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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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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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LEON INSPECTION HOLDING LIMITED
中國力鴻檢驗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86）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續公告

財務摘要

• 本集團的收入從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01.9百萬元增至
本期間的約人民幣171.8百萬元，增幅為68.7%。

• 本集團的毛利從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54.2百萬元增至
本期間的約人民幣81.3百萬元，增幅為49.9%。

• 本集團的純利從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7.4百萬元增至本
期間的約人民幣12.7百萬元，增幅為73.4%。



– 2 –

中國力鴻檢驗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中國力鴻」，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

集團」）的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2018年同期的比較數據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6月30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 171,847 101,895
銷售成本  (90,578) (47,696)
   

毛利  81,269 54,199

其他收入及收益  1,903 1,352
銷售及分銷開支  (7,975) (1,946)
行政開支  (49,338) (39,227)
其他開支  (1,998) (1,440)
融資成本  (3,312) (590)
應佔聯營企業的業績  (652) (209)
   

稅前利潤 4 19,897 12,139
稅項 5 (7,151) (4,787)
   

期內利潤  12,746 7,352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043 457
   

其他全面收益  1,043 45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3,789 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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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6月30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利潤（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3,350 11,435
 非控股權益  (604) (4,083)
   

  12,746 7,352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全面收益

 （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393 11,892
 非控股權益  (604) (4,083)
   

  13,789 7,809
   

每股盈利 7
 基本  人民幣3.34分 人民幣2.86分
   

 攤薄  人民幣3.34分 人民幣2.8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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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6月30日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0,967 118,676
投資物業  20,080 20,717
使用權資產  36,394 –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5,954
商譽  15,211 3,129
無形資產  4,441 4,425
於聯營企業的投資  2,837 3,489
指定按公允價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權投資  3,000 3,000
遞延稅項資產  50 81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469 6,614
   

  209,449 166,819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8 82,212 42,26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160 15,524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3,082 27,000
已抵押存款  – 4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4,626 76,848
   

  181,080 162,03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9 36,584 12,293
合約負債  2,511 2,37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9 26,203 35,383
租賃負債  11,377 –
借款  72,911 62,881
應納稅款  677 3,253
應付利息  1,837 1,472
   

  152,100 117,661
   

流動資產淨值  28,980 44,374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38,429 21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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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19年6月30日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1 131
儲備  213,820 201,75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13,951 201,884
非控股權益  (5,497) (4,893)
   

權益總額  208,454 196,991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0,111 13,204
租賃負債  19,423 –
遞延稅項負債  214 741
應付利息  227 257
   

  29,975 14,202
   

  238,429 21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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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
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則按重估金額或
公允價值計量（倘適用）。

除應用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導致的會計政
策變動外，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
算方法與本集團編製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於2019年1月1日
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本集團的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委員會 — 詮釋第23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具負補償的預付款項特性

 第9號之修定
《國際會計準則》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第19號之修定
《國際會計準則》 於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第28號之修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修定 《國際會計準則》2015-2017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所載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披露並無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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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續）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已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詮釋。

因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進行的過渡及產生的影響概要

就確認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的租賃負債而言，本集團已應用於初始應用日期
相關集團實體的增量借款利率。所應用的加權平均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為5%。

 人民幣千元

於2018年12月31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21,167
 

按相關增量借款利率進行貼現及於2019年1月1日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
 確認與經營租賃有關的租賃負債 20,159
 

按以下類別進行分析
 流動 7,562
 非流動 12,597
 

 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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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續）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因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進行的過渡及產生的影響概要（續）

使用權資產於2019年1月1日的賬面值乃由以下組成：

 使用權資產

 人民幣千元

於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後確認與經營租賃有關的使用權資產 20,159
自預付租賃款項重新分類 6,192
 

 26,351
 

按以下類別劃分：
 租賃土地 6,192
 樓宇 20,159
 

 2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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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續）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續）

因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進行的過渡及產生的影響概要（續）

於2019年1月1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的金額已作出以下調整。未受有關更改
影響的項目並無包括在內。

    於2019年
  先前於  1月1日根據
  2018年  《國際財務

  12月31日  報告準則》

  呈報的  第16號計算
  賬面值 調整 的賬面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 26,351 26,351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5,954 (5,954) –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
 應收款項
 –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238 (238) –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7,562 7,562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12,597 1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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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戶合約收入

下文載列本集團客戶合約收入明細：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6月30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服務類型

檢測服務 106,647 84,306
鑒定服務 54,748 13,289
見證及輔助服務 10,452 4,300
  

總額 171,847 101,895
  

地區市場
 中國內地 114,396 92,266
 海外 57,451 9,629
  

總額 171,847 101,895
  

確認收入時間

在某一時間點 171,847 101,895
  

總額 171,847 10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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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前利潤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6月30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所達致的稅前利潤：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303 5,291
投資物業折舊 637 637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 122
無形資產攤銷 347 44
研發成本：
 本期開支 4,239 2,965
經營租賃項下最低租金：
 土地及樓宇 1,807 3,28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
 及最高行政人員薪酬）：
 董事的薪酬 2,200 2,098
 薪金及其他津貼 53,998 46,165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開支 674 521
  

 56,872 48,784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146 19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的收益淨額 (12) (119)
銀行利息收入 (220) (27)
出售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 (421)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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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6月30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7,151 4,599
遞延 – 188
  

 7,151 4,787
  

6. 股息

建議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付末期現金股息每股人民幣0.0075元（合共人
民幣3,000,000元）已於2019年5月17日獲本公司股東批准。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就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6月30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利潤 13,350 11,435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有關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0,000 400,000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 購股權 237 561
  

有關每股攤薄盈利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400,237 40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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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續）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由於本公司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平均市價，故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行使若干
本公司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83,714 43,619
減：虧損撥備 (1,502) (1,356)
  

 82,212 42,263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的平均信貸期為90日。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基於發票日期（分別與確認收入日期相若）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
分析如下：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以內 66,270 34,312
3至6個月 9,665 4,953
6個月至1年 4,557 2,374
1至2年 1,720 613
超過2年 – 11
  

 82,212 42,263
  



– 14 –

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續）

貿易應收款項的減值虧損撥備的變動如下：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年初 1,356 331
減值虧損淨額 146 529
收購附屬公司 – 496
  

 1,502 1,356
  

9.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分析如下：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3個月內 29,406 11,620
 3至6個月 6,405 438
 6個月至1年 773 51
 1至2年 – 125
 超過2年 – 59
  

 36,584 1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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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續）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應計薪金、工資及福利 15,532 14,932
其他應納稅款 – 707
應付廠房、物業及設備業主款項 4,129 14,815
其他 6,542 4,929
  

 26,203 35,383
  

其他應付款項不計息且並無固定還款期。

納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的應付本集團聯營企業款項如下：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6月30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力鴻智信（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 1,850
  

上述款項無擔保、不計息且並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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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及市場回顧

全球TIC市場空間超過2,000億歐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家認證認可
監督管理委員會的資料，2018年中國TIC行業市場空間為2,811億元人民幣。

從2013至2018年，中國TIC行業年均複合增速為15%，且呈現逐年加速的趨勢。
而考慮到TIC行業下游遍佈國民經濟各個領域，因此總體需求受單一下游波動的影
響較小，抗週期波動能力強。過去5年，年度最低增速也高於10%。

海外的TIC行業相對成熟，但在中國，TIC行業還處在快速發展中階段。2018年行
業增速高達18%，且未來行業將繼續受益於消費升級的推進和政府的監管趨嚴。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中金公司研究部）

2019年上半年，中國力鴻傳統業務的穩步增長，新檢測業務開發初見成效。

於4月，中國力鴻成功中標中國電建海投巴基斯坦卡西姆港2×660MW燃煤電站服
務項目，成為該項目唯一一家獨立檢測服務商。此次中標，中國力鴻獲得業界廣泛

的關注及肯定，展現了公司的綜合實力。中國力鴻順應國家「一帶一路」大戰略佈

局，為公司佔領南亞市場打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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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5月，中國力鴻旗下附屬公司Leon Overseas Pte. Ltd.，收購目標公司Saybolt 
(Singapore) Pte Lt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此次收購是本集團拓展石油、天然氣、化
學品及燃料散裝貨物的實驗室檢測及檢驗覆蓋至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及

周邊地區的良機，可為本集團相關業務部門於降低成本帶來協同效應，並為本集團

拓展了全球客戶服務網奠定基礎。初步完成亞太區域跨產品線檢測業務網絡佈局。

於6月，中國力鴻成功中標大唐香港海外監督業務，通過對進口煤炭裝卸船及檢驗
過程全程監督，使客戶實時掌控進口煤轉運及檢驗情況，為客戶避免不必要的損

失。有關措施不僅拓寬了力鴻在海外的市場業務，同時為煤炭用戶保駕護航。

鞏固我們的科研創新成果

在國內，為提升我們的服務能力和取得技術領先優勢，我們將自動化的科研成果，

應用到現有的服務中心，計劃對國內主要的服務中心的實驗室設施進行優化升級。

應客戶要求，從採樣現場開始加密，到得出化驗結果後對樣品信息進行解密，內部

管理流程上擴大了樣品信息盲樣的範圍，進行了更為精細化的管理，帶來更佳的客

戶體驗。持續的技術改進對於取得市場競爭優勢至關重要，我們會繼續投入充足的

資源推進研發工作，加強內部研發能力，加大對已研發科研成果及信息化管理系統

推廣及應用。

創新檢測和檢驗服務模式

我們通過引進優秀的人才團隊或合作方，壯大自身發展潛力，以投資控股的合作方

式快速開拓新的市場領域，為客戶提供涵蓋整個供應鏈的全面質量管理服務是我們

未來努力的方向之一，我們相信這種全新的商業模式，符合中國「高質量發展」的

國家戰略，未來的增長潛力巨大。公司將成為國際化、多元化、技術領先的第三方

質量保證服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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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概覽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變動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171,847 101,895 68.7%
毛利 81,269 54,199 49.9%
稅前利潤 19,897 12,139 63.9%
期內利潤 12,746 7,352 73.4%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從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01.9百萬元增至本期間
的約人民幣171.8百萬元，增幅為68.7%。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傳統煤炭檢驗業務平穩
增長，加上本集團成功戰略佈局，發展專注於石油及石化行業的新檢驗業務。下表

載列我們各項服務的收入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檢測服務 106,647 84,306
鑒定服務 54,748 13,289
見證及輔助服務 10,452 4,300
  

 171,847 10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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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從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54.2百萬元增至本期間
的約人民幣81.3百萬元，增幅為49.9%。毛利率從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53.2%下降至本期間的47.3%。該減少乃由於本集團的海外附屬公司產生的業務毛
利率較低。

銷售︑分銷及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分銷及行政開支從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1.2百
萬元增至本期間約人民幣57.3百萬元，主要由於 (1)來自石油及石化檢驗業務海外
收購的銷售及行政成本上升；(2)研發開支增加；及 (3)海外附屬公司產生的物業、
廠房及設備折舊增加。

融資成本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及本期間，本集團分別錄得融資成本約人民幣0.6百
萬元及3.3百萬元，增幅為461.4%，乃由於本集團於2018年下半年發行計息有抵押
擔保票據產生的融資成本所致。

本期間利潤

本集團本期間利潤從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7.4百萬元增至本期
間的約人民幣12.7百萬元，增幅為73.4%。該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的雙軌戰略（一
方面於全球擴充其傳統業務，一方面透過收購拓展其新檢驗業務）開始取得成果，

令整體業務量大幅上升。

商譽

本集團的商譽指本集團已付對價的公允價值超出收購目標於收購日期計量的可識別

資產及負債的公允價值淨額的差額。於2019年6月30日及2018年12月31日，本集
團的商譽分別約為人民幣15.2百萬元及人民幣3.1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
於2019年5月海外新收購一項專注於石油及石化行業的檢驗業務，以作為本集團努
力拓展其服務範圍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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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主要指日常業務過程中就本集團所提供服務應收

客戶的款項及票據。於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
項及應收票據分別約為人民幣42.3百萬元及人民幣82.2百萬元。於2019年6月30
日的應收款項增加主要由於業務規模較去年同期顯著增長所致。

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的貿易應付款項主要指就港口費用︑特許經營費及第三方檢驗工程應付的款

項。於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貿易應付款項分別為約人民
幣12.3百萬元及人民幣36.6百萬元。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的
增加主要由於業務規模較去年同期顯著增長所致。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84.6百萬元。本集團財
務狀況穩健，且擁有充足資源以支援其運營及應付可預見的資本開支。

資金管理及融資政策

我們資本管理的首要目的是保障我們持續經營的能力，並維持穩健的資本比率，從

而支持我們的業務及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我們根據經濟狀況變動及相關資產的風

險特徵管理並調整資本結構。為維持或調整資本結構，我們可調整派付予股東的股

息、向股東退還資本或通過發行新股權籌資。

我們以審慎的資金營運來管理於金融產品的投資。我們僅向聲譽良好的商業銀行提

供的低風險金融工具進行投資，該等金融工具可於當日或較短通知期間內贖回，主

要包括銀行發行的理財產品，如債券、貨幣市場基金及同業存款。我們在一年中於

須滿足實時資金需求時多次購買並贖回金融產品，因此與購買及處置金融產品有關

的現金流量顯著高於期末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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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亦未向第三方作出擔保。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基於資本負債比率監控資本。資本負債比率乃按債務總額除以權益總額並乘

以100.0%計算。誠如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示，債務總額乃按「借款」計算。
誠如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示，資本總額乃按「權益總額」計算。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債務總額 83,022 76,085
權益總額 208,454 196,991
資本負債比率 39.8% 38.6%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指因客戶或交易方未能履約而產生損失的風險。本集團僅與獲認可及信譽

良好的交易方開展交易。本集團的政策規定，有意與本集團開展信貸交易的所有客

戶均須通過信貸驗證程序（考慮有關客戶的財務狀況及與本集團的過往交易情況）。

此外，本集團會持續監管應收款項結餘，其並未面臨重大壞賬風險。本集團管理層

會評估其現有及潛在客戶的信譽，並確保客戶擁有充足的項目資金及資金來源。本

集團並不需要抵押物。

本集團的其他金融資產包括其他應收款項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該等金融資產的信

貸風險由交易方違約引起。最高信貸風險與該等資產的賬面值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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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因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應收款項、應付款項及借款以本集團旗下實體各自功

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而面臨外幣風險。產生此風險的貨幣主要是港元及美元。

重大投資

於本期間，本集團並未進行任何重大投資。

附屬公司及關聯公司的重大收購及處置

於2019年5月8日，Leon Overseas Pte. Ltd.（本集團的附屬公司）與Saybolt Holding 
BV訂立買賣協議，以代價3.75百萬美元收購Saybolt (Singapore) Pte. Ltd.全部股本。
該收購已於2019年5月15日完成，於該日期起Saybolt (Singapore) Pte. Ltd.的財務業
績於本集團賬目內綜合入賬。董事認為，作為本集團業務及地理多元化戰略的一部

分，該收購乃將本集團服務範圍拓展至東南亞石油及石化行業的良機。

人力資源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僱員總數為1,260名（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841名）。本集團的僱員薪酬包括基本薪金、獎金及現金補貼。通常情況下，本集
團根據每名僱員的績效、資格、職位和資歷決定僱員薪酬。我們遵從中華人民共和

國地方政府組織的社會保險繳納規定，並就所有香港合資格僱員遵守香港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條例。為遵守相關的國家和地方社會福利及住房公積金法律法規，我們須

代表僱員每月繳納一定的社會保險費，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

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會就本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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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深知良好的企業管治對提升本公司的管理水平及保障股東整體利益至為重

要。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於

本期間內，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

除本公司董事長及行政總裁的角色一直由同一人擔任而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

條文第A.2.1條外，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董事認為，透過
董事會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監管，加上本公司內部制衡機制的有效制約，由同一人

兼任董事長及行政總裁的安排可以達到提高本公司決策及執行效率，有效抓住商機

的目的。董事會將不時檢討該安排的成效。

為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董事會將不斷審閱及監察本公司的常規。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及本公司僱員（彼等因有關職位或受僱工作而可能擁有有

關本公司或其證券的內幕消息）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

經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認於本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期間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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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財務資料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21及3.22條規定設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即廖開強先生（主席）、王梓臣先生及趙虹先生，彼等均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報表。

刊發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huaxialihong.com。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的本公司於本期間之中期
報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司股東（「股東」）及刊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中國力鴻檢驗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向利

中國北京，2019年8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八名董事，即執行董事李向利先生、張愛英女士、 
劉翊先生及楊榮兵先生；非執行董事王綱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梓臣先生、 
趙虹先生及廖開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