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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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初步全年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 截至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變動百分比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經重列

千港元 %

收益 51,716 72,668 (28.8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310,896) (64,379) 382.92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初步綜合年度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重列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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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51,716 72,668
銷售成本 (41,976) (38,169)

毛利 9,740 34,499
其他收益 5 1,693 381
其他虧損淨額 6 (107,906) (19,556)
分銷成本 (1,368) (799)
關於PFI開曼集團之虧損 (135,389) –
減值 (2,936)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9,082 30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2,175 –
行政開支 (87,436) (63,784)

經營虧損 (312,345) (49,229)
融資成本 7 (16,218) (9,081)

除稅前虧損 (328,563) (58,310)
所得稅抵免╱（開支） 8 308 (4,464)

年度虧損 (328,255) (62,774)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可能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4,043 (7,046)
重新分類至出售附屬公司損益，附屬公司不再合併入

賬及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匯兌差額 527 6

4,570 (7,040)

年度全面開支總額，扣除稅項 (323,685) (69,814)

應佔年度（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10,896) (64,379)
非控股權益 (17,359) 1,605

(328,255) (62,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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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七年

經重列

千港元

應佔年度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06,717) (73,424)
非控股權益 (16,968) 3,610

(323,685) (69,814)

每股虧損 10
— 基本（每股港仙） (8.52) (1.84)

— 攤薄（每股港仙） (8.52)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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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重列

於二零一七年
—月一日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3,917

58,097

93

可換股債券 46,113 –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無形資產
在建工程

2,401
1,169
62,057

11,776
79,645

–

3,494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 12,152 –
商譽 – 100,604 –

65,627 204,177 7,411

流動資產
存貨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合約資產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投資

受限制及已抵押銀行存款

13,497
58,393
4,935

–
343

20,281
103,520

957
–
–

13,889

84

755

銀行及現金結餘 4,975 83,379 95,363

82,143 208,137 168,28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即期稅項負債

借貸

遞延收益

212,490
12,167
76,678

–

151,521
20,744
65,571

–

59,024
11,932
61,013

221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 – 1,736
合約負債 6,657 14,156 15,125

307,992 251,992 149,051

流動負債淨值 (225,849) (43,855) 19,23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0,222) 160,322
–

26,641

非流動負債
借貸 3,000 22,750 22,750

遞延稅項負債 – 13,030 657

49,113 35,780 23,407

（負債）╱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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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港元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一七年

經重列

千港元

二零一七年

經重列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1,259 91,259 75,009
儲備 (303,012) (11,648) (64,8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11,753) 79,611 10,204
非控股權益 2,418 44,931 (6,970)

權益總額 (209,335) 124,542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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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為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之註

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分別位於P.O. Box 10008,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Grand
Cayman KY1-1001, Cayman Islands及香港灣仔港灣道6–8號瑞安中心10樓1003–5室。本

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認為，本公司之直接母公司為君圖國際控股有限

公司，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及本公司之最終母公司為尚翠有限公司，其於塞

舌爾共和國註冊成立並由本公司主席許中平先生控股。該直接及最終母公司並不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供公眾使用。

2. 編製基準

2.1 持續經營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

為310,896,000港元，且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負債淨額約為

225,849,000港元。該等狀況表明存在可能導致對本公司持續經營能力產生嚴重懷疑的

重大不確定性因素。因此，本集團可能無法於正常業務過程中變現資產及清償負債。

董事已實施多項計劃及措施以改善本集團的流動性及財務狀況，包括：

(i) 董事已審核管理層編製的本集團現金流量預測，該預測涵蓋不少於自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計十二個月期間。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擁有足夠的營運資金以
於到期時清償其金融負債，且在並無大幅縮減業務的情況下自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起計開展業務的時間不少於十二個月。因此，綜合財務報表已基於持續
經營基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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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一名投資者（「投資者」）已簽署有利於本公司的函

件，據此，投資者表示有意自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起計未來六個月內透過股權

及╱ 或債務投資的方式投資於本公司，總代價最高150,000,000港元，且在任何情

況下不少於6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與投資者訂立

貸款協議，據此，投資者同意向本公司授出本金總額為14,000,000港元的貸款，

該貸款乃屬無抵押且應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或倘該日期並非營業日，則

為下一個營業日）悉數償還；

(iii)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中菊金融有限公司（「貸方」）訂

立貸款協議，據此，貸方同意向本公司授出本金總額為40,000,000港元的貸款，

該貸款乃屬無抵押且應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或倘該日期並非營業日，則

為下一個營業日）悉數償還；

(iv)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七日，我們之全資附屬公司醫諾醫療集團有限公司（「醫諾醫療

集團」）已與醫諾醫療集團之附屬公司北京醫諾婦兒醫院有限責任公司（「北京醫諾

婦兒醫院」）之承建商簽署合作協議，當中訂明，承建商不得催促北京醫諾婦兒醫

院支付到期建築工程，相反，承建商及醫諾醫療集團將物色新投資者投資北京醫

諾婦兒醫院以支付有關建築工程款項。於任何情況下，即時並無投資者投資北京

醫諾婦兒醫院，承建商亦不得要求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六日或之前償還建築工程款

項；

(v)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委託貸款約56,928,000港元乃二零一九年

三月二十六日透過委託一家銀行向獨立第三方借入以續期。貸方已決定延期償還

該委託貸款，因此一半委託貸款須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償還，而

另一半須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償還；

(vi) 年內，收益穩步提升。預期廢水處理設備貿易業務產生的現金流量於二零一九年

將進一步提升；及

(vii) 本集團須實施成本節約措施以維持足夠的現金流量用於本集團業務。

基於本集團的現金流量預測及考慮到本集團可用的財務資源及以上措施，董事認為本

集團於可預見的未來將擁有足夠的營運資金為其營運提供資金並於到期時清償金融債

務，因此信納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屬恰當。

倘本集團無法繼續持續經營，則必須作出調整以將資產價值重列至其可收回金額，就

可能產生的任何進一步負債計提撥備並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

債。該等潛在調整的影響並無反映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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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未能行使對Pacific Fertility Institut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PFI開曼」）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為「PFI開曼集團」）之控制權

董事會謹此宣佈，由於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發生下文所述之若干觸發事件，本

集團不再能夠對PFI開曼集團之資產及營運行使控制權。

PFI開曼集團之背景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透過醫諾醫療集團自Pacific Fertility Institutes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其由Leon Li先生最

終全資擁有）收購PFI 開曼之50% 股權（「收購事項」）。PFI 開曼由本公司及Leon Li 先
生分別間接擁有50%及50%。於完成收購事項後，醫諾醫療集團向PFI 開曼董事會委任

兩名新董事以取得大多數控制權。就此而言，PFI開曼自完成收購事項起被視為本公司

之附屬公司。

Leon Li事件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之公告所述，本公司懷疑Leon Li先生挪用

PFI 開曼集團之資金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七日向香港警務處報告疑屬挪用。香

港東區治安法院香港亦判處Leon Li先生其他四項刑事罪行（涉及偽造身份證明文件）及

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八日被判處18個月監禁。根據PFI 開曼之組織章程細則第26I條，倘

董事被判處可逮捕罪行，則將自動終止董事職務。因此，Leon Li先生應於其定罪後自

動不符合擔任PFI 開曼董事之資格。亦預期Leon Li先生將無法管理太平洋生殖醫學中

心（香港）控股有限公司（「PFI香港」）之業務營運及有效控制PFI香港之附屬公司Pacific
Fertility Institutes Inc（. PFI開曼擁有80%之於塞班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原因為其目前

於監獄服刑。此外，在Leon Li 先生之管理下，本公司曾並將繼續被拒查閱PFI 香港及

PFI Inc. 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之賬簿及賬目。上述定罪令Leon Li先生之誠信成疑及董事會

認為Leon Li先生不再適合擔任PFI香港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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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陽事件

鑒於Leon Li先生為PFI HK之唯一董事，董事會已嘗試罷免其於PFI HK之董事職務，

以及透過於PFI Cayman之董事會提呈董事會決議案委任新董事，藉此監督日常運營（以

PFI HK唯一董事之身份行事）。於本公告日期，PFI Cayman有兩名董事，即許中平先

生（我們的主席）及徐小陽先生（我們的前行政總裁兼前執行董事，彼於二零一九年一月

十七日被罷免行政總裁職務，並調任為非執行董事），彼等均在根據收購事項之買賣協

議條款完成收購事項後獲醫諾委任為PFI Cayman之董事會成員，藉此保護本公司之利

益。然而，令董事會所有其他成員驚訝的是，徐小陽先生多次拒絕按照董事會之決策

行事。因此，未經本公司同意及PFI Cayman董事會授權，Leon Li先生於其被判刑當日

向PFI HK之董事會委任三名新董事成員。

對本集團之影響

鑒於 (i) PFI Cayman於股東層面及董事會層面之管理僵局於可見將來不大可能獲解決，

及 (ii)儘管董事會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並盡力解決有關事宜，但由於徐小陽先生之不合

作及不負責任之行為，本公司失去對PFI Cayman及其附屬公司之控制權，故董事會決

議本集團不再擁有權力管理PFI Cayman之財務及營運政策，已失去對PFI Cayman的控

制權。因此，董事會認為，PFI開曼集團不應再視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因此其不再併

入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完整財政年度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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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發行於二零二一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公佈建議發行本金總額為7百萬美元於二零二一年到期

之可換股債券，並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九日宣佈完成認購二零二一年到期之可換股債

券。

董事會其後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發現一份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五日之附函

協議（「附函協議」），內容有關二零二一年到期可換股債券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

附函協議似乎據稱由本公司與認購人訂立，據此本公司已聲稱同意本金額為7,000,000
美元於二零二一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分兩期結算：(i)1,500,000美元由認購人直接支付

予Pacific Fertility Institutes (Singapore) Pte Ltd（「PFI Singapore」，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及 (ii)相當於5,500,000美元之人民幣金額由一家在中國大陸成立之第三方公司

直接支付予由北京醫諾北方醫療技術服務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認

購人共同控制之銀行賬戶。

在取得附函協議及認購協議有效性之初步法律意見後，經考慮所有相關情況，本公司

的立場是附函協議及認購協議屬違法及不可強制執行，應予以取銷及╱或撤銷。就此

而言，本公司謹此公佈，可換股債券自其發行當日即屬無效，應予取銷及撤銷。因

此，備製本套綜合財務報表時，猶如可換股債券並未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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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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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準則與其營運有關並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該等新

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呈列方

式及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報告之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本集團建築合約之收益先前使用完成百分比法確認。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有關合約並不符合隨時間確認收益之條件。有關合約之收益現時按產品之控制權轉移

至客戶之時間點確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已獲追溯應用及導致綜合財務報表報告之綜合金額之以下變動：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月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存貨增加 9,367 6,0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11,541) 214
合約資產增加 957 8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 9,532 6,982
合約負債增加 14,156 15,125
保留盈利減少 5,632 1,920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收益減少 6,498
所售貨品成本減少 2,785
年內溢利減少 3,713
每股盈利減少（分）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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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尚未能確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是否將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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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本集團收益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經重列

千港元

銷售污水處理機器及相關服務 673 3,321
銷售貨品 43,825 13,117
污水處理服務 4,140 5,295
生育醫療服務 3,078 50,935

51,716 72,668

5. 其他收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經重列

千港元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95 221
匯兌差額收益 1,031 –
其他 467 160

1,693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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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虧損淨額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經重列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項之撥回減值 2,491 –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39,460) –
撇銷貿易應收款項 (912) (3,823)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投資虧損 – (28)
售後租回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 228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 (12,567)
撇銷其他應收款項 (69,985) –
衍生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 (3,141)
其他 (40) (225)

(107,906) (19,556)

7. 融資成本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租賃支出 – 29
下列利息開支：

–銀行借貸 266 425
–委託貸款 7,197 7,033
–未上市的普通債券 1,593 1,594
–可換股債券 7,162 –

借貸成本總額 16,218 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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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抵免）／開支

於綜合損益確認之所得稅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年內撥備 – 6,032
塞班島CNMI企業所得稅

–年內撥備 – 628
中國企業所得稅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
遞延稅項 (308) (2,196)

所得稅（抵免）／開支 (308) 4,464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

按稅率16.5%計提撥備。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北京精瑞科邁淨水技術有限公司由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 八年享有

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而稅率為15%。

CNMI的契據規定實施美國國內稅收守則作為當地所得稅。CNMI法例規定，所得稅退

稅須按就CNMI 來源收入徵收之當地所得稅由90% 遞減至50% 之百分比計算，並採取

累進稅率。CNMI亦制定分級制（ 1.5% 至5%）業務總所得稅（「BGRT」）。該法例規要求

僅於退稅前所得稅超過BGRT的情況下才支付CNMI 來源收入的企業所得稅。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七年：零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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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年度虧損 (310,896) (64,379)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650,359 3,491,866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相同。原因

為本公司於該等年度並無已發行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

11. 報告期後事件

11.1 PFI新加坡置於司法管理下

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司法管理人於Acromec Engineers向新加坡高等法院提出

申請後獲委任將我們的附屬公司Pacific Financial Institutes (Singapore) Pte Ltd（「PFI 新
加坡」）置於司法管理下。Acromec Engineers聲稱，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PFI新加坡

就Acromec Engineers 向其位於Royal Square Level 8, 103 Irrawaddy Road 的房屋提供的

翻修工作應付及欠Acromec Engineers的結餘為1,273,689.20新加坡元。

11.2 來自第三方的兩個新的長期貸款融資

如附註2.1（ii）及（iii）所披露，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授予本公司的第三方有

兩項新長期貸款融資，總金額為5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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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發佈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潛在審計保留意
見

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知會吾等其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

政年度的已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正落實其審核工作並發表保留意見，如下：

保留意見

吾等已審核載於 貴公司年報的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貴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該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

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綜合現金流量

表，以及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的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吾等認為，除吾等的報告保留意見之基準所述事項可能產生之影響外，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

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

公允地反映 貴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及其截至該日止年度的

綜合財務表現及綜合現金流量，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保留意見之基準

1. PacificFertility InstitutesHoldingsCompany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不再綜合入賬

茲提述 貴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五日之公告所披露之觸發事件，Pacific
Fertility Institutes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PFI開曼集團」）不應計入

貴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賬目。然而，吾等並無獲得客觀

審計證據以準確核實自 貴公司實質失去控制PFI開曼集團董事會投票權及╱或經營

控制權確切時間起該取消綜合入賬於二零一八年或二零一九年任何日期之確切時間，

這是由於潛在的固有限制所致。據 貴公司管理層之最佳估計，其認為取消綜合入賬

之日期為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但由於固有限制，吾等並無獲提供有關客觀可核

實證據令吾等信納 貴公司是否自二零一八年或更準確合適之任何其後日期起失去對

PFI開曼集團之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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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cific Fertility Institutes (Singapore) Pte. Ltd. 「( PFI新加坡」)附屬公司的有限會計賬
簿及記錄

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PFI新加坡的會計賬簿及記錄之支持文件與

解釋不足，吾等無法進行審核程序以確定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下

列收入及開支及截至該等日期的資產及負債以及有關本集團的分部資料及其他相關披

露附註（誠如 貴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已於綜合財務報表內妥為記錄及入賬：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入及開支：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收入 3,078
銷售成本 (1,155)

毛利 1,923

其他收入 30
行政開支 (7,614)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 (39,460)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4,486)

年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49,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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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及負債：

二零一八
年未經
審核千
港元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5,941

流動負債淨值 (5,923)

負債淨值 (5,923)

3. 其他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

由於就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若干其他應收款項作出撥備的充分性可能的

影響，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構成本年

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呈報的相應數據的基準）乃屬有保留。該有保留的審核意見的詳

情載列於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的獨立核數師報告。就之前年度結轉的其

他應收款項而言，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減值虧損

約23,728,000港元。吾等並無獲提供有關減值虧損是否應記錄於本年度或之前年度

的充分審核憑據。然而，吾等信納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公平載述其他應收

款項。

對上文第1點至第3點所述數字之任何調整可能對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綜合財務表現及 貴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以及綜合財務報表之有關披露產生其後影響。

關於持續經營的重大不確定因素

吾等注意到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當中提及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產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310,896,000港元，而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貴集團的流動負債淨值約為225,849,000港元。該等狀況表明存在可能導致對本集團持續經營

的能力產生重大懷疑的重大不確定因素。吾等的意見並無就該事項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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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約為51,71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約為72,668,000港元），較二零一七年下跌約28.83%。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約為

310,896,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為64,379,000港元），較二零一七年上升約382.92%。毛利

率約為18.8%，去年則為47.5%。

業務回顧

污水處理

集團傳統環保業務板塊的核心公司北京精瑞科邁淨水技術有限公司2018年表現強勁，2018
年在市政污水領域、黑臭水體治理、工業廢水領域共實現訂單6100多萬，同比2017年增長

74%，其中獲得10萬噸規模以上專案3個，紹興江濱污水廠強化脫氮工程20萬噸專案亦是目

前國內最大規模工業污水廠磁混凝商用項目。子公司歷史累計供應的裝備處理能力達到230
萬噸。受益於技術成熟度和市場認可度，北京精瑞科邁淨水技術有限公司已獲邀成為國家標

準<城鎮污水廠設備運行維護安全技術規程>磁混凝技術唯一編寫單位。

生育醫療

由於併購PFI開曼後，生育醫療板塊的財務數據在2017年呈現比較理想的表現，董事會認為

有必要加大生育醫療板塊的投入融資力度。所以自2018年初期開始，集團通過多種融資方式

加大了對生育醫療板塊的投入量。可惜，由於部分集團高管的違規或瀆職的行為，導致大量

醫療板塊的收入銳減，現金流失，整個醫療板塊呈現資金短缺，並且有資不抵債的狀況出

現。本集團在及時發現後已採取了緊急處理措施，包括成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以及管控集團

業務的執行委員會，並聘請專業顧問團隊採取有效補救措施，糾正由於被出讓方不當、甚至

可能違法違規的行為，所導致之損失，在盡最大可能減少損失的同時，尋求追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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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污水處理

隨著國家對環保產業的鼓勵和政策支持力度不斷加大，各地污水處理市場持續繁榮，公司在

磁混凝水處理核心技術上的領先地位進一步夯實，公司隨著業務規模的擴大將增加人員，並

與其他技術公司合作，重點推行磁混凝技術與曝氣生物濾池技術，高級氧化技術和反硝化深

床等技術的結合應用。污水處理業務預期將繼續維持兩位數的高增長。

生育醫療

2018年，本集團雖然面臨巨大挑戰，在醫療領域遭遇挫折，現已積極採取措施。未來，集團

將檢討在醫療領域投資失誤所吸取的教訓，通過盤活存量醫療資產，清算不盈利資產以及通

過民事訴訟對可能涉及違規或瀆職人員追訴賠償，降低損失。對於集團目前尚持有的北京醫

諾婦兒醫院，將導入新的合作方，通過與有實力的機構長期合作，聯合專業醫療產業基金，

專業醫療投資機構以及醫療管理集團尋求股權重組，以實現資產變現或者增加股權價值，來

補償之前在醫療領域造成的損失，擴大及實現在醫療項目中的股權價值的增加。

總結

基於集團傳統環保業務的快速增長，未來將會用更多資源投入到增長性強，盈利明確的環保

及相關產業。本集團也正與國內事業合作夥伴包括中菊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等看好本集團未來

發展的國內知名投資機構積極探討，用更全面靈活的方式擴大環保及相關產業的合作和投

資。同時本集團持續關注環保市場上各細分領域的機會，重點對環保新材料、固廢處理、智

慧水務、環保大數據、環保產業園等熱點領域積極探討及參與，通過與意向投資機構的深度

合作採用合作聯營和併購方式擴大環保業務的市場份額。

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61名僱員（二零一七年：96名僱員）。薪酬政策及

組合由管理層及薪酬委員會每年進行檢討。本集團按僱員之工作表現、工作經驗及現行市價

釐定僱員薪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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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其中包括）本集團之合資格董事及僱員提供獎勵及報酬，以表揚其對本

集團之業績作出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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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為4,975,000港元（二零一

七年：約為26.283,379,000港元）。現金及銀行結餘中約11.5%為港元及62.2%為人民幣，

0.1%為美元及26.2%為新加坡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總值約為147,77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為

412,314,000港元）及負債總額約為357,105,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為287,772,000港元）。於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流動資產約為82,143,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為208,137,000
港元）除以流動負債約為307,992.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為251,992,000港元）之基準計算，

流動比率為0.27（二零一七年：0.83）。

本集團之借貸約為125,791,000港元（二零一七年：約為88,321,000港元）。本集團之借貸及應

付融資租賃款項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為定息貸款。本集團的資產與負債比率（即債

務總額與資產總值比率）為85.13%（二零一七年：21.42%）。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受限制存款約為343,000港元，將用作當本公司違

反合約時支付予客戶。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

本集團致力達致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之權益以及提升企業價值及問責性。

本公司深明良好企業管治對本公司穩健發展之重要性，並竭盡全力識別及制訂適合本公司需

要之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

管治守則所載之原則、守則條文及若干建議最佳常規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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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載列之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下列守則條文之偏離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獲委任指定年期並可予重選。本公

司並無與非執行董事馬天福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謝志偉先生、朱南文教授及李軍教授訂立

服務合約。彼等並無於本公司獲委任任何指定服務年期。

本公司亦已實行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若干建議最佳常規。

本公司將繼續提升適合其業務操守及增長之企業管治常規，並定期檢討其企業管治常規，以

確保一直遵循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及緊貼最新發展。

刊登初步全年業績

本初步業績公告將分別刊載於聯交所的「披露易」網站 http://www.hkexnews.hk以及本公司

網站 http://www.cethl.com。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http://www.hkexnews.hk/
http://www.ceth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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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所討論並審閱

關於審計狀況並了解 1）審計師正在對幾天前收到的關鍵證據進行最終審查; 2）審計師應

在四月底前完成工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初

步年度業績，包括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

審核委員會認為，本集團之初步年度業績符合適用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所有其他適用法

律規定。因此，審核委員會建議董事會批准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初步年度業績。

香港，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中平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許中平先生及胡玥玥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馬天福先生及徐小陽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志偉先生、朱南文教授及李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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