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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
執行董事
葉偉樑先生（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潔志女士
蘇彥威先生
譚鎮華先生

審核委員會
蘇彥威先生（主席）
李潔志女士
譚鎮華先生

薪酬委員會
譚鎮華先生（主席）
李潔志女士
蘇彥威先生

提名委員會
李潔志女士（主席）
譚鎮華先生
葉偉樑先生

公司秘書
曹思維先生

核數師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Conyers Dill & Pearman

主要往來銀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黃竹坑道49號
得力工業大廈4樓C室

主要股份過戶登記處
Codan Services Limited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股份代號
979

網址
http://www.greenenerg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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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4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1,044 773

其他收入  163 2

製成品存貨變動  (196) (324)
預付款項及按金撥備  – (1,125)
折舊及攤銷支出  (1,075) (1,354)
員工成本  (6,640) (3,107)
其他經營支出  (14,871) (4,008)
   

持續經營業務除所得稅前虧損 4(a) (21,575) (9,143)

所得稅 5 – –
   

持續經營業務期間虧損  (21,575) (9,143)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期間虧損 4(b) – (956)
   

期間虧損  (21,575) (10,099)

其他全面收益

此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568 305
   

期間之全面收益總額  (21,007) (9,794)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21,575) (9,143)
   

 －已終止經營業務  – (956)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21,007) (8,838)
   

 －已終止經營業務  – (956)
   

持經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港仙） 7 (4.68) (2.22)
   

持續經營業務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港仙）  (4.68)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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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於 於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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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794 7,68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5,656 5,256
   

  12,450 12,936
   

流動資產
存貨 8 359 360
應收貿易賬款 9 288 2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685 1,85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359 3,966
   

  29,691 6,20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154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433 2,089
所得稅撥備  1,812 1,838
可換股可贖回債券 12 25,047 –
   

  28,446 3,927
   

流動資產淨值  1,245 2,28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13,695 15,21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46,386 45,500
儲備  (32,691) (30,282)
   

權益總額  13,695 1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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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4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可換可贖回   以股票為
   債券-   基礎之
 股本 股份溢價 權益儲備 實繳盈餘 匯兌儲備 給付儲備 一般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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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之結餘 45,500 219,763 – 56,897 2,225 28,367 71 (320,300) 32,523
期間虧損 – – – – – – – (10,099) (10,099)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305 – – – 305
         

本季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 305 – – (10,099) (9,794)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45,500 219,763 – 56,897 2,530 28,367 71 (330,399) 22,729
         

於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之結餘 45,500 219,763 – 56,897 836 28,141 71 (335,990) 15,218

發行可換可贖回債券 – – 3,603 – – – – – 3,603
於購股權獲行使而
 發行股份 886 3,997 – – – (1,694) – – 3,189
確認以權益結算並以
 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 – – – 12,692 – – 12,692
已歸屬之購股權失效 – – – – – (847) – 847 –
         

與擁有人的交易 866 3,997 3,603 – – 10,151 – 847 19,484
         

期間虧損 – – – – – – – (21,575) (21,575)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568 – – – 568
         

本季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 568 – – (21,575) (21,007)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46,386 223,760 3,603 56,897 1,404 38,292 71 (356,718) 13,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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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4

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量

持續經營業務除所得稅前虧損 (21,575) (9,143)
已終止經營業務除稅前虧損 – (956)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利息收入 – (2)
 折舊及攤銷支出 1,075 1,370
 出售設備之虧損 58 –
 預付款項及按金撥備 – 1,125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支出 12,692 –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虧損 (7,750) (7,606)
應收貿易增加 (263) (8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1,173 134
存貨減少 1 275
應付貿易減少 154 (2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 (656) (1,082)
  

經營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7,341) (8,385)
  

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400) (2,126)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92) (36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127 235
已收利息 – 2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365) (2,257)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

發行可換股可贖回債券所得款項 28,650 –
行使購股權之所得款項 3,190 –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 31,840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減少）淨額 24,134 (10,642)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966 22,150

匯率變動之影響 259 115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8,359 11,62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存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存 28,359 1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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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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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會計政策
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內所有必需資料及披露事項，故應連同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編製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用
者一致，惟於本期間適用於本集團有關可換股可贖回債券之會計政策除外。採納新增╱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包括一切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適用於本集團及於本期間生效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財務狀況或業績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可換股可贖回債券
於初步確認時，本集團所發行包含財務負債及權益部分之可換股可贖回債券會獨立分類至各自之負債及權益部分（附註
12）。於初步確認時，負債部分之公平價值乃利用包含衍生工具特質（如適用）之對等非可換股債券之市場利率釐定。因此，
可換股債券之權益部分將為於發行可換股可贖回債券之所得款項中扣除負債部分公平價值後之餘額。

負債部分其後利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計量，直至其於轉換或贖回而消失時為止。利息開支按本集團有關借貸成本之
會計政策確認。權益部分於可換股可贖回權益儲備中確認，直至可換股可贖回債券獲轉換或贖回為止。

倘可換股可贖回債券獲轉換，則可換股可贖回債券權益儲備，連同負債部分於轉換時之賬面值將一併轉撥至股本及股份
溢價，作為所發行股份之代價。倘可換股可贖回債券獲贖回，可換股可贖回權益儲備會直接撥入保留溢利╱累計虧損。

與發行可換股可贖回債券相關之交易成本會按所獲分配之所得款項總額分配至負債及權益部分。與權益部分相關之交易
成本直接於權益中扣除。與負債部分相關之交易成本計入負債部分之賬面值，並採用實際利率法於有關期間內攤銷。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任何新訂及經修訂之已頒佈但尚未於本期間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惟目前尚未能合理地估計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經營業
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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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生物柴油貿易 – 249
生物清潔物料貿易 4 101
建築廢料貿易 – –
提供廢料處理服務 1,040 423
  

 1,044 773
  

已終止經營業務
可循環再用塑料貿易及相關服務
營業額 – 2
  

 1,044 755
  

分部收入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可循環
  生物  建築廢料及 綜合持續 再用塑料及
 可再生能源 清潔物料 發電機 廢料處理 經營業務 相關服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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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對外部客戶之銷售 – 4 – 1,040 1,044 – 1,044
       

業績
分部業績 (1,357) (99) (4,257) (7) (5,720) – (5,720)
      

未分配開支       (16,018)
其他收入       163
       

除所得稅前溢利       (2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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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可循環
  生物  建築廢料及 綜合持續 再用塑料及
 可再生能源 清潔物料 發電機 廢料處理 經營業務 相關服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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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對外部客戶之銷售 249 101 – 423 773 2 775
       

業績
分部業績 (2,716) (179) (995) (732) (4,622) (956) (5,578)
      

未分配開支       (4,523)
其他收入       2
       

除所得稅前虧損       (10,099)
       

下表按分部呈列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可循環
  生物  建築廢料及 綜合持續 再用塑料及
 可再生能源 清潔物料 發電機 廢料處理 經營業務 相關服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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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分部資產 7,272 368 529 4,309 12,478 – 12,478
未分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869
未分配企業資產       5,794
       

綜合總資產       42,141
       

負債
分部負債 – – 201 129 330 – 330
未分配企業負債       26,304
稅項負債       1,812
       

綜合總負債       2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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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續）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可循環
  生物  建築廢料及 綜合持續 再用塑料及
 可再生能源 清潔物料 發電機 廢料處理 經營業務 相關服務 總計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8,303 371 602 4,381 13,657 – 13,657
未分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80
未分配企業資產       3,808
       

未分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綜合總資產       19,145
       

負債
分部負債 24 – 205 179 408 – 408
未分配企業負債       1,681
稅項負債       1,838
       

綜合總負債       3,927
       

4. 除所得稅前虧損
(a)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酬及津貼 3,339 3,107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支付給僱員 3,301 –
 6,640 3,107
滙兌差額 691 318
利息收入 – (2)
出售設備之虧損 58 –
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支付給其他非僱員 9,3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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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201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除所得稅前虧損（續）
(b)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由於租賃土地屆滿，本公司無法找到合適地方以進行此可循環再用塑料貿易及相關
服務業務，而董事會及管理層認為，此業務將不會出現重大變動或改善，並同意不值得於租賃土地屆滿後進一步
投入金錢及資源於此業務。本公司決定終止此業務分部。
 

 截至 截至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2
已售貨品成本 – (1)
員工成本 – (459)
折舊及攤銷支出 – (16)
其他經營支出 – (717)
  

除稅前虧損 – (1,191)
所得稅支出 – –
  

 – (1,191)
出售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235
  

已終止經營業務期間虧損 – (956)
  

就呈列已終止經營業務而言，比較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已經重列，猶如年內已終止經營之業務於比較期
間之初已終止經營。

5.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錄得香港應課稅溢利，故毋須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由於未能確定能否收回潛在遞延稅項資產，故並無確認與本集團稅項虧損有關之潛在遞延稅項資產。

6.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期虧損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攤薄後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虧損計算。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按照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期內已發行普
通股數目和假設只有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全數以零代價行使或兌換為普通股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可換股可贖回債券對每股基本虧損造成反攤薄影響，故並無
披露該期間之每股攤薄後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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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 每股虧損（續）
每股基本及攤薄後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本季度虧損 (21,575) (10,099)
  

 股份數目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 461,463,612 455,002,176

攤薄影響－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21,575) (9,143)
  

分母為上文用以計算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並無對上述之每股基本虧損作出調整，原因為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該兩個季度具反攤薄影響。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無（二零一三年：約0.21港仙），乃按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季度虧損：無（二零一三年：
約955,000港元）除以上文用以計算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並無對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作出調整，原因為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對該兩個季度之每股基本虧損具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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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 存貨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生物燃料物料 45 45
生物清潔物料 314 315
  

 359 360
  

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為90日。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呆賬撥備）於報告期間結束時之賬齡分析（根據到期計算）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288 22
180至365日 – –
365日以上 – 3
  

 288 25
  

1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預付款項 43 349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42 1,509
  

 685 1,858
  

11.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154 –
91至180日 – –
181至365日 – –
365日以上 – –
  

 1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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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可換股貸款票據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發行面值總額為30,000,000港元之一年期5%可換股債券。面值為30,000,000港元之債券於
發行日期一年後到期，並可於發行日期後按持有人所選擇以每股0.4港元轉換為最多75,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

本公司可於緊隨限制期屆滿之日起至到期日（包括該日）止期間，以相當於未行使可換股債券本金額之100%，另加就有
關金額累計之所有利息贖回債券。限制期已界定為債券發行日期起計六個月之期間。

於初步確認時，可換股可贖回債券負債部分之公平價值乃按本公司擁有贖回權之累似非可換股債券當前之市場利率釐定。
可換股可贖回債券之公平價值與指定至負債部分即將可換股可贖回債券轉換為權益之選擇權之公平價值間之差額乃計入
權益作為可換股可贖回債券權益儲備。負債部分之實際利率為25.76%。

可換股可贖回債券之負債及權益部分變動載列如下︰

 負債部分 權益部分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初步確認時之公平價值 26,227 3,773
直接交易成本 (1,180) (17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 25,047 3,603
  

於扣除直接交易成本1,350,000港元後，發行可換股可贖回債券所得款項淨額為28,650,000港元。

13.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4,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55,002 45,500
 行使購股權（附註(a)） 8,860 886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463,862 46,386
  

附註：

(a)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8,860,000份購股權已按每股0.36港元之行使價行使，本公司因此發行8,860,000
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新股份，並將1,694,000港元之款項由購股權儲備轉撥至股份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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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營運業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營業額約為1,04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780,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增加約33.3%。

本期間之虧損淨額約為21,6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淨額約為10,000,000港元）。
然而，於撇除以權益結算並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12,700,000港元此為非現金會計處理方法，並於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損益扣除，但對本集團營運之現金流量並無影響後，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期間錄得經調整虧損淨額約8,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1%。

分部資料
(a) 可再生能源

本集團已終止小桐子之一切活動，並開始集中資源於香港以外地區生產生物柴油。本集團正於葡萄牙建
設一間年產能為8,000公噸之項目仍在進行中，該工廠能同時使用固體酸酯化及轉酯化過程將原料油轉化
為脂肪酸甲酯或生化柴油。本集團預期，該廠房將於不久將來成為新收入增長來源。

(b) 生物清潔物料
出售生物清潔物料之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101,000港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4,000港元。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宣傳及推廣此等環保產品，及盡量減低整體
營運開支。

(c) 建築廢料及提供廢料處理服務
此業務之主要業務重點為收集建築廢料並將之循環再用以及出售循環再用之建築材料。此業務之營業額
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423,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
1,040,000港元，增加約145.9%。德國鐵路延展工程完成後，建築廢料的需求正逐漸回升。

(d) 發電機
15KW液態丙烷發電機已完成開發並推出市場。我們產品的對象為中國電訊設施服務供應商，大部份安裝
工程分散於偏遠地區進行。我們仍在等待目標客戶之招標結果。

(e) 已終止經營之塑料及相關服務
繼土地租約於二零一三財政年度屆滿後，本集團已終止循環再用塑料業務及提供相關服務。終止經營之
主要理由為中國當局就由向中國進口可循環再用塑料實施嚴格控制。管理層認為，本業務分部不具備持
續商業營運之可行性，因此，本業務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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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總額約為29,7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6,200,000港元），而流動負債總額約為28,4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900,000港元）。本
集團之流動比率約為1.04（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6）。本集團有足夠資金償還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為42,2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9,100,000
港元）。資產負債比率（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約為67.3%（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0.4%）。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為138,000歐元（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345,000歐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無）。

未來前景
管理層預期本集團現有之核心業務將繼續面對挑戰，本集團認為營運效益得以改善是轉虧為盈的關鍵。因此，
本集團首要處理之工作為資源及人力調配。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繼續進行戰略性審閱，以評估重組業務之不同
選擇，並一直審慎發掘可提升股東價值及對我們未來增長有支持作用之可行投資及收購機會。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五日之公佈。本集團已委聘一間顧問公司提供顧問服務，是項委聘讓本
集團可進一步發掘新投資機會，而顧問公司之主要任務為取得出售任何股份於英國之認可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
司之控股權益之要約。

僱員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中國及德國有22名僱員（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23名僱員）。

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之薪津組合，以鼓勵員工不斷改善及進步。本公司現有一項購股權計劃，以鼓勵及獎賞合
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董事）對本集團業績及業務發展作出貢獻的個人表現。

僱員之薪酬、晉升及薪金，乃基於其工作表現、工作經驗、專業資格及當前市場慣例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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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披露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中，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詳情具見下列：

A.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所持已發行 佔本公司已發行
董事╱行政總裁姓名 身份 普通股數目 股本之百分比

葉偉樑先生 全權信託之財產授與人 222,971,436 48.07%
 （「葉先生」）（附註1） 實益擁有人 330,000 0.07%
李潔志女士 實益擁有人 3,612,000 0.78%

B.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權益
  所持相關 佔本公司已發行
董事╱行政總裁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股本之百分比

葉先生 實益擁有人（附註2） 340,000 0.07%

蘇彥威先生 實益擁有人（附註2） 1,110,000 0.24%

譚鎮華先生 實益擁有人（附註2） 440,000 0.09%

附註：

1. 葉先生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根據彼與New Zealand Professional Trustee Limited（「受託人」）訂立之組織安
排契據，成立一個全權家庭信託。受託人持有Always New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而該公司以信託形式代表
該家族信託之利益，持有Always Adept Limited（「Always Adept」）及First Win Trading Limited（「First Win」）各自之
全部已發行股本。Always Adept及First Win分別持有66,891,428股及156,080,008股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Always New Limited被視為於First Win及Always Adept所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該等相關股份指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因行使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而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將獲發行及配發
之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存置之登記冊內所記錄，或根
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之規定本公司及聯交所所獲知會，概無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任何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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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顯示，除上文所披露之若干董事
之權益及淡倉外，下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其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有關權益或淡倉：

A.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所持已發行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 普通股數目 股本之百分比

Always Adept （附註1） 實益擁有人 66,891,428 14.42%

First Win （附註1） 實益擁有人 156,080,008 33.65%

Always New Limited （附註1） 受控制法團權益 222,971,436 48.07%

受託人（附註2） 受託人 222,971,436 48.07%

葉太 配偶權益（附註3） 222,971,436 48.07%
 配偶權益（附註3） 330,000 0.07%

B.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權益
  所持相關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東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股本之百分比

葉太 配偶權益（附註4） 340,000 0.07%

附註：

1. Always New Limited持有Always Adept及First Win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Always New 
Limited被視為於Always Adept及First Win所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葉先生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根據其與受託人訂立之組織安排契據，成立一個全權家族信託。受託人持有
Always New Limited股本中全部已發行股份，而該公司則持有Always Adept及First Win各自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換言之合共持有222,971,436股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受託人被視為於Always Adept及First Win所持有之股
份權益中擁有權益。

3. 葉太為葉先生之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葉太被視為於葉先生所持有之股份權益中擁有權益。

4. 該等相關股份指葉先生行使本公司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而授予其之購股權時，須發行及配發之股份。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
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而記錄於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之登記冊。



19

綠色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14

其他資料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五日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終止於一九九七年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並採納
一項新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該購股權計劃項下仍未行使之購股權的詳情如下：

 已授出之購股權涉及的相關股份數目
 

    於  已行使╱ 於
 授出購股權   二零一四年  已註銷╱ 二零一四年
參與者之姓名或類別 之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已失效  六月三十日
   港元
董事
葉偉樑 21/11/2006 21/11/2006 - 20/11/2016 1.050 340,000 – – 340,000
蘇彥威 21/11/2006 21/11/2006 - 20/11/2016 1.050 340,000 – – 340,000
 29/09/2008 29/09/2008 - 28/09/2018 0.395 330,000 – – 330,000
 20/11/2011 20/11/2011 - 19/11/2021 0.360 440,000 – – 440,000
譚鎮華先生 20/11/2011 20/11/2011 - 19/11/2021 0.360 440,000 – – 440,000

僱員（不包括董事）
合計 22/09/2006 22/09/2006 - 21/09/2016 0.930 2,004,000 – – 2,004,000
合計 21/11/2006 21/11/2006 - 20/11/2016 1.050 3,418,000 – – 3,418,000
合計 07/07/2009 07/07/2009 - 06/07/2019 0.420 2,100,000 – – 2,100,000
合計 20/11/2011 20/11/2011 - 19/11/2021 0.360 15,960,000 – 4,430,000 11,530,000
合計 12/05/2014 12/05/2014 - 11/05/2024 0.388 – 16,000,000 – 16,000,000

其他合資格參與者
合計 22/09/2006 22/09/2006 - 21/09/2016 0.930 3,284,000 – – 3,284,000
合計 21/11/2006 21/11/2006 - 20/11/2016 1.050 24,050,000 – – 24,050,000
合計 20/11/2011 20/11/2011 - 19/11/2021 0.360 14,990,000 – 8,860,000 6,130,000
合計 12/05/2014 12/05/2014 - 11/05/2024 0.388 – 4,000,000 – 4,000,000
合計 16/06/2014 16/06/2014 - 15/06/2024 0.378 – 25,000,000 – 25,000,000
       

總計    67,696,000 45,000,000 13,290,000 99,406,000
       

 加權平均行使價（港元） 0.693 0.382 0.360 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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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本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載列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就
守則條文第A.2.1條有若干偏離之處。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須分開，不應由一人兼任。

本公司並無委任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責由本期間內擔任本公司主席之葉偉樑先生履行。董事會相信，由同
一人擔任主席兼行政總裁，可加強及統一對本公司之領導，並可更有效及符合效益地計劃及實行業務決策及策略。

董事會將定期檢討此管理架構之利弊，並在考慮本集團業務之性質及規模後，在日後採取可能屬必須之適當措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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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身有關本公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所載之必守準則及其有關董事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之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
包括審閱本公司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刊發中期業績
本中期報告在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greenenergy.hk)刊登。

代表董事會
主席
葉偉樑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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