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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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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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為約571.1百萬港元（二零
一六年上半年：538.1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6.1%。

• 截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的 毛 利 為 約51.8百 萬 港 元（二 零
一六年上半年：49.9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3.7%。

• 截 至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的 純 利 為 約15.1百 萬 港 元（二 零
一六年上半年：17.3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2.7%。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不建議宣派中期股息（二
零一六年上半年：無）。

碧瑤綠色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及「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或「碧瑤」）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
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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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回顧

二零一七年對於碧瑤擴展旗下廢物處理及回收服務而言為重要的一年。廢物
處理向為香港的棘手問題。根據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發表的香港固體廢物
監察報告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五年度廢物統計數字，都市固體廢物的回收率
由二零一零年的52%急跌至二零一五年的35%。當國際上的領先國家大力支持
減廢回收的同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必須更積極鼓勵市民達致廢物回
收及減少廢物的目標，務求將可循環回收的廢物送離堆填區。為配合全球趨勢，
香港政府加大力度促進落實綠色政策，例如倡議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及香
港廚餘回收計劃、建設有機廢物處理廠，以及為「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
立法。在推行公眾教育及支援措施配合下，政府已大大提高公眾對恰當處理
廢物的意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碧瑤接獲公營機構及私人企業有關尋求
廢物處理全面解決方案的查詢有上升趨勢，相信需要範圍更廣泛的廢物處理
服務方能回應公營及私營機構與日俱增的需求，此情況正好為本集團進軍廢
物處理服務市場上不同範疇開闢門徑。

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亦以「綠色發展」作為十三五規劃的五大
優先議題之一。針對嚴峻的環境問題，當局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頒
布環境保護稅法，法例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生效。各項重大環境政策或
計劃（例如「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及「十三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
處理設施建設規劃）相繼出台，清晰顯示中央政府堅決追求更具綠色及持續概
念的發展。此等由中央下達的政策亦為環保產業的發展提供嶄新機遇。公眾
對營造清潔環境的意識日益強烈，配合中央政府作出的努力，中國的環境服
務市場極具發展潛力，為本集團提供探索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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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作為佔有領導地位的環境服務提供者，碧瑤致力提供廣泛和多元的環境服務，
由清潔、園藝及蟲害管理，以至廢物處理及回收，為社會營造一個「綠色而清潔」
的環境。繼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取得園林廢物回收合約後，本集團於本期間
進一步深耕廢物處理及回收業務，擴大服務範圍。於二零一七年二月，本集
團取得香港賽馬會的合約，並於二零一七年四月開始提供馬廄廢物回收服務。
合約規定碧瑤負責收集沙田馬場的馬廄廢物並送往牛潭尾的動物廢料堆肥廠
（「堆肥廠」）進行堆肥處理。於二零一七年七月，碧瑤再度擴展服務範圍，夥拍
怡和機器有限公司贏得機電工程署的堆肥廠營運合約，將所收集的動物廢物
處理轉化成有機堆肥。與本集團的園藝服務發揮相輔相成作用，碧瑤得以為
動物廢物提供一站式廢物處理解決方案，涵蓋廢物收集以至下游廢物處理及
循環再用整個供應鏈。

就廢物回收而言，動物廢物回收並非碧瑤的唯一嶄新嘗試。於二零一七年五月，
碧瑤購入首部廚餘收集車提升旗下廚餘回收服務的效率。該車專為回收廚餘
而設，配備先進功能方便進行收集，減少倚賴人手操作，大大提升成本效益
及整體邊際利潤。於本期間，本集團亦入標競投玻璃樽回收業務，涵蓋收集
玻璃樽、處理以至下游再造及社區教育整個供應鏈。憑藉本集團在業內的豐
富經驗、先進技術及在競投大型項目上的驕人往績，相信碧瑤在未來的投標
可佔有先機之利。

碧瑤在香港有堅實的業務基礎，亦看見中國環境服務市場之強大潛力。中國
的城市（尤其是二、三線城市）開始外判城市清潔服務、廢物處理及回收服務予
私營服務供應商。於本期間，本集團研究擴展旗下在中國的業務是否可行，
並積極尋求與當地經營者合作的可能。碧瑤在技術知識、管理專長、財務能
力及良好信譽的支援下，已準備就緒把握這個龐大市場湧現的各種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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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於本期間，本集團收益約為571.1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約538.1百萬港
元穩步增長約6.1%，主要原因為本集團致力爭取新合約及延續舊有合約。毛
利增加3.7%至約51.8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49.9百萬港元），但毛利
率則下跌0.2%至9.1%（二零一六年上半年：9.3%），主要因勞動成本上漲。本期
間的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約為15.1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17.3
百萬港元），同比下跌12.7%，而純利率則下跌0.6%至2.6%（二零一六年上半年：
3.2%）。每股盈利為4港仙（二零一六年上半年：4港仙）。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本期間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無）。

主要業務分部的收益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收益
佔總收益
百分比 收益

佔總收益
百分比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清潔 423.8 74.2% 397.8 73.9% 6.5%
園藝 72.5 12.7% 58.1 10.8% 24.8%
蟲害管理 20.7 3.6% 25.5 4.7% -18.8%
廢物處理及回收 54.1 9.5% 56.7 10.6% -4.6%     

總計 571.1 100.0% 538.1 100.0% 6.1%
     

主要業務分部的毛利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清潔 7.2% 7.3% -0.1百分點
園藝 16.9% 17.3% -0.4百分點
蟲害管理 12.0% 11.9% 0.1百分點
廢物處理及回收 12.4% 14.0% -1.6百分點

   

總計 9.1% 9.3% -0.2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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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本集團成功投得現有客戶及新客戶的合約，推高整體收益。本集
團旗下的清潔及園藝分部錄得滿意增長，收益分別增加6.5%及24.8%，抵銷了
蟲害管理以及廢物處理及回收分部收益減少的影響。隨著廢物處理及回收分
部陸續開展上述新業務，預期廢物處理及回收分部的收益將於不久將來取得
重大增長。儘管收益有所增長，本期間各業務分部的毛利率均因香港的勞動
成本不斷上漲而輕微下跌。

現存合約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存未到期合約總額約為2,247.3百萬港元，
其中約566.1百萬港元將於二零一七年底前確認；約995.8百萬港元將於二零
一八年確認，而餘下約685.4百萬港元將於二零一九年及之後確認。

未到期
合約價值

將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或之前確認的

合約價值

將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或之前確認的

合約價值

將於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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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8.5 461.5 796.3 440.7
園藝服務 212.4 40.7 111.1 60.6
蟲害管理服務 29.9 13.8 12.3 3.8
廢物處理及回收服務 306.5 50.1 76.1 180.3

    

總計 2,247.3 566.1 995.8 685.4
    

獎項

本期間內，本集團獲多間知名機構肯定，並獲頒發以下獎項：

日期 獎項頒發機構 獎項

二零一七年一月 7–11綜合配送中心 職業安全及健康嘉許狀

二零一七年一月 世界綠色組織 世界綠色組織四週年暨專題晚宴 —

 感謝狀

二零一七年一月 九龍塘青年獅子會
 及心夜來潮

「獅潮同潔伴」義工服務計劃 — 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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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獎項頒發機構 獎項

二零一七年一月 新福港建設集團 新福港安全獎勵計劃2016 — 零意外
 嘉許計劃 — 達標嘉許狀（2015年10月
 至2016年3月）

二零一七年一月 新福港建設集團 新福港安全獎勵計劃2016 — 零意外
 嘉許計劃 — 達標嘉許狀（2016年4月至
 9月）

二零一七年二月 離島民政事務處╱
 香港聖公會
 東涌綜合服務

東涌招聘日2017 — 感謝狀

二零一七年二月 民社服務中心 「糧友行動」感謝狀

二零一七年三月 香港廢物管理學會 感謝狀

二零一七年三月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5年+商界展關懷2016/17 — 碧瑤清潔
 服務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三月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5年+商界展關懷2016/17 — 碧瑤園藝
 工程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三月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商界展關懷2016/17 — 碧瑤蟲害管理
 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三月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商界展關懷2016/17 — 碧瑤廢物處理及
 回收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三月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商界展關懷2016/17 — 碧瑤綠色集團
 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三月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商界展關懷2016/17 — 德泰園景工程
 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三月 僱員再培訓局 ERB優異僱主獎

二零一七年五月 中電集團 團隊參與感謝狀 — 中電安全、健康環保
 常識問題比賽2017

二零一七年五月 環境運動委員會 活動參與感謝狀

二零一七年六月 中銀香港及香港
 工業總會

中銀香港企業環保領先大獎2016 —

 環保優秀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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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活動

除專注提供專業服務提升香港市民的生活水平外，本集團亦致力與僱員一同
貢獻社會。以下為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參與或組織的部分活動。

月份 活動舉辦人 活動

二零一七年一月 環保促進會 第十四屆環保嘉年華2017

二零一七年一月 九龍塘青年獅子會 獅潮同潔伴 — 宴請清潔工友年晚飯

二零一七年二月 綠領行動 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動

二零一七年三月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
 處有限公司

「不一樣的學習經歷」 — 中學生職業
 導向計劃

二零一七年四月 香港地球之友 植樹遠足挑戰賽2017

二零一七年六月 環保促進會 香港綠色日2017啟動禮

二零一七年一月
 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世界綠色組織與
 屈臣氏

塑膠容器回收計劃

前景

展望未來，碧瑤將繼續以香港作為其核心業務的根據地，同時在中國市場尋
求具有發展潛力的機遇。香港方面，廢物處理及回收分部仍為本集團的策略
焦點。香港環境保護署已安排最早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計劃，目標是改變市民的習慣以達致廢物回收，最終達致減廢。在其他環
保措施及設施支持下，例如收集廚餘、飲品玻璃樽及電子廢物，以及實施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本集團預料將有愈來愈多公營及私營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
願意或已開始物色全面的廢物處理解決方案。此情況正好開創一個龐大市場
供本集團拓展。繼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成功投得園林廢物及動物廢物收集合
約後，碧瑤將深入拓展廚餘、飲品玻璃樽及電子廢物收集服務市場。憑藉本
集團的強大品牌效應、豐富的行業經驗及在競投大型項目上的驕人往績，碧
瑤具備所需條件把握未來機遇，在廢物處理及回收範疇上續創佳績，讓社會
各界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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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廢物收集服務外，碧瑤亦以擴大旗下廢物處理能力為發展目標，銳意涉足
回收廢物處理行業，將回收的廢物轉化為有用的原材料。由於當局嚴禁未經
處理的固體廢物進口中國，預料中國對原材料的需求將愈來愈大。此外，即
將實施的香港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每日需要逾二百萬個膠袋，將令回收膠
袋形成龐大而穩定的市場。碧瑤早著先鞭，已與多個機構（如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合作研究因應即將實施的香港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採用先進技術將塑膠廢
料循環再造成原材料或有用產品（如膠袋）的可行性。

中國方面，本集團不遺餘力在中國環境服務市場探索具潛力的機遇。於德國
漢堡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重申中央政府在環保方面帶
領全球的決心和承諾，包括同時在國際平台及國內立法等層面推動節能減排
及廢物回收。現時乃本集團透過併購和與當地營辦商合作擴展本身在中國的
業務和地位的黃金機會。最後，本集團亦繼續維持其資本承擔及更有效分配
資源，以支持本集團的發展大計。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各六個月期間的收益分別
約為571.1百萬港元及538.1百萬港元，升幅約為6.1%。收益增加主要由於本期
間清潔及園藝服務分部取得的合約增加。由於蟲害管理以及廢物處理及回收
服務分部的若干合約自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起到期，故該等分部的收益減少。

服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各六個月期間，服務成本分別約
為519.3百萬港元及488.2百萬港元，佔本集團相應期間收益分別約90.9%及約
9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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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成本佔本集團收益比例增加，乃由於市場上勞動成本上漲。

毛利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的毛利約為51.8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約49.9百萬港
元增加約3.7%。毛利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的整體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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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毛利率與去年相若，兩者
差距僅為0.2%。

其他收入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各六個月期間的其他收入
分別約為0.4百萬港元及3.1百萬港元，跌幅約為85.4%。去年同期的其他收入主
要包括就淘汰若干柴油車輛所收取的一次性政府補助。於本期間該等政府補
助大幅減少。

生物資產的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變動

本集團的生物資產即本集團位於中國及香港苗圃中的樹木、植物及花卉。截
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各六個月期間的生物資產公平值收
益分別約為1.3百萬港元及0.2百萬港元，增加約456.8%。本集團已於本期間擴
大在中國的苗圃，並不斷儲存及培植該等生物資產供日後的園藝項目使用。

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各六個月期間的行政開支
分別約為32.7百萬港元及29.0百萬港元，各自佔期內收益約5.7%及約5.4%。本
集團於本期間繼續控制行政開支。誠如第23頁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附註
11所披露，已作出撥備約2.3百萬港元。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各六個月期間，財務成本分別約
為2.1百萬港元及2.5百萬港元，各自佔本集團收益約0.4%及約0.5%。財務成本
減少主要由於本期間內銀行借貸的平均水平下降所致。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各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權益股東
應佔本集團純利分別約為15.1百萬港元及約17.3百萬港元，跌幅約為12.7%。本
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期內溢利減少乃基於上文所述各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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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本集團股本僅包括普通股。本集團的資本結構主要包括銀行借貸及融資租賃
責任，以及本集團權益股東應佔權益（包括已發行股本及儲備）。

董事定期審視資本結構，並考慮資本成本及資本的有關風險。本集團衡量資
本成本及各類資本的有關風險，以根據資產負債比率監察資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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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活動產生現金流量。本期間內，我
們自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約為 42.9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約44.7百
萬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動用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56.6
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5.7百萬港元），較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增加約1.6%。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總值及流動負債總額分別約為
331.7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48.9百萬港元）及約222.8百萬
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47.0百萬港元），流動比率約為1.5倍（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4倍）。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營運用途購置車輛所需資金有融資租賃
應付款項約48.2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6.9百萬港元）。本
期間內，概無用作對沖的金融工具。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的 資 產 負 債 比 率 約 為0.5倍（二 零 一 六 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0.6倍），乃按計息銀行借貸總額及融資租賃應付款項除以
本集團總權益計算。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未動用銀行信貸約127.0百萬港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21.9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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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面對的外匯風險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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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上市，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0.0百萬港元。於本公司股份上市當日起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所得款項淨額用作以下用途：

所得款項用途概要

可動用 已動用 未動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購車輛及設備用以擴充及
 拓展現有服務 18.4 18.4 –
發展及擴充廢物處理及回收服務 9.9 9.9 –
提高經營效率及服務質素 11.7 11.7 –
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用途 35.0 35.0 –
於潛在項目的投資 15.0 – 15.0

   

90.0 75.0 15.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動用的所得款項已存入香港持牌銀行。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在中期財務業績撥備的購置車輛、
設備及機器的資本承擔約為3.5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0.7
百萬港元）。

本集團的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融資租賃須一年內支付的款項約為19.9百萬
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1.6百萬港元），而須於第二至第五年（包
括首尾兩年）支付的款項則約為28.3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5.3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融資租賃應付款項獲本公司及本公司一
間附屬公司提供擔保。



– 12 –

此外，我們有 (i)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約為5.1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1百萬港元）的已抵押銀行存款；(ii)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賬面值約為16.9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7.2百萬港元）
的本集團租賃土地及樓宇按揭；(iii)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約為13.4
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3.3百萬港元）的本集團可供出售金
融資產抵押；及 (iv)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總值約29.5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72.1百萬港元）的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抵押。

除本節內上文所述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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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出售或重大投資。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8,253名僱員。薪酬待遇一般參考市場
條款以及僱員個人資歷及經驗釐定。

本期間內，本集團推行職業安全、辦公室及管理技巧等多項在職培訓，全面
提升前線員工的服務質素及辦公室支援。此外，本集團亦鼓勵及資助僱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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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程暢順及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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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連同二
零一六年的比較數字列載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571,122 538,122
服務成本 (519,368) (488,201)

  

  
毛利 51,754 49,921
其他收入 447 3,066
生物資產的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變動 1,314 236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583) (985)
行政開支 (32,688) (29,028)

  

  
營運溢利 20,244 23,210

財務成本 5 (2,129) (2,528)
  

  
除稅前溢利 6 18,115 20,682

所得稅 7 (2,983) (3,353)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15,132 17,329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扣除稅項零元：
 換算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的匯兌差異 35 (1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112 133

  

  
其他全面收益 147 123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5,279 17,452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港元） 9 0.0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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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1,538 156,628
於聯營公司權益 150 15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3,398 13,286

  

165,086 170,064
  

流動資產
存貨 5,172 4,942
貿易應收款項 10 234,368 251,90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9,627 21,521
生物資產 10,811 9,7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5,140 5,140
現金及銀行結餘 56,624 55,735

  

331,742 348,94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22,776 26,979
應計費用、已收按金及其他應付款項 112,091 114,473
銀行借貸 65,170 82,499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19,855 21,601
應付稅項 2,923 1,471

  

222,815 247,023
  

流動資產淨值 108,927 101,92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74,013 271,984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28,335 35,306
遞延稅項負債 10,826 10,507

  

39,161 45,813
  

資產淨值 234,852 226,17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4,150 4,150
儲備 230,702 222,021

  

總權益 234,852 22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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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重估儲備

購股權
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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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4,150 100,850 18,330 (738) 210 – 84,202 207,004

期內溢利 – – – – – – 17,329 17,32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133 – (10) – 12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33 – (10) 17,329 17,452
        

先前年度所批准股息（附註8） – – – – – – (7,055) (7,055)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 
 為基礎之付款 – – – – 502 – – 502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4,150 100,850 18,330 (605) 712 (10) 94,476 217,903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4,150 100,850 18,330 (393) 1,196 (120) 102,158 226,171

期內溢利 – – – – – – 15,132 15,132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 – 112 – 35 – 14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112 – 35 15,132 15,279
        

先前年度所批准股息（附註8） – – – – – – (7,055) (7,055)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 
 為基礎之付款 – – – – 457 – – 457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4,150 100,850 18,330 (281) 1,653 (85) 110,235 234,852
        



– 16 –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港元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42,896 44,677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付款 (6,207) (14,849)
支付按金 – (6,000)
投資活動產生的其他現金流量 2,377 4,238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830) (16,611)
  

融資活動
新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302,009 135,847
償還銀行借貸 (319,338) (187,849)
向本公司權益股東支付股息 (7,055) (7,055)
融資活動所用的其他現金流量 (13,828) (6,051)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8,212) (65,10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854 (37,042)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735 90,346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 35 (11)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6,624 53,29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56,624 53,293

  



– 17 –

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最終
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Baguio Green (Holdings) Limited。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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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載之中期財務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財務報告，但從該中期財務報告中摘錄。

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編製，包括
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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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獲授權刊發。

除會計政策變動預期於二零一七年全年財務報表中反映外，中期財務報告已按與二零
一六年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編製。任何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3。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影響政策應用及按本年
截至公告日期為止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申報數額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
能與該等估計有所不同。

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挑選的說明附註。附註包括自二零一六年全年
財務報表結算以來，對理解本集團財務狀況變動及表現而言屬重大之事項及交易之解釋。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附註並不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編製
完整財務報表所要求全部資料。

中期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惟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

中期財務報告所載當作比較資料之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
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惟乃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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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並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該等發展概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或呈列方式造成
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4. 分部資料

向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所呈報以供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的資料集中於所提
供的服務種類。本集團已識別四個呈報分部。概無經營彙合為以下呈報分部：

— 清潔服務業務

— 園藝服務業務

— 蟲害管理業務

— 廢物處理及回收業務

有關本集團呈報分部的資料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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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但不
包括其他收入及生物資產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變動。本集團呈報分部的收益及業績分析如
下。

清潔服務
業務

園藝服務
業務

蟲害管理
業務

廢物處理及
回收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分部收益 423,850 72,452 20,692 54,128 571,122     

分部業績 29,855 12,209 2,474 6,633 51,171    

其他收入 447
生物資產的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變動 1,314
行政開支 (32,688)
財務成本 (2,129) 

除稅前溢利 18,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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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服務
業務

園藝服務
業務

蟲害管理
業務

廢物處理及
回收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分部收益 397,828 58,054 25,459 56,781 538,122     

分部業績 27,957 10,027 3,039 7,913 48,936    

其他收入 3,066

生物資產的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變動 236

行政開支 (29,028)

財務成本 (2,528) 

除稅前溢利 20,682 

分部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歸屬於獨立分部的活動的所有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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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分部的活動的所有負債，惟不包括公司間應付款項及企
業負債。於報告期末，呈報分部的分部資產與負債如下：

清潔服務
業務

園藝服務
業務

蟲害管理
業務

廢物處理及
回收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284,338 73,246 30,343 102,532 490,459
未分配 6,369 

資產總值 496,828 

分部負債 175,003 28,815 16,166 41,063 261,047
未分配 929 

負債總額 2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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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服務
業務

園藝服務
業務

蟲害管理
業務

廢物處理及
回收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305,119 64,346 33,923 105,213 508,601

未分配 10,406 

 

資產總值 519,007 

分部負債 187,954 29,634 21,993 50,792 290,373

未分配 2,463 

 

負債總額 292,836 

由於本集團業務全部位於香港，而本集團於中期期間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均產生自香港，
故並無呈列地區資料。

5.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利息：
 銀行透支 5 2

 銀行貸款 1,221 1,385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 903 1,141  

2,129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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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為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所得：

折舊 11,796 11,74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74 507

消費品成本 19,372 19,946

政府補助* (276) (2,85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工資、薪金及其他福利 444,572 411,170

 長期服務金（撥回）╱撥備 (745) 140

 未領取帶薪假撥備 3,056 4,620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14,705 14,287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457 502  

462,045 430,719  

經營租金：最低租賃費用
 機械及車輛 11,065 9,810

 土地及樓宇 2,748 2,398  

13,813 12,208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陸續淘汰多輛商用柴油車輛，並就此
獲取政府補助27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852,000港元）。收
取該等補助並無尚未達致的條件及其他或然事項。概不保證本集團未來會繼續收取
該等補助。

7.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664 3,389

遞延稅項 319 (36)  

2,983 3,353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撥備乃就估計應課稅溢利應用估計
年度實際稅率16.5%（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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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以下中期期間批准及支付先前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
 每股1.7港仙（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1.7港仙） 7,055 7,055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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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15,13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17,329,000港 元）及 於 中 期 期 間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數
415,000,000股（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15,000,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中期期間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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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
下：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60日內 185,825 189,624

超過60日但120日內 42,018 53,575

超過120日但365日內 5,039 7,651

超過365日 1,486 1,055  

234,368 251,905  

一般而言，根據招標條款，本集團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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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合約方面，本集團通常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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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逾期但無減值的應收款項與多個與本集團保持良好記錄的獨立客戶有關。管理層相信，
由於信貸風險並無重大變動，並認為結餘可悉數收回，故毋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
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確認減
值虧損（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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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總額為數4,500,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00,000港元）應收上海亘遠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亘遠」，
一間主要於中國從事有機廢物無害處理及資源利用的公司）涉及建議收購上海亘遠若干
股權的可退還按金。由於本集團無法與賣方就若干關鍵條款達成協議，建議收購已於截
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終止。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
團與上海亘遠就未償還款項的還款時間表達成協議，惟其後若干計劃支付款項被拖欠。
本集團於本期間已向上海亘遠及其擔保人提出法律訴訟，並作出撥備約2,250,000港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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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6,527 15,906

超過30日但60日內 3,209 6,635

超過60日但90日內 467 535

超過90日 2,573 3,903  

22,776 26,979  

購買若干貨品及服務的信貸期通常介乎30日至60日。

13.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 1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415,000,000 4,150,000  

14. 報告期後非調整事項

購買物業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本集團就於香港購買額外辦公室物業訂立協議，代價為12,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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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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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其股東權益，並提升其企業價值
及問責性。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項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本公司將不斷檢討及加強其企業管治
常規，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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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標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
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審閱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之有效性，及監察外部核數師之審核及審閱過程。
審核委員會現時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風
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本期間的中期業績。

報告期後事項

除了第23頁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附註14所披露的該等事項外，於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後至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止，本公司或本集團並無任何其
他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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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將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com.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baguio.com.hk)。本公司本期間的中期報告將適時寄發予股東並於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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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吳永康先生、吳玉群女士、
吳永全先生、梁淑萍女士、陳淑娟女士、張笑珍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冼浩釗先生、羅家熊博士及劉志賢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