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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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 Yang Solar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
君陽太陽能電力投資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7）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本集團錄得收益約18,17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約13,373,000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25,5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虧損約351,421,000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 本集團持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189,76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60,411,000港元）。本集團持有應收貸款約255,83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約67,895,000港元），以及持作買賣投資約303,91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286,982,000港元）。

－ 流動資產淨值約513,32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79,371,000港
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為2.75倍（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92倍）。

－ 資產淨值約1,001,05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924,734,000港元）。

－ 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約10,88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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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君陽太陽能電力投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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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
績，連同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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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收益總額 3 155,970 152,134
  

收益 3 18,174 13,373

銷售成本 (6,063) (2,083)  

溢利總額 12,111 11,290

其他收入及收益 2,785 4,170

僱員福利開支 (6,214) (5,32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62) (32,440)

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產生之收益╱（虧損） 12,756 (108,140)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產生之收益 446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4,126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1,000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產生之
收益 5,470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 (315,193)

撇銷存貨 – (2,400)

銷售及分銷開支 – (1,089)

融資成本 5 (65) (5,272)

其他經營開支 (16,831) (16,570)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1,252) (3,483)  

除稅前溢利╱（虧損） 23,270 (474,453)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397 (873)  

期內溢利╱（虧損） 7 23,667 (47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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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7,262 (943)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30,929 (476,269)
  

應佔收入╱（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5,500 (351,421)

非控股股東權益 (1,833) (123,905)  

23,667 (475,326)
  

應佔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2,762 (352,364)

非控股股東權益 (1,833) (123,905)  

30,929 (476,269)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每股港仙） 9 0.36 (5.57)

  

－攤薄（每股港仙） 9 0.36 (5.57)
  



– 4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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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895 444,964
投資物業 – 121,000
商譽 3,077 3,07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6,926 8,178
應收貸款 11 104,826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53,860 –
可供出售投資 11,723 11,723  

631,307 588,942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7,214 20,623
應收貸款 11 151,011 67,895
可退回增值稅 25,708 24,709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 67,021 67,022
持作買賣投資 303,917 286,982
衍生金融工具 7 940
可收回稅項 – 7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9,761 260,411  

754,639 728,657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52,000 －  

806,639 728,657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281,341 248,985
應付稅項 318 －
衍生金融工具 769 301
銀行借貸 10,886 －  

293,314 249,286  

流動資產淨值 513,325 479,37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44,632 1,068,313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143,579 143,579  

資產淨值 1,001,053 924,73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8,288 126,180
儲備 779,650 698,00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27,938 824,188
非控股股東權益 73,115 100,546  

權益總額 1,001,053 92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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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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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
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簡明綜合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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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持作
買賣投資除外。

除下文所載者外，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以下為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財政年度開始之本集團相關及強制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互相抵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披露於
其他實體的權益：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其他實體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董事認為，採納以上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準則修訂不會對本集團之經營
業績或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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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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收益總額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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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期內收益及經營收益總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1,182 1,428

收益－來自綠色能源相關諮詢服務之收入 6,710 10,996

收益－售電收入 2,219 –

收益－來自貸款融資利息收入 8,063 –

收益－硅基薄膜太陽能光伏組件銷售額 – 949  

18,174 13,373

證券交易及投資之收益總額 137,796 138,761  

經營收益總額 155,970 152,134
  

4. 分類資料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經營分類

資料報告予董事會（主要經營決策者）作為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類表現之用。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呈報經營分類如下：

• 資產投資分類－於上市及非上市證券之投資及投資物業；

• 綠色能源分類－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生產硅基薄膜太陽能光伏組件、
提供綠色能源相關顧問服務及售電；及

• 借貸分類－於香港從事提供貸款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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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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及業績分析：

收益及業績

資產投資分類 綠色能源分類 借貸分類 總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收益總額 138,978 140,189 8,929 11,945 8,063 – 155,970 152,134
        

收益
分類收益 1,182 1,428 8,929 11,945 8,063 – 18,174 13,373

        

業績
分類業績 13,244 (105,549) (4,811) (355,080) 7,580 16,013 (460,629)
未分配收入 400 263
未分配企業開支 (6,952) (5,332)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4,126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
收益 1,000 –

融資成本 (65) (5,272)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
之業績 (1,252) (3,483)  

除稅前溢利╱（虧損） 23,270 (474,453)
所得稅扣減╱（開支） 397 (873)  

期內溢利╱（虧損） 23,667 (475,326)
  

以上報告之分類收益為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並無分類銷售（二零一二年：無）。

呈報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溢利╱（虧損）為每一分類所
賺取或產生溢利╱（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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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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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決策者之衡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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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分類資產及負債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資產投資分類 371,958 489,786
綠色能源分類 491,615 486,398
借貸分類 255,987 68,045  

分類資產總額 1,119,560 1,044,229
未分配資產 318,386 273,370  

總資產 1,437,946 1,317,599
  

分類負債
資產投資分類 11,729 2,705
綠色能源分類 378,484 390,148
借貸分類 1 1  

分類負債總額 390,214 392,854
未分配負債 46,679 11  

總負債 436,893 392,865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 65 3,856
－應付非控股股東權益款項 – 1,416  

65 5,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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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65 141

－中國企業所得稅 – 732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662) –  

於損益確認之所得稅總額 (397) 873
  

香港利得稅按期內於香港產生或獲得之估計應課稅溢利16.5%（二零一二年：16.5%）
計算。

中國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均須繳納25%的中國企業所得稅。

7. 期內溢利╱（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虧損）經已扣除：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6,063 1,56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494 32,440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1,498 1,070
  

8.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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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擁有人應佔
溢利約25,5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虧損約 351,421,000港元）除以於本期間內的已
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7,054,759,432股（二零一二年：6,308,982,430股）計算。

攤薄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
損）時並無假設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尚未行使之本
公司購股權會獲行使，因未行使購股權對所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具
反攤薄影響。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 968 37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6,246 20,25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7,214 2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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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附註：

(i)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信貸期為30日至90日。

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60日 968 370
  

(ii)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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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5,423,000港元）。

11. 應收貸款

於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貸款 249,771 67,300
應收應計利息 6,066 595  

255,837 67,895

列為：
非流動資產 104,826 –
流動資產 151,011 67,895  

255,837 67,895
  

附註：

(i) 應收貸款於報告期末並未減值或逾期。

(ii) 所有該等應收貸款訂立為有一至四年內到期。本集團致力對其應收貸款維持嚴密監控，透
過檢閱貸款人或擔保人之財務狀況盡量減低信貸風險。

(iii) 應收貸款按訂約各方互相協定之利率計息，利率介乎每年5%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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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本 集 團 錄 得 收 益 約18,174,000港 元（截 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3,37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25,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虧損約351,421,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持有之銀行結餘及現
金約189,76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60,411,000港元）。本集團持有應
收貸款約255,83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7,895,000港元），以及持作
買賣投資約303,91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86,982,000港元）。

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和城鎮化推動能源需求持續增長

在全球金融危機持續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始終保持增長態勢，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
長一直保持在7%以上。國民經濟的增長始終依賴於能源的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必
然推動能源需求增長。同時，中國人均能源消耗1.8噸標準煤仍然大大低於發達國家人
均7噸的水平，在中國社會快速城鎮化過程中，中國人均能源消耗的提高也將推高中
國能源總需求。

能源消費的主要方式是電力。中國對電力需求始終殷切，根據國家能源局最近發布的
數據顯示，中國上半年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逾5%，與國際能源署關於中國能源需求增
長預測完全一致。這一穩定增長趨勢仍將是中國未來多年的電力需求的發展方向。

環境污染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大難題

伴隨著經濟發展，能源消耗增加，近年中國空氣污染愈趨嚴重，今年初中國大陸多次
出現大範圍霧霾天氣，北京差不多近一個月被霧霾籠罩並且霧霾從冬季向春夏季延
伸。霧霾形成主要是由於空氣污染物在大霧的情況下難以向外擴散，造成空氣聚集大
量污染物，嚴重影響國內人民的健康。因此，改善空氣污染已成為中國新政府推行的
重點任務之一。

政府推動新能源發展解決空氣污染問題

中國政府於是從源頭開始著手，積極鼓勵開新能源，並制定明確的目標，於二零二零
年把非化石能源包括風能、太陽能等的比例增至 15%，致力把高污染及高消耗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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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模式轉為清潔能源。中國政府將重點發展三類非化石能源，太陽能成為在未來數
年重點發展的能源之一。本集團亦乘勢鎖定清潔能源為未來的發展方向。

中國政府在七個省市推行碳排放權交易計劃試點，今年六月中，深圳市成為首個碳排
放權交易市場，首批納入計劃的635家工業企業，從二零一三至二零一五年將合共有1

億噸碳排放配額。計劃的實行預示著傳統能源消費的成本提高，相對來說提升新能源
使用的經濟性，這將逼迫，引導政府及地方企業越來越多採用新能源。

分佈式光伏發電補貼政策漸具吸引力

作為新能源的重要形式，光伏發電，特別是分佈式光伏發電得到了中國政府格外重視。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委」）在今年三月發出的《關於完善光伏發電價格政
策通知》的徵求意見稿明確提出分佈式發電補貼為每度電人民幣0.35元，市場認為有關
補貼最終有機會提高至每度電人民幣0.42元水平，江蘇、山東、安徽、浙江等省政府更
在分佈式光伏電站補貼方案上額外再補貼，如每度電 0.20-0.25元，這種疊加光伏補貼
無疑會提升分佈式光伏發電的經濟性和吸引力，進一步鼓勵發展光伏發電市場。

為了推動新能源發展，國家能源局在去年九月已發出《關於申報分佈式光伏發電規模
化應用示範區的通知》，今年六月更要求 7省7市挑選用電需求較大及自身建設條件較
佳的城鎮區域發展分佈式光伏發電規模示範方案，並向這些示範區實行單位電量定額
補貼政策，對自發自用電量及額外上網電量實行統一補貼標準。

除此之外，當局還不斷完善政策解決光伏補貼拖欠問題。年初國家發改委公布第三，
第四批再生能源電費補貼目錄，在今年六月財政部宣布清算「金太陽示範工程」，對未
能及時完工或發電項目取消示範，並收回預撥資金。但若果能及時完工或發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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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獲兌現全部補貼。本集團一直堅守發展太陽能光伏項目的承諾，積極善用補貼，
所有項目均全部順利達成補貼清算條件。

國務院在今年七月推出了《關於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強調要大力拓展
光伏發電市場，支持學校、醫院、黨政機構、事業單住及小區建築物推廣小型分佈式
發電系統，鼓勵各類電力用戶按照「自發自用、餘量上網、電網調節」的方式建設分佈
式發電系統，同時鼓勵地方政府在中央補貼的基礎上出台地方分佈式光伏補貼政策。

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包括有激勵性的補貼水平和補貼機制的完善的光伏政策即
將確立，為光伏產業，特別是分佈式光伏發電帶來光輝的前景。

業務回顧

太陽能光伏發電項目穩步發展

在新能源業務方面，本集團在去年已成功發展了三個太陽能光伏發電項目，部份更已
開始供電：

– 青海格爾木大型併網電站項目

本集團在青海格爾木投資興建 10兆瓦大型太陽能光伏地面電站項目，該項目較
早前已取得國家發改委核定每千瓦時人民幣1.15元的上網電價，其中約人民幣0.8

元╱度補貼電價最近已被列入第四批新能源電價補貼的名單上。項目現已建成投
入供電，並按月正常收取基本電費，二零一二年全年補貼電費人民幣912萬元已於
二零一三年八月收妥。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項目已發電660

萬度，預期二零一三年全年的發電量可達1,400萬度。

– 鄭州20兆瓦屋頂電站項目

位於河南鄭州的 20兆瓦屋頂電站項目是政府示範工程，其中 1.5兆瓦屋頂光伏電
站獲政府「金太陽示範工程」的約人民幣1,800萬元財政補貼，目前，本集團已完成
一期13個屋頂共計 1.525兆瓦的建設工作，該項目電網接入系統方案於 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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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河南省電力公司（國家電網下屬公司）批復接納，已獲得河南省電力監管局核
發的預發電許可證，並已與電力公司、電力用戶簽署的發用電三方協議。

– 許昌20兆瓦屋頂電站項目

許昌項目是本集團在河南省大型分佈式太陽能電站，該項目是中國政府「金太陽
示範工程」第二批中最大的項目之一，並被列入「十二五」規劃中，獲得財政部及
河南省財政廳合共人民幣1.8億元的補貼，其中約人民幣1.12億元補貼已到位。項
目已全面竣工並投入服務，電網接入系統方案已於2013年5月獲得許昌市供電公
司（國家電網下屬公司）批復接納，並於2013年6月與電力公司、電力用戶簽署發用
電三方協議，項目發電上網前期工作已全面完成。

此外，本集團已完成上述三個電站的併網手續，實行自發自用，餘量上網的發電模式。

備忘錄與框架協議的進展

本集團在二零一二年底與天華陽光控股有限公司（「天華陽光」）訂立的框架協議，透過
認購或購買太陽能項目或持有該等項目的實體股權，參與投資天華陽光的太陽能項
目，由於受到國際太陽能市場疲軟導致預期收益難以滿足公司內部收益回報要求，此
合作暫未有顯著成果。

此外，在今年上半年，本集團為積極推進光伏發電業務發展，與國內外合作夥伴簽署
了一系列的合作備忘錄和框架協議。

由於國家對「金太陽示範工程」尚在不斷調整及優化中，因此，本集團與寧夏眾力科技
園有限公司 (「寧夏眾力」)簽訂合作開發20兆瓦光伏發電備忘錄。除此之外，本集團亦
與許昌市人民政府 (「許昌市政府」)簽訂諒解備忘錄，以發展位於許昌60兆瓦屋頂電站
項目，該項目有待政府度電補貼政策方能進一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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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在今年三月與中興能源（深圳）有限公司簽訂的框架協議，將需待收購項
目按《金太陽清算示範工程財政補助金的通知》完成清算工作完成後才可以繼續進行。

本集團目前只在考慮與寧夏眾力及許昌市政府所訂立的諒解備忘錄及框架協議所涉
及的項目。

傳統及新能源項目並駕齊驅

為提供更穩定回報，本集團旗下非全資附屬公司－北京君陽投資有限公司（「北京君陽」）
在今年六月與北京三吉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吉利」）（其最大股東為國家開發
投資公司）簽訂股份認購協議。北京三吉利主要從事發電的開發、投資、建設及運營發
電廠和投資煤炭資產。北京三吉利目前在中國江蘇省及河南省擁有及控制四家營運電
廠，分別為沙洲電廠一期、華興電廠一期、新密電廠一期及二期，總裝機容量為4,640

兆瓦，其現正進行沙洲電廠二期的建造工程。華興電廠二期及周口電廠二期現正進行
準備工作。北京三吉利大部分機組為高效率的超臨界和超超臨界機組。

北京君陽同意以每股人民幣1.5015元認購北京三吉利3.5億股股份，相當於北京三吉利
經發行認購股份而擴大的已發行股本約25.735%。認購股份的總代價為人民幣5.25億元
（約 6.62億港元）。待該項交易完成後，北京君陽將成為北京三吉利僅次於國家開發投
資公司（其於北京三吉利經發行認購股份而擴大的已發行股本約佔26.03%股權）的第二
大股東。

同時，這亦是具有保證收益回報的合作，倘北京三吉利未能於五年內獲得上市地位，
或出售已審核的淨資產逾50%，北京三吉利股東之一北京國利能源投資有限公司有責
任向北京君陽購回所有認購股份。本集團可按投放於北京三吉利的投資，收回每年12%

之除稅後收益（包括北京君陽應收之全部股息）或每年15%之除稅前收益（包括北京君陽
應收之全部股息）。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三日，本公司獲北京三吉利通知，股份認購事項之若干條款，尤
其是股份認購價及釐定股份認購價之參考日期，須因應審批部門作出之意見而修訂，
而北京三吉利邀請北京君陽重新磋商股份認購事項之條款。待各訂約方最終協定後，
經修訂股份認購價可能增至最高每股認購股份為人民幣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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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現正考慮北京三吉利提出之該項建議，以及訂立股份認購協議之補充協議，以
根據經修訂條款進行股份認購事項，是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益。

北京三吉利擁有央企背景，該公司的最大股東為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其為一間國有投
資控股公司和中央直接管理的國有重要骨幹企業，獲中國國務院授權並於一九九五年
成立為有限公司，持有北京三吉利約36.875%已發行股本。兩者合作，本集團將可從傳
統能源領域上創造財務回報。

放債業務穩定發展

本集團在二零一二年九月收購易財務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進軍財務放債業務。
易財務是於本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根據香港法例第163章放債人條例持有有效
的放債人牌照。

在過去數月，本集團放債業務亦取得成果，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
進行了超過十次放債交易，共放貸約港幣三億一千萬元，本集團管理層對放債業務的
前景感到樂觀，暫時無意進一步擴充有關業務，但會留意有關業務發展及市場需求。

未來業務展望

國務院剛在七月推出「國務院關於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到在二零一
三至二零一五年，年均新增光伏發電裝機容量10吉瓦左右，至二零一五年總裝機容量
達到35吉瓦以上，意味著中國未來三年中，每年裝機容量佔全世界 30%，將成為世界
上第一光伏發電應用市場，同時該「意見」提出建立一個具有信用的電價和補貼發放機
制，避免投資企業於發電後仍拿不到合理電費和補貼。這些輔助措施，為光伏發電行
業鋪下平坦的發展道路，不過，措施要發展得成熟還需要點時間，本集團將繼續借助
這些補貼措施發展太陽能光伏發電項目。

本集團今次跟北京三吉利合作將可互補優勢，憑藉北京三吉利在國內傳統能源領域上
擁有領先地位及極具實力，預期將能擴闊本集團的投資組合及締造可靠的回報，同時
擴大本集團在中國能源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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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兩間公司的合作將會集中發展分佈式燃氣發電及分佈式太陽能發電兩個
領域，主要的計劃包括：第一，於五年內達致分佈式燃氣發電總裝機容量最多為600兆
瓦；第二，雙方計劃共同開發分佈式太陽能光伏發電項目，於五年內達致總裝機容量
最多為500兆瓦；第三，雙方計劃共同開發其他具發展潛力的新能源項目，按協議，有
關光伏發電項目會以北京君陽為主，而燃氣發電則由北京三吉利主導。

配合國家發展新能源的政策扶持，以及北京三吉利龐大的後盾，本集團在傳統能源及
新能源項目上將更如虎添翼，為股東創造穩定及長遠的價值。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189,76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60,411,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約達513,32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79,371,000港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
為2.75倍（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2倍）。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總負債與總資產之比率）約為 30%（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3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借貸約為10,886,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無）。由於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借貸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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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權益約為148,28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 126,18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與賣方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一月十
六日之買賣協議，內容有關收購駿科網絡訊息有限公司之零息兌換債券，配發及發行
本公司股本中841,156,626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新股份（「股份」），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一月十六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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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本公司根據本公司與賣方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一月十
七日之買賣協議，內容有關收購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君陽光電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之4,0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之股份(佔其已發行股本約11.247%)，配發及發行264,281,196

股股份，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七日之公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之已發行股
本概無變動。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公平值約11,834,000港元之本集團若干持作買賣投資已抵押
以取得本集團之銀行貸款。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56名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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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給予員工之薪酬主要根據業內慣例及員
工個人表現及經驗。除定期薪酬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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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巿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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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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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
守則」）之所有適用之守則條文，惟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
政總裁之職務應予區分，而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除外。本公司行政總裁一職於二零一
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期間一直懸空，而本公司行政總裁之工作職
責，由全體執行董事共同履行。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委任江游先生為
本公司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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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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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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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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治
民先生及余振輝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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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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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陽太陽能電力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白亮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白亮先生、江游先生、蕭錦秋先生、Lawrence Tang先生及彭
立斌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遠先生、戚治民先生及余振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