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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一、 經營環境

2012年以來，全球經濟復蘇進程放緩，歐債危機對世界經濟構成潛在的威脅，宏觀經濟持續低迷。中國經濟增

速回落。可再生能源產業在美國和中國依然受到支持，依然保持增長，但歐洲的可再生能源行業投資力度減弱。

受經濟增長放緩等因素影響，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的經營環境發生以下變化：

（一） 電力需求增速回落，中國北方地區風電限電嚴重

2012年1-6月份，中國全社會用電量23,744億千瓦時，同比增長5.5%，增速較2011年同期的12.2%下

降6.7%，甘肅、遼寧等北方省份上半年的全社會用電量增長率更是低於3%。由於電源裝機容量增長較

快，火電、風電的年等效可利用小時數均有所下降，特別是中國北方地區風電限電現象更加嚴重。

（二） 風電核准難度加大，項目開發週期延長

根據中國國家能源局《風電開發建設管理暫行辦法》要求，各省核准風電項目須先向國家能源局上報核准

計劃，由國家能源局批復同意之後，各省發改委才能對項目進行核准，風電廠才可享受國家可再生能源

發展基金的電價補貼。這一政策的出臺進一步提高了項目核准的門檻，增加了項目核准的程式，延長了

項目核准的週期。

2012年3月，中國國家能源局下發了《國家能源局關於印發「十二五」第二批風電項目核准計劃的通知》（國

能新能 [2012]82號），共有16.76GW風電項目列入該計劃。電網公司及各省級發改委須按照必要的審批

程式和流程據此計劃進行審批，這些項目大部分需在下半年才能取得核准。此外，有些地方政府提高可

再生能源開發的准入條件，加大了項目開發難度，提高了項目開發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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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三） 並網問題受到高度重視，但電網建設依然滯後

2012年4月，中國國家能源局印發《關於加強風電並網和消納工作有關要求的通知》，要求切實保障風

電安全運行，著力解決風電規劃和電網消納之間的矛盾。2012年1-6月，中國電網基本建設投資完成額

1,393億元人民幣，哈密 — 鄭州±800KV特高壓直流工程、新疆與西北主網聯網第二通道工程相繼開工

建設，建成後將對西北地方風電基地的電力送出起到關鍵性作用。但是，在風電項目開發較為成熟的中

國東北地區，用電負荷沒有大幅增加、跨區域輸電問題尚無顯著進展，風電並網和消納問題將在相當一

段時期內不容樂觀。

（四） 可再生能源技術進步成效顯著

本報告期內，風機技術水準進一步提高。大葉片機組研發成功，主流風機廠商相繼推出了低風速風機，

使得在中國南方風速較低的地區投資開發風電亦可獲取良好的經濟效益，大大提高了風電的可開發儲量。

本報告期內，光伏組件價格繼續大幅下降。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2012年2月公佈的《太陽能光伏產業

「十二五」發展規劃》預測，在「十二五」期間，光伏組件的價格將持續下降。在實行標杆電價的前提下，太

陽能電廠將會獲得更好的投資收益。

（五） 融資環境趨於寬鬆，利率步入下降週期

本報告期內，中國人民銀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及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這標誌著人民幣利率進入下行通

道，融資環境有所改善，但由於已投產項目貸款利率調整具有滯後性，因此本報告期內，集團所屬各電

廠的財務費用尚未降低。

（六） 可再生能源上升為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

中國國務院2012年5月正式通過《「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可再生能源被列為七大戰略

性新興產業之一。這一規劃的出臺對可再生能源產業是一重大利好，中國政府各部委落實規劃的配套政

策將陸續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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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回顧

集團於本報告期實現綜合收益401,842,000港元（2011年同期：258,29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55.6%；

集團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24,842,000港元（2011年同期：236,98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89.5%；每股基

本盈利為0.34港仙（2011年同期：3.21港仙）；每股全面攤薄盈利為0.34港仙（2011年同期：3.18港仙）。

截至本報告期末，集團資產淨值4,413,194,000港元（2011年12月31日：4,474,382,000港元）；集團持有的現

金及現金等值項目771,202,000港元（2011年12月31日：1,063,541,000港元）。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綜合收益增長，但利潤大幅降低。收入增長是由於成套設備購銷業務的增長。相對於 2011

年同期利潤降低，主要原因：一、由於北方地區限電現象嚴重，且部分地區風速降低，致使集團所屬電廠溢利大

幅下降；二、本集團推遲了北方限電嚴重地區的10個已核准風電項目的建設，使得建設項目減少，EPC收入下

降；三、電廠股權轉讓收益低於2011年同期水準；四、相對本期的業務規模而言，成本仍然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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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46萬千瓦時，比2011年同期減少7.7%，其中風力發

電量92,235萬千瓦時，太陽能發電量2,911萬千瓦時。本集團權益發電量為47,059萬千瓦時，

較2011年同期減少12.6%，其中風力發電權益發電量44,389萬千瓦時，太陽能發電權益發電量

2,670萬千瓦時。

本報告期內，集團獨資發電廠實現稅後利潤16,477,000港元（2011年同期：0港元）。本報告期

內，集團分享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淨利潤35,607,000港元（2011年同期：132,472,000港

元）。

本報告期內，集團所屬風電廠風電機組可利用率97.37%，較2011年同期增加0.81個百分點，但

由於北方地區限電現象嚴重，造成大量電量損失，且大部分風場風速均小於去年同期，所以集團

各風電廠等效滿負荷利用小時數大幅下降至787小時，較2011年同期下降30.2%，平均限電率

達35.9%。集團所屬太陽能發電廠可利用率98.69%，等效滿負荷利用小時數772小時（2011年同

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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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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同期：0.586元

╱千瓦時），平均上網電價下降是由於更高比例的內蒙古及西北地方的電廠投運。太陽能發電加權

平均上網電價1.354元╱千瓦時（含增值稅）（2011年同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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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也努力將更多的北方限電嚴

重、經濟效益較差的電廠置換成南方不限電、經濟效益較好的電廠，以提高集團資產品質。

本報告期內，集團轉讓了三間風電廠部分股權，實現轉讓收益44,837,000港元（2011年同期：

195,275,000港元）。

3、 新增裝機容量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續建了4個風電項目，建設總裝機容量共計197MW。本報告期內，共有3間

風電廠投產，總投產裝機容量147MW，權益裝機容量72MW。截至本報告期末，本集團擁有29

間並網發電之風電及太陽能發電廠，總裝機容量1,457MW，其中本集團權益裝機容量705MW。

由於中國國家電網公司及各省級發改委需以國家能源局《「十二五」第二批風電項目核准計劃》為依

據進行風電項目審批，風電項目審批手續更加繁雜，直接影響項目開工建設進程，此外，本集團

推遲了北方限電嚴重地區10個已核准項目的投資建設。因此，本報告期內無新項目開工。

4、 前期開發及資源儲備

在中國國家能源局下發的《「十二五」第二批風電項目核准計劃》中，本集團共有13個風力發電項目

（650MW）進入核准計劃名單，項目數量在中國可再能源開發商中位居第六名。13個項目中有11

個位於中國南方建設和電網接入條件較好的區域。本報告期內，本集團共獲得 192MW風電項目、

50MW太陽能項目之核准。另有600MW風電項目及580M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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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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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期內，本集團將項目開發的重點放在風、光資源的梳理、維護和重點項目的開發上，在控

制項目開發費用的同時保證更多的項目進入中國國家能源局「十二五」風電擬核准計劃中。本報告

期內，本集團向南發展的戰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更多的中國南方項目獲得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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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後續發展提供了保障。

5、 CDM開發

本報告期內，集團新增2個在聯合國執行理事會（簡稱 EB）註冊成功的CDM項目，合計裝機容量

99MW。

截至本報告期末，本集團已累計簽訂了38個風電廠的CER銷售合同，其中已取得中國國家發展和

改革委員會批准函的項目31個，完成在聯合國註冊的項目17個。

（二） 可再生能源服務板塊（EPC&M）

本報告期內，由於項目核准進度放緩及電網建設依然滯後，風電的投資力度大大減弱。本集團亦減少了

新項目的投資。受項目開工容量減少的影響，EPC及設備製造板塊利潤亦有所下降。

1、 工程諮詢、設計及建設 (EPC)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所屬之 EPC公司共對外及對內承建5個項目的 EPC總包，完成5個項目的成

套設備採購業務，完成可研及各種設計諮詢服務共計149項，外部客戶中包括大唐、龍源、中電

投等大型電力企業。本報告期內，集團在加納中標了加納政府電力公司（Volta River Authority）的

2MW地面太陽能電站項目 EPC合同，該項目是加納第一個大型地面光伏電站項目，預計年內建成

投產。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所屬設計諮詢公司、裝備公司、工程公司實現收入271,101,000港元（2011年

同期：57,708,000港元），淨虧損17,191,000港元（2011年同期：淨利潤11,542,000港元）。本

期內，收入有較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成套設備採購業務的增長，而該項業務總體而言合同額

較大，但利潤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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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廠運行維護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所屬之電廠運行維護公司注重能力建設，加大外部市場開拓力度，為集團以

外的業主提供整體運維服務，為風機廠商提供質保期內的維護工程及定檢服務，為集團外電廠提

供設備預防性試驗等服務。因此，本報告期內，運維公司銷售收入和淨利潤均穩步提高。

本報告期內，運維公司共承擔39間風電及太陽能電廠的運行維護業務，其中本集團外部風電及太

陽能電廠10間；與風機廠商簽訂了15個項目的定檢服務合同；與4間集團外風電廠簽訂預防性試

驗服務合同。該業務板塊為集團貢獻收入60,911,000港元（2011年同期：50,698,000港元），貢

獻淨利潤26,076,000港元（2011年同期：24,372,000港元）。

（三） 可再生能源設備零部件制造業務

本報告期內，受中國北方地區風電廠投資規模縮小的影響，本集團附屬天合新能源設備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天合公司）經營業績大幅下滑。針對於此，天合公司積極進行新產品開發和新業務的拓展，向太陽能光

伏支架等可再生能源相關領域延伸。本報告期內，天合公司承接了加納 2MW太陽能電站光伏支架生產任

務。同時，天合公司積極向南拓展，利用自身所擁有的技術和管理實力，尋找南方的OEM合作廠家，開

拓南方市場。

本報告期內，天合公司共製造和銷售了塔架18套（2011年同期：143套），為集團貢獻收入43,682,000

港元（2011年同期 :149,884,000港元），貢獻淨利潤6,455,000港元（2011年同期：41,43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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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202,000港元（2011年12月31日：1,063,541,000港

元）。於該日，流動比率為1.26倍（2011年12月31日：1.32倍），資產負債率（長期債務除以權益及長期債務

之和）為0.18（2011年12月31日：0.18）。於本報告期末，集團之銀行借款餘額為1,100,664,000港元（2011

年12月31日：1,131,036,000港元）。本報告期末，集團淨資產4,413,194,000港元（2011年12月31日：

4,474,38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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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以港元計值，而其主要業務收入與支出（包括資本支出）均以人民幣結算，未使用任何金融工具

做對沖用途。

資產抵押

截至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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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8,000

元及人民幣54,400,000元。

承擔

截至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有資本承擔370,411,000港元（2011年12月31日：534,443,000港元）並未

計入財務報表。該筆款項主要為投資風力發電廠未出資之資本金部分362,901,000港元（2011年12月31日：

515,905,000港元），及附屬項目公司已簽訂了設備採購合同未付款部分7,510,000港元（2011年12月31日：

18,538,000港元）。

四、 員工及薪酬

截至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1,880名（2011年12月31日為2,012名）全職僱員，其中集團總部人員174

人，項目開發和項目管理475人，諮詢、設計及工程建設256人，運行維護507人，設備製造468人。

本報告期內，本集團員工成本為63,724,000港元（2011年同期：74,902,000港元），減少14.9%。

五、 企業管治

本報告期內，為控制成本，提升運營效率，本集團對管理部門及各分支機搆進行了優化調整，縮減部門數量，撤

並業務發展空間有限的分支機構，裁減冗員，使企業組織結構及人員規模更加適應發展的實際需求。

本報告期內，集團重點加強了採購招標等專業委員會的組織建設及制度建設，理順各專業委員會的工作流程和機

制以提高集團經營決策的科學性和管理的有效性。

本集團亦非常重視財務管理工作，通過垂直財務管理框架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和內部調配能力，努力推行全面預

算管理以求控制成本、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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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期內，本集團注重並加強企業文化建設，使「以人為本，創造價值，追求卓越，和諧發展」的企業核心價

值觀深入人心，企業的凝聚力進一步加強。

六、 社會責任及環境保護

本集團對社會責任和環境保護工作高度重視，關注員工職業健康和安全、環境保護及社會公益等工作。本報告期

內，集團針對新業務的開展和新政策的變化情況修訂了《中國風電集團環境、健康、安全和社會管理體系管理手

冊》，強化集團的社會責任、安全、健康和環境保護綱領精神。本報告期內，甘肅瓜州協合風力發電有限公司通

過了OHSAS18001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認證證書持續有效性審核。

本集團重視社區關懷，在偏遠及貧窮的電廠地區積極開展捐資助學活動；在華北電力大學設立獎學金；員工亦通

過自發形式資助希望小學及貧困大學生。

本集團投資的風力及太陽能發電項目减排效果顯著。集團旗下的風力及太陽能發電廠於本報告期內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88萬噸、二氧化硫8,252噸、氮氧化物7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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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3萬噸，節約用水233.60萬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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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萬噸、二氧化硫44,390噸、氮氧化物3,922噸，已累計節約標煤151.05萬噸，節約用水

1,251.57萬噸。

七、 前景展望

2012年，受全球宏觀經濟形勢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速將持續放緩，但增長的趨勢不變，中國政府對鼓勵風能和

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更加明確。根據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規劃，到2015年，中國風電裝機容量將達

到100GW，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達到21GW，可再生能源佔能源消費總量的比例提高到4.5%，減少二氧化碳年

排放量4億噸以上。作為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可再生能源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隨著技術的進步，可再生能源行業將具有更好的發展前景。近年來，大葉片低風速風機的推出以及太陽能發電元

件的價格進一步下降，使得更多的地區具備建設可再生能源電廠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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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目前，困擾可再生能源行業發展的首要問題依然是中國北方地區的電網接入和消納問題。在中國西北地方，

哈密 — 鄭州±800千伏特高壓直流工程、新疆與西北主網聯網750千伏第二通道工程、玉樹與青海主網聯網

330千伏工程等項目陸續開工建設，除此之外，陝西與甘肅750千伏第二條通道將在近期開工建設；哈密至重慶

±800千伏特高壓直流工程、淮東至四川±1100千伏特高壓直流工程計劃年內獲得核准或將開工，這些工程將

進一步提高新疆和甘肅風電基地電力外送以及青海大型光伏電力消納和外送能力。但中國東北地區，東北電網火

電裝機富餘，本地用電消納空間不足，同時由於網架結構原因，跨區域輸送通道的輸送能力有限，並網及限電問

題短期內難以解決。本集團在進行投資決策的時候會充分考慮所在地區的電力消納問題，確保項目具有良好的投

資收益。

從2012年上半年開始，存款準備金率和人民幣貸款利率步入下行通道，融資環境得到改善，可再生能源項目獲

得貸款的難度降低，電廠的融資成本也將會相對降低，已投運電廠的投資回報率將會提高。

2012年下半年，本集團將堅持以下發展策略，一、優先開發中國南方建設條件和電網接入條件均較好的風資

源，優先核准並開工建設更多的優質南方風力發電項目；二、重點投資中國西北和西南的太陽能項目，以獲得更

好的投資效益；三、出售限電嚴重地區的電廠股權，用優質的不限電的南方電廠替代，保持良好的資產質量；

四、調整組織機構、精簡人員、壓縮成本，努力提升各項工作的質量和效率。

2012年下半年，本集團繼續加大資源獲取力度，努力實現全年核准電廠裝機容量不低於800MW；爭取下半年新

開工400MW以上風力及太陽能發電電廠的目標；強化安全生產和電力營銷，減少限電損失，提高風機可利用率

和電廠的等效可利用小時數；繼續加強EPC&M能力建設和業務開拓能力，積極拓展外部市場。

我們堅信，憑藉集團所積累之優秀、專業化的團隊，依靠全體員工的不懈努力，我們一定能夠應對各種挑戰，獲

得長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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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聯營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之權益及╱或淡倉

於2012年6月30日，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已記錄於本公司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

倉，或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或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下上市公司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2012年6月30日於本公司股份及購股權之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i)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持有股份數目及權益性質

董事姓名 個人 家族 公司 總計
佔已發行股本總數

之概約比例
(%)

劉順興 — — 2,023,469,3871 2,023,469,387 27.37

高振順 — — 2,000,000,0002 2,000,000,000 27.05

王迅 — — 2,023,469,3871 2,023,469,387 27.37

楊智峰 — — 2,023,469,3871 2,023,469,387 27.37

劉建紅 1,210,000 — 2,023,469,3871 2,023,469,387 27.38

高穎欣 — — 20,000,0003 20,000,000 0.27

黃友嘉博士及太平紳士 400,000 — — 400,000 0.005

葉發旋 200,000 — — 200,000 0.003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China Wind Power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China Wind Power Investment Limited為New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全資擁有，而New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則為Concor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Concord International」）之全資附屬公司。四名本公司執行董事劉順興先生、王迅先生、楊智峰先生及劉建紅女士
持有Concord International之88.02%已發行股份，而上述四名本公司董事亦為Concord International、New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China Wind Power Investment Limited之董事。

2.  高振順先生被視為於Gain Alpha Finance Limited（「Gain Alpha」）所持之2,00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Gain 
Alpha由高振順先生全資擁有。

3.  高穎欣女士被視為於 Pine Coral Limited（「Pine Coral」）所持之20,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Pine Coral由高穎欣女
士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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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聯營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之權益及╱或淡倉（續）

於2012年6月30日於本公司股份及購股權之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續）

(ii) 於本公司購股權之相關股份之好倉

購股權變動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2。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2年6月30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及╱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

公司及╱或其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何已記錄於本公

司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或本公司採

納之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聯營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之權益及╱或淡倉」所披露者

外，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令本公司董事（包括彼等各自之

配偶及18歲以下之子女）可藉購入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或債券而獲利。

主要股東

於2012年6月30日，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聯營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之權益及

╱或淡倉」一節所披露者外，本公司獲知會下列主要股東權益（即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5%

或以上之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 持有本公司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總數之

概約比例

(%)

China Wind Power Investment Limited 2,023,469,387 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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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續）

附註：

該等股份由China Wind Power Investment Limited持有。China Wind Power Investment Limited為New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全資擁有，而New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則為Concor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Concord International」）之全資附屬

公司。四名本公司執行董事劉順興先生、王迅先生、楊智峰先生及劉建紅女士持有Concord International之88.02%已發行股份，而

上述四名本公司董事亦為Concord International、New Energy International Limited及China Wind Power Investment Limited之董事。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2年6月30日，概無其他人士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已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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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30日止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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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0日起成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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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刊發之2012年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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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30日止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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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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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30日止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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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順興

主席兼行政總裁

香港，2012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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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 未經審核

2012 2011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401,842 258,290

其他收入 3 6,372 4,589

其他收益，淨額 4 46,968 195,223

開支

建設及已售存貨成本 (279,073) (126,401)

僱員福利開支 (63,724) (74,902)

折舊及攤銷 (17,653) (6,066)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金 (5,397) (3,660)

其他開支 (52,448) (26,019)

財務成本 5 (40,845) (23,323)

應佔業績

— 聯營公司 1,933 2,212

— 共同控制實體 33,674 130,260

除所得稅前溢利 31,649 330,203

所得稅開支 6 (6,807) (93,215)

本期間溢利 24,842 236,988

溢利歸屬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4,842 236,988

本期間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每股盈利 7

每股基本盈利 0.34港仙 3.21港仙

每股攤薄盈利 0.34港仙 3.1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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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 未經審核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溢利 24,842 236,988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25,118) 71,005

本期間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76) 307,993

全面（虧損）╱收益總額歸屬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76) 30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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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12年6月30日 — 未經審核

於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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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603 1,286,961
土地使用權 150,999 154,710
無形資產 1,317,485 1,324,89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27,420 142,924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739,896 1,880,630
遞延稅項資產 25,993 26,825

4,913,396 4,816,941

流動資產
存貨 252,522 308,448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 708,555 499,76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13,229 228,856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6,339 6,199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309,618 577,74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71,202 1,063,541

2,361,465 2,684,552

資產總額 7,274,861 7,501,493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966,622 974,146
遞延稅項負債 2,497 2,511
遞延性政府補助 17,453 17,921

986,572 994,57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850,900 843,58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515,431 696,223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18,733 24,385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150,122 276,696
借款 134,042 156,890
應付稅項 5,867 34,751

1,875,095 2,032,533

負債總額 2,861,667 3,027,111

流動資產淨值 486,370 652,01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399,766 5,468,960

資產淨值 4,413,194 4,474,382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1 73,936 73,936
儲備
建議派付末期股息 — 73,936
其他 4,339,258 4,326,510

權益總額 4,413,194 4,47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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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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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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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1年1月1日 73,915 2,977,754 78,810 (35,481) 229,991 43,761 544,745 3,913,495

全面收益

本期間溢利 — — — — — — 236,988 236,988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匯兌差額 — — — — 71,005 — — 71,005

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 — — — 71,005 — — 71,005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6個月

全面收益總額 — — — — 71,005 — 236,988 307,993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行使購股權 31 1,100 — — — — — 1,131

以股份為基準之付款 — — — — — 28,170 — 28,170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31 1,100 — — — 28,170 — 29,301

於2011年6月30日 73,946 2,978,854 78,810 (35,481) 300,996 71,931 781,733 4,25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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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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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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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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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收益

本期間溢利 — — — — — — 24,842 24,842

其他全面虧損

貨幣匯兌差額 — — — — (25,118) — — (25,118)

其他全面虧損總額 — — — — (25,118) — — (25,118)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全面虧損總額 — — — — (25,118) — 24,842 (276)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

以股份為基準之付款 — — — — — 13,024 — 13,024

2011年12月31日之股息 — — (73,936) — — — — (73,936)

與擁有人進行之交易總額 — — (73,936) — — 13,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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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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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 — 未經審核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 53,425 91,835

支付所得稅 (35,499) (67,565)

經營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17,926 24,270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221,584) (488,961)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融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68,532) 1,139,62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272,190) 674,929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63,541 732,54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匯兌（虧損）╱收益 (20,149) 10,544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71,202 1,418,01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771,202 1,41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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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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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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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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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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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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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本公司是一家在百慕達成立並且在香港聯合

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

2. 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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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業務。自2011年12月31日，以往兩項運營分類諮詢及設計、工程及建設合併至新分類設

計、採購及施工。本集團以四項運營分類呈現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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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設備及原材料，承攬電廠項目之電力工

程及建設；

• 設備製造 — 製造塔架及齒輪箱設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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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確保與新結構對比一致性，比較數字已相應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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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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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續）

分類資產包括與業務分類有關之商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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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權、其他無

形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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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及應付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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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概無收入來自百慕達客戶，亦無非流動資產位於百慕達。

業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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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2,724 647,669 271,281 4,817,304 7,158,978

不予分配之資產 115,883

資產總值 7,274,861

分類負債 (1,192,172) (123,835) (9,016) (537,979) (1,863,002)

不予分配之負債 (998,665)

負債總值 (2,86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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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續）

業務分類（續）

截至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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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0 52,284 — (71,684) —

售予對外客戶 57,708 149,884 50,698 — 258,290

分類業績 11,542 41,439 24,372 107,868 185,221

財務收入 640 128 13 101 882

其他收益，淨額 219 272 2,632 195,223 198,346

不予分配之收入 584 

不予分配之開支 (31,507)

財務成本 (4,297) (4,777) — (14,249) (23,323)

除所得稅前溢利 330,203

所得稅開支 (6,368) (47,814) (2,690) (36,343) (93,215)

本年度溢利 236,988

分類資產 1,794,413 694,302 199,750 4,712,214 7,400,679

不予分配之資產 100,814

資產總值 7,501,493

分類負債 (1,427,061) (172,181) (11,707) (487,098) (2,098,047)

不予分配之負債 (929,064)

負債總值 (3,02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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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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01,842 258,290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4,562 1,466

其他 1,810 3,123

6,372 4,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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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附註13） — 195,275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之收益（附註13） 44,837 —

其他 2,131 (52)

46,968 195,223

5. 財務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款之利息 7,832 9,07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債券之利息 33,013 14,249

40,845 2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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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6,807 56,572

— 預提稅項 — 39,974

遞延稅項 — (3,331)

6,807 93,215

本期間中國企業所得稅以溢利在稅率25%（201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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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6月28日本集團附屬公司吉林天合風電設備有限公司分配股息301,000,000元人民幣予其直接控股公司。根據中國稅

務法律及法規，集團需從所得股息中預提10%之所得稅，金額為30,078,000元人民幣（相當於約35,85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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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42,000港元（2011：236,988,000港元）除以期內已發

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7,393,595,000（2011：7,392,40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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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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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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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續）

(b) 攤薄（續）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12 201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24,842 236,988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7,393,595 7,39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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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42

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7,397,337 7,460,647

8.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2011年：無）。

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670,001 499,761

應收票據 38,554 —

708,555 499,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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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內 249,805 430,387

3 至6個月 121,484 27,676

6至12個月 261,208 7,244

超過12個月 37,504 34,454

670,001  499,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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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續）

於2012年6月30日，應收貿易賬款298,712,000港元（2011：41,69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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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719,496 839,887

應付票據 131,404 3,701

850,900 84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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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內 338,876 745,378

3 至6個月 344,141 26,690

6至12個月 6,686 17,909

超過12個月 29,793 49,910

719,496 83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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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30日及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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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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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2年6月30日：7,393,594,965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7,393,595 7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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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購股權計劃

數目之變動詳情載列如下：

參與人姓名或
類別 購股權之授出日期

於2011年12月
31日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本年度已授出之

股權數目
本年度已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本年度已放棄之

購股權數目

於2012年6月
30日尚未行使之

購股權數目

每股股份於購股權
行使日期之
市場價格
港元

主席
劉順興 2008年4月1日 5,000,000 — — — 5,000,000 不適用

2009年4月6日 6,000,000 — — — 6,000,000 不適用
2010年1月4日
2011年1月3日

10,000,000
15,000,000

—
—

—
—

—
—

10,000,000
15,00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執行董事
高振順 2009年4月6日 6,000,000 — — — 6,000,000 不適用

王迅 2008年4月1日 3,600,000 — — — 3,600,000 不適用
2009年4月6日 4,500,000 — — — 4,500,000 不適用
2010年1月4日
2011年1月3日

6,600,000
10,000,000

—
—

—
—

—
—

6,600,000
10,00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楊智峰 2008年4月1日 900,000 — — — 900,000 不適用
2009年4月6日 2,250,000 — — — 2,250,000 不適用
2010年1月4日 6,600,000 — — — 6,600,000 不適用
2011年1月3日 10,000,000 — — — 10,000,000 不適用

劉建紅 2008年4月1日 900,000 — — — 900,000 不適用
2009年4月6日 2,250,000 — — — 2,250,000 不適用
2010年1月4日
2011年1月3日

6,600,000
10,000,000

—
—

—
—

—
—

6,600,000
10,00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余維洲 2009年4月6日 2,000,000 — — — 2,000,000 不適用
2010年1月4日
2011年1月3日

6,600,000
10,000,000

—
—

—
—

—
—

6,600,000
10,00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周治中 2010年1月4日 6,600,000 — — — 6,600,000 不適用
2011年1月3日 10,000,000 — — — 10,000,000 不適用

高穎欣 2010年1月4日
2011年1月3日

3,000,000
4,000,000

—
—

—
—

—
—

3,000,000
4,00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陳錦坤 2008年4月1日 1,000,000 — — — 1,000,000 不適用
2009年4月6日 1,200,000 — — — 1,200,000 不適用
2010年1月4日
2011年1月3日

1,000,000
1,000,000

—
—

—
—

—
—

1,000,000
1,00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非執行董事
蔡東豪 2008年4月1日 1,200,000 — — — 1,200,000 不適用

2009年4月6日 3,000,000 — — — 3,000,000 不適用
2010年1月4日
2011年1月3日

800,000
800,000

—
—

—
—

—
—

800,000
80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獨立非執行董事
葉發旋 2008年4月1日 600,000 — — — 600,000 不適用

2009年4月6日 800,000 — — — 800,000 不適用
2010年1月4日
2011年1月3日

800,000
800,000

—
—

—
—

—
—

800,000
80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黃友嘉太平紳士 2008年4月1日 400,000 — — — 400,000 不適用
2009年4月6日 600,000 — — — 600,000 不適用
2010年1月4日 800,000 — — — 800,000 不適用
2011年1月3日 800,000 — — — 800,000 不適用

周大地 2010年1月4日 1,000,000 — — — 1,000,000 不適用
2011年1月3日 1,000,000 — — — 1,000,000 不適用

其他僱員
合計 2008年4月1日 31,260,000 — — (350,000) 30,910,000 不適用

2009年4月6日 51,460,000 — — (810,000) 50,650,000 不適用
2010年1月4日 69,320,000 — — (1,780,000) 67,540,000 不適用
2011年1月3日 117,260,000 — — (6,000,000) 111,260,000 不適用

總計 435,300,000 — — (8,940,000) 426,3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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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購股權計劃（續）

該等購股權須根據以下歸屬規定授出：

於授出日期第1周年 25%

於授出日期第2周年 25%

於授出日期第3周年 25%

於授出日期第4周年 25%

本集團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內就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確認支出總額為13,024,000港元（2011：28,170,000

港元）。

於期末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載列如下：

每股股份 尚未行使購股權
（千份）於購股權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授出日期

之市場價格 授出購股權
2012年

6月30日
2011年

12月31日

港元 港元 （千份）

2008年4月1日 2009年4月1日至
2013年3月31日 0.45 0.435 60,080 44,510 44,860

2009年4月6日 2010年4月6日至
2014年4月5日 0.302 0.295 100,000 79,250 80,060

2010年1月4日 2011年1月4日至
2015年1月3日 0.89 0.89 130,000 117,940 119,720

2011年1月3日 2012年1月3日至 

2016年1月2日 0.80 0.80 200,000 184,660 190,660

490,080 426,360 435,300

13.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及附屬公司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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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650,000港元），阜新泰合不再為共同控制實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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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陽協合」）之25%股權，代價為人民幣47,137,875元（相當於56,560,000港元），朝陽協合不再為共同控制實體，並已入

賬列為聯營公司。

於2011年5月20日，本集團與吉林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電力」）及吉林吉電協合新能源有限公司（「吉林協合」）訂立買賣協

議，根據買賣協議本集團向吉林電力出售46%及向吉林協合出售5%於甘肅瓜州協合風力發電有限公司（「瓜州公司」）之總共

51%股權。出售事項詳情於2011年7月29日公佈之公司通函中披露。出售事項於2011年6月28日完成，本集團通過其全資

子公司CWP Holdings Limited持有瓜州公司49%之已發行股本，並通過吉林協合（本集團持有其49%股權之共同控制實體）持

有瓜州公司之5%股權。瓜州公司不再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並已入賬為共同控制實體。本集團確認因出售事項而錄得收益約

195,275,000港元，即出售事項代價超出歸屬本集團之已出售瓜州公司的48.55%資產淨值之賬面價值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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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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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不超過1年 9,306 6,591

超過1年但不超過5年 15,924 1,433

25,230 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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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6月30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不超過1年 7,510 18,538

超過1年但不超過5年 — —

7,510 18,538

(b) 本集團已就於中國發展風電項目訂立之若干安排。於2012年6月30日，已簽訂合同但未撥備之權益貢獻總額為

362,901,000港元（2011：515,905,000港元）。

其他承擔

於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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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華順風力發電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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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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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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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已抵押其所佔之五（2011：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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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80,000港元（2011: 341,97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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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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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184,000港元（2011: 404,427,000港元）為抵押之公司擔保。

除上述提及內容外，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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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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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851 107,230
貸款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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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九）名執行董事及五

（2011：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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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9,603 8,135
以股份為基準之付款 6,171 11,350

15,774 19,485

17 結算日後事項

截至財務報表獲批准日止並無重大結算日隨後事項。

18 未經審核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之批准

於2012年8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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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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執行董事

劉順興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

高振順先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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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錦坤先生

非執行董事

蔡東豪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周大地博士

黃友嘉博士太平紳士

葉發旋先生

公司秘書

陳錦坤先生

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

恒生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

渣打銀行

律師

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香港主要辦事處

香港

金鐘

夏愨道16號

遠東金融中心3901室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28號

金鐘滙中心26樓

網站

www.cwpgroup.com.hk 

www.irasia.com/listco/hk/chinawindpow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