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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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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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46）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
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25,627 32,349
銷售成本 (9,682) (21,333)

  
毛利 15,945 11,016

其他收入 4 304 62
其他虧損，淨額 4 (38) (897)
分銷成本 (454) (622)
行政開支 (31,492) (26,783)

經營虧損 (15,735) (17,224)
融資成本 5a (2,772) (4,645)

除稅前虧損 5 (18,507) (21,869)
所得稅抵免 6 (110) 1,071

本期間虧損 (18,617) (20,798)

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0,750) (20,917)
 非控股權益 2,133 119

(18,617) (2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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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入：
海外業務匯兌之匯兌差額 (813) 3,42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總額 (813) 3,420

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19,430) (17,378)

應佔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1,580) (17,497)
 非控股權益 2,150 119

(19,430) (17,378)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港仙）   (0.57)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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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316 3,484
無形資產 177,168 3,927
商譽 150,167 –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 –

333,651 7,411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55 93
存貨 4,529 7,87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34,901 57,88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 57,070 95,363
受限制及已抵押銀行存款 327 755
衍生金融資產 10,470 –

207,352 161,972

資產總值 541,003 169,383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91,259 75,009
 儲備 74,699 (62,971)

165,958 12,038
非控股權益 192,563 (6,970)

權益總額 358,521 5,068
  



– 4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3 22,750 22,750
遞延稅項負債 469 657

23,219 23,40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84,825 66,006
流動稅項負債 12,182 11,932
借款 13 62,256 61,013
遞延收益 – 221
應付融資租賃款項 – 1,736

159,263 140,908

負債總額 182,482 164,315

權益及負債總額 541,003 169,383
  

流動負債淨額 48,089 21,06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81,740 28,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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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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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關香港會計準則及
詮釋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載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簡明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所採納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
述者相同。本集團於本期間已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與
其業務有關及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不會對本集團的
會計政策及於本期間及上年度報告的金額構成重大變動。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
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目前未能確定該
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
響。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產品層面所組織之分部管理其業務。

經營分部按提供有關本集團組成部分資料之內部報告區分。此等資料乃提呈予董事
（即主要經營決策人（「主要經營決策人」））供其進行審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本集團已呈列下列三個可呈報分部，且概無經營分部已合併組成下列呈報分部：

1. 污水處理及建築服務

 此分部從事提供按建設 – 經營 – 轉移（「BOT」）基礎興建及營運污水處理廠之
服務。

2. 污水處理設備買賣

 此分部從事污水處理設施及機器買賣以及提供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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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輔助生殖醫療服務

 此分部從事輔助生殖醫療及輔助生殖相關的醫療服務。

(a) 分部業績

本集團之收益及分部業績分析呈報如下︰

分部收益 分部溢利（虧損）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污水處理及
 建築服務 872 21,362 (4,616) (1,779)
污水處理設備買賣 5,765 10,987 (2,153) (437)
輔助生殖醫療服務 18,990 – 4,369 –

  
25,627 32,349 (2,400) (2,216)

   

(b) 可呈報分部業績與除稅前虧損之對賬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業績 (2,400) (2,216)
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淨額 266 (835)
折舊及攤銷 (5,660) (1,334)
融資成本 (2,772) (4,645)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7,941) (12,839)

除稅前虧損 (18,507) (2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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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04 62

 
其他收益淨額
按公平值透過虧損列賬之金融資產
 之未變現收益淨額 (38) (30)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之減值虧損撥回 – (857)
其他 – (10)

(38) (897)

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 2,772 4,645

 
2,772 4,645

(b) 其他項目：
 無形資產攤銷 5,226 93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34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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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抵免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98 35
遞延稅項 (188) (1,106)

110 (1,071)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概無就香
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中國稅項乃按中國法定之適當現行稅率進行計算。

7. 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無）。

8. 每股虧損

 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進行
計算。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20,750) (20,917)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650,359 2,5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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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收購附屬公司以公允值為基本而
產生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2,102,000港元及無形資產增加178,467,000港元。

此外，本集團耗資 1,16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430,000港
元）於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26,105 22,162
其他應收款項 37,975 32,487
貿易按金 75 73
預付款項及按金 70,746 3,161

134,901 57,883

根據發票日期進行之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個月內 8,747 4,795
2個月以上但3個月內 – –
3個月以上但少於12個月 320 3,610
12個月以上 17,038 13,757

26,105 2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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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現金及銀行結餘 57,070 95,363
已抵押銀行存款 327 755

57,397 96,118

12.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25港元之普通股 8,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普通股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000,359 75,009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3,650,359 91,259
  

13. 銀行貸款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債劵 22,750 22,750

流動負債
 一年內到期償還之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部分 62,256 61,013

借貸總額 85,006 8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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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19,114 20,66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3,369 32,520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4,962 4,705
已收銷售按金 7,380 8,121

 
84,825 66,006

  

根據發票日期進行之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1個月內 2,072 4,905
於1個月後但3個月內 155 249
於3個月後但6個月內 5,108 4,058
於6個月後但1年內 728 3,699
於1年後 11,051 7,749

19,114 20,660

15. 經營租賃承擔

 作為承租人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而應付之未來最低租賃款項總額
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2,184 4,279
一年後但五年內 1,274 1,903

3,458 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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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比較金額

可比較綜合全面收益表已予重新呈報，猶如本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已於可比較期初
已予以終止。

17. 業務合併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賣方」）訂立協議（「協議」），
以收購Pacific Fertility Institut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及其附屬公司（「PFI集團」）之50%
股權，總代價為175,500,000港元。該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就會計
目的而言，該日亦為收購日期（「收購日期」））完成。PFI集團從事提供輔肋生殖醫療服
務。透過該收購事項，本集團亦可拓展其醫療業務。

被收購方於
收購日期之公平值

千港元 

於收購日期所收購資產及所確認負債如下：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02 
無形資產 178,467 
存貨 503 
應收及其他應收款 3,577 
銀行結餘及現金 8,053 
衍生金融資產 10,470 
應付及其他應付款 (2,339)

淨資產 200,833 
收購事項所產生之商譽 150,167 
非控股權益 (175,500)

總代價 175,500 

收購總代價以下方式支付：
發行新股份 175,500 

收購事項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所收購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8,053



– 13 –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賣方」）訂立協議（「協議」），
以收購海南銀開醫療投資有限公司（「海南銀開」）之 52.02%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
20,808,000元 (相等於約23,726,000港幣 )。該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就會
計目的而言，該日亦為收購日期（「收購日期」））完成。海南銀開從事醫院投資及管
理、醫療項目投資、醫療技術開發等業務。透過該收購事項，本集團亦可拓展其醫療
業務。

被收購方於
收購日期之公平值

千港元

於收購日期所收購資產及所確認負債如下：

應收及其他應收款 34,77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834 
應付及其他應付款 (2)

淨資產 45,609 
非控股權益 (21,883)

總代價 23,726 

收購總代價以下方式支付：
現金代價 23,726 

收購事項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10,064)
償還債項 (11,336)
繳付未付資本 (2,326)
所收購之銀行結餘及現金 10,834 

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流出淨額 (1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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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約 25,627,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2,349,000港元減少20.78%。本期間之毛利增加至約15,945,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016,000港元）。本期毛利率增加至62.21% (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34.05%)。有關毛利率增加主要為新增的輔助生殖醫療服務分

部之毛利率 67.86%所至提高。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約為

20,75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20,917,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已將擴展業務範圍為輔助生殖醫療服務，提供高質量的輔助生殖醫療服

務予就醫的患者。

前景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環境相關業務，包括提供有關治水、節水、淨水、水回收及管理以及

污水處理之環保技術、產品、設備及系統整合。

有見於本集團現有環保相關業務的表現並不理想，以及於中國的醫療保健行業的前景，

本集團已作出策略性的舉措，進入中國的醫療保健行業。於二零一七年三月，本集團完成

收購Pacific Fertility Institut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的50%股權。Pacific Fertility Institut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連同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為患者提供高質量的輔助生殖醫療服務，主要

把由美國、亞太區和中國前來就醫的患者作為對象，其醫療機構位於塞班島。

中國政府於二零一六年公佈兩孩政策。此外，中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於二零一六

年九月已發佈通知（「通知」），內容有關促進《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改革完

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的決定》（由中國國務院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公佈）的實施。於發佈通知

前，該等不育夫婦其想接受生育醫療服務須提供由本地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出的計劃

生育證明予服務供應商，以證實其接受該等醫療服務的資格。根據通知，不育夫婦無須提供

計劃生育證明予生育醫療服務供應商，因此接受醫療服務的登記程序已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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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成功收購之動力，本公司將繼續放眼其他發展機遇，有關安排有利於集團分散及管理風

險與回報，儘量減少在個別項目承受之風險。然而，一如既往，本公司將貫徹非常嚴謹的財

務準則，於尋求新投資項目 的過程中不會抱有「志在必得」的心態。

中國對生育醫療行業的有利政策，包括（一）發展生育醫療諮詢服務被列為河北省政府的重點;

和（ii）兩項兒童政策。

董事會認為，收購輔助生殖醫療服務事項會令本集團得以將其醫療業務進一步拓展至中國

市場，並擴大本集團之收入來源。

流動資金

本集團繼續維持流通的資金狀況。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

57,07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5,363,000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為 541,003,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69,383,000港元），而負債總額約為182,482,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4,315,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為1.30（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5。

本期間本集團之借貸及應付融資租賃款項約為85,00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5,499,000港元）。本集團之借貸及應付融資租賃款項以人民幣列值，主要包括按固定及浮動

利率計息之定期貸款及一筆以固定利率計息之委託貸款。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即負債總額

對資產總值之比率）為15.71%（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48%）。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為 32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55,000港元）抵押予銀行，以取得向本集團提供之銀行融資。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主要投資、應收賬款、銀行結餘、應付賬款及銀行貸款均以人民幣計值，因此，本

集團直接面對外匯波動風險。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外幣衍生工具產品對沖外幣

風險。然而，管理層已管理及監察有關風險，以確保及時有效地採取適當措施。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105名（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5名）僱員。本

集團給予僱員之酬金乃按僱員之工作表現、工作經驗及現行市價而釐定。薪酬組合包括基本

薪金、雙糧、佣金、保險及強制性公積金。本集團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旨在向本集團之合

資格董事及僱員提供獎勵及報酬，以表揚彼等對本集團之成就作出之貢獻。薪酬組合由管理

層及薪酬委員會每年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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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資料

期間主要事件

董事會認為，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根據該協議收購目標公司約52.02%之權益會令本
集團得以將其醫療業務進一步拓展至中國市場，並擴大本集團之收入來源。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公告，所採用的詞彙與以上公告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訂立一個主要交易有關涉及根據特別授權發行可換股
債券收購好好優寶控股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公告，所採用的詞彙與以上公告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企業管治

本公司深明良好企業管治對本公司穩健發展之重要性，並已竭盡全力識別及制定切合本公
司需要之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惟有關第A.4.1條之
守則條文除外。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有關非執行董事服務年期闡釋於二零一六年年度報告
第12頁「企業管治」一節。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其行為守
則。經對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
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之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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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公眾持股量

於本中期報告日期，根據本公司可公開取得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本公司保持上市規則所指
定之公眾持股量。

致謝

謹代表董事會，我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我們的員工的奉獻和我們的股東堅定不移地支持本公
司。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中平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許中平先生、徐小陽先生及胡玥玥女士；本公司之非執
行董事為馬天福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志偉先生、朱南文教授及李軍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