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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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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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CHINA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GROUP LIMITED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0）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業績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
績，連同二零二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獲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及核數師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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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42,787 39,460
銷售成本 (35,796) (29,599)

毛利 6,991 9,861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11,157 4,217
行政及營運開支 (19,768) (19,091)
投資物業之公允值虧損 (787) (3,267)
生物資產公允值變動減出售成本產生之收益 1,935 3,756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公允值變動之 
收益淨額 245 207

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備撥回 100 300

經營虧損 (127) (4,017)
融資成本 6 (1,904) (1,779)

除稅前虧損 (2,031) (5,796)
所得稅開支 7 (206) (618)

期內虧損 (2,237) (6,414)

除稅後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1,130) 6,867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除稅後） (11,130) 6,867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13,367)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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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849) (7,809)
非控股權益 612 1,395

(2,237) (6,41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653) (1,131)
非控股權益 286 1,584

(13,367) 453

每股虧損 8
基本（每股港仙） (0.14) (0.38)

攤薄（每股港仙） (0.14)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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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8,817 7,789
使用權資產 28,262 33,466
投資物業 262,230 265,578
生物資產 259,760 267,079
應收貸款 12 679 —
無形資產 75,649 80,829
商譽 1,087 1,087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 18,468 18,160

654,952 673,988

流動資產
存貨 26,090 29,63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38,747 46,501
應收貸款 12 11,980 12,13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 898 961
可退還已抵押按金 13 11,000 11,000
現金及等同現金 6,164 6,295

94,879 106,52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19,887 33,267
合約負債 2,763 4,862
租賃負債 681 2,221
借款 73,383 68,215
即期稅項負債 1,349 377

98,063 108,942

流動負債淨值 (3,184) (2,422)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651,768 67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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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4,814 48,120
遞延稅項負債 83,852 86,977

128,666 135,097

資產淨值 523,102 536,46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0,731 40,731
儲備 469,812 483,46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10,543 524,196
非控股權益 12,559 12,273

權益總額 523,102 53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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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法定儲備 股本儲備
股份酬金 

儲備
外匯兌換

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 
權益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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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 
（經審核） 40,731 1,210,501 5,407 76 12,630 57,676 (777,926) 549,095 10,606 559,701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未經審核） — — — — — 6,678 (7,809) (1,131) 1,584 453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40,731 1,210,501 5,407 76 12,630 64,354 (785,735) 547,964 12,190 560,154

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 
（經審核） 40,731 1,210,501 5,407 76 12,630 49,520 (794,669) 524,196 12,273 536,469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未經審核） — — — — — (10,804) (2,849) (13,653) 286 (13,367)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40,731 1,210,501 5,407 76 12,630 38,716 (797,518) 510,543 12,559 52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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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170) (10,541)

來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退回有關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已付按金 — 1,0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1,064 38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135) (166)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071) 872

來自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已籌集借款 6,772 —

償還借款 (1,571) (2,053)
償還租賃負債及利息 (1,230) (3,602)
已付租賃利息 (389) (57)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3,582 (5,71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341 (15,381)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472) 139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295 19,005

期末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164 3,76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餘 6,164 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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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是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
Ugland House, P.O. Box 309, Grand Cayman, KY1-1104, Cayman Islands。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
九龍尖東科學館道一號康宏廣場南座26樓2608室。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及新加坡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買賣
回收金屬、買賣汽車及相關配件、停車位租賃、提供金融服務、酒店業務、證券買賣及投資以及種植
產品、環保系統及種植材料之銷售及分銷。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港元為本集團的呈列貨幣以及本公司及
其主要營運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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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準則均與本集團業務有關並於其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開始之會
計期間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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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導致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及
所報告之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3. 編製基準

持續經營基準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產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2,849,000港元，以
及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為3,184,000港元。此等狀況表示存在重
大不確定因素，或會對本集團持續經營之能力構成重大疑問。因此，本集團或無法於正常業務過程
中變現其資產及解除其負債。



– 9 –

董事一直執行以下計劃及措施，以改善本集團之流動性及財務狀況：

(i) 一名執行董事（同時為本公司主席、行政總裁及主要股東）已承諾將提供足夠資金以確保本集團
足以於到期時償還其負債及向第三方結付財務責任，使本集團可自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起計未來十二個月在並無顯著營運縮減下作持續經營及經營其業務；

(ii) 本集團將繼續實施措施，旨在改善本集團之營運資金及現金流量，包括但不限於實施節約成本
之措施，為本集團之營運維持充足現金流量；及

(iii) 經考慮上述措施之影響後，董事已對本集團之現金流量預測（由本公司管理層編製，涵蓋自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計不少於十二個月期間）進行詳盡審閱；因此，董事相信本集團將有充
足現金資源以滿足其未來營運資金及自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計未來十二個月到期之其
他融資需求。

本公司董事因而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實屬恰當。倘本集團無法持續經營，
則屆時會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調整，以將本集團資產價值調整至其可收回金額，並就可能產生
之任何進一步負債作出撥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之適用披露事項而編製。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二零二二年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
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本集團尚未應用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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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允值計量

公允值為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期進行之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所收取或轉讓負債所支付之價格。以下
公允值計量披露使用之公允值層級，將估值技術所用輸入數據分為三個等級，以計量公允值：

第一級輸入數據： 本集團於計量日期可取得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

第二級輸入數據： 資產或負債可直接或間接觀察之輸入數據，第一級包括之報價除外。

第三級輸入數據： 資產或負債之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本集團之政策為確認截至於事項或狀況變動導致該轉移之日期止該等三個等級之任何轉入及轉出。

(a)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允值層級披露：

使用以下輸入數據之公允值計量：
概述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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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性公允值計量：
生物資產 — 259,760 — 259,76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
—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898 — — 898
— 主要人員保險合約 — — 18,468 18,468

香港投資物業 — 191,900 — 191,900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投資物業 — 70,330 — 70,330

經常性公允值計量總額 898 521,990 18,468 54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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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允值層級披露：

使用以下輸入數據之公允值計量：
概述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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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性公允值計量：
生物資產 — 267,079 — 267,079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
—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961 — — 961
— 主要人員保險合約 — — 18,160 18,160

香港投資物業 — 191,900 — 191,900

中國投資物業 — 73,678 — 73,678

經常性公允值計量總額 961 532,657 18,160 551,778

(b) 根據第三級按公允值計量的資產對賬：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 — 主要人員保險合約
於期╱年初 18,160 17,203

於損益確認之公允值收益總額 (#) 308 957

於期╱年末 18,468 18,160

(#) 包括於報告期末持有之資產收益或虧損 308 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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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集團所用估值過程披露及公允值計量所用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

本集團管理層負責進行財務報告所規定之資產及負債公允值計量。管理層直接向董事會報告該
等公允值計量。管理層與董事會每年至少討論估值過程及結果兩次。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按公允值列賬生物資產及投資物業的公允值如何釐定的資料。

第二級公允值計量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公允值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之公允值
千港元 千港元

概述 估值技術 主要輸入數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生物資產 市場法 白楊樹數量及白楊樹 

每立方米市價
259,760 267,079

香港投資物業 直接比較法 停車位市價 191,900 191,900

中國投資物業 市場法及 

重置成本法
土地：每平方米市價； 70,330 73,678

樓宇：每平方米重置 

成本

第三級公允值計量

為本集團一名主要管理人員投保的主要人員保險合約之公允值基於按主要人員保險合約所列之
退保現金值釐定，此並非可觀察輸入數據。管理層根據保險公司提供的主要人員保險合約之最
新保單報告估計公允值。

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為保險公司根據主要人員保險合約所報的退保現金值。當退保現金值較高，
主要人員保險合約之公允值將會較高。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所用之估值
技術概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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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收益主要指銷售回收金屬以及汽車及相關配件、貸款利息收入、停車位租金收入以及酒店
房間、食品及飲料收入。

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業務單位。由於各業務需要不同技術及市場推廣
策略，故分開管理各可呈報分部。

分部溢利或虧損不包括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分部資產不包括商譽及可退還已抵押按金。分部負
債不包括遞延稅項負債及借款。

有關可呈報分部的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的資料如下：

買賣回收 
金屬

買賣汽車及 
相關配件 物業投資 提供金融服務

銷售金花茶 
產品

證券買賣及 
投資

銷售種植材料
及產品 酒店業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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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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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8,667 31,136 2,225 182 — — — 577 42,787

分部（虧損）╱溢利包括： (1,098) 1,182 1,076 (296) (30) (72) (450) (1,403) (1,091)
生物資產公允值變動減出售成本產生之 
收益 — — — — — — 1,935 — 1,935

折舊及攤銷 (1,222) (288) (1) (399) — — (2,362) (899) (5,171)
投資物業之公允值虧損 — — (787) — — — — — (787)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公允值變動之
收益╱（虧損）淨額 — 308 — — — (63) — — 245

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備轉回 100 — — — — — — — 100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未經審核） 1,663 78,444 262,871 13,557 55 948 335,944 36,291 729,773
分部負債（未經審核） 1,004 5,931 6,448 472 31 467 1,874 45,845 6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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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回收 
金屬

買賣汽車及 
相關配件 物業投資 提供金融服務

銷售金花茶 
產品

證券買賣及 
投資

銷售種植材料
及產品 酒店業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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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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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9,092 27,365 2,080 923 — — — — 39,460

分部（虧損）╱溢利包括： (1,404) 3,620 (1,584) 444 (68) (269) 1,189 1,202 3,130
生物資產公允值變動減出售成本產生之 
收益 — — — — — — 3,756 — 3,756

投資物業之公允值虧損 — — (3,267) — — — — — (3,267)
折舊及攤銷 (1,757) (301) (1) — (34) — (2,543) (1,112) (5,748)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公允值變動之
收益╱（虧損） — 458 — — — (251) — — 207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經審核） 5,406 87,199 266,327 14,022 57 1,011 348,463 38,903 761,388
分部負債（經審核） 2,338 14,303 6,949 401 — 467 1,945 48,652 75,055

有關可呈報分部的損益的對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虧損）╱溢利總額
其他損益： (1,091) 3,130

— 融資成本 (1,904) (1,779)
— 所得稅開支 (206) (618)
— 其他收入 8,636 77

企業及未分配虧損 (7,672) (7,224)

期內綜合虧損 (2,237) (6,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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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合約收益之分拆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買賣回收金屬
買賣汽車及 

相關配件
酒店房間收入及
銷售食品及飲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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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市場
中國 — 3,304 — 3,304

香港 8,667 27,495 — 36,162

澳門 — 266 — 266

台灣 — 71 — 71

尼泊爾 — — 577 577

8,667 31,136 577 40,380

收益確認時間
於某個時間點 — — 121 121

隨時間 — — 456 456

— — 577 577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買賣回收金屬
買賣汽車及 

相關配件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地區市場
中國 — 6,254 6,254

香港 9,092 20,623 29,715

澳門 — 488 488

9,092 27,365 36,457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所有客戶合約收益乃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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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賃利息 880 901

銀行貸款利息 1,024 878

1,904 1,779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 期內撥備 279 248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30)

279 218
即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34 97
遞延稅項 (107) 303

所得稅開支 206 618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在香港成立的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百萬港元溢利將按8.25%之稅率徵稅，而該金
額以上的溢利將須按16.5%之稅率徵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集團實體之溢利將繼續按16.5%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相同）之稅率徵稅。

在中國成立的集團實體的溢利將按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25%（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25%）徵稅。

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開支已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根據有關現行法例、詮釋及
常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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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之計算基準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約2,849,000港元（截至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7,809,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2,036,538,114股（截
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036,538,114股）。

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所有潛在普通股影響屬反攤薄。

9.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無）。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約2,135,000港元（截至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166,000港元）。

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25,686 33,369

減：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備 (8,225) (8,231)

17,461 25,13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1,868 22,059

減：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備 (582) (696)

21,286 21,363

總計 38,747 46,501

本集團主要以信貸方式與客戶訂立交易條款。信貸期一般介乎30至90天（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30

至90天）不等。每位客戶均有信貸上限。就新客戶而言，一般須預先付款。本集團力求對其尚未收回
應收款項維持嚴格監控。董事定期檢閱逾期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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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已扣除撥備）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天 7,706 17,169

91至180天 6,787 5,317

181至360天 593 114

360天以上 2,375 2,538

17,461 25,138

已減值應收賬款主要為應收客戶的長期未償還結餘，而本集團管理層認為可回收性低，因有關客戶
陷於財政困難或長期拖延還款。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重大抵押品。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初╱年初結餘 696 1,000

已確認減值虧損 — 408

減值虧損撥回 (100) (700)

匯兌差額 (14) (12)

期終╱年終結餘 582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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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貸款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貸款 16,692 16,166

減：應收貸款減值虧損撥備 (4,033) (4,033)

12,659 12,133

應收貸款，有抵押 977 1,000

應收貸款，無抵押 9,262 8,802

應收貸款利息，有抵押 2 1

應收貸款利息，無抵押 2,418 2,330

12,659 12,133

分析為：
流動資產 11,980 12,133

非流動資產 679 —

12,659 12,133

授出之貸款按年利率2%至20%（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2%至20%）計息。貸款期間一般為12至24個
月（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2個月）。應收貸款約977,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000,000港
元）以手錶（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手錶）作抵押。本公司董事參考其個別目前信用度及還款記錄，
密切監察應收貸款的可收回性。

根據相關合約載列的貸款開始或重續日期的該等應收貸款及利息（已扣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天 7,886 —

91至180天 474 —

181至360天 — 12,133

超過360天 4,299 —

12,659 1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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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貸款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初╱年初結餘 4,033 4,152

已撇銷金額 — (119)

期終╱年終結餘 4,033 4,033

13. 可退還已抵押按金

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分別訂立買賣協
議及補充協議，內容有關收購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100%股本權益，其主要於中國從事酒店業務
（「建議收購事項」）。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集團支付150,000,000港元，作為可退還按金。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該筆可退還按金已就目標公司一間香港附屬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作抵
押，並分類為就收購附屬公司已抵押按金。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之公佈，本集團與賣方訂立終止協議以終止建議收購事
項，因為建議收購事項之若干先決條件未有達成。根據終止協議，本集團與賣方協定，可退還按金將
分三期退還予本集團，包括分別須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日、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五
年四月二十七日償還60,000,000港元、45,000,000港元及45,000,000港元。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一
月七日收取第一期款項60,000,000港元。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之公佈，本集團與賣方訂立一份補充終止協議，以就退還
餘下可退還按金修訂終止協議之若干條款。根據補充終止協議，本集團與賣方協定，餘下可退還按
金（包括20,000,000港元及70,000,000港元連同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將分兩期退還予本集團，分別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償付。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接獲
第二期款項20,000,000港元連同利息。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已收取按金退款
58,000,000港元連同利息收入2,000,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按金12,000,000港元已逾期。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本集團與賣方就清償餘下可退還按金12,000,000港元訂立一份協議。根
據該協議，賣方須於簽訂協議日期起計14天及24個月內，分別支付1,000,000港元及11,000,000港元，
按年利率1%計息。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按金1,000,000港元已退還本集團。

本公司董事認為，由於本集團從賣方取得的抵押品的估計價值足以於違約時支付未償還金額，因此
毋須就此結餘減值虧損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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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2,220 9,12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7,667 24,146

19,887 33,267

應付賬款按收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天 2,111 9,012

181至360天 — 1

360天以上 109 108

2,220 9,121

15. 關連人士交易

(a) 除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披露之交易及結餘外，期內，本集團訂立以下重大關連人
士交易。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向一間關連公司銷售（附註(i)） 40 1

附註：

(i) 向一間公司銷售貨品，該公司董事為本公司附屬公司一名董事之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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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酬金 2,403 2,408

16. 批准中期財務報表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獲董事會批准並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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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
無）。

業務及營運回顧

本集團目前從事金屬回收業務、汽車及汽車配件業務、停車位租賃、借貸業務、酒店業
務、證券買賣及投資業務，以及種植產品、環保系統及種植材料分銷。本集團亦維持從
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海外綠色市場分部（包括環保市場、農業市場、有機市場
及綠色技術市場）技術與解決方案的研發及應用、生產、銷售及買賣相關產品、材料、系
統及服務等綠色業務。本集團正於尼泊爾發展酒店業務。本集團一直不斷為公司發展探
尋新商機以及致力發展可持續的現有業務。

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取得位於新疆石河子市的30,000畝種植土地伐木權，生物資
產公允值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估值約為259,76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約267,079,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大部分時間內，
石河子市處於封城狀態，直至中央政府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七日就COVID公佈新政策
後，該市方逐步重新開放。我們仍正在收集所有相關數據及資料連同其他風險及獲告知
的若干因素，以作出切合實際的成本及回報估計。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位於東莞市沙田稔洲村龍船洲的工業用地及樓宇之公允
值估值約為70,33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約73,678,000港元）。物業受新市鎮
區域計劃所影響，部分土地將被往來沙田鎮的新高速公路出口及其接駁道路動用或受其
影響。與相關政府機關的磋商仍在進行。土地及樓宇的最佳使用計劃僅可於知悉最後結
果後制訂。

位於香港堅尼地城的停車位繼續為本集團貢獻穩定的收入來源。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其價值維持於約191,9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約191,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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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回收業務

由於廢金屬現時作為全球重要的節能去碳工具，其價值日益增加，正改變其地位、形象、
價格甚至名稱。有關廢金屬貿易限制數量增加，為其價值增長的指標。多國已宣佈出口
限制，視在本地保留更多經回收原材料作鋼材及金屬生產為重要事項。複雜的供需角力
正促成價格波動。根據標準普爾全球市場情報，於烏克蘭戰爭展開後四個月，土耳其的
優質熔煉廢料進口於每公噸665美元及每公噸320美元之間波動。然而，由於加快去碳進
展，該範圍仍遠高於市場在COVID-19低迷時於二零二零年三月的水平每公噸207美元。

在香港，金屬廢料的主要來源為建築工地。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出
版的刊物，建築工程於二零二二年第三季度的實質總值在私營界別上升3.4%，而在公營
界別則下跌5.3%。然而，任何升跌均建基於二零二一年度大幅下滑的數字。香港越來越
難以覓得廢料來源，競爭亦日益加劇。

此外，COVID-19疫情帶來的各種負面因素仍在影響業務。在中國市場，一些地方偶爾被
封鎖，外國產品進口的衛生程序亦更為嚴格。對中國及東南亞國家而言，海運價格、集
裝箱訂艙及港口運作不穩定等因素對物流造成影響。所有該等因素均減低出口商維持高
庫存的意欲，並對定價採取保守態度。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金屬回收業務收益約8,667,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約9,092,000港元）。

汽車及汽車配件業務

本集團有兩個業務分部，即銷售汽車及電單車以及銷售汽車配件。銷售汽車及電單車分
部方面，我們仍然集中出售存貨。鑑於消費市場（特別是高端市場）低迷，我們正採用更
靈活的定價方法以測試接受程度。

銷售汽車方面，BAC Mono的製造商已在英國逐步恢復生產。超級汽車的部分延期訂單
已經完成交付，而此舉導致汽車銷售表現短期反彈。然而，國內經濟未有重拾動力且短
期內高端超級汽車的消費未容樂觀，我們預期此範圍的增長不會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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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汽車配件方面，我們能夠保持穩定增長。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香港及台灣本地消費市場維持正面增長勢頭。海外旅遊限制迫使消費者於本地市場消費。
汽車配件（尤其是「Pirelli」輪胎）的銷售整體上得以維持及改善。此外，Covid-19疫情影響
的限制性減低，而中國的進口限制已相應放寬。本集團意識到中國存在對高性能輪胎的
需求，並開始在中國市場分配更多資源，令汽車配件銷售增加。然而，與集裝箱訂艙及
價格大幅波動相關的全球物流不穩導致供應商無法及時安排付運及充足供應以完成我們
的訂單。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汽車及汽車配件業務之收益約為31,136,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約27,365,000港元）。

投資物業

位於中國的工業樓宇並無從事業務活動。位於香港的停車位繼續為本集團提供穩定收益
及現金流量。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租金收入增加至約2,225,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約2,080,000港元）。

借貸業務

本公司透過本集團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經營借貸業務，該公司為香港法例第163章放債人
條例項下放債人牌照的持有人。本集團已採納符合放債人條例的借貸政策及程序，以處
理及╱或監察借貸業務。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自向企業及個人客戶授出貸款錄得貸
款利息收入約18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923,000港元），表示借貸分部的發展相對穩
定。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償還的貸款應收款項本金額約為10,239,000港元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約9,802,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並無確認任何減值虧損（二零二一年：無）。

證券買賣及投資業務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市場表現欠佳，市內主要基準已創下本年以
來最大跌幅。本集團預期香港的股市仍然未明，並將繼續採取審慎態度作出證券交易的
投資決定，以於風險及回報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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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已投資股份的按公允值計入損益
之投資公允值變動之虧損淨額約6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251,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已投資股份的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約
898,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約961,000港元）。投資詳情如下：

股份名稱
股份 
代號 註冊成立地點

上市證券的
未變現 
收益╱ 

（虧損）淨額 市值

按公允值 
計入損益之
投資之概約

百分比

佔本集團 
資產淨值之
概約百分比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 %

國富創新有限公司（前稱中國 
富強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1 290 開曼群島 12 311 34.6 0.06

鼎億集團投資有限公司 2 508 百慕達 (40) 78 8.7 0.02
偉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3 1013 百慕達 (94) 175 19.5 0.03
Hang Sang (Siu Po)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 Ltd
4 3626 開曼群島 59 334 37.2 0.06

(63) 898 100 0.17

附註：

1. 國富創新有限公司（前稱中國富強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乃以香港為基地的投資控股公司，主要從事金
融業務。該公司通過五個分部營運業務。證券經紀及孖展融資分部於香港從事證券經紀及孖展融資。
借貸分部於香港從事提供借貸服務。企業融資分部從事提供企業融資服務。資產管理分部從事向專
業投資者提供資產管理及諮詢服務以及金融投資管理。顧問及保險經紀分部於香港從事提供顧問服
務及保險經紀服務。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概無收取股息。根據其最近刊發的財
務報表，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其擁有資產淨值約267,87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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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鼎億集團投資有限公司乃投資控股公司，主要從事貸款融資業務。該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通過五個
分部營運業務。貸款融資業務分部通過其盈餘資金進行貸款融資。物業發展業務分部涉及建築及銷
售物業。餐飲業務分部涉及於中國北京營運一間餐廳。證券買賣業務分部涉及投資證券買賣業務。
連同其他業務分部。此外，該公司亦涉及酒類買賣。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概無收
取股息。根據其最近刊發的財務報表，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其擁有資產淨值約1,192,573,000港
元。

3. 偉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乃投資控股公司，主要從事移動電話及電子零件銷售。該公司連同附屬公司
通過三個分部營運業務。一般貿易分部為從事分銷移動電話及電子零件。服務收入分部涉及設計、
顧問及製造資訊系統軟件，並提供相關管理培訓服務。銷售及綜合服務分部為從事銷售電腦及通訊
系統，並提供相關綜合服務。此外，該公司亦提供電訊基建解決方案服務。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期間，概無收取股息。根據其最近刊發的財務報表，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其擁有負債
淨額約211,726,000港元。

4. Hang Sang (Siu Po) International Holding Company Limited乃投資控股公司。該公司主要從事製造
及銷售服裝標籤及包裝印刷產品。該公司產品包括吊牌、尺碼卷尺、標籤（例如織嘜、熱轉印標籤及
印刷標籤）、橫頭卡、貼紙、價格標籤、塑膠包裝袋及包裝盒。其附屬公司包括Hang Sang (Siu Po)

Holding Limited、恆生（兆保）印務有限公司及A W Printing & Packaging Limited。截至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概無收取股息收入。根據其最近刊發的財務報表，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其擁有資產淨值約67,718,000港元。

綠色技術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綠色技術並無錄得收益（二零二一年：無）。

種植銷售業務

本集團對種植於新疆石河子市的生物資產的樹木有伐木權，本集團正謹慎尋找其最適當
的用途。本集團於收集所有相關數據及資料並仔細研究所有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後，會審
慎考慮實際經濟回報，才作出任何投資決定。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種植銷售業務並無產生收益（二零二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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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業務

本集團在尼泊爾加德滿都經營名為Waldo Hotel的精品酒店。該酒店有40間客房、一間可
一次容納100位客人的中式餐廳、一間可一次容納40位客人的日式餐廳及一次可容納20
位客人的大堂酒廊。該酒店的28間客房已於二零二二年七月開始試營業，其後逐步延伸
至日式餐廳及大堂酒廊。目前，40間客房、日式餐廳及大堂酒廊已完全營業，而中式餐
廳則處於試營業階段。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自酒店業務錄得收益約577,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零）。

前景

我們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刊發的前景中提及，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表示，現在
世界正處於結束新冠疫情的最好時期，我們還沒有達到那裡，但終點已經在望。自上一
份報告至今已經六個月，我們可舒坦地表示終點真的在望。最少，病毒所產生或與之有
關的身心困境已得以大幅減少。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中國結束其清零政策。自此，中國的COVID-19個案急速增加。幸
運地，有關大量感染可能導致出現新變動病毒的憂慮未有實現。中國的COVID-19個案
於自採納新政策以來攀越曲線後可能已經見頂。同時，根據過往經驗，COVID-19感染真
正平穩前將會出現數波疫情，而中國及香港對抗疫情的前景令人鼓舞，處於三年前爆發
以來前所未見的佳境。中國及香港政府均正努力令一切恢復正常。

香港經濟於二零二二年第三及第四季度繼續按年顯著收縮，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分別下跌
4.6%及4.2%。於二零二二年全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下跌3.5%。展望將來，香港經濟預
期將於二零二三年呈現部分復甦跡象。同樣地，預測中國經濟亦將增長約5%。該等增長
乃歸因於廢除清零封鎖政策所致。我們預期，於第14屆全國人民大會即將舉行的首次會
議上確認任命新政府領導班子後，將會出台更多計劃及指令刺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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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儲備局於二零二三年二月會議中上調聯邦基金利率目標範圍0.25%，達到4.5%
至4.75%。美國聯邦儲備局對通脹維持極為強硬的立場，並估計將於二零二三年年底前上
調關鍵利率至5.00%至5.25%水平，以遏抑通脹。按這一點來看，我們預期美元不會轉弱，
惟強美元對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復甦而言並無裨益。其中一項負面考慮因素為借貸成本將
會遠高於去年，且預計將會呈現上升趨勢。

在烏克蘭經歷了一年的戰爭之後，所有跡像均顯示苦難重重，未有止境。任何一方均似
乎未能取得徹底的軍事勝利，亦無望在談判桌上取得進展。由於貿易受到嚴重干擾、食
品及燃料價格上漲，戰事繼續削弱全球經濟，而這些均會造成通脹高企及其後收緊全球
融資環境。多國正密切注視中國對烏克蘭戰爭的取態。中國與俄羅斯的整體貿易於二零
二二年增加30%，達致1,900億美元的歷史高位。我們希望中國可在無需犧牲其經濟復甦
計劃下對戰事採取務實的方針。

本集團將分配更多資源擴充中國的汽車配件（特別是高性能輪胎）銷售業務。儘管預測中
國及香港經濟將增長約5%，此乃建基於連續三年的低位基礎。本集團將繼續整合現有業
務營運、加緊控制經營成本及間接費用、審慎接洽及考慮任何新業務機會。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增加8.4%至約42,787,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約39,460,000港元），本集團毛利減少29.1%至約6,991,000港元（二零二一
年：約9,861,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虧損減少至約2,237,000
港元，而去年同期的虧損則約為6,414,000港元。營業額增加乃由於汽車及相關配件銷售
增加所致。毛利減少乃由於產品成本增加所致。

期間虧損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營業額如上述般增加
至約42,787,000港元，其他收入增加至約11,157,000港元，乃主要由於撇銷並無追索權負
債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以及投資物業之公允值虧損減少至約787,000港元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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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0.14港仙（二零二一
年：0.38港仙）。生物資產公允值變動減出售成本產生之收益約為1,935,000港元（二零二
一年：約3,756,000港元）。投資物業之公允值虧損約為78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
3,267,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融資成本約為1,90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
1,779,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經營產生的行政開支增加至約19,768,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約19,091,000港元），包括的主要項目如無形資產攤銷約2,362,000港元、薪
金及董事酬金約6,592,000港元以及短期租賃開支約315,000港元等。

所得稅開支錄得約20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約618,000港元）。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虧損錄得約11,13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收益約6,867,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總資產約為749,831,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約780,508,000港元），其中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約6,164,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
十日：約6,295,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款總額約為73,383,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
十日：68,215,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以借款
總額除以總權益之百分比表示）為14.0%（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12.7%）。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淨值約為523,102,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三
十日：約536,469,000港元）。

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有充足營運資金以撥支其經營，並有能力償還於可預見未來內到
期之財務責任。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重大資本承擔。

集資及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集資活動（二零二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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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包括2,036,538,114股每股面值0.02
港元之普通股（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2,036,538,114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

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就其附屬
公司或聯營公司進行重大收購或出售（二零二一年：無）。

僱傭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117名僱員（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60名）。
本集團實行薪酬政策、花紅及購股權計劃，確保僱員的薪酬水平在本集團的整體薪酬架
構內按工作表現釐定。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貸款約72,587,000港元以(i)賬面總值約191,900,000港
元之停車位；(ii)來自停車位的租金收入轉讓契據；(iii)賬面總值約18,468,000港元，分類
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投資的主要人員保險合約；及(iv)本公司一名董事之個人擔保作抵
押。

匯率波動風險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以英鎊、歐元、人民幣、
美元、尼泊爾盧比及港元進行。本集團面對交易貨幣風險。該等風險源自在中國以人民
幣計值之業務營運。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極輕微外幣風險，因為大
部分業務交易主要以有關集團實體各自之功能貨幣計值。

本集團並無有關其以外幣計值之資產及負債之外幣對沖政策。本集團將密切監視其外幣
風險，並將於適當時考慮就重大外幣風險使用對沖工具。



– 32 –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於聯交所的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
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事項除外：企業管治守則第C.2.1條守則條
文規定，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所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該守則條
文亦規定（其中包括）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能及責任。

楊智恒先生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楊智恒
先生之後擔任該兩項職務。

董事認為由同一人士擔任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能為本集團提供強勁而貫徹的領導，使
本集團能更有效地規劃及執行長期業務策略，確保有效監察管理。董事亦認為就本公司
的情況而言，現有架構屬恰當。董事會一直不時檢視其現行董事會架構。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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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控本集團的財務匯報程序、
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制度，並根據上市規則訂明書面權責範圍。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
閱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現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子敬先生（主席）、黃貴生先生及香志恒先生組成。

簡明綜合財務信息是未經審計的，但已由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按照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布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
閱」進行審閱，而其獨立審閱報告刊載於即將寄予股東的中期報告內。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境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楊智恒

香港，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楊智恒先生、梁廣才先生、黃保強先
生、鍾少樺先生及戚道斌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貴生先生、王子敬先生及香
志恒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