股份計算。

** 所發行承兌票據之公允價值乃按收購日期之折讓率14.37%計算。

8.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其他借貸之利息
可換股票據之估算利息 1,657 246

承兌票據之估算利息  186 –
  

 1,843 246
  

9.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其他司法管轄區 – –

遞延稅項：  
 稅項抵免 273 –
  

 273 –
  

10.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零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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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50,053 29,060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393,358,762 9,254,566,336
  

計算二零一二年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及購股權會獲行使，
因行使該等認股權證及購股權將令每股虧損減少。

12. 應收賬款
 於 於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2,133 –

呆壞賬撥備 – –
  

 2,133 –
  

授予應收賬款之信貸期一般為30至60日。

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30至60日 2,133 –
  

1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訂金 25,204 25,191
預付款項 73,849 65,136
其他 35,624 57,476
減：減值虧損撥備 (23,938) (23,938)
  

 
 110,739 123,865
  

預期有關款項將自報告期末起十二個月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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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值虧損撥備變動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初╱年初結餘 23,938 23,938

因無法收回而撇銷之金額 – –
  

期末╱年末結餘 23,938 23,938
  

14. 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221 577
  

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60日之內 – 23

 61至90日 – –

 91日至1年 99 551

 超過1年 122 3
  

 221 577
  

購買若干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3個月。本集團已實施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全部應付款
項於信貸指定期間內清付。



11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前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虧損為51,58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30,227,000港元）。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繼續主要從事光伏業務及策略性投資。

光伏業務

該分部於回顧期間之營業額及虧損分別為8,00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零港元）及
21,05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1,239,000港元）。

策略性投資

該分部於本期間之營業額及虧損分別為零港元（二零一一年：零港元）及6,662,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8,500,000港元）。

展望未來

隨著國家對光伏產業上網電價的確定及光伏發電上網的支持，標誌著國家對光伏
產業發展開始全面大力扶持。

由於光伏產業科技的進步，相信光伏發電成本與常規能源的發電成本將會越來越
接近，相信光伏技術的再發展，一定會以由輔助能源向替代能源轉變為路徑。

從二零一二年九月完成收購盈達控股有限公司（「盈達」）兩項現代農業專利控股權
後，本集團真正成為國內將光電新能源和現代高科技農業有機結合的典範，該項
目著重突出了在中國國情下的光伏產業發展和現代農業必須解決的高效、生態環
保及食品安全等問題的解決方案，深信本項目會在中國成為光電新能源和現代農
業的發展方向之一。

本集團其中一家附屬公司江蘇源暢生態農業有限公司之農產品將在二零一二年底
前進入中國市場，為本集團帶來一定的銷售和收益，並能奠定本集團的未來發展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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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總營業額為8,007,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零港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為50,05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29,060,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
主要由於就收購附屬公司及無形資產（即與光伏業務相關之若干技術及知識產權）
所產生之商譽而將予確認之減值虧損，以及以股本結算購股權開支所產生，分別
為35,121,000港元、4,261,000港元及23,851,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則主要由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員工成本及無形
資產攤銷所致。若不計及有關減值、以股本結算購股權開支及議價購買收益，則虧
損實際較上一期間減少5,856,000港元。

每股基本虧損為0.40港仙（二零一一年：0.31港仙），而每股攤薄虧損於該兩個期間
均不適用。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
零港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為225,99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260,931,000港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16,56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10,687,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之流動資金比率
為655%（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717%)，反映本集團之財務資源充裕。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債務為160,08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139,490,000港元），有關金額指就作為收購盈達51%控股權部份代價而發行公
允價值為19,55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零港元）之承兌票據、作為收
購源暢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全部權益部份代價而發行公允價值為25,234,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3,577,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及常州政府及大理政府之
補貼115,29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15,91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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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進行交易，故本集團面對之匯兌風險非常有限。

股本結構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四日，本公司於完成收購盈達時發行2,074,120,500股本公司股份
作為代價股份（「代價股份」）。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四日，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據此，認購人有條件同意
認購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發行合共1,420,000,000股認購股份，價格為每股認購股份
0.114港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涉及720,000,000股新股份之認購事項已完成，
而認購餘下700,000,000股股份之最後完成日期則延遲至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分別向其僱員（包括董事）及顧問
授出542,000,000份及495,000,000份購股權。僱員及顧問獲授予以股本結算購股權之
開支之公允價值分別為12,466,000港元及11,385,000港元。有關金額已於截至二零
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全面收入表內確認為已授出並即時歸
屬之購股權。

已授出之購股權可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日起計10年內按行使價0.029港元行使。

已授出購股權之公允價值乃使用三項式期權定價模式計算。輸入該模式之數據如
下：

授出日期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於授出日期每股股價 0.029港元
每份購股權行使價 0.029港元
購股權年期 10年
預期波幅 78.735%

無風險利率 0.6843%

預期股息率 零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購股權獲行使，而8,500,000份購股權
已失效。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公司之股本結構於回顧期內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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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本集團與多名賣方（彼等均為獨立於本集團之第三
方）訂立有條件股權轉讓協議，以總代價100,000,000港元收購盈達51%股權。代價
25,332,000港元將以發行承兌票據的方式支付，而餘下代價74,668,000港元以按發行
價0.036港元配發及發行2,074,120,500股代價股份之方式支付。收購已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四日完成。

或有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

資本承諾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在建工程以及未向
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注入之資金分別有1,227,000港元、37,116,000港元及412,845,000

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別為1,230,000港元、75,876,000港元及
412,845,000港元）之資本承諾。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本集團之資產被抵押。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88名（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55名）
全職僱員，包括4名（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5名）執行董事。

本集團主要按僱員之個人表現及經驗釐定僱員薪酬。除基本薪酬外，本集團亦會
按本集團業績及僱員之個人表現，向合資格僱員發放酌情花紅及授出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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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守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A.4.1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應有固定任期，並須重選。本公司現任非執行董
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然而，本公司全體董事（包括執行及非執行董
事）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所列明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經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袁達文先生、樊川先生及顧益中先生
組成。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檢討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以及本集團
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包括審批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中期業績。

刊登中期報告

本公司之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香港交易及
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chinasolar-energy.com)

內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中國源暢光電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仰翱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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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仰翱先生、仰於春先生、金燕女士及
Pierre Seligman先生；非執行董事為On Kien Quoc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袁達文先生、樊川先生及顧益中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