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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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
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BAGUIO GREEN GROUP LIMITED
碧瑤綠色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97）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約為1,793.1百萬港
元（二零二一年：1,273.8百萬港元），較去年增加約40.8%。

•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約為151.0百萬港元（二
零二一年：109.0百萬港元），較去年增加約38.5%。

•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
集團溢利約為53.7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12.8百萬港元），較去年增
加約3.2倍。

•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
息 每 股3.8港 仙（二 零 二 一 年：0.9港 仙），合 共15,770,000港 元（二 零
二一年：3,735,000港元）。

碧瑤綠色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或「碧瑤」）
董事會（分別為「董事」及「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二二年」或「本年度」）的綜合年度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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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根據香港政府《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香港已訂下於2035年前實現「零
廢堆填」的目標。為實現目標，各大企業紛紛於循環回收上作出大幅改善，
為集團的綜合環境服務帶來龐大的機遇。

根據香港政府公佈的2023–2024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到發展綠色科技和
綠色金融是國際大趨勢，具市場發展潛力。通過成立「綠色科技及金融發
展委員會」，推動香港發展為國際綠色科技及金融中心，與本集團致力發
展綠色科技業務不謀而合。根據近期公佈的《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
政府計劃使用綠色智能科技的應用，以創造低碳和可持續的環境，為集
團的綠色智能科技業務、廢物管理及回收業務帶來新契機。

過去一年香港經歷了第五波疫情爆發，導致各行各業面臨極大挑戰。加
上能源價格上漲、供應鏈受阻為企業在經營環境上帶來嚴峻考驗。儘管
經營環境困難，疫情令市民對公共衞生的意識提高，企業對清潔及消毒
的需求有增無減，帶動了集團清潔及消毒服務發展。疫情下亦為集團醫
療廢物收集業務帶來需求。

2022年初，香港政府實施了嚴格堂食限制及社交距離措施，導致餐廳及
酒吧長時間關閉使整體回收量下降。隨著下半年疫情逐漸緩和，政府亦
逐漸放寬餐飲處所及社交措施限制，回收量逐漸重回正軌。隨著香港重
新與國內及其他地區通關，預計宏觀經濟進一步回暖，企業對資源投放
有回復至疫情前水平的趨勢，有利集團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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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清潔作為本集團的核心業務繼續於年內錄得可觀增長，收益較去年增加
約61.2%，達至約13.3億港元，佔集團總收益約74.2%，亦成功拉動集團整
體總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40.8%，至約17.9億港元。

清潔業務方面，年內集團獲得多份街道清潔服務合約，總值約19.9億港元，
分別為旺角區、沙田區、元朗區、西區、大埔區共五區提供街道清潔服務。
贏得以上五個地區的街道清潔服務合約後，集團為香港特區政府食物環
境衞生署（「食環署」）街道清潔服務版圖將擴展至全港共八區，標誌碧瑤
於香港清潔服務市場的領導地位。為實現香港成為可持續發展之城市，
碧瑤引入綠色創新科技，包括：電動汽車、高科技消毒設施、智能清潔和
物聯網 (IoT)技術等，有助提高營運效率及建立可持續環境。疫情導致清
潔服務需求增加，有助集團成功獲得高利潤率的清潔服務項目。以上原因，
帶動清潔業務毛利率由去年的 8.8%，上漲至9.3%。

廢物管理及回收方面，集團於年內獲食環署兩份新廢物收集服務合約，
總價約1.4億港元。本集團作為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服務
承辦商，為香港處理超過5,000個回收點（包括塑膠、玻璃樽、金屬、廢紙）。
碧瑤年內獲環保署為期33個月的「塑膠回收先導計劃」服務合約，為香港
東區、觀塘區及中西區提供塑膠收集服務。此外，碧瑤亦為香港眾多環保
署轄下的「綠在區區」回收環保站、智能塑膠樽回收機（「入樽機」）及不同
機構，提供回收服務。另外，碧瑤分別為港島、新界及離島提供玻璃容器
收集及處理服務。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將於2023年下半年正式推行，預計回收量將快
速增長。為應付預期塑膠回收量的增加，集團於旗下資源回收廠，引入一
套全新及全自動高速塑料分揀設備，採用近紅外線技術，快速分揀所有
塑料種類及顏色。新設備不單是處理量的增加，同時亦是質的提升，幫助
碧瑤將香港收集回來的塑膠，精準及有效分揀出不同類別並「轉廢為寶」，
有助加速業務增長。集團預計，設備全面運行後，每年可處理超過10,000

噸塑料，相等於4億個塑膠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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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塑膠回收業務外，集團於年內獲環保署批出一份為期兩年的服務合約，
為政府提供智能回收機（每部機提供兩格收取不同品類回收物）及一個大
數據分析平台（「平台」），引領香港智慧城市的發展。

多年來，碧瑤幫助環保署管理轄下香港島、九龍、新界數以千計三色回收
桶。碧瑤將回收累積的寶貴經驗，融入智能回收機的設計中，為香港資源
循環回收打開新一頁。智能回收機與環保署「綠綠賞」（電子）積分計劃銜接，
以「綠綠賞」積分鼓勵市民進行回收。透過物聯網及無線技術，將回收數
據實時傳輸至終端系統，既提高回收效率，更為社區帶來最佳服務。當智
能回收機盛滿時，內置盛載量感應器可實時探測並通知負責回收機構及
時進行回收，徹底解決過早收集浪費物流成本並製造不必要碳排放，以
及過遲收集造成的環境滋擾。平台將分析回收數據，協助香港政府策略
地部署資源於最合適的時間及地點進行回收，獲得最大效益。

本年度，集團亦獲得環保署首份使用生物科技（黑水虻）轉化技術解決香
港雞糞問題的合約，項目現已投產。

以上兩份綠色科技合約（智能回收機及生物科技轉化技術），為碧瑤發展
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亦為將來集團高速發展綠色科技業務，帶來重大
戰略意義。預計綠色科技業務將成為集團其中一個重要增長引擎。

廚餘收集服務方面，集團中標九龍區及新界西可回收廚餘收集服務，總
值約68.9百萬港元。為致力提高廚餘的收集和回收量，碧瑤派遣集團專業
團隊連接社區，與持份者進行宣傳及教育推廣，並建立一個全面的收集
網絡，方便公眾輕鬆回收廚餘。收集到的廚餘將送往香港首個有機資源
回收中心（位於大嶼山小蠔灣的O.PARK1），轉化為可再生能源。迄今環保
署共批出四份同類型合約，集團中標兩份，可見碧瑤在香港廚餘收集服
務市場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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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業務方面，碧瑤年內獲香港科技大學及東涌東海濱長廊提供園藝保
養服務。蟲害管理業務方面，集團年內中標食環署黃大仙區及大埔區蟲
害管理服務合同，價值約1.5億港元。集團年內成功引入多項先進科技，
可精準、安全、有效地打擊蟲害問題，提高集團的競爭壁壘。

業績

本年度，本集團的收益約為1,793.1百萬港元，較二零二一年約1,273.8百萬
港 元 增 加 約40.8%。毛 利 上 升 約38.5%至 約151.0百 萬 港 元（二 零 二 一 年：
109.0百萬港元），以及毛利率下降0.2個百分點（「百分點」）至約8.4%（二零
二一年：8.6%）。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約為53.7百萬港元，按年增加約
3.2倍（二零二一年：12.8百萬港元），純利率增加1.9個百分點至約2.9%（二
零二一年：1.0%）。每股盈利為12.9港仙（二零二一年：3.1港仙）。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本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8港仙（二零二一年：0.9

港仙），合計15,77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735,000港元），惟須待本公司股
東（「股東」）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舉行的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
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倘若股東就此作出批准，預期末期股
息將於二零二三年七月十日或前後派付予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名
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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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分部的收益明細

截至以下日期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收益

（百萬港元）
佔總收益
百分比

收益
（百萬港元）

佔總收益
百分比 變動

清潔 1,330.7 74.2% 825.5 64.8% +61.2%

廢物處理及回收 243.2 13.6% 234.0 18.4% +3.9%

園藝 122.2 6.8% 112.3 8.8% +8.8%

蟲害管理 97.0 5.4% 102.0 8.0% -4.9%
    

總計 1,793.1 100.0% 1,273.8 100.0% +40.8%
    

主要業務分部的毛利率

截至以下日期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清潔 9.3% 8.8% +0.5個百分點
廢物處理及回收 3.4% 9.4% -6.0個百分點
園藝 10.0% 5.4% +4.6個百分點
蟲害管理 7.4% 7.7% -0.3個百分點
整體 8.4% 8.6% -0.2個百分點

憑藉我們的專業管理、優質服務及對安全預防的嚴格控制，本集團繼續
於二零二二年維持約43.7%的較高投標成功率（二零二一年：39.5%）。

我們繼續致力擴大服務範圍以加強競爭力。於本年度，本集團受清潔分
部收益增加約61.2%的強勁表現所推動。這一令人鼓舞的結果乃由於本集
團致力與食環署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簽訂提供清潔服務的新合約所致。
此外，隨著園藝分部獲授具有較高利潤率的新合約及有效控制成本，此
分部利潤率的改善情況令人滿意，由約5.4%提升至10.0%。

然而，廢物處理及回收分部受我們的新項目的初始運營成本影響，其短
期內相關收入或會與開支不成正比。此外，高水平的蟲害管理服務市埸
競爭激烈，連同高能源價格亦對毛利率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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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由約8.6%略微減少至8.4%，惟收益金額有所增加以
至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由約109.0百萬港元增加至151.0百萬港元。

現存合約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存未到期合約總額為約3,589.5

百萬港元，其中，約1,795.1百萬港元將於二零二三年年底前確認，約1,164.6

百萬港元將於二零二四年確認，而餘下約629.8百萬港元將於二零二五年
及之後確認。

未完成
合約價值

將於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前

確認的
合約價值

將於
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前

確認的
合約價值

將於
二零二五年
及之後確認
的合約價值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清潔服務 2,726.3 1,373.5 935.5 417.3

廢物處理及回收服務 530.1 244.7 131.3 154.1

園藝服務 143.4 93.1 35.0 15.3

蟲害管理服務 189.7 83.8 62.8 43.1
    

總計 3,589.5 1,795.1 1,164.6 629.8
    

展望

2022年，本集團成功獲得共30.8億港元新合約，成功將本集團的手頭合約
由2021年12月31日約21.5億港元激增約67.3%至約35.9億港元，創本集團歷
史新高。除彰顯碧瑤成功聚焦於有增長潛力的清潔、循環回收、綠色科技
及可持續發展相關業務外，手頭合約（一般2至3年期）金額增加有助支撐
來年收益增長。参照2022年12月 31日手頭合約，將會有約18.0億港元合約
價值於2023年入賬，此金額已高於2022年度全年收入水平（17.9億港元），
再加上2023年有機會獲得的新合約，在現今欠理想的全球宏觀經濟環境下，
本集團2023年的收入增長，實屬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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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集團現時約八成收入來自政府及半政府機構合約，顯示本集團於
非政府客戶群存在龐大空間。未來集團積極探索非政府客戶的更大商機，
同時透過介紹集團一站式服務把各核心業務做得更深更廣。

根據香港政府公佈的《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香港致力於2035年前實現
「零廢堆填」。碧瑤作為本港廢物回收市場的領導者，決心通過提供收集
各項回收服務，協助香港實現願景。同時，集團正積極探索使用生物科技
（黑水虻）轉化技術解決香港除雞糞以外的廢物問題（例如：有機廢物），為
碧瑤綠色科技業務增長帶來動力。

隨著企業對社會及環境議題日益重視，集團積極把「環境、社會、管治」(ESG)

注入核心業務當中，透過推出「ESG+」方案提供可持續發展的低碳廢物處理、
廢物審計、循環回收、可持續發展的專業服務、供應綠色產品等，並提供
綠色╱ESG數據，有助大大提升企業客户作為上市公司客戶的ESG表現，
有利安排綠色融資以及提升加入ESG指數成份股的機會。

集團與怡和機器有限公司合作位於香港屯門環保園的生物炭工廠計劃於
今年內投產，通過熱解技術將木質廢料轉化為高質量生物炭，從而達到「轉
廢為材」的目的。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預計於今年下半年正式推行，預計政策推行後
將進一步推動市民積極循環回收，刺激回收量大幅增加。加上隨著「塑膠
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逐步落實，到時法例實施後，塑膠飲料容器生
產者會將按金加在售價上，並於消費者退回塑膠飲料容器時退回按金。
此法例將大幅增加塑膠飲料容器的回收量。這兩大計劃，預計將直接拉
動碧瑤回收服務的業務量，為碧瑤多年來於回收服務建設的投資及競爭
壁壘，提供吸引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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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分別
約為1,793.1百萬港元及1,273.8百萬港元，增加約40.8%。該增加主要由於本
年度清潔分部合約及訂單數量增加導致收益增加所致。

服務成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服務成本
分別約為1,642.1百萬港元及1,164.8百萬港元，分別佔本集團相關年度收益
約91.6%及91.4%。服務成本主要包括直接工資、直接營運費、消耗物料及
分包費。

毛利

本集團於本年度內的毛利約為151.0百萬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約109.0百萬港元增加約38.5%。

毛利率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毛利率分
別約為8.4%及8.6%。誠如上文所述，儘管清潔分部表現強勁，但被廢物處
理及回收分部新項目的初始運營成本部分以及高能源價格抵銷。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其他收入、
收益及虧損分別約為29.8百萬港元及22.2百萬港元，增幅約為34.3%。該顯
著增加主要由於本年度內已確認香港政府設立之防疫抗疫基金的補貼所
致。

生物資產的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變動

本集團的生物資產包括位於本集團中國及香港苗圃中的樹木、植物及花卉。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生物資產公平值
變動分別以虧損為約2.5百萬港元及4.2百萬港元。公平值減少主要由於銷
售市場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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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銷售及市
場推廣開支分別約為2.2百萬港元及1.8百萬港元，增加約27.2%。該等開支
主要用於宣傳回收業務以及提升公眾對於環保及廢物回收的意識的宣傳
活動及途徑。

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行政開支
分別約為100.9百萬港元及92.5百萬港元，增加約9.1%，分別佔年內總收益
約5.6%及約7.3%。該增加主要由於為支持新業務發展以及加強及擴大ERP

系統以提高競爭力而員工工資及津貼以及辦公室費用增加所致。本集團
於本年度繼續對行政開支採取預算成本控制措施。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成本分別約
為8.2百萬港元及4.7百萬港元，分別佔本集團總收益約0.5%及約0.4%。該
增加主要由於本年度營運資金貸款水平及銀行借貸利率增加所致。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年度溢利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權益股東
應佔本集團純利分別約為53.7百萬港元及12.8百萬港元，增加約3.2倍。該
增加主要由於上述因素所致。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大部分交易、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計值，故其所承受的外匯
風險有限。於本年度，主要外匯風險來自人民幣（「人民幣」）波動。由於本
集團於中國經營業務，故本集團持有人民幣銀行結餘，且小部分交易乃
以人民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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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主要透過提供全面環境服務的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流量。於本年度，
我們自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約為90.4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88.0百萬
港元）。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動用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為29.0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32.3百萬港元），減少約10.1%。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總值及流動負債總值
分別約為530.9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381.8百萬港元）及490.0百萬港元（二
零二一年：318.8百萬港元），而流動比率則約為1.1倍（二零二一年：1.2倍）。
本集團流動資金狀況維持於健康水平。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約為176.4百萬港元（二
零二一年：123.6百萬港元），增加約42.7%；而本集團就營運用途購買車輛
所需資金，以及就若干土地、辦公室及苗圃的租賃合約確認租賃負債而
有租賃負債約為41.4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37.7百萬港元），增加約9.6%；
本集團就營運用途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所需資金而從一間附屬公司的
一位非控股股東所得的其他貸款約為5.6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無）。本
年度內，概無用作對沖的金融工具（二零二一年：無）。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0.7倍（二零
二一年：0.6倍），乃按計息銀行借貸、租賃負債及其他貸款總額除以本集
團總權益計算。

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於本年度，資本開支（主要包括添置車輛及設備）約為138.7百萬港元（二零
二一年：73.4百萬港元）。資本開支則由銀行及自經營活動所得資金撥付。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已訂約資本承擔約為6.0百萬港
元（二零二一年：4.4百萬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一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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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租賃負債須一年內支付的款項約為
10.2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9.3百萬港元），須於一年後但五年內支付的款
項則約為14.5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9.9百萬港元），而須超過五年支付的
款項約為16.7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18.5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租賃負債為零（二零二一年：約0.9

百萬港元），並獲本公司及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提供擔保。

此外，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 (i)已抵押銀行存款約為7.2

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7.2百萬港元）；(ii)已抵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0.4

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0.7百萬港元）；(iii)土地及樓宇按揭約為65.1百萬
港元（二零二一年：67.7百萬港元）；(iv)已抵押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
產約為2.6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2.5百萬港元）；(v)已抵押貿易應收款項
約為104.6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75.6百萬港元）；及 (vi)已抵押合約資產約
為4.9百萬港元（二零二一年：4.1百萬港元）。

除上文所述者外，我們並無任何未償還按揭或押記、借貸或債務（包括銀
行透支、貸款或債權證）、貸款資本、債務證券或其他類似債務、融資租
賃或租購項目。

收購、出售及持有重大投資

於本年度，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出售或投資。

知識產權

於本年度，本集團於香港註冊商標 ，為期10年。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有8,894名僱員（二零二一年：5,621

名僱員）（包括全職及兼職僱員）。薪酬待遇一般參考市場條款連同僱員個
人資歷及經驗釐定。

本年度內，本集團推行職業安全、團隊合作以及行政及管理技巧等多項
在職培訓，全面提升前線服務連同辦公室支援及管理方面的質素。此外，
僱員亦獲得本集團的鼓勵、津貼及贊助參加專業機構及╱或教育機構主
辦與工作相關的講座及課程，確保本集團業務流程暢順及維持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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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年度業績連同二零
二一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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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 1,793,121 1,273,809

服務成本 (1,642,149) (1,164,804)  

毛利 150,972 109,00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6 29,760 22,154

生物資產的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變動 13 (2,492) (4,223)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2,238) (1,759)

行政開支 (100,861) (92,482)  

營運溢利 75,141 32,695

財務成本 7 (8,236) (4,691)

分佔合營企業虧損 (1,747) (6,278)  

除稅前溢利 8 65,158 21,726

所得稅 9 (13,753) (8,882)
  

本年度溢利 51,405 12,844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產生的
 匯兌差異，扣除稅項零元 (209) 59

現金流量對沖：分佔合營企業對沖
 儲備變動淨額 – (414)  

其他全面收益 (209) (355)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51,196 12,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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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本年度溢利：
本公司權益股東 53,709 12,847

非控股權益 (2,304) (3)  

51,405 12,844  

應佔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權益股東 53,500 12,492

非控股權益 (2,304) (3)  

51,196 12,489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港仙） 11 12.9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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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7,976 190,023
使用權資產 40,544 38,442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 1,74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4,872 14,66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9,508 31,628
遞延稅項資產 2,343 2,643  

365,243 279,152  

流動資產
存貨 3,050 3,531
合約資產 10,723 10,418
貿易應收款項 12 452,134 297,14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9,288 18,062
可收回稅項 1,280 7
生物資產 13 8,292 13,209
已抵押銀行存款 7,176 7,16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982 32,254  

530,925 381,79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4 36,758 32,269
合約負債 410 756
應計費用、已收按金及其他應付款項 263,675 152,428
銀行借貸 176,356 123,605
租賃負債 10,153 9,282
應付稅項 2,601 426  

489,953 318,766  

流動資產淨值 40,972 63,02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06,215 342,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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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188 1,620
租賃負債 31,201 28,439
撥備 14,352 10,969
遞延稅項負債 23,363 14,568  

70,104 55,596  

資產淨值 336,111 286,5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4,150 4,150
儲備 333,468 282,434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權益 337,618 286,584
非控股權益 (1,507) (3)  

總權益 336,111 286,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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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主板上市。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Baguio Green (Holding) 

Limited。本 公 司 的 註 冊 辦 事 處 位 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而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荔枝角瓊林
街93號龍翔工業大廈4樓A室。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提供環境及相關服務。

2. 編製基準

本公告所載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
年綜合財務報表，惟乃取自該等財務報表。

除附註3所載會計政策變動外，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與二零二一年全年財務報表所
採納相同的會計政策而編製。

除生物資產及若干金融工具按各報告期末的公平值計量外，編製財務報表時所用
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詞彙包
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而編製。此等
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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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就本會計期間之該等財務報告表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的修訂，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的修訂，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繁重合約 — 履行合

約的成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概念框架的提述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上述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產生重大財務影響。本集團並無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
效的任何新訂準則或詮釋。

4. 分部資料

向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所呈報以供其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資料集
中於所提供之服務種類。本集團已識別四個呈報分部。概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成下
列呈報分部：

— 清潔服務業務

— 廢物處理及回收業務

— 園藝服務業務

— 蟲害管理業務

有關本集團呈報分部之資料呈列如下。

分部收益及業績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除利息、稅項及行政開支前的盈利，而行政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惟不包括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生物資產的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變動及分佔合營企
業虧損。本集團按須予呈報分部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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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服務
業務

廢物處理及
回收業務

園藝服務
業務

蟲害管理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 隨著時間確認 1,330,697 207,209 122,213 97,006 1,757,125
 — 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 35,996 – – 35,996

     

     
須予呈報分部收益 1,330,697 243,205 122,213 97,006 1,793,121

     

     
分部業績 121,287 8,012 12,252 7,183 148,73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29,760
生物資產的公平值減銷售
 成本變動（附註13） (2,492)
行政開支 (100,861)
財務成本 (8,236)
分佔合營企業虧損 (1,747)

 

 
除稅前溢利 65,158

 

清潔服務
業務

廢物處理及
回收業務

園藝服務
業務

蟲害管理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 隨著時間確認 825,451 193,690 112,321 102,011 1,233,473
 — 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 40,336 – – 40,336     

須予呈報分部收益 825,451 234,026 112,321 102,011 1,273,809     

分部業績 71,563 21,725 6,069 7,889 107,24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22,154
生物資產的公平值減銷售
 成本變動（附註13） (4,223)
行政開支 (92,482)
財務成本 (4,691)
分佔合營企業虧損 (6,278) 

除稅前溢利 2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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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與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歸屬於個別分部活動的所有資產，惟不包括公司間應收款項及其他
企業資產。分部負債包括歸屬於個別分部活動的所有負債，惟不包括公司間應付款
項及企業負債。於報告期末，按須予呈報分部劃分的分部資產與負債如下：

清潔服務
業務

廢物處理及
回收業務

園藝服務
業務

蟲害管理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611,699 175,200 68,538 36,583 892,020

未分配 4,148
 

總資產 896,168
 

分部負債 405,704 98,028 21,899 31,720 557,351

未分配 2,706
 

總負債 560,057
 

清潔服務
業務

廢物處理及
回收業務

園藝服務
業務

蟲害管理
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363,973 171,922 83,035 38,888 657,818

未分配 3,125 

總資產 660,943 

分部負債 244,669 81,281 23,798 23,015 372,763

未分配 1,599 

總負債 37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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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清潔服務
業務

廢物處理及
回收業務

園藝服務
業務

蟲害管理
業務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折舊 31,443 27,034 2,273 3,442 736 64,928

添置非流動資產 103,351 49,675 1,666 465 1,503 156,660

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收益）╱虧損 (380) (1,976) (295) (339) 1 (2,989)

      

清潔服務
業務

廢物處理及
回收業務

園藝服務
業務

蟲害管理
業務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折舊 18,751 25,325 2,510 2,337 677 49,600

添置非流動資產 55,571 15,798 241 10,791 102 82,503

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收益 (593) (785) (249) (1,157) – (2,784)

出售使用權資產之
 收益 (101) – (96) – – (197)

      

地區資料

根據服務及貨品的交付地點，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的地區資料載列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769,911 1,246,408

中國內地 11,062 12,389

東南亞 12,148 15,012
  

1,793,121 1,273,809
  

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香港
或與本集團在香港的業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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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不同分部的收益794,570,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335,402,000港元）乃來自同一名客戶，該名客戶貢獻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
及二零二一年總收益10%以上。

5. 收益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環境及相關服務及貨品。各主要類別的已確認收益金額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清潔服務 1,330,697 825,451

廢物處理及回收服務 207,209 193,690

園藝服務 122,213 112,321

蟲害管理服務 97,006 102,011

銷售回收物料 35,996 40,336
  

1,793,121 1,273,809
  

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管理費收入 2,415 637

人壽保險投資的公平值變動 203 321

服務合約的補償收入 – 8,900

已收取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相關租金寬減 973 1,94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989 2,784

出售使用權資產之收益 – 197

政府補助* 17,489 2,312

與使用權資產有關的收入 4,119 3,971

利息收入 222 203

租金收入 494 582

雜項收入 856 301
  

29,760 2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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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確認政府補助如下：

(i)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的保就業計劃（旨在保持就業及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為11,32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零）。該筆資金的用途是為僱員提供財務支持，
以挽留可能會被裁員的僱員。根據補助條款，本集團經參考其建議的僱員
人數，須僱傭足夠數量的僱員；

(ii) 環境局的綠色就業計劃補貼為87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166,000港元）；

(iii) 本 集 團 陸 續 淘 汰 若 干 商 用 柴 油 車 輛 而 獲 取 的 補 貼 為5,147,000港 元（二 零
二一年：1,041,000港元）；及

(iv) 其他補貼為14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05,000港元）。

收取該等補助並無尚未達致的條件或其他或然事項。概不保證本集團未來會
繼續收取該補助。

7. 財務成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利息：
 銀行透支 6 10

 銀行借貸 6,648 3,211

 租賃負債 1,301 1,470

 其他 281 –
 

 

8,236 4,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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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為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所得：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薪酬：
 審核服務 1,884 1,680

 其他服務 164 129

消耗品成本 82,482 79,941

折舊：
 擁有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50,685 35,805

 使用權資產 14,243 13,79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2,989) (2,784)

出售使用權資產之收益 – (197)

撥回貿易應收款項之信貸虧損 (1,782) (62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工資、薪金及其他福利 1,300,214 906,156

 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撥備 39,530 23,339

 未領取帶薪假撥備 17,274 11,213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40,558 29,483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1,269 –
  

1,398,845 970,191
  

不計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短期租賃付款：
 機器及車輛 50,725 41,962

 土地及樓宇 6,522 5,948
  

57,247 47,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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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撥備 4,555 1,96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87 18
  

4,642 1,982

當期稅項 — 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撥備 16 21

  

4,658 2,003

遞延稅項
 產生及撥回暫時差額 9,095 6,879

  

13,753 8,882
  

二 零 二 二 年 香 港 利 得 稅 撥 備 乃 按 本 年 度 估 計 應 課 稅 溢 利 的16.5%（二 零 二 一 年：
16.5%）計算，惟根據利得稅兩級稅率制屬於合資格企業的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除外。
就該附屬公司而言，首2百萬港元應課稅溢利按稅率8.25%徵稅，而餘下應課稅溢利
則按稅率16.5%徵稅。該附屬公司之香港利得稅撥備的計算基準與二零二一年相同。

二零二二年的香港利得稅撥備亦已考慮香港特區政府於二零二一╱二二課稅年度
所授出的寬減。本集團符合資格就本集團各香港附屬公司獲得寬減，寬減上限為
1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以10,000港元為上限的寬減已於二零二零╱二一課稅年度
授出，並於計算二零二一年撥備時予以考慮）。

海外附屬公司的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的適用現行稅率計算。

10. 股息

(a) 本年度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3.8港仙（二零二一年：0.9港仙） 15,770 3,735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派付的末期股息並未於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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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年度批准及支付上一財政年度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的股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本年度批准及支付上一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為0.9港仙（二零二一年：3.6港仙） 3,735 14,940

  

11.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本年度溢利53,70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2,847,000港元）及於本年度已
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415,000,000股（二零二一年：415,000,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
故該等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2. 貿易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或收益確認日期（以較早者為準））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虧
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60日內 359,602 221,198

超過60日但120日內 79,293 48,304

超過120日但365日內 12,311 23,430

超過365日 928 4,214  

452,134 297,146
  

一般而言，根據招標條款，本集團與若干半官方機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訂立的
合約並無具體信貸期。就其他合約而言，本集團一般給予介乎30至60日的信貸期，
視乎客戶的信用程度及業務關係年期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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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生物資產

生物資產的變動概述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植物及花卉

於一月一日的結餘 13,209 20,493

購買 3,082 1,567

用於服務 (4,630) (2,665)

出售 (877) (1,963)

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變動（附註4） (2,492) (4,22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結餘 8,292 13,209
  

植物及花卉主要留作進一步種植以投入服務，分類為流動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生物資產公平值基於獨立
估值師於上述日期所作估值計量，而獨立估值師擁有適當資格與經驗提供生物資
產估值服務。

植物及花卉的公平值減銷售成本乃按市值法釐定，即假設以生物資產的現狀將其
出售，並參考於市場上可比較資產的同類銷售或發售或上市。

14. 貿易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1,214 17,284

超過30日但60日內 10,595 6,957

超過60日但90日內 861 884

超過90日 4,088 7,144  

36,758 32,269
  

購買若干貨品及服務的信貸期一般介乎30至60日。



– 28 –

15.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0,000 1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15,000 4,150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的股息，且每持有一股股份可於本公司大會上投
一票。所有普通股在本公司剩餘資產方面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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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本年度末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重大事項。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釐定出席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三）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並
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四）至二
零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期間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所有轉讓表格連同相關股票須
不遲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或於建議的其
他時間及╱或日期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登記。

為釐定獲派末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
一）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期間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所有轉讓表格連同相
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送交
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
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登記。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權益，並提升企業價值
及問責性。本公司於本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本公司將不斷檢討及加強企業管治常規，
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有關本公司所採納企業管治常規的資料將載於本集團將於適當時候刊發
之二零二二年年報的企業管治報告內。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及討論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綜合
財務報表，並與本公司管理層檢討及討論本公司風險管理與內部監控系
統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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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
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確認，彼等於本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的核數師執業會計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就本公告所載的本集
團於本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
的財務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草擬本所載數額進行比較，
並確定兩者數額相符。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履行之工作並非鑒證工作，
因此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就本公告作出鑒證結論。

刊發末期業績及年報

本末期業績公告將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com.hk )

及本公司網站 (www.baguio.com.hk )。本公司本年度的年報將適時寄發予股
東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及本公司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碧瑤綠色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永康

香港，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吳永康先生、吳玉群女士、吳永
全先生、梁淑萍女士及張笑珍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冼浩釗先生、羅
家熊博士及劉志賢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