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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恒嘉融資租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謹此提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63,216 73,079

服務成本 (47,982) (56,651)

毛利 15,234 16,428

其他收入 5 10,167 14,142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12,829) (2,864)

行政開支 (32,762) (35,954)

分攤合營企業業績 21,084 21,11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894 12,867

所得稅支出 7 (1,475) (2,49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虧損）╱溢利 (581) 10,373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虧損 8 (114) (7,253)

本期（虧損）╱溢利 9 (695) 3,120

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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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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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各項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165) (4,546)

－非控股股東權益 1,470 7,666

(695) 3,120

每股（虧損）╱盈利（港仙） 11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0.02) (0.04)

－攤薄 (0.02) 不適用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0.02) 0.02

－攤薄 (0.02) 不適用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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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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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虧損）╱溢利 (695) 3,120

其他全面收入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呈報貨幣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29,616 (51)

隨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期內有關出售海外業務之重新分類調整 114 –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支出）（扣除所得稅） 29,730 (51)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 29,035 3,069

下列各項應佔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2,794 (4,597)

－非控股股東權益 6,241 7,666

29,035 3,069

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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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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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12 27,187 1,656

投資物業 12 – 26,200

商譽 103,373 103,373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779,542 738,675

可供出售投資 23,024 22,334

融資租賃應收款 13 335,247 142,523

應收貸款 40,292 33,501

受限制銀行存款 54,682 53,393

應收服務收入及按金 14 13,382 10,782

1,376,729 1,132,437

流動資產

融資租賃應收款 13 324,808 359,736

應收貸款 157,326 35,584

應收服務收入、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4 38,975 21,466

持作買賣之投資 63,703 112,964

存放於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存款 15,848 17,763

受限制銀行存款 30,507 52,21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0,904 81,236

742,071 680,968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 20,470

742,071 701,438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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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服務成本、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5 32,006 58,168

已收客戶按金 11,513 62,221

應付稅項 15,738 27,747

借款 16 295,872 135,346

355,129 283,482

有關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之負債 – 10,820

355,129 294,302

流動資產淨值 386,942 407,13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63,671 1,539,57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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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7 119,192 119,192

儲備 1,090,804 1,068,0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209,996 1,187,202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8,427 152,695

總權益 1,348,423 1,339,897

非流動負債

已收客戶按金 62,335 31,159

借款 16 334,095 142,523

應付服務成本 15 2,877 8,800

遞延稅項負債 15,941 17,194

415,248 199,676

1,763,671 1,539,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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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購股權
儲備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119,192 1,520,921 4,811 1,982 (45,781) (60,746) (353,177) 1,187,202 152,695 1,339,897

本期（虧損）╱溢利 – – – – – – (2,165) (2,165) 1,470 (695)

本期其他全面收入 – – – – – 24,959 – 24,959 4,771 29,730

本期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 – – – – 24,959 (2,165) 22,794 6,241 29,035

已付非控股東股權益股息 – – – – – – – – (20,509) (20,509)
出售附屬公司後轉撥 – – – – 45,781 – (45,781) – – –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119,192 1,520,921 4,811 1,982 – (35,787) (401,123) 1,209,996 138,427 1,348,423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匯兌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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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92 1,520,921 (45,781) (8,325) (285) (378,179) 1,207,543 845 1,208,388

本期（虧損）╱溢利 – – – – – (4,546) (4,546) 7,666 3,120

本期其他全面支出 – – – (51) – – (51) – (51)

本期全面（支出）╱收入總額 – – – (51) – (4,546) (4,597) 7,666 3,069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112,519 112,519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19,192 1,520,921 (45,781) (8,376) (285) (382,725) 1,202,946 121,030 1,323,976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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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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294,554) (15,613)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98,599) (59,585)

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421,552 43,09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增加╱（減少）淨額 28,399 (32,102)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1,236 394,867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1,269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10,904 362,76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之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0,904 36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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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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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呈報基準

此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適用之披露規定而編撰。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以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工具及以公平值

計量之投資物業除外。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公司編製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用及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若干新訂詮釋及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效。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新訂詮釋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

或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多項將於日後報告期間採納之新訂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並無應用於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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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3. 收入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收入指於期內向外界提供融資租賃產生的融資租賃利息收入及服務費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服務費收入 47,929 61,621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15,287 11,458

63,216 73,079

4.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而向董事會（即主要營運決策者）所呈報之資料乃著眼於本集團營運之性

質。

本集團的經營及呈報分部如下：

融資租賃 － 提供融資租賃諮詢服務及融資服務

碼頭及物流服務 － 透過投資一間合營企業提供裝卸服務、貯存服務及出租

碼頭設施和設備

投資 － 於持作買賣投資、可換股債券、可供出售投資、投資物業

及應收放貸業務貸款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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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 分部資料（續）

期內，如附註8內詳述，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五日完成出售其拋光材料及器材分部（「拋光分

部」）。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拋光分部業績被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

務（如附註8內詳述）。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收入及分部業績的分析：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分部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
融資租賃 63,216 73,079 4,469 17,129
碼頭及物流服務 – – 21,084 21,115
投資 – – (10,004) (3,927)

63,216 73,079 15,549 34,317

未分配企業費用 (14,774) (21,705)
未分配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119 255

除稅前溢利 894 12,867

分部業績乃各分部賺取之溢利或產生之虧損，不包括若干其他收入、若干其他收益及虧損以及企

業支出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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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 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按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資產 負債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
持續經營業務

融資租賃 1,118,940 810,314 728,244 406,749
碼頭及物流服務 779,574 738,719 – –
投資 145,058 160,308 14,804 31,393

已終止經營業務

拋光分部 – 20,470 – 10,820
未分配企業項目 75,228 104,064 27,329 45,016

2,118,800 1,833,875 770,377 493,978

為監控分部表現及在分部之間分配資源：

－ 除若干其他應收款及銀行結餘及現金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呈報及經營分部；及

－ 除若干其他應付款、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可呈報及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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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5. 其他收入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政府補助 4,110 8,886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3,747 3,329

來自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之利息收入 1,805 535

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FVTPL」）之 

金融資產之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收入 – 792

租金收入 154 230

雜項收入 351 370

10,167 14,142

6. 其他收益及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2,528) (672)

指定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變動 – (4,450)

(12,528) (5,122)

外匯兌換（虧損）收益 (301) 2,258

(12,829) (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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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0) –

－中國所得稅 1,495 1,438

遞延稅項

－中國合營企業未分派溢利預扣稅 – 1,056

1,475 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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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本集團訂立出售協議以出售Teamcom Group Limited（經營拋光分

部）之全部100%股權，代價為10,000,000港元（「出售事項」）。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五日

完成。

綜合損益表中的可比較數字已重列以將拋光分部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重列為已終止經營

業務。拋光分部之期內損益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22,091

銷售成本 – (21,059)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 401

銷售及分銷開支 – (2,469)

行政開支 – (6,533)

分攤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 430

財務成本 – (114)

除稅前虧損 – (7,253)

所得稅支出 – –

本期虧損 – (7,253)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114) –

已終止經營業務產生之期內虧損 (114) (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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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虧損乃經扣除 

下列各項後達致：

折舊 – 292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 21,059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 2,680

員工成本 – 3,321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出售事項完成前，拋光分部並無現金變動。於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拋光分部為本集團經營現金流淨額貢獻現金流出淨額1.3百萬

港元，其中所得0.4百萬港元與投資活動相關，所得0.3百萬港元與融資活動相關。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五日（完成日期），拋光分部之資產及負債之主要類別及計算出售所產生虧損之

詳情載列如下：

千港元

存貨 2,91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3,556

銀行結餘及現金 3,998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以及應計費用 (4,265)

融資租賃承擔 (1,556)

借款 (2,780)

應付稅項 (1,915)

遞延稅項負債 (304)

資產淨值 9,650

減：應收代價 (9,650)

減：於換算海外業務匯兌儲備時由權益重新分類至損益的累計 (114)

出售虧損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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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期（虧損）╱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利息開支（計入服務成本） 12,452 8,973

折舊 704 436

租賃物業之最低租金付款 1,659 2,21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酬金） 23,257 17,606

1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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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盈利

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本期虧損 (2,165) (4,546)

加：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虧損 114 7,253

藉以計算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 

攤薄（虧損）╱盈利之（虧損）╱盈利 (2,051) 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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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盈利（續）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11,919,198 11,919,198

藉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數目 11,919,198 不適用

計算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考慮本公司所授出購股權被行使的

因素，乃由於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該等股份的平均市價。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因為於期內並無潛在已發行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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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盈利（續）

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本期虧損 (2,165) (4,546)

所用分母與上文詳述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分母相同。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每股0.001港仙（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基本虧損為0.06港仙），根據已終止經營業務產生之期內虧損11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253,000港元）以及上文詳述之分母計算得出。

12. 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之變動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租賃到期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向租戶

出租並分類為投資物業的辦公室物業已改為自用。因此，該物業按變更用途之日的市值由投資物

業轉撥至物業及設備，並開始計提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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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融資租賃應收款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融資租賃應收款 324,808 359,736

非即期融資租賃應收款 335,247 142,523

660,055 502,259

租賃安排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若干廠房及機械乃根據融資租賃租出。所有租賃均以人民幣

計值。訂立融資租賃之平均期限為3.5年（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年）。

融資租賃項下之應收款項

最低租賃付款 租賃付款之現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不超過一年 344,612 369,935 324,808 359,736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五年 
（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363,135 152,980 335,247 142,523

707,747 522,915 660,055 502,259
減：未賺取融資收入 (47,692) (20,656) 不適用 不適用

應收最低租賃付款之現值 660,055 502,259 660,055 50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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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融資租賃應收款（續）

本集團之融資租賃應收款以人民幣計值。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融資租賃之實際年利率介乎

4.28%至5.22%（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利率介乎4.28%至7.0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融資租賃應收款為419,80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3,310,000港元）由客戶之關聯人士擔保及╱或以租賃資產及客戶之存款作抵押。

於報告期末，並無有關融資租賃安排或或然租賃安排之未擔保殘值須作出記錄。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為629,96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7,869,000

港元）之融資租賃應收款已被質押作為本集團借款之抵押。

儘管本集團已收按金12,194,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3,380,000港元）作為若干融

資租賃應收款之抵押並根據融資租賃協議中所訂明之最終租賃分期付款到期日分類為流動或非流

動負債。此外，於報告期末，融資租賃應收款以租賃資產作抵押，主要為所租賃之廠房及機器。在承

租人並無違約的情況下，未經承租人同意，本集團不得出售或再次質押融資租賃應收款之抵押品。

於信貸審批過程中，對抵押品之公平值作出估計。該等估值之估計乃於設立融資租賃時作出，並通

常不作更新，除非應收款出現個別減值則作別論。當融資租賃應收款被辨別為減值時，該應收款的

抵押品的相應公平值將參考市場價值（如資產最近期交易價格）更新。

於報告期末，經相關承租人同意，若干該等資產已被重新質押作為本集團借款之抵押。

於報告期末，融資租賃應收款既無逾期亦無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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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服務收入、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就服務收入提供之一般信貸期為0–5日。就應收服務收入提供予客戶之信貸期可根據客戶信用狀況

及與客戶之關係等大量因素予以延長。

於報告期末就應收服務收入按服務收入之收入確認日期（與收入確認日期相若）呈列之應收服務收

入18,751,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385,000港元）（扣除呆壞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服務收入

30日內 1,209 –

31–60日 1,209 3,853

61–90日 2,763 –

91–180日 2,456 2,983

181–365日 7,047 7,767

365日以上 4,067 10,782

18,751 25,385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33,606 6,863

減：於非流動資產列示之一年內不可收回款項 (13,382) (10,782)

38,975 2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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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服務成本、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包括在本集團應付服務成本、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中之應付服務成本17,829,000港元（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383,000港元）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服務成本：

30日內 1,132 4,365

31–60日 5,890 11,597

61–90日 – –

91–180日 967 2,190

181–365日 6,963 1,431

365日以上 2,877 8,800

17,829 28,383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7,054 38,585

減：於非流動負債列示之一年內毋須支付款項 (2,877) (8,800)

32,006 5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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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借款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

銀行借款 230,253 68,264

其他借款 399,714 209,605

629,967 277,869

須於以下期限償還：

一年內 295,872 135,346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之期間內 334,095 142,523

629,967 277,869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及其他借款乃按年利率介乎4.28%至5.22%計息（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年利率介乎4.28%至5.25%），以本集團融資租賃應收款、保證按金及╱或透過融資

租賃租予客戶之廠房及機械作抵押，並由若干融資租賃客戶之關聯人士作擔保，惟一筆金額約為

240,24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559,000港元）之款項無擔保。



28中國恒嘉融資租賃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中期業績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7. 股本

每股

0.01港元之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40,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11,919,198 119,192

18.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19.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

20.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

本公司根據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通過之一項決議案採納新購股權計劃（「計劃」），主要目的是

向董事及合資格僱員（「承授人」）給予激勵。根據計劃，本公司董事會可向合資格僱員（包括本公

司董事）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八日，根據計劃已授予承授人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為145,500,000股，佔

該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1.2%。購股權分為三批並可予以行使，惟須滿足歸屬條件。有關購股權

計劃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1。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根據計劃授出及行使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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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

按經常性基準以公平值計量之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公平值

本集團部分金融資產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下表提供有關如何釐定該等金融資產之公平值

的資料（特別是所使用之估值技巧及輸入數據）：

於下列日期之公平值

金融資產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公平值級別 估值技巧及主要輸入數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買賣投資 63,703 112,964 第1級 活耀市場的買入報價

期內，公平值級別之不同層面間並無轉撥。

22. 關聯人士交易

(a) 於本期內，本集團與合營企業、合營企業合夥人及關連人士進行之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一間合營企業合夥人之同系附屬公司：

已付服務費 43,003 64,224

租賃收入 52,110 58,036

已終止經營業務：

合營企業：

銷售拋光材料 – 1,055

採購拋光材料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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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關聯人士交易（續）

(b) 本集團之主要管理人員均為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期內，本公司董事之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袍金 270 270

薪金及其他福利 6,201 6,36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5 51

6,516 6,683

(c)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完成從王力平先生（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

執行董事），以代價為人民幣170,847,000元（相當於約203,033,000港元）收購中國恒嘉資本

集團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及連同結算股東貸款。



31 中國恒嘉融資租賃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中期業績報告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隨著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五日出售製造及買賣拋光材料及器材（「拋光分部」）的完成，本集團

於回顧期間（「本期間」）將(i)融資租賃業務、(ii)碼頭及物流服務及(iii)投資分部視為持續經營

業務並將(iv)拋光分部視為已終止經營業務。拋光分部損益之可比較數字經已重列，以符合

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於本期間錄得收入63,2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相應期間」）則為73,100,000港元（經重列），本期間毛利為15,200,000港元，相

應期間為16,400,000港元（經重列），本期間淨虧損600,000港元，而相應期間則錄得純利

10,400,000港元（經重列）。連同本期間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淨虧損100,000港元，相應期間

淨虧損為7,300,000港元（經重列），本期間本集團錄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淨虧損700,000港元，而相應期間則錄得純利3,100,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融資租賃業務貢獻分部溢利4,5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7,100,000港元）（分部損益之定義及詳細分析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4）。減少主要由

於(i)因缺少相應期間來自一項非經常性財務扶持政策的約8,900,000港元政府補助收入，整體

政府補助減少，惟被本期間天津保稅區稅務優惠政策產生的應收政府補助收入約4,100,000

港元部分抵銷，根據該政策，天津附屬公司有權獲退還若干百分比的過往年度已繳納增值稅

及企業所得稅，(ii)員工成本增加及(iii)本期間用於將人民幣損益表換算為港元之人民幣兌港

元匯率貶值約5％。就以人民幣計值之毛利而言，按期同比較為穩定。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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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兩個報告期內，碼頭及物流服務均貢獻約21,100,000港元的分部溢利。穩定的業績可進一

步分析為(i)由於中國航運及進出口市場不景氣導致港口吞吐量的噸位下降而引致的毛利減

少，大部份被(ii)應收賬款減值虧損及財務成本的減少所抵消。

投資分部的分部虧損由相應期間的3,900,000港元擴大至本期間的10,000,000港元。通過於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九日轉換32,000,000港元可換股債券收購中國富強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CFFGL」）發行的上市股份產生重大未變現公平值虧損約18,500,000港元，導致分部業績

受到不利影響。除此非現金公平值虧損外，該分部於本期間可盈利。

拋光分部（目前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五日出售且此後不再綜合入

賬。因此，已終止經營業務淨虧損由相應期間的7,300,000港元大量減少至本期間的100,000

港元。經進一步考慮企業開支14,800,000港元（由於有效的成本節約措施，下降6,900,000港

元，）、若干其他收入及所得稅開支後，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淨虧損700,000港元及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淨虧損2,200,000港元，而相應期間則錄得純利3,100,000港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淨虧損4,500,000港元。



33 中國恒嘉融資租賃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中期業績報告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及毛利

本集團之收入及毛利（全部來自融資租賃業務）分別為63,200,000港元及15,200,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為73,100,000港元（經重列）及16,400,000港元（經

重列））。收入為(i)融資安排及諮詢服務之服務費收入及(ii)融資租賃業務產生之融資租賃利

息收入。服務成本主要為(i)就各種保理及諮詢服務支付予銀行及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之服

務成本；及(ii)銀行及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之借款之利息開支。主要客戶基礎主要包括涵蓋能

源資源、化工、製造、醫療及城市基礎設施及公共設施建設的大型企業。

其他收入

本集團其他收入主要包括應收貸款、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利息收入、政府補助及租金收

入。於本期間，其他收入為10,200,000港元，減少4,000,000港元。該減少主要歸因於上述政

府補助減少。

其他收益及虧損

於本期間，本集團其他收益及虧損為虧損12,800,000港元，絕大部份為持作買賣投資的公平

值變動虧損。本期間虧損增加10,000,000港元，主要歸因於CFFGL上市股份產生重大未變現

公平值虧損約18,500,000港元，導致證券投資的公平值變動淨虧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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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本期間本集團之行政開支為32,800,000港元，下降3,200,000港元，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包

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酬金）23,3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7,600,000港元（經重列））、辦公室租賃開支、法律及專業開支以及各項其他行政開支。該

減少主要由於削減企業開支所致。

分攤合營企業之業績

來自碼頭及物流業務之分攤合營企業之業績於兩個報告期間均維持21,100,000港元。詳細

分析請參閱上文。

所得稅

本期間所得稅開支主要包括即期稅項1,500,000港元，主要來自中國。

已終止經營業務

拋光分部（目前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已於本年度一月初出售並不再綜合入賬，而損益已

於相應期間整六個月內綜合入賬。因此，本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僅為100,000港元，虧

損減少7,100,000港元。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虧損）╱溢利

本期間本集團淨虧損約700,000港元，而相應期間則錄得純利約3,10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

於上述政府補助減少及證券投資的公平值變動虧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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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總額為2,118,800,000港元，相比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1,833,900,000港元增加284,900,000港元。增加主要歸因於融資租賃業務分部資

產增加308,600,000港元，同樣，由於其高槓桿業務性質，本集團負債總額於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進一步增加至770,400,000港元。資本負債比率（按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額計量）由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26.9%增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36.4%，而流動比率（除

開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及負債後按流動資產總額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計量）由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2.4減少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2.1。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受限制銀行存款、存放於非銀行金融機構之

存款及現金約為211,900,000港元（其中85,200,000港元已質押予銀行作為就融資租賃業務

授予本集團之銀行借款之抵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5,600,000港元）），而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04,6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

他借款295,9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5,300,000港元）及334,100,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2,500,000港元）分別於一年內及超過一年到期。於回顧

期內，本集團以銀行及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之融資及內部產生現金流量為其業務營運

撥付資金。

外匯風險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並無外幣銷售及購買。於相應期間，本集團數家持續經營

業務附屬公司進行外幣銷售及購買，令本集團承受外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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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信貸風險主要因融資租賃應收款及應收貸款而引致。任何融資租賃應收款收回

性及租賃資產以及抵押品的相關質素下降均可能對我們的業務及財務狀況產生不利影響。

為了盡量減低融資租賃應收款的信貸風險，本集團管理層已委派團隊負責從客戶及其擔保

人（如有）的財政可能性及客戶經營行業前景進行信貸風險評估，並在租賃開始時對租賃資

產、抵押品及客戶提供的任何形式的擔保的價值的充足性進行嚴格評估。於整個租賃期內，

本集團密切監控可收回性，並將考慮要求客戶提供額外的抵押品或任何形式的擔保以防任

何信貸不利變動。

在向應收貸款投資前，本集團亦評估貸款借款人的信貸質素及界定貸款條款。本集團密切監

控可收回性，以確保採取及時跟進措施收回逾期之賬款。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受限制銀行存款85,2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05,600,000港元）及融資租賃應收款630,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77,900,000港元）已就授予本集團之融資抵押予銀行及其他非銀行金融機構。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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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展望未來，由於加息預期，全球經濟仍面臨不確定性。中國經濟因經濟結構改革及解決產能

過剩及信貸密集型投資的措施而面臨多重挑戰和不確定因素。由國家統計局出版的二零一七

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顯示，通過中國政府實行的多項政策刺激措施，中國

經濟呈現復甦跡象，經濟結構亦有所改善並將可能會持續穩步提升。

由於過去十年中國的融資租賃公司數量日益增多，融資租賃行業在中國越具競爭性，隨著

產業升級生產高質素及創新產品帶來豐富機會及政府為促進融資租賃行業發展頒佈扶持政

策，融資租賃行業未來將繼續扮演重要角色以服務及與實體經濟共同成長。我們的地方管理

團隊將配合電子商務業務開拓機會並加深與傳統行業的合作。我們亦將通過與不同銀行、

保險公司、信託及基金合作拓闊資金渠道，致力建立獨特及創新的業務模式，以保障融資租

賃業務持續穩定的增長。加上持續有效及成熟的風險管理政策及利用地方管理團隊豐富的

經驗，該分部將為本集團帶來正面貢獻。

中國的航運行業於過去數年正處於週期調整階段。於行業低迷時期，地方管理層將致力於

提升營運效率及促進降低成本。同時，由於訂約雙方需要更多時間達致出售協議生效之條

件（賣方已按上市規則規定就出售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取得股東之批准除外），碼頭

及物流服務之出售有所推後。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有關出售事項

之公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日、二零一六年四月

二十八日、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有關就出售延遲寄發通函

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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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股市於本期間顯示復甦跡象及一般市場觀點對未來表現趨向樂觀。本集團將繼續對投

資組合採納成熟及行之有效的投資策略。

最後，本集團將非常謹慎地尋求新的潛在增長機會，以多樣化收入來源並獲得長遠增長。

重大投資╱重大出售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應收貸款197,6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69,100,000

港元）、可供出售投資23,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22,300,000港元）及持作買賣投資約

63,7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13,000,000港元）。期內，本集團向一名香港獨立第三方作

出一筆年利率10%的一年期貸款35,000,000港元，透過中國金融機構發行之短期理財產品

及兩年期信托產品分別投資於應收貸款86,300,000港元及6,100,000港元。本集團錄得來自

應收貸款的貸款利息收入3,7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3,300,000港元）。可供

出售投資22,300,000港元為二零一六年收購於中國成立之私人實體所發行之未上市股本證

券。由於該等證券之公平值無法可靠計量，故入賬列為成本。來自證券投資公平值變動淨虧

損由相應期間約5,100,000港元（進一步分為來自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虧損700,000

港元及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變動虧損4,400,000港元）增至本期間約12,500,000港元，此乃

主要由於CFFGL上市股份產生重大未變現公平值虧損約為18,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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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向租戶出租並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類為投資物業的辦公室物業由於租約

到期已改為自用。因此，該物業由投資物業轉撥至物業及設備，並開始計提折舊。

出售Teamcom Group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五日完成，拋光分部

此後不再綜合入賬。出售事項的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及

二零一七年一月九日之公告。

僱員及酬金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僱用57名（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5

名）員工（不包括本公司之合營企業之員工）。員工之薪酬乃按基本薪金、花紅及其他實物利

益（參照行業慣例）以及彼等之個人表現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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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之好倉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八名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及標

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相關股份之好倉及淡倉：

持有股份╱相關股份數目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根據股權
衍工具持有

相關股份數目
（附註2） 總權益

好倉(L)

或
淡倉(S) 權益百分比

王力平 466,000,000 1,455,000,000 
（附註1）

1,921,000,000 S 16.12%

楊秀嫺 27,250,000 – 27,250,000 L 0.23%
喬衛兵 10,000,000 10,000,000 L 0.08%
黎嘉輝 4,000,000 4,000,000 L 0.03%
陶可 3,000,000 3,000,000 L 0.03%
吳慈飛 2,000,000 2,000,000 L 0.02%
何衍業 2,000,000 2,000,000 L 0.02%
余擎天 2,000,000 2,000,000 L 0.02%
劉冰 10,000,000 10,000,000 L 0.08%

附註：

1. 該等權益由世勤發展有限公司（「世勤」）持有，而世勤由王力平先生全資擁有。因此王先生被視為

於世勤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世勤持有之權益於下文「主要股東」一節披露。

2. 該等權益指有關本公司授予董事╱主要行政人員的購股權的相關股份的權益。其詳情載於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附註20。

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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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

及8分部及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

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及上市規則規定須予披露者，以下股東於本

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包括淡倉）。

於本公司普通股╱相關股份之權益：

股東名稱 附註

持有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好倉(L)
或
淡倉(S) 權益百分比

世勤發展有限公司 1,455,000,000 S 12.21%
王力平先生 1 1,921,000,000 S 16.12%
富德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3,574,430,000 L 29.99%
極威國際有限公司 2及3 1,921,000,000 L 16.12%
FDG Kinetic Investment (BVI) Limited 
（前稱CIAM Investment (BVI) Limited） 3 1,921,000,000 L 16.12%
五龍動力有限公司 3 1,921,000,000 L 16.12%
中聚策略投資有限公司 3 1,921,000,000 L 16.12%
五龍電動車（集團）有限公司 3 1,921,000,000 L 16.12%
許育峰先生 800,000,000 L 6.71%
李本勝先生 600,000,000 L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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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王力平先生擁有世勤發展有限公司（「世勤」）之全部股權。因此，王力平先生被視作擁有世勤於本

公司股本中1,455,000,000股股份之權益。王先生個人擁有466,000,000股本公司股份。

2. 極威國際有限公司於1,921,000,000股股份持有擔保權益。

3. 極威國際有限公司為FDG Kinetic Investment (BVI) Limited（前稱CIAM Investment (BVI) 

Limited）的全資附屬公司，FDG Kinetic Investment (BVI) Limited由五龍動力有限公司全資持有，

而五龍動力有限公司由中聚策略投資有限公司持有67.19%的權益，中聚策略投資有限公司為五龍

電動車（集團）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五龍電動車（集團）有限公司被視作於極威國際有

限公司持有之1,921,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

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於該條所述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購買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其他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

之聯繫人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

證中擁有或被視作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內所述之好倉或

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之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好倉或淡倉。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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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由於優秀企業管治是維持本集團於不斷變化的規管及市場環境中長期發展的核心，董事會

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的原則，及已遵從所有適用守則條

文，惟下文所概述的若干偏離除外：

1. 守則條文B.1.2條

薪酬委員會職權範圍並不包括就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待遇作出檢討及向董事會提供建

議，因為董事會認為執行董事更適合履行相關職責。

2. 守則條文E.1.2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E.1.2條，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董事會主席王

力平先生由於有其他重要事務在身，因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舉行

之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及有關僱員的證券交易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操守守則。經作出特定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一直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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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及報告之守則條文A.6.4條，本公司亦已採納標準守則為有關僱員進行

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以規管本集團若干被認為可能會擁有本公司未公開之股價敏感資料

的僱員買賣本公司之證券。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成員包括本公司之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何衍業先生、

吳慈飛先生及余擎天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中國恒嘉融資租賃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黎嘉輝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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