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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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FINANCIAL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LIMITED
中國金融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遷冊往百慕達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21）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告

中國金融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年度」）
之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4 68,845 66,797
其他收入 6 26,379 1,657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公允價值虧損 (209,271) (59,768)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 (15,456)
以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債務工具之減值虧損 (161,824) –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16,037) –
行政開支 (31,850) (63,111)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125 485
融資成本 7 (3,150) (3,151)

除稅前虧損 (326,783) (72,547)

所得稅開支 8 (780) (295)

本年度虧損 9 (327,563) (7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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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以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股本工具之公允價值虧損 (44,969) –

其後可能將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公允價值虧損 – (68,102)
就計入損益的虧損之重新分類調整 – 15,456

– (52,646)

以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債務工具：
公允價值虧損 (156,334) –
就計入損益的預期信貸虧損之調整 161,824 –

5,490 –

換算境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5,246) 6,584

244 (46,062)

年度其他全面開支 (44,725) (46,062)

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372,288) (118,90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 (327,563) (72,84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372,288) (118,904)

每股虧損 10
基本（港仙） (2.986) (0.66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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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91 770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1,153 1,028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313,408 725,262

以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本工具 96,458 –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 174,407

按金 197 157,753

411,707 1,059,220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364 34,461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14,763 338,559

以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工具 302,234 –

銀行結餘及現金 36,124 153,935

754,485 526,955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3,518 24,458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14 188

應付稅項 4,200 4,485

借貸 9,990 –

財務擔保合約 10,679 33,986

28,501 63,117

流動資產淨值 725,984 463,83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37,691 1,52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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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借貸 52,985 62,975

資產淨值 1,084,706 1,460,08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9,717 109,717

儲備 974,989 1,350,366

總權益 1,084,706 1,460,083

每股資產淨值（港仙） 11 9.89 13.31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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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中國金融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
公司。由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開始，本公司已撤銷在開曼群島之註冊，並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
年公司法遷冊至百慕達作為獲豁免公司。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於年度報告中公司資料一節披露。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投資於在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及
╱或經營業務之上市及非上市公司。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幣呈列，港幣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

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已透過持續監控預測及實際現金流量，審慎及周詳地考
慮本集團之未來流動資金。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經營活動所用現
金淨額港幣115,786,000元及年內虧損港幣327,563,000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
銀行結餘及現金為港幣36,124,000元及流動資產淨值為港幣725,984,000元。經營活動所得現金
取決於變現上市及非上市投資。為繼續撥付未來資本計劃，本公司可能需要取得額外股本或
債務融資，或評估其他選擇方案。評估維持當前財務狀況及現金流量所需資金之能力取決於
多項外部因素。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因為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有能力在有需要時取得債
務或股本融資，或其他資金來源以應對未來資本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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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及相關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支付之交易的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之修訂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時 

一併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的一部分

除以下所述外，於本年度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並無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
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披露事項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相應對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相關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1)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2)金融資產的預期信貸
虧損（「預期信貸虧損」）及財務擔保合約以及3)一般對沖會計引入新規定。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載的過渡條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即是將
分類及計量規定（包括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之減值）追溯應用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初始應
用日期）尚未終止確認的工具，且並無將該等規定應用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已終止確認的
工具。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與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之賬面值間的差額於期初累計
虧損及權益其他組成部分中確認，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此外，本集團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時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載之實際權
宜法，即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當日，本集團債務投資之公允價值港幣458,568,000

元為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時本集團分類為以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投
資的賬面值，原因為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追溯應用實際利率法（包括計量預期信貸虧損之
金額）為不切實可行。

因此，若干比較資料未必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編製之比較資
料具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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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影響概要

下表列示於首次應用日期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須計提預期信貸虧損的金融資產、金融負債及其他項目之分類及計量。

附註
可供出售之
金融資產

指定為以
公允價值

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

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以
公允價值

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

以公允價
值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
股本工具

以公允價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
債務工具

按攤銷成本
計量之

金融資產
（先前分類為

貸款及應
收賬款）

可供出售之
金融資產
重估儲備

以公允價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之
儲備 累計虧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
期末結餘－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 174,407 725,262 338,559 – – 345,786 (21,920) – (968,951)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所引致的影響：

重新分類
自可供出售 (a) (174,407) – 21,601 152,806 – – 21,920 (25,888) 3,968

自指定為以公允價值 

計入損益 (b) – (725,262) 266,694 – 458,568 – – – –

重新計量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之
減值 (c) – – – – – (3,089) – – (3,089)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之 
期初結餘 – – 626,854 152,806 458,568 342,697 – (25,888) (96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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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可供出售投資

自可供出售股本投資轉為以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本集團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所有其先前分類為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之公允價值變
動。該等投資並非持作買賣用途，且預期在可見將來不會出售。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9號之日，港幣152,806,000元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已重新分類至以公允價值計
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本投資。與該等先前按公允價值列賬的投資有關的公允價值虧損
港幣25,888,000元繼續於以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儲備內累計。

自可供出售投資轉為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

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當日，本集團價值港幣21,601,000元之非上市投資已
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分類為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與該等先前按公允
價值列賬的投資有關的公允價值虧損港幣3,968,000元已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估儲備
轉撥至累計虧損。

(b)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及╱或指定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於首次應用日期，本集團就所管理的金融資產組合不再應用指定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
計量及其表現乃按公允價值基準評估，原因為該等金融資產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計量。因此，該等港幣266,694,000元之投資已從指定為以公
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重新分類為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公允價值為港幣458,568,000元之非上市債券乃由以公允
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重新分類為以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工具，原因
為本公司董事於評估首次應用日期之業務模式後認為，該等投資是在目標乃通過收取
合約現金流量及出售該等資產實現之業務模式中持有且該等投資之合約現金流量僅為
未償還本金之本金和利息付款。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本集團已重新評估其分類為持作買賣之股本證券及衍生金融
工具之投資，猶如本集團於首次應用日期已購買該等投資。根據於首次應用日期之事實
及情況，本集團之港幣338,559,000元投資持作買賣，並繼續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計量。

(c)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項下之減值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包括其他應收款項及銀行結餘）之預期信貸虧損乃按12個
月期預期信貸虧損基準進行評估，此乃由於本公司董事認為自首次確認以來信貸風險
並無顯著增加。

本集團所有以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工具均為先前以公允價值列賬之非上
市債券。根據本公司董事的評估，該等投資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為已出現信貸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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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於累計虧損確認額外信貸虧損撥備港幣3,089,000元。額外虧損
撥備於相關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扣除。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虧損撥備與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之期初虧損撥備對賬如
下：

按攤銷成本
計量之金融資產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
透過期初累計虧損重新計量的金額 3,089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 3,089

4. 收益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以下各項之股息收入：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8,230 15,172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 461

28,230 15,633

來自以下各項之利息收入：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144 –
以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工具 39,471 –
可供出售之金融資產 – 51,164

40,615 51,164

68,845 66,797

5. 經營分部

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以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的資料著重於
本集團投資之類別及相關業務。

具體而言，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如下：

1. 小額貸款服務－於從事小額貸款服務的被投資方之股權投資
2. 房地產及天然氣－於從事房地產及天然氣業務的被投資方之股權投資
3. 固定收益金融資產之投資－債務投資
4. 其他—於從事清潔能源行業、擔保服務、投資及管理諮詢服務以及其他業務的被投資方

之股權投資

並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成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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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業績按可報告分部分析如下：

小額貸款
服務

房地產及
天然氣

固定收益
金融資產之

投資 其他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分部收益 – 3,536 39,471 25,838 68,845

分部虧損 (82,002) (71,710) (122,353) (26,185) (302,250)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125
其他收入 26,379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16,037)
融資成本 (3,150)
中央行政開支 (31,850)

除稅前虧損 (326,783)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分部收益 461 12,004 50,014 4,318 66,797

分部（虧損）溢利 (42,623) (33,681) 41,090 26,787 (8,42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485
其他收入 1,657
融資成本 (3,151)
中央行政開支 (63,111)

除稅前虧損 (72,547)

分部（虧損）╱溢利指各分部（產生之虧損）╱賺取之溢利，並無分配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其他收入、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融資成本及中央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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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資產按可報告分部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小額貸款服務 63,832 165,630

房地產及天然氣 215,143 389,163

固定收益金融資產之投資 302,234 438,569

其他 345,654 244,866

分部資產總計 926,863 1,238,228

未分配資產 239,329 347,947

綜合資產 1,166,192 1,586,175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

• 全部資產分配至可報告分部，惟物業、廠房及設備、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預付款項、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銀行結餘及現金除外；及

• 並無負債分配至可報告分部。

6. 其他收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2,964 1,657

財務擔保合約撥備撥回 23,307 –

雜項收入 108 –

26,379 1,657

7. 融資成本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借貸利息 3,150 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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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 29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99) –

預扣稅項（附註） 879 –

780 295

附註：預扣稅指按源自中國的股息收入之10%預扣之稅項。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條例草
案」），引入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獲簽署成為法律，並
於翌日在憲報刊登。根據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合資格集團實體首港幣2,000,000元溢利的稅
率為8.25%，而超過港幣2,000,000元溢利的稅率為16.5%。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之集團實體的
溢利將繼續按16.5%劃一稅率繳稅。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實施兩級制利得稅率後涉及之金額對綜合財務報表並不重大。香港利得
稅乃分別根據兩個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二零一八年：本集團的應課稅溢利完全由年度結轉的
稅項虧損所抵銷），因此，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
司之稅率於兩個年度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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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內虧損

年內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董事酬金 6,875 4,625

其他員工：
薪金及其他福利 6,506 11,36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15 133

員工福利開支總額 13,496 16,118

核數師酬金
－核數服務 638 680

－非核數服務 210 200

託管費用 172 26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6 285

投資管理費 1,518 2,833

財務擔保負債（撥回）撥備 (23,307) 3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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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就每股基本虧損而言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327,563) (72,842)

股份數目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股 千股

就每股基本虧損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971,634 10,971,634

由於該兩個年度均無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概無呈列該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11. 每股資產淨值

每股資產淨值乃按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港幣1,084,706,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1,460,083,000元）及已發行及繳足10,971,634,000股（二零一八年：10,971,634,000股）普通股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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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主要業務為上市證券之中短期投資以及非上市投資之中長期投
資。

於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為港幣327,563,000元，而截至二零一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年度錄得虧損港幣72,842,000元。虧損已被上市投資及非上市投資所得
股息收入港幣28,230,000元及非上市債券投資及一項非上市可換股債券投資所得利
息收入港幣40,615,000元部分抵銷。虧損主要由於以下原因：

(i)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非上市投資之公允價值虧損約港幣130,230,000元；

(ii) 以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上市投資之公充價值虧損約港幣79,041,000元；及

(iii) 以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工具減值虧損約港幣161,824,000元。

於本年度，投資股息收入較去年之港幣15,633,000元增加80.58%至港幣28,230,000

元。非上市投資之利息收入為港幣40,615,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51,164,000元）。
其他收入（包括銀行利息收入、財務擔保撥備撥回及雜項收入）為港幣26,379,000元，
較去年之港幣1,657,000元增加1,491.97%。行政及其他開支由去年之港幣63,111,000

元減少49.53%至本年度之港幣31,850,000元，乃主要由於財務擔保撥備、員工成本及
專業費用減少所致。

上市投資回顧

於本年度，本集團錄得上市證券業務虧損總額港幣113,101,000元，而去年錄得虧損
港幣46,910,000元。於本年度錄得來自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港幣5,918,000元（二零
一八年：港幣15,172,000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上市證券之市值為港幣285,503,000元（二零一八年：港
幣440,319,000元），全部上市投資均於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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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證券組合

上市證券名稱 業務性質 持有股份數目
本集團

之實際權益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之市值
本年度已收╱

應收股息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佔本集團

資產淨值之
百分比 投資成本 出售代價

已變現
收益╱
（虧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煤炭開採、加工及 

銷售精煤
12,369,000 0.6% 3,340 – 0.31% – – –

中國城市基礎設施集團 

有限公司（「中國城市 

基礎設施」）

於中國從事基礎 

設施業務、物業投資、
物業發展、酒店業務、
物業管理及天然氣

698,079,429 22.32% 188,482 – 17.38% – – –

遠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中國從事投資控股、 

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
8,055,000 0.11% 26,661 3,536 2.46% 87,923 92,240 4,317

中國交通建設股份 

有限公司
從事基礎設施建設、 

基礎設施設計、疏浚及
其他業務

9,588,000 0.22% 67,020 2,382 6.18% – – –

285,503 5,918 4,317

非上市投資回顧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非上市投資組合錄得虧損總額港幣
297,473,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80,960,000元）。虧損主要由於多間小額貸款公司
以及固定收益金融資產之投資之公允價值減少所致。於本年度，錄得來自一項非上
市投資河南天冠能源生化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天冠」）之股息收入港幣22,312,000元
（二零一八年：港幣461,000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非上市投資之公允價值為港幣641,360,000元，
去年則為港幣797,909,000元，下降達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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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股權投資及非上市可換股債券投資

本公司之非上市股權投資主要集中於中國小額貸款公司及清潔能源行業。

自二零一八年以來，本集團專注於清潔能源行業，並已作出多項投資。生物能源為
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碳中性及可再生能源來源。乙醇及生物柴油等生物燃料毒性
較小且可生物降解。使用生物質可有助增強農業、木材及食品加工行業之復原力。
生物能源為其廢物流提供用途，可有助降低其能源成本。

同時，中國的小額貸款行業仍面臨民間借貸的利率逐漸下滑和經營風險上升之憂
慮，使部分小額貸款公司持續產生逾期貸款並出現虧損。鑒於小額貸款行業的下滑
表現，本公司已計劃退出小額貸款行業的投資。

於可預見未來，本公司將繼續專注於生物能源領域的投資，並逐步退出過去對小額
貸款行業的投資，此旨在最大化本公司股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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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股權投資及非上市可換股債券投資組合

公司名稱 附註 所在地
本集團

之實際權益 業務性質 成本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之公允價值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佔本集團
資產淨值
之百分比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小額貸款服務
1 景德鎮市中金國信小額貸款 

有限責任公司 
（「景德鎮中金國信」）

(1) 江西省景德鎮市 40% 提供小額貸款及財務諮詢服務 188,690 516 0.05%

2 天津融順小額貸款有限公司 天津市 30% 提供小額貸款及財務諮詢服務 36,606 1,799 0.17%
3 天津國投融順小額貸款 

有限公司
天津市 10% 提供小額貸款及財務諮詢服務 12,189 4,344 0.40%

4 哈爾濱市中金國信小額貸款 
股份有限公司 
（「哈爾濱中金國信」）

(2)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 30% 提供小額貸款及財務諮詢服務 36,693 – –

5 天津市濱聯小額貸款 
有限責任公司

天津市 3.3% 提供小額貸款及財務諮詢服務 12,271 1,193 0.11%

6 鄂州市中金國投小額貸款 
有限責任公司 
（「鄂州市中金國投」）

(3) 湖北省鄂州市 50% 提供小額貸款及財務諮詢服務 185,000 20,439 1.88%

7 資陽市雁江中金國信小額貸款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資陽市 30% 提供小額貸款及財務諮詢服務 73,730 141 0.01%

8 南京江寧明陽融通農村 
小額貸款有限公司

江蘇省南京市 30% 提供小額貸款及財務諮詢服務 36,673 11,041 1.02%

9 天津融陽小額貸款股份 
有限公司

天津市 30% 提供小額貸款及財務諮詢服務 36,741 10,679 0.98%

10 鎮江市中金國信科技小額貸款
有限公司

江蘇省鎮江市 30% 提供小額貸款及財務諮詢服務 56,874 13,680 1.26%

小計： 675,467 63,832

擔保服務
11 江西華章漢辰擔保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江西華章」）
(4) 江西省南昌市 2.98% 向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提供 

融資擔保
43,150 25,202 2.32%

投資及管理諮詢服務
12 深圳市中投金信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
廣東省深圳市 30% 提供項目投資諮詢服務 18,350 – –

13 西安開融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陝西省西安市 30% 提供金融管理服務 18,724 7,251 0.67%
14 湖北中金高科金融服務 

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漢市 30% 提供金融管理服務 19,030 4,117 0.38%

小計： 56,104 11,368



19

公司名稱 附註 所在地
本集團

之實際權益 業務性質 成本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之公允價值

於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佔本集團
資產淨值
之百分比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清潔能源
15 河南天冠 (5) 河南省 30% 生產及銷售變性燃料乙醇、 

銷售丙酮、丁醇、多元醇、 
生產及銷售可降解塑料及 
生物柴油、銷售化工產品、 
谷朊粉、飼料銷售、乙酸及 
乙醛生產

230,763 187,524 17.29%

16 湖南華南新能源有限公司 
（「華南新能源」）

(6) 湖南省 新能源技術開發、轉讓及諮詢、 
研發、製造及銷售化工產品、 
化學試劑及助劑（不含危險 
化學品及易制毒化學品）

51,200 51,200 4.72%

小計： 281,963 238,724

總計： 1,056,684 339,126

附註：

(1)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一日，由於景德鎮中金國信前股東撤回其於景德鎮中金國信之資本承擔
人民幣125,000,000元，及景德鎮中金國信之註冊資本由人民幣500,000,000元削減至人民幣
375,000,000元，故本集團於景德鎮中金國信之股權由30%變為40%。由於註冊資本削減，本公
司於景德鎮中金國信之股權必然自動由30%增至40%。為符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第21.04(3)(a)條，本公司自願放棄30%以外之投票權。

鑒於景德鎮中金國信之註冊資本削減並非本公司所能控制，本公司就其於景德鎮中金國信之
股權增加方面處於被動地位。放棄投票權為臨時安排，本公司仍擁有其他權利（如收取股息的
權利）。董事認為，放棄投票權安排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本公司當前正積極尋求潛在買家以出售其於景德鎮中金國信之額外無投票權股權，或恢復於
景德鎮中金國信之股權至30%。

(2)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訂立出售協議，以現金代價人民幣25,000,000元向一名
獨立第三方出售其於哈爾濱中金國信之所有股權。已收取按金港幣2,500,000元，已包含在二
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的預收款項中。於本公告日期，該出售交易尚
未完成。董事預計該出售交易將於一年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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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鄂州市中金國投之股東決議案批准若干鄂州市中金國投之現有
股東撤回其於鄂州市中金國投之資本承擔合共人民幣200,000,000元，因此，鄂州市中金國投
之註冊資本將由人民幣500,000,000元削減至人民幣300,000,000元。由於註冊資本削減，本公司
於鄂州市中金國投之股權將必然由30%增加至50%。為符合上市規則第21.04(3)(a)條，本公司
將自願放棄30%以外之投票權。

鑒於鄂州市中金國投之註冊資本削減並非本公司所能控制，本公司就其於鄂州市中金國投之
股權增加方面處於被動地位。放棄投票權為臨時安排，本公司仍擁有其他權利（如收取股息的
權利）。董事認為，放棄投票權安排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本公司當前正積極尋求潛在買家以出售其於鄂州市中金國投之額外無投票權股權，或恢復於
鄂州市中金國投之股權至30%。

(4)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三日，本集團收購一家在中國成立的合營公司江西華章的30%股權。因
江西華章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及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經其他股東認購新註冊資本而擴
大，本集團於江西華章之股權於該等日期分別變為7.2%及削減至2.98%。

(5)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本公司與合營夥伴訂立合營協議，內容有關於中國河南省成立河南
天冠。根據合營協議，本公司擁有河南天冠30%註冊資本。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河南
天冠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300,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660,000,000元，因此，本公司全資附屬公
司科逸（上海）投資有限公司（「科逸」）及怡邦集團有限公司分別進一步注資人民幣30,000,000

元及人民幣78,000,000元。

(6)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科逸與華南新能源訂立協議，以就收購華南新能源30%股權向華南新能源
注資人民幣45,000,000元。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華南新能源30%股權之法定所有權已
成功轉讓予科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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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債券投資

本集團於本年度投資四個債券，以進行中期投資及賺取穩定回報。該等債券投資之
詳情如下：

公司名稱 附註 業務性質 成本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之公允價值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佔本集團
資產淨值
之百分比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豪麗斯（中國）有限公司 
（「豪麗斯」）

(1) 於中國從事咖啡店特許 
經營

200,000 124,200 11.45%

佳統投資有限公司（「佳統」） (2) 投資於上市及非上市公司
發行的股本證券、 
可換股票據、優先股、 
期權、認股權證或 
債務證券的投資公司

190,000 84,584 7.80%

穎興環球有限公司（「穎興」） (3) 投資於上市及非上市公司
發行的股本證券、 
可換股票據、優先股、 
期權、認股權證或 
債務證券的投資公司

160,000 74,425 6.86%

興悅投資有限公司（「興悅」） (4) 投資於香港上市公司發行
的股本證券的投資公司

20,000 19,025 1.75%

570,000 302,234

附註：

(1)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八日，本公司透過其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怡邦集團有限公司（「怡邦」）（作為
認購人）與豪麗斯（作為發行人）及肖焰先生（作為擔保人）訂立認購協議，內容有關認購本金
額為港幣200,000,000元之9%有抵押三年期債券。肖焰先生為豪麗斯之唯一股東及唯一董事。
該債券由肖焰先生向本集團質押豪麗斯全部非上市股權作抵押。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豪麗斯並未向本集團支付應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到期的9％合同利息。截至授權刊登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財務
報表，應收利息尚未償還。 因此，該債券認為發生了違約事件，並且被視為信用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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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本公司透過其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中國金融國際投資（南昌）有
限公司（作為認購人）與佳統（作為發行人）及朱明良先生（作為擔保人）訂立認購協議，內容
有關認購本金額為港幣200,000,000元之9%有抵押三年期債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馮
新先生為佳統之唯一股東及唯一董事。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佳統已贖回港幣
10,000,000元。該債券由佳統持有之本公司760,000,000股股份作抵押，以作為不可撤銷擔保。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佳統並未向本集團支付應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到期的9％合同利息。截至授權刊登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應收利息尚未償還。 因此，該債券認為發生了違約事件，並且債券被視為信用受損。

(3)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本公司透過其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中國金融國際投資（河南）
有限公司（作為認購人）與穎興（作為發行人）及黃顯力先生（作為擔保人）訂立認購協議，內
容有關認購本金額為港幣160,000,000元之9%有抵押三年期債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馮旭先生為穎興之唯一股東及唯一董事。該債券由穎興持有之非上市股權及持有之本公司
640,000,000股股份作抵押，以作為不可撤銷擔保。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穎興並未向本集團支付應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到期的9％合同利息。截至授權刊登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應收利息尚未償還。 因此，該債券認為發生了違約事件，並且被視為信用受損。

(4)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八日，本公司（作為認購人）與興悅（作為發行人）及董莉莉女士（作為擔
保人）訂立認購協議，內容有關認購本金額為港幣20,000,000元之9%有抵押三個月債券。董莉
莉女士為興悅之唯一股東及唯一董事。該債券分別由非上市股權及本公司200,000,000股股份
（其中100,000,000股由興悅持有及100,000,000股由正元控股有限公司（「正元」）持有）作抵押，
以作為不可撤銷擔保。正元由本公司執行董事杜林東先生實益擁有。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該債券已逾期，管理層正與興悅商討債券後繼處理事項。

前景

本公司預期將繼續專注於中國生物乙醇行業，以期為本公司股東帶來最大價值。

中國計劃於二零二零年年底前在全國強制性推廣使用乙醇添加汽油（E10汽油）。根
據預期車用汽油消耗，二零二零年生物乙醇的全年供應量約為13百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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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本公司持續投資中國內地乙醇生物行業並對公司的投資組合進行了一些戰略
性調整。本公司收購湖南華南新能源有限公司的30%股權，旨在於湖南省建立乙醇
生物燃料混合設施，為我們提供能覆蓋華中主要地區未來交付的策略資產。此外，
本公司亦計劃在中國內地更多區域（如廣東省，河北省及湖北省等）展開乙醇業務。

在本集團業務邁向其戰略目標的同時，董事會將審慎評估及盡可能降低潛在風險並
致力為全體股東帶來更多回報。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港幣36,124,000元（二零
一八年：港幣153,935,000元）。大部分現金及銀行結餘以港幣、美元及人民幣計值並
存放於香港及中國的銀行。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以流動
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約為26.47倍（二零一七年：8.35倍），而本集團於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約為6.99%（二零一八
年：7.95%）。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銀行借貸（二零一八年：無）。

末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本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權益及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分別為港
幣1,084,706,0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1,460,083,000元）及約10,971,634,000股（二零
一八年：10,971,634,000股）。

匯率波動風險

港幣及人民幣為本集團進行其業務交易之主要貨幣。於本年度，以人民幣計值之交
易並不重大，故董事會認為本集團面對之匯率波動風險並不重大。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14名（二零一八年：11名）僱員（包括董事）。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港幣13,496,000元（二零一八年：
港幣16,118,000元）。僱員之薪酬組合由多項因素決定，包括僱員之經驗和表現、市
況、行業慣例及適用僱傭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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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檢討及監督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及內
部監控制度，並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的外聘核數師會晤，以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及
討論核數及包括審閱本公告及本集團本年度之財務報表在內的財務報告事項。

企業管治

董事會致力維持良好企業管治準則及程序以確保披露的完整性、透明度及質素，從
而提升股東價值。

於本年度，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已採用上市規則附錄14內之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並遵守相關企業管治守則：

(a) 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守則條文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
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於本年度，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位均由杜林東先生
擔任。鑒於本集團現時的發展階段，董事會認為此架構將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
公司管理層間之權力及權責平衡。杜林東先生具有管理董事會所需之領導技
能，亦十分熟悉本集團之業務。董事會認為，現時之架構更適合本公司，因其
有助於有效制訂及執行本公司之策略。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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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
後，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本年度內均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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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科逸（上海）與三名合夥人
就成立河南科逸匯睿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科逸匯睿」）訂立協議。科逸匯睿之
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350,000,000元。根據該協議，科逸（上海）、合夥人A、合夥人
B及合夥人C將分別以現金代價人民幣105,000,000元、人民幣87,500,000元、人民幣
87,500,000元及人民幣70,000,000元認購科逸匯睿之30%、25%、25%及20%股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星期五）舉行股東週年大會。為釐定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表決之權利，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將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
登記，期間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為符合資格出席上述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
表決，所有轉讓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審閱財務報表

本集團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已由本公司
審核委員會審閱及由本集團核數師大華馬施雲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核。

於網站刊登全年業績

本業績公告乃於本公司網站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cfii)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刊登。年報將於可行情況盡快寄發予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金融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杜林東

香港，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杜林東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丁小斌先生、張華宇先生、
李傑女士及陳希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晶先生、曾祥高先生及李財林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