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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未經審核 

 
  2013   2012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436,498 401,842 
    
其他收入 3 15,754 6,372 
    
其他收益，淨額 4 52,173 46,968 
    
匯兌收益，淨額  275  (44) 
    
開支    
建設及已售存貨成本  (302,261) (279,073) 
僱員福利開支  (58,562) (63,724) 
折舊及攤銷  (24,732) (17,653) 
經營租金  (3,034) (5,397) 
其他開支  (52,634) (52,404) 
財務成本 5 (52,736) (40,845) 

    
應佔業績    

— 聯營公司  5,260 1,933 

— 共同控制實體  33,309 33,674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49,310 31,649 
    
所得稅開支 6 (10,957) (6,807) 
  ──────── ──────── 
本期間溢利  38,353 24,842 

  ════════ ════════ 
溢利歸屬：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9,066      24,842   
非控制性權益  (713) - 

  ──────── ──────── 

  38,353 24,842 

  ════════ ════════ 

 

本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盈利 7   
    
每股基本盈利  0.53 港仙 0.34 港仙 

    
每股攤薄盈利  0.53 港仙 0.34 港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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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未經審核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38,353 24,842 

  ----------- -----------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貨幣匯兌差額  53,882 (25,118) 

  ────── ────── 

本期間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92,235 (276) 

  ----------- ----------- 

    

全面收益/（虧損）總額歸屬: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2,937 (276) 
非控制性權益  (702) - 

   ─────── ─────── 

  92,235 (2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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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未經審核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 

於 2012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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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8,449 1,247,670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48,703 148,947 
無形資產  1,340,841 1,324,79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44,686 302,859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512,234 1,507,11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2,775 
預付款項及按金  16,611 23,528 

遞延稅項資產  15,787 14,669 

  ──────── ──────── 

 
 4,957,311 4,572,349 

  -------------- -------------- 
流動資產     

存貨   447,257 209,88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 381,343 367,20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72,968 591,68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41,228 31,887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747,970 1,003,85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58,573 731,167 

  ──────── ──────── 

    

  2,849,339 2,935,677 

  -------------- -------------- 

    

資產總額  7,806,650 7,508,026 

  ════════ ════════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652,171 1,298,218 

  遞延稅項負債  5,643 5,544 

  遞延政府補助  17,109 17,177 

  ──────── ──────── 

  674,923 1,320,93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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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未經審核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 

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964,666 1,007,79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408,181 390,778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90,982 158,749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78,583 35,491 
借款  1,007,864 83,869 
應付稅項  28,106 55,411 

  ──────── ──────── 

  2,578,382 1,732,089 

  -------------- -------------- 

    
負債總額  3,253,305 3,053,028 

  ════════ ════════ 

流動資產淨值  270,957 1,203,588 

  ════════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228,268 5,775,937 

  ════════ ════════ 

資產淨值  4,553,345 4,454,998 

  ════════ ════════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 73,951 73,936 

儲備  4,479,104 4,380,070 

  ──────── ──────── 

  4,553,055 4,454,006 

非控制性權益  290 992 

  ──────── ──────── 

權益總額  4,553,345 4,454,9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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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收購非控制性權益

所產生之溢價 匯兌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合計 非控制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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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 月 1 日 73,936 2,341 2,675,788 (35,481) 365,582  94,486 1,297,730 4,474,382 - 4,474,382 

全面收益           

本期間溢利 - - - - - - 24,842 24,842 - 24,842 

其他全面虧損           

貨幣匯兌差額 - - - - (25,118) - - (25,118) - (25,118) 

 ───── ───── ───── ───── ───── ───── ───── ───── ───── ───── 

其他全面虧損總額，扣除稅項 - - - - (25,118) - - (25,118) - (25,118) 

 ───── ───── ───── ───── ───── ───── ───── ───── ───── ─────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止 6 個月全面(虧損)/收益總
額 - - - - (25,118) - 24,842 (276) - (276) 

 ───── ───── ───── ───── ───── ───── ───── ───── ───── ─────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公司權 
益持有人之投入及分配總 
額           

以股份為基準之付款 - - - - - 13,024 - 13,024 - 13,024 

與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相關之股息 - - (73,936) - - - - (73,936) - (73,936) 

 ───── ───── ───── ───── ───── ───── ───── ───── ───── ─────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 - (73,936) - - 13,024 - (60,912) - (60,912) 

           

於 2012 年 6 月 30 日 73,936 2,341 2,601,852 (35,481) 340,464 107,510 1,322,572 4,413,194 - 4,413,194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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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收購非控制性權益

所產生之溢價 匯兌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合計 非控制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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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 月 1 日 73,936 2,341 2,675,788 (35,481) 354,569 118,673 1,264,180 4,454,006 992 4,454,998 

全面收益/(虧損)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39,066 39,066 (713) 38,353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 - - - 53,871 - - 53,871 11 53,882 

 ───── ───── ───── ───── ───── ───── ───── ───── ───── ─────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扣除稅項 - - - - 53,871 - - 53,871 11 53,882 

 ───── ───── ───── ───── ───── ───── ───── ───── ───── ─────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止 6 個月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 53,871 - 39,066 92,937 (702) 92,235 

 ───── ───── ───── ───── ───── ───── ───── ───── ───── ───── 

於權益直接確認之公司權 
益持有人之投入及分配總 
額           

以行使購股權 15 438 - - - - - 453 - 453 

股份為基準之付款 - - - - - 5,659 - 5,659 - 5,659 

 ───── ───── ───── ───── ───── ───── ───── ───── ───── ─────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15 438 - - - 5,659 - 6,112 - 6,112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 73,951 2,779 2,675,788 (35,481) 408,440 124,332 1,303,246 4,553,055 290 4,553,345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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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未經審核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     93,169 53,425 
支付所得稅    (39,761)   (35,499) 
經營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53,408 17,926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460,340)  (221,584)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融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199,913 (68,532) 

  ────────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207,019) (272,19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31,167 1,063,54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匯兌收益/（虧損）  34,425 (20,149) 
  ──────── ────────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58,573 771,202 
  ════════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558,573 771,2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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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之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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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之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制。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 

 
編制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制基準，乃與本集團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集團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 

對集團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多項新增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 編製本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

集團於本期及過往期間之業績與財務狀況不會產生重大影響。 

 
 

功能及呈列貨幣 

 
本集團每個實體之財務報表所列項目均以該實體運營所在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功能貨

幣」）計量。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列賬，並且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

本公司採用港幣作為呈列貨幣，因為本公司於百慕達成立，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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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a)       業務分類 

 
管理層已根據執行董事所審閱及於作出策略性決定時採用之內部報告作運營分類。 

 

執行董事從產品及服務角度分析業務。運營分類之詳概述如下： 

 

•    設計、採購及施工 — 提供技術及諮詢服務，取得可再生能源行業之資源，承 

     攬電廠項目之電力工程及建設； 

 

•    設備製造 — 製造塔架及光伏支架； 

 

•    電廠運行及維護 — 向電廠提供運行及維護服務；及 

 

•    電廠投資 — 投資於電廠。 

 

執行董事根據經調整息稅前盈利之計量評估運營分類之表現。該計量基準不包括權益結算

股份付款及金融工具未變現收益╱虧損等非經常性運營分類開支之影響。 

 

分類資產包括與分類有關之商譽、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物業、廠

房及設備、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其他無形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存貨、應收賬

款，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分類負債包括與分類有關之應付賬款、借款、應付稅項及遞延政府補助。 

 

集團分類間銷售及轉讓按成本或參考以當時現行市價向協力廠商進行銷售所採用之售價進

行。 

 

 
 



10  

 2 分類資料（續） 

 

(a)    業務分類（續）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設計、 

採購及施工 設備製造 

電廠運行 

及維護 電廠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集團分類間銷售 75,634  1,726  3,166  (80,526) -  

售予對外客戶 306,285  17,958  63,922  48,333  436,498  

 ═══════ ═══════ ═══════ ═══════ ═══════ 

分類業績 (1,662) (11,189) 27,669  53,608 68,426  

財務收入 1,735  155  32  391  2,313  

其他收益，淨額 -  -  - 52,173  52,173  

不予分配之收入     13,440  

不予分配之開支     (34,306) 

財務成本 (2,099) (1,957) - (48,680) (52,736) 

     ─────── 

除所得稅前溢利     49,310  

所得稅開支 (11,373) 2,016 (3,510) 1,910 (10,957) 

     ─────── 

本年度溢利     38,353  

     ═══════ 

      

      

分類資產 1,334,342 598,479 310,309 5,462,913 7,706,043 

不予分配之資產     100,607  

     ─────── 

資產總值     7,806,650 

     ═══════ 

      

分類負債 (1,289,437) (192,744) (12,316) (810,370) (2,304,867) 

不予分配之負債     (948,438) 

     ─────── 

負債總值     (3,253,3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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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續） 

 

(a)    業務分類（續）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設計、 

採購及施工 設備製造 

電廠運行 

及維護 電廠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集團分類間銷售 4,595 - 172 (4,767) - 

售予對外客戶 271,101 43,682 60,911 26,148 401,842 

 ═══════ ═══════ ═══════ ═══════ ═══════ 

分類業績 (17,191) 6,455 26,076 42,975 58,315 

財務收入 1,300 450 26 1,068 2,844 

其他收益，淨額 - - - 46,968 46,968 

不予分配之收入     4,323 

不予分配之開支     (39,956) 

財務成本 (4,807) (3,025) - (33,013) (40,845) 

     ─────── 

除所得稅前溢利     31,649 

所得稅開支 (1,474) (1,120) (2,227) (1,986)   (6,807) 

     ─────── 

本年度溢利     24,842 

     ═══════ 

      

 

 

分類資產 1,462,323 484,372 295,307 5,135,378 7,377,380 

不予分配之資產     130,646 

     ─────── 

資產總值     7,508,026 

     ═══════ 

      

分類負債 (1,435,426)  (109,888) (10,514) (559,419)  (2,115,247) 

不予分配之負債     (937,781) 

     ─────── 

負債總值     (3,053,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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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續） 

 

(b)    地區分類  

 
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概無收入來自位於百慕達之外部客戶，亦無非流動資產位於百慕

達。  

 
管理層認為收入來自不同地點之地區分類乃按客戶營運之國家釐定。設計、採購及施工於

三個主要地區分類內進行，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加拿大及加納。本集團設

備製造及電廠運行維護業務在中國經營，而電廠投資則在中國及美國經營。地區分類之間

並無進行銷售。 

 

資產總額及資本開支乃按資產之地區分類進行分配，主要位於中國大陸及美國、加拿大、

加納及菲律賓等位置。 

 

本集團之收入、資產總額及資本開支按地區之分類如下： 

  

   2013                       2012  

  
收入 資產總額 資本支出 收入 資產總額 資本支出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大陸 419,912 6,377,393 316,241 401,842 6,083,236 161,709 

 其他地區 16,586 1,429,257 33,638 - 1,424,790 293 

  ──────── ──────── ──────── ──────── ──────── ──────── 

  436,498 7,806,650 349,879 401,842 7,508,026 162,002 

  ════════ ════════ ════════ ════════ ════════ ════════ 

 
 

3 收入及其他收入 

 

收入指本期間諮詢及建造收入、已售貨品及已提供其他服務之發票淨值。 

 

收入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36,498 401,842 

 ════════ ════════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1,284 4,562 
其他 4,470 1,810 
 ──────── ──────── 

 15,754 6,37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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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淨額 

 

其他收益，淨額之分析如下：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附屬公司之損益（附註 12） (3,217) -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之收益（附註 12） 54,804 44,837 
其他 586 2,131 
 ──────── ──────── 

 52,173 46,968 
 ════════ ════════ 

  

5 財務成本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頇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款之利息 4,056 7,832 
非全部頇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款之利息 15,189 - 
頇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擔保債券之利息 33,491 33,013 
 ──────── ──────── 

 52,736 40,845 
 ════════ ════════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1,806 6,807 

遞延稅項 (849) - 
 ──────── ──────── 

 10,957 6,807 
 ════════ ════════ 

 

本期間中國企業所得稅以溢利在稅率 25%（2012：25%）計算，其溢利已根據中國企業

所得稅調整不可徵收及遞減項目以符合中國法定財務報告。本集團某些附屬公司享受稅收

優惠待遇，包括兩年免稅後附加三年減少徵收 50%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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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 39,066,000 港元（2012：

24,842,000 港元）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7,394,349,000 （2012：

7,393,595,000）計算。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經調整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至假設兌換所有攤薄潛在普通股計算。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本公司有一類攤薄潛在普通股：購股權。購股權乃根據尚

未行使購股權所附帶認購權之貨幣價值計算，以釐定可按公平值 （按本公司股份之每年

平均股份市場價格釐定） 收購之股份數目。計算所得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會與假設購股

權獲行使而發行之股份數目作出比較。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3 201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39,066 24,84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千股) 7,394,349 7,393,595 

 ════════ ════════ 

 
   
調整：   
— 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可發行之攤薄潛在股份之影響(千股) - 3,742 
 ──────── ────────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千股) 7,394,349 7,397,3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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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2012 年：無）。 

 
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 

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374,235 353,042 
應收票據 7,108 14,162 

 ──────── ──────── 

 381,343 367,204 
 ════════ ════════ 

於結算日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為準）如下：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 

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 個月內 160,574 143,013 

3 至 6 個月 41,746 23,979 

6 至 12 個月 39,130 26,651 
超過 12 個月 129,253 143,463 
超過 24 個月 3,532 15,936 

 ──────── ──────── 

 374,235 353,042 

 ════════ ════════ 

本集團授予客戶之信貸期介乎 30 至 180 日。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及

以人民幣計值。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應收貿易賬款 171,915,000 港元（2012：186,050,000 港元）已

逾期但並無減值。此等款項涉及多個沒有拖欠還款記錄的獨立客戶，依據以往經驗，該等

逾期款項可以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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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 

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853,879 698,856 
應付票據 110,787 308,935 
 ──────── ──────── 

 964,666 1,007,791 
 ════════ ════════ 
於結算日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為準）如下：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 

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 個月內 548,325 469,466 
3 至 6 個月 91,777 62,995 
6 至 12 個月 77,145 110,014 

超過 12 個月 116,335 37,620 
超過 24 個月 20,297 18,761 
 ──────── ──────── 

 853,879 698,856 
 ════════ ════════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及以人民幣計值。 

 

11   股本 

 

於期間內參考本公司普通股股本變動之交易概要如下：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及 2012 年 12 月 31 日： 

10,000,000,000 股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 100,000 
 ════════ ════════ 

已發行及繳足： 

   
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7,393,594,965 股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普通股 7,393,595 73,936 

因行使購股權而發行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普通股 1,500 15 

 ──────── ────────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7,395,094,965 股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普通股 7,395,095 73,9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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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及附屬公司之權益 

 

於 2013 年 3 月 1 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協力廠商國電東北新能源發展有限公司訂立買

賣協議，據此，本集團出售其於四家共同控制實體，即阜新巨龍湖風力發電有限公司

（「巨龍湖」）、阜新千佛山風力發電有限公司（「千佛山」）、阜新聚緣風力發電有限

公司（「聚緣」）及阜新聚合風力發電有限公司（「聚合」）之全部 60% 股權，總代價 

為人民幣 225,403,500 元（相當於 278,517,000 港元）。出售事項詳情於 2013 年 6 月 25

日公佈之公司通函中披露，本集團確認因出售事項而録得未經審核收益約 54,804,000 港

元。 

 
於此期間，本集團註銷其全資附屬公司科右前旗風力發電有限公司（「科右前旗」）及遂

平協合風力發電有限公司（「遂平」）。於撤銷註冊完成日，科右前旗、遂平不再為本集

團之附屬公司，確認於綜合收益表之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為 3,217,000 港元。 

 

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本集團與遼寧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訂立買賣協定，向其

出售於阜新泰合風力發電有限公司（「阜新泰合」）之 21%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79,711,100 元（相當於 97,970,000 港元），阜新泰合不再為本集團之共同控制實體，並

已入賬列為聯營公司。 
 

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本集團與遼寧能源投資（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訂立買賣協定，向其

出售於朝陽協合萬家風力發電有限公司（「朝陽萬家」）之 25%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47,137,875 元（相當於 57,935,000 港元），朝陽萬家不再為本集團之共同控制實體，並

已入賬列為聯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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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擔 

 
 經營租賃承擔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承租其若干辦公室及設備。 

 

於結算日，本集團根據於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之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 

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不超過 1 年 2,346 2,115 
 超過 1 年但不超過 5 年 - 1,106 
  ──────── ──────── 

  2,346 3,221 
  ════════ ════════ 

 

資本承擔 

 

(a) 於結算日已簽訂合同但仍未產生的資本開支如下：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 

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不超過 1 年 81,953 222,542 
  ════════ ════════ 

 (b)  本集團已就於中國發展風電項目訂立之若干安排。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已簽訂

合同但未撥備之權益貢獻總額為 662,265,000 港元（2012: 343,892,000 港元）。 

 

其他承擔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通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承諾抵押其所佔之阜新申華協合風力

發電有限公司、阜新聯合風力發電有限公司、太僕寺旗申華協合風力發電投資有限公司及

武川縣義合風力發電有限公司股權作為本集團共同控制實體銀行貸款之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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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或然負債 

 

本集團已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與中國合營夥伴訂立合營協議。根據合營協議，本集團頇抵

押其於該等共同控制實體之股權作為各共同控制實體銀行借款之擔保。 

 
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已抵押其所佔之一（2012：五）間共同控制實體股權，用

作本集團所佔有之共同控制實體銀行借款，本集團所持有之註冊資本總值約為 46,752,000

港元（2012：341,913,000 港元）。 

 
本集團一共同控制實體，甘肅瓜州協合風力發電有限公司簽訂總額最高至 140,000,000 美

元之貸款協議。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共同實體已耗用約 99,556,000 美元貸款。依據本

集團與借款者之間簽署的有限擔保協議及權益抵押協議，本集團提供以共同控制實體 49%

權益，金額為 411,611,000 港元（2012： 404,352,000 港元）為抵押之公司擔保。 

 
除上述提及內容外，於 2013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15 關聯方交易 

 

           (a) 除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中另有披露外，以下為與關聯方進行之交易: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向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銷售貨品及服務 

(附註(i))   205,550 156,851 
 貸款利息收入  8,970 1,707 
  ════════ ════════ 

附註: 

 
(i) 銷售貨品及服務按雙方同意之一般商業條款與關聯方洽商。 

 

           (b) 關鍵管理層薪酬 

 
關鍵管理層人員為該等擁有權力及負責計劃、指揮及控制本集團業務之人士，包

括九（2012：九）名執行董事及五（2012：五）名高級管理層成員。關鍵管理層

薪酬總額列示如下: 

 
  截至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 

  2013 2012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7,945 9,603 
 以股份為基準之付款 3,335 6,171 
  ──────── ──────── 

  11,280 15,77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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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結算日後事項 
 
 

於 2013 年 6 月 3 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協力廠商蘇州協睿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訂立

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出售其於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沛縣協合新能源有限公司（「沛

縣」）之全部股權，代價為人民幣10,000,000元（相當於12,561,000 港元）。於2013 年

7 月 25 日交易完成後，沛縣不再成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 

 

於 2013 年 6 月 18 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協力廠商廣東明陽風電產業集團有限公司訂

立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出售其於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甘肅山丹協合風力發電有限公

司（「山丹」）之全部股權，代價為人民幣2,640,000 元（相當於3,323,000港元）。於交

易完成後，山丹不再成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 

        
截至財務報表獲批准日止並無重大結算日隨後事項。 

 
17       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之批准 

 

於 2013 年 8 月 9 日，董事批准並授權發佈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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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分析 

 

一、     經營環境 

 

就宏觀環境而言，2013 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穩定增長，但增速有所下降。面對經濟增速下滑的不

利局面，中國政府加大了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扶植力度，規劃全年新增風電裝機 1,800 萬千瓦、

光伏發電裝機 1,000 萬千瓦，同時積極完善可再生能源電價補貼政策，推動解決可再生能源發電

並網問題。  

 

就微觀環境而言，本報告期，《東北電網富餘風電送華北電量交易組織暫行辦法》的實施，新增

東北地區風電上網容量 40 億千瓦時；蒙東電網安全穩定控制裝置投運，緩解了通遼和興安盟地區

的外送瓶頸問題。此外，西部地區的特高壓建設及華北地區的輸電通道建設亦取得了積極成果。 

 

二、     業務回顧 

 

集團於本報告期實現綜合收益 436,498,000 港元（2012 年同期：401,842,000 港元），較去年同

期增長 8.6%；集團權益持有人應占溢利 39,066,000 港元（2012 年同期：24,842,000 港元） ，

較去年同期增長 57.3%；每股基本盈利為 0.53 港仙（2012 年同期：0.34 港仙）。 

 

截至本報告期末，集團資產淨值 4,553,345,000 港元（2012 年 12 月 31 日：4,454,998,000 港

元）；集團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58,573,000 港元（2012 年 12 月 31 日：731,167,000 港

元）。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綜合收益和盈利均實現增長。主要原因：一是具有可比性的電廠的發電量好

於去年同期；二是項目建設規模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三是集團壓縮成本、控制開支取得一定成

效。但 CDM 收入的大幅減少及設備製造板塊毛利的下降亦對集團之盈利造成負面影響。 

 

（一） 電廠投資營運業務 

 

1、發電業務 

 

本報告期內，集團所屬電廠合計發電量 122,700 萬千瓦時，比 2012 年同期增長 29.0%，其中風

力發電量 118,218 萬千瓦時，太陽能發電量 4,482 萬千瓦時。本集團權益發電量為 57,204 萬千瓦

時，較 2012 年同期增長 21.6%，其中風力發電權益發電量 52,993 萬千瓦時，太陽能發電權益發

電量 4,211 萬千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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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期内，集團控股發電廠實現稅後利潤 15,183,000 港元（2012 年同期：16,477,000 港

元）。本報告期内，集團分享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淨利潤 38,569,000 港元（2012 年同期： 

35,607,000 港元）。 

 

本報告期內，集團各風電廠等效滿負荷利用小時數升至 929 小時（2012 年同期：787 小時），較

去年同期上升 18.0%，平均限電率 25.2%（2012 年同期：35.9%）。集團所屬太陽能發電廠等效

滿負荷利用小時數 847 小時（2012 年同期：772 小時）。集團所屬風電廠風電機組可利用率

96.05%，較 2012 年同期減少 1.32 個百分點。集團所屬太陽能發電廠可利用率 99.42%，較去年

同期提高 0.73 個百分點。 

 

本報告期內，集團風電加權平均上網電價 0.5692 元/千瓦時（含增值稅）（2012 年同期：0.5629

元/千瓦時）。太陽能發電加權平均上網電價 1.312 元/千瓦時（含增值稅）（2012 年同期：1.354

元/千瓦時）。 

 

2、電廠股權出售 

 

本報告期內，集團繼續實施建成-出售部分股權之商業策略。 

 

本報告期內，集團轉讓了五間風電廠部分股權，實現轉讓收益 54,804,000 港元（2012 年同期：

44,837,000 港元）。 

 

3、新增裝機容量 

 

本報告期內，集團共有續建項目 5 個，裝機容量 243MW；新開工建設項目 4 個，裝機容量

198MW；合計建設裝機容量 441MW。本報告期內，集團新增 1 間風電廠投產，裝機容量

49.5MW 。截至本報告期末，本集團保有 29 間並網發電之風電及太陽能發電廠，總裝機容量

1,311MW，其中本集團權益裝機容量 617MW。 

 

4、前期開發及資源儲備 

 

在中國國家能源局下發的《“十二五”第三批風電項目核准計劃》中，本集團共有 18 個風力發電

項目（880MW）進入核准計劃名單，其中有 16 個位於電網接入條件較好、不限電的中國南方區

域。本報告期內,本集團共獲得 240MW 太陽能項目之核准。另有 150MW 風電項目及 150MW 太

陽能項目獲得中國省級審批機構的立項批復，作為政府確定的重點項目推進核准工作。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向南發展戰略的成果進一步擴大，更多的中國南方項目進入國家能源局“十

二五”第三批風電項目核准計劃，將有效地改善集團資產結構，提高資產品質。 

 

截至本報告期末，本集團已累計獲得 28GW 風電資源儲備，光資源開發協議規模達 5GW，為集

團的後續發展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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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再生能源服務板塊 

 

本報告期內， EPC 及設備製造板塊承接的項目大幅增加，但受到項目建設進度的影響，該板塊業

績暫未明顯改善。 

 

1、工程、設備供應、建設及生產(EPC&M)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所屬之 EPC 公司完成可研及各種設計諮詢服務共計 70 項，共承接 11 個項

目的 EPC 總包，已開展成套設備採購業務的項目 11 個。集團所屬工程公司及裝備公司承接了中

電投集團內蒙古霍煤鴻駿鋁電有限責任公司霍林河循環經濟示範工程 20 萬千瓦風電項目 EPC 總

承包，合同金額 1,529,410,000 港元。 

 

本報告期內，天合公司共製造了（含 OEM）塔架 17 套（2012 年同期：18 套），生產和銷售光

伏支架為 28.4MW 的光伏電站提供配套（2012 年同期：2MW）。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所屬設計諮詢公司、設備成套供應公司、零部件製造公司、工程公司共實現

收入 324,243,000 港元（2012 年：314,783,000 港元），其中天合公司實現收入 17,958,000 港

元（2012 年：43,682,000 港元）。 

 

2、電廠運行及維修維護（O&M）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所屬之電廠運行維護公司繼續擴大業務領域，積極開拓外部市場，為集團內

外的電廠提供整體運維、設備預防性詴驗、技改大修、風功率預測等服務，為風機廠商提供質保

期內的維護工程及定檢服務。 

 

本報告期內，運維公司共承擔 51 間風電及太陽能電廠的運行維護業務，其中本集團外部電廠 23

間；與風機廠商簽訂 8 個項目的定檢服務合同；與電廠簽訂預防性詴驗、技改大修、風功率預測

等服務合同 16 個。該業務板塊為集團貢獻收入 63,922,000 港元（2012 年：60,911,000 港

元）。 

 

三、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本報告期末，本集團持有現金或現金等值項目約為 558,573,000 港元（2012 年 12 月 31 日: 

731,167,000 港元）。於該日，流動比率為 1.11 倍（2012 年 12 月 31 日:1.69 倍），資本債務比

率（長期債務除以權益）為 0.15（2012 年 12 月 31 日：0.3 ）。於本報告期末，集團之銀行借款

餘額為 1,660,035,000 港元（2012 年 12 月 31 日：  1,382,087,000 港元），集團淨資產

4,553,345,000 港元（2012 年 12 月 31 日：4,454,998,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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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業務收入與支出（包括資本支出）以人民幣結算為主，未使用任何金融工具做對沖用

途。 

 

資產抵押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以機器設備、房產及土地使用權為抵押，獲得貸款餘額分別為人

民幣 459,214,000 元及人民幣 47,600,000 元。 

 

承擔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有資本承擔 744,218,000 港元並未計入財務報表（2012 年 12 月

31 日：566,434,000 港元）。該筆款項主要為投資風力發電廠未出資之資本金部分 662,265,000

港元（2012 年 12 月 31 日：343,892,000 港元），及附屬項目公司已簽訂了設備採購合同未付款

部分 81,953,000 港元（2012 年 12 月 31 日：222,542,000 港元）。 

 

四、員工及薪酬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擁有 1,450 名全職僱員（2012 年 12 月 31 日：1,586 名），其中

集團總部人員 139 人，項目開發和項目管理 411 人，諮詢、設計及工程建設 152 人，設備製造

274 人，運行維護 474 人。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員工成本為 58,562,000 港元（2012 年同期：63,724,000 港元），減少

8%。 

 

五、企業管治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繼續對組織結構和人員進行調整，控制成本，提升運營效率，使企業組織結

構及人員規模適應發展的實際需求。 

 

本報告期內，集團全面預算管理初見成效，使得費用支出與工作業務更加匹配。計劃管理和財務

管理工作亦有顯著提高。各專業委員會在其規定的制度和流程下開展工作，提升了集團經營決策

的科學性和管理的有效性。 

 

本集團亦注重企業文化建設，引導員工在集團整體氛圍下，自覺將個人發展融入組織發展，形成

了企業和員工共同發展、和諧向上的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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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會責任及環境保護 

 

於社會責任方面，本集團重點關注僱員的安全、健康與工作能力提升；繼續對華北電力大學等學

校捐資助學；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開展投資業務，改善其經濟及教育水準。本集團內部亦成立了

“員工互助基金”，對集團內遭遇重大困難的員工家庭進行了資助。本報告期內，項目建設現場

未發生人員重大傷亡事故。  

 

於環境保護方面，本集團在項目建設過程中，加強現場管理，最大限度的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加

大對水土保持及環境保護的投資力度。本集團致力於清潔能源的發展，以此減少環境污染和應對

氣候變化的影響，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本集團投資的風力及太陽能發電項目減排效果顯著。集團旗下的風力及太陽能發電廠於本報告期

內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13 萬噸、二氧化硫 10,642 噸、氮氧化物 944 噸。此外,與燃煤的火電相

比，上述風力及太陽能發電廠於本期間內節約標煤 36.28 萬噸，節約用水 301.25 萬噸。到本報告

期末，集團旗下的風力及太陽能發電廠累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686 萬噸、二氧化硫 67,696

噸、氮氧化物 5,989 噸，已累計節約標煤 230.49 萬噸，節約用水 1,911.33 萬噸。 

 

七、前景展望 

 

2013 年下半年，中國經濟發展依然面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成為中國經

濟發展的主線。風電和太陽能發電作為推動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受到政府的高度

重視。 

 

7 月 15 日，中國政府網發佈《國務院關於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再次上調光伏發

電目標。2013－2015 年，中國將年均新增光伏發電裝機容量 1,000 萬千瓦左右，到 2015 年總裝

機容量達到 3,500 萬千瓦以上。太陽能發電具有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 

 

近年來，通過風機槳葉不斷增大等措施，適應低風速的風機不斷推出，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南方

低風速的風資源具備了投資價值。集團多年來堅持的向南發展戰略正在不斷地結出碩果，越來越

多的南方項目將建成投產，集團的發電收益將得到改善。 

 



26  

我們樂見，電網建設正在不斷地取得積極成果，哈密-鄭州特高壓直流輸電線路順利推進，張家口

地區與京津唐電網和河北南網的輸電通道建設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這些都對我們現有和即將建設

的項目有著重大的積極影響。我們儲備的資源和項目將隨著電網建設的推進而體現出巨大的經濟

效益。 

 

本年度，本集團將繼續堅持以下經營策略： 

 

1、 繼續堅持“向南發展”策略，加大南方不限電地區項目的開發和投資力度，繼續努力開展    

北方限電地區電廠資產的出售工作，優化資產結構，提高資產品質。 

 

2、 抓住現階段太陽能發電上網電價相對較高的時機，加大太陽能發電項目投資力度。  

 

3、 加強精細化管理，提高電廠運營的技術水準。採取多種有效措施，提高電廠的等效可利用

小時數和設備的可利用率。 

 

4、 控制成本、壓縮費用、調整結構、精簡人員，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2013 年是機遇與挑戰並存的一年，面對複雜的經濟形勢，本集團全體成員必將奮力進取，開拓創

新，盡我們的最大努力，為股東，為社會創造良好的回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已審閱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常規，並信納本公司一 

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 

下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 A.2.1 條  

 

主席（「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責並無區分。劉順興先生（本集團之行政總

裁）自二零零九年六月十日貣成為本集團之主席，同時出任本集團之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認

為，有關架構能在此高速發展階段提高本公司制訂及施行策略之效率。董事會將於有需要時檢討

委任適當人選出任行政總裁之必要性。 

 

有關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之所有其他資料已在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刊發之 2012 年年報之企

業管治報告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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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經本公司作出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兩名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友嘉博士，BBS，JP 及葉發旋先生以及一名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蔡東豪先生組成。葉發旋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審核委員會已採納與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一致之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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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代表    

   
中國風電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劉順興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劉順興先生、高振順先生、王迅先生、楊智峰先生、劉建紅女

士、余維洲先生、周治中先生、高穎欣女士及陳錦坤先生（為執行董事）、蔡東豪先生（為非執

行董事），以及周大地博士、黃友嘉博士，BBS，JP、葉發旋先生、尚笠博士、黃簡女士（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