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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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9）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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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公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當前期間」）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相應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5 18,866 32,997
收益成本 (12,389) (21,756)

毛利 6,477 11,241
其他收入 7 2,992 4,060
其他收益及虧損 8 (66,232) (19,490)
行政開支 (26,980) (26,912)
其他經營開支 (619) (151)
財務成本 10(a) (6,121) –
分攤聯營公司業績 18,126 13,207

除稅前虧損 (72,357) (18,045)
所得稅抵免 9 79 1,625

本期虧損 10 (72,278) (1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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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項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47,712) (9,316)

－非控股股東權益 (24,566) (7,104)

(72,278) (16,420)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每股虧損（港仙） 12

－基本 (3.40) (0.78)

－攤薄 (3.40) (0.7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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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虧損 (72,278) (16,420)

其他全面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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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01) (3,293)

本期其他全面開支（扣除所得稅） (14,901) (3,293)

本期全面開支總額 (87,179) (19,713)

下列各項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0,386) (12,539)

－非控股股東權益 (26,793) (7,174)

(87,179) (1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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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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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 92,151 93,811
投資物業 123,261 133,52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3 55,584 338,206
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入列賬之股本投資 48,960 55,517
融資租賃應收款 14 41,138 69,913
應收貸款 43,880 26,151
遞延稅項資產 1,377 1,324
受限制銀行存款 19,143 19,520
按金 15 10,970 11,186

436,464 749,149

流動資產
存貨 16,821 2,137
融資租賃應收款 14 305,332 339,309
應收貸款 174,535 214,212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15 26,044 18,612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86,267 25,678
存放於非銀行金融機構之存款 54,195 90,54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0,716 107,033

673,910 797,526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13(c) 322,518 –

996,428 79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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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應付服務成本、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6 26,983 28,651
合約負債 – 2,563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負債 – 15,660
應付稅項 14,028 14,251
借款 513,542 523,654

554,553 584,779

流動資產淨值 441,875 212,7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78,339 961,89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 143,030 119,192
儲備 569,248 621,22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12,278 740,419
非控股股東權益 93,807 120,600

總權益 806,085 861,019

非流動負債
已收客戶按金 24,707 24,872
借款 40,973 69,633
遞延稅項負債 6,574 6,372

72,254 100,877

878,339 961,896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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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呈報基準

該等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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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定之適用披露而編

撰。

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

一併閱讀。編製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者相同，惟與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之期間首次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有關者除外。本集團概無提前採納本會計期間已頒佈但尚

未生效之任何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需運用會影響政策應用以及年內

迄今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呈報金額的若干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

所差異。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已作出重大判斷及估計的範疇以及其影響披露於附註4。

除另有指明外，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載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說明附註。該等附註包括對理解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年度

財務報表刊發以來財務狀況及業績變動而言屬重大的事件及交易的說明。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及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套財務報表所需

的所有資料，並應與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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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於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業務定義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第8號之修訂，重要性定義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利率基

準改革

• 二零一八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集團會計政策產生

任何重大影響。

此外，本集團選擇提早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修訂「與

COVID-19有關租金減免」。此等修訂為承租人於COVID-19疫情期間提供實際寬免，並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報報告期間生效。採納此準則修訂對本集團的影響輕微。

3. COVID-19對本報告期間的影響

世界衛生組織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日宣佈COVID-19為全球突發衛生事件，疫情對本集團各

分部的營運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融資租賃分部方面，由於保持社交距離規定及建議導致中

國客戶的業務中斷以及需求降低導致現金流減少從而造成其現金流量狀況惡化，中國客戶的信

貸風險逐步增加。除此以外，若干本已財務困難的客戶更是經歷漫長的過程，方能獲取新融資

以償還現有債務並會更加難以解決。食品添加劑業務方面，由於客戶業務暫停，產品需求下降，

尤其是疫情在中國剛爆發後兩個月。設備及物流供應的中斷及市場前景的不明朗，導致該業務

擴張計劃放緩。

於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本集團已計及

自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發生的上述與全球疫情影響有關的事件。本集團評估來自融

資租賃應收款及應收貸款的預期信貸虧損，包括載入前瞻性資料、資產抵押品價值等，以補充歷

史違約率。於評估本集團於本報告期間的投資的公平值時，本集團亦考慮經濟下行及COVID-19

造成的不明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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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COVID-19疫情的不斷演變，當前要預測其對業務及經濟的全面影響程度及持續時間有

一定難度。管理層密切關注COVID-19疫情的發展，並認為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因COVID-19

而將對本集團於報告日期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不利影響的其他事項。

4. 採用判斷及估計

於編製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過程中，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

計不確定因素的主要來源與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針對COVID-19全球疫情，其對融資租賃應收款及應收貸款的預期信貸虧損、物業、廠房及設備

減值、存貨撇減以及投資物業及金融投資產品公平值的影響程度及持續時間存在重大持續不確

定性。隨著COVID-19的影響不斷演變，對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餘下期間內的實際影響及預估影

響將發生重大變化。

5. 收入

收入指於期內向外界提供融資租賃及售後回租交易分別產生的融資租賃及售後回租利息收入、

服務費收入、提供貸款融資的貸款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及貨品銷售應收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租賃及售後回租利息收入 10,019 18,891

服務費收入 1,823 8,791

貸款利息收入 1,901 4,533

租金收入 2,264 775

貨品銷售 2,859 7

18,866 32,997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合約負債（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63,000港元）。

合約負債主要與本集團就提供資產管理諮詢服務產生的預收客戶代價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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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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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如下：

融資租賃 – 於中國提供融資租賃諮詢服務及融資服務（「融資租賃分部」）

投資 – 於中國及香港之投資物業以及於香港證券及放貸業務之投資

其他 – 於中國之食品添加劑、新食品原料及營養強化劑的研發、生產

及銷售（「食品添加劑業務」）以及於香港買賣醫療保健品（「貿

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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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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分部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

融資租賃 13,639 27,682 (50,617) (16,239)

投資 2,368 5,308 (6,445) (880)

其他 2,859 7 (7,119) (3,854)

18,866 32,997 (64,181) (20,973)

未分配企業費用 (16,130) (16,689)

未分配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16,106 6,413

將聯營公司權益重新分類至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之減值虧損 (25,802) –

分攤聯營公司業績 18,126 13,206

其他開支 (476) (2)

除稅前虧損 (72,357) (1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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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聯營公司權益重新分類至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之減值虧損、分攤聯營公司業績以及企業費用之

分配。

本集團的融資租賃及食品添加劑業務位於中國。投資分部包括於中國及香港開展的物業投資及

租賃業務，而其放貸服務及證券投資業務位於香港。除於當前期間於香港產生的收入3,198,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893,000港元）外，餘下款項15,668,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8,104,000港元）於中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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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資產 負債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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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
融資租賃 787,034 880,789 592,854 631,492

投資 140,264 138,426 687 534

其他 89,013 68,626 626 720

1,016,311 1,087,841 594,167 632,746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322,518 – –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5,584 338,206 – –

未分配企業項目 38,479 120,628 32,640 52,910

1,432,892 1,546,675 626,807 685,656

為監控分部表現及在分部之間分配資源：

－ 除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一處用於行政目的的辦公室物業、若干其他
應收款、若干存放於非銀行金融機構之存款以及若干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外，所有資產均
分配至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及

－ 除若干其他應付款、應付稅項、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負債及遞延稅項負債外，所
有負債均分配至可呈報及經營分部。

7.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2,504 2,431

來自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之利息收入 37 1,573

政府補貼 451 –

雜項收入 – 56

2,992 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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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之變動 (3,935) (2,429)

出售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入列賬 

（「按公平值透過其他全面收入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收益 948 –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負債公平值之變動 15,660 5,700

將聯營公司權益重新分類至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之減值虧損 (25,802) –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變動 (8,996) –

融資租賃應收款減值虧損 (27,553) (21,652)

應收貸款減值虧損 – (1,235)

售後回租交易應收貸款減值虧損 (16,532)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1) 126

資產撇減 (11) –

(66,232) (19,490)

9.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抵免）╱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所得稅 – 1,353

遞延稅項抵免 (79) (2,978)

(79)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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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期虧損

本集團之本期虧損乃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薪酬 5,762 5,381

利息開支（計入收益成本） 8,522 18,995

財務成本（附註a） 6,121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99 1,528

使用權資產折舊 1,964 272

短期租賃開支 1,057 2,16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薪酬） 15,344 15,677

附註

(a) 本集團的財務成本6,100,000港元為應付銀行借款的利息成本，銀行借款的全部所得款項

乃用於為當前已信貸減值之融資租賃應收款撥資。由於應收款的可收回性較低，故該筆

應收款的融資租賃利息收入均未於本集團當前期間的收入中確認（相應期間：4,600,000

港元）。

11.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12.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虧損 (47,712) (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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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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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402,797 1,191,920

計算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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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以計算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完成之股份合併之影響作出調整。

1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成本計量之非上市投資 55,248 305,607

累計

分佔收購後溢利（扣除已收股息） 336 39,888

匯兌差額 – (7,289)

336 32,599

55,584 33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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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本集團與Simagi Finance Company Limited（「Simagi」，一家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獨立第三方且

與彼等概無關連）訂立認購協議，以認購Simagi經擴大股本約7.46%，代價為40,000,000港

元。達成協議之所有條款及條件後，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四日完成。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分佔Simagi本期溢利72,000港元已於損益確認。

(b)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三日，本集團與辰耀有限公司（「辰耀」，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獨立第三方且與彼等概無關連）訂立認

購協議，以認購辰耀經擴大股本約18.55%，代價為15,000,000港元。達成協議之所有條款

及條件後，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日完成。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

間，分佔辰耀本期溢利264,000港元已於損益確認。

(c)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本集團與合營企業之合夥人（「買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

集團出售本集團合營企業（「合營企業」）日照嵐山萬盛港業有限責任公司（「日照嵐山」）

50%股權中的25%，代價為人民幣294,000,000元（相當於約338,000,000港元）。於同日，本

集團亦訂立認購期權承諾以向買方授出認購期權，據此，買方有權收購日照嵐山餘下25%

之股權，代價為人民幣294,000,000元（相當於約338,000,000港元）。根據認購期權承諾，認

購期權可由買方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直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包括首尾兩日）期

間內酌情行使。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完成後，日照嵐山不再為本集團的合營企業

且自此成為本集團的一家聯營公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買方已行使認購期權，據此，買方將以行使價人民幣

294,000,000元收購日照嵐山餘下25%之股權，且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與本集團訂

立單獨的股份轉讓協議。分佔日照嵐山本期溢利人民幣16,142,000元（相當於約17,790,000

港元）已於損益確認。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於日照嵐山之餘下25%股權從於一家聯

營公司之權益被重新分類為賬面值322,518,000港元之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而減值虧損

25,802,000港元已於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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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融資租賃應收款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租賃應收款 406,805 442,780

減：減值虧損撥備 (60,335) (33,558)

346,470 409,222

代表：

即期融資租賃應收款 305,332 339,309

非即期融資租賃應收款 41,138 69,913

346,470 409,222

租賃安排

本集團之若干機械及設備乃根據融資租賃租出。所有租賃均以人民幣（「人民幣」）計值。於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訂立融資租賃之平均期限為5年（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年）。

融資租賃項下之應收款項

最低租賃付款 最低租賃付款之現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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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709 387,474 305,332 339,309

超過一年但不超過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42,095 72,354 41,138 69,913

393,804 459,828 346,470 409,222

減：未賺取融資收入 (47,334) (50,606) – –

應收最低租賃付款之現值 346,470 409,222 346,470 40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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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融資租賃應收款以人民幣計值。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融資租賃之實際年利率介

乎4.28%至5.50%（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8%至5.5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為269,67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8,547,000

港元）之融資租賃應收款由客戶之關聯人士擔保並以租賃資產及╱或客戶之存款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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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為250,482,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3,379,000

港元）之融資租賃應收款已被質押作為本集團借款之抵押。

本集團已收取按金24,70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87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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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其租賃之廠房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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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融資租賃應收款減值60,33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558,000港元）外，於報

告期末，餘下融資租賃應收款既無逾期亦無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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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37,014 29,798

減：於非流動資產列示之一年內不可收回款項 (10,970) (11,186)

26,044 18,6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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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041,000港元）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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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65日以上 3 1,041

3 1,041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26,980 27,610

26,983 28,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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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

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

普通股數目

每股面值

0.1港元之

普通股數目 面值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40,000,000 – 400,000

股份合併（附註b） (40,000,000) 4,000,000 –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 4,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1,919,198 – 119,192

股份配售完成後所發行的股份（附註a） 2,383,830 – 23,838

股份合併（附註b） (14,303,028) 1,430,303 –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 1,430,303 143,030

附註：

(a) 根據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訂立的配售協議，本公司有條件同意通過配售代理按配

售價每股新股份0.014港元配售最多2,383,830,000股新股份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全

部新股份已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二日完成。

(b) 自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起，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中每十

(10)股股份已合併為一(1)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1港元之合併股份（「股份合併」）。股份合併

的進一步詳情分別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四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四日

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四日之通函。

18.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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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資本承擔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惟未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物業、 

廠房及設備增購之資本開支 121 124

20. 報告期後事項

1.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本集團與目標公司（本集團之獨立第三方）訂立認購協議，認

購350股認購股份或目標公司經擴大股本的約35%，總認購價為67,300,000港元，將由全資

附屬公司（「認購人」）透過轉讓持有投資物業之認購人全資附屬公司之全部股本以實物

方式支付。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從事物業投資及租賃業務。認購於二零二

零年七月十六日完成。有關目標公司認購的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

的公告披露。

2.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本集團與一家英屬處女群島公司（「賣方」，為本集團之獨立

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賣方已有條件同意出售而本集團已有條件同意購買目標公

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代價為47,802,000港元（透過配發及發行257,000,000股代價股份支

付，其中108,000,000股代價股份為託管，且將於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財政年度實現利

潤保證後按發行價每股代價股份0.186港元予以解除）。目標公司主要從事生產、批發、分

銷及買賣日用品。

買賣協議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完成。有關目標公司認購的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的公告披露。

3.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本集團與買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出售日照嵐山餘

下25%之股權，以買方已行使認購期權之行使價為代價。於報告期末，完成買賣協議仍受

諸多因素影響，其中包括本集團及買方就買賣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取得所需之一切

同意書、許可、授權及批准（如相關中國商務主管部門、相關政府機構及證券規管機構之

批准），且尚未完成；一旦完成，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告。就批准認購期權及先前交易請

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五日的公告、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的通

函及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的投票表決結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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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當前期間」），本集團錄得收入18,900,000港
元，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應期間」）則為33,000,000港元，毛利
為6,500,000港元，而相應期間則為11,200,000港元，淨虧損為72,300,000港元，而相應
期間的淨虧損則為16,400,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融資租賃分部錄得分部虧損50,600,000港元（相應期間：分部虧損
16,2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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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虧損
增加主要由於(i)確認融資租賃應收款及應收貸款之非現金減值虧損約44,100,000港元
（相應期間：22,900,000港元）、(ii)背對背借款之相關財務成本增加6,100,000港元，有
關借款之所得款項乃用於為近期已信貸減值之融資租賃項目撥資及(iii)按公平值透
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4,900,000港元，而於相應期間錄得有關資產之
公平值收益2,100,000港元。

投資分部將放貸業務產生之利息收入100,000港元（相應期間：4,500,000港元）以及租
金收入2,300,000港元（相應期間：800,000港元）列為當前期間的收入。虧損自相應期
間的900,000港元大幅增加至當前期間的6,400,000港元，乃由於當前期間(i)香港及中國
之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增加9,000,000港元、(ii)放貸業務之貸款利息收入減少4,400,000

港元，原因是其貸款組合金額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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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分部資料中分類為其他業務的食品添加劑業務透過已建成生產線製造及銷售固體
山梨糖醇，以及研發愛德萬甜（一種高濃度甜味劑）及EPS（一種臨床診斷試劑）。於
當前期間，該業務錄得收入約900,000港元（相應期間：7,000港元）及虧損5,200,000港
元（相應期間：3,900,000港元）。由於近期爆發COVID-19疫情，已建成的固體山梨糖
醇生產線暫停營運及產能中斷，我們客戶（主要是中國的食品添加劑製造商）的正常
營運亦是如此，彼等減少向我們採購固體山梨糖醇。這導致當前期間的收入少於二零
一九年下半年的收入，但仍高於相應期間，主要由於相應期間生產檢測阻礙正常生產
規模從而令收入顯著停滯。疫情的爆發亦阻礙了本集團於該分部的擴張計劃，原因是
由於供應商及物流公司大部分因社交距離措施及限行而暫停營運或營運受限，本集
團難以自供應商採購必要的機械及設備以及安排物流公司提供相關的送貨服務。加
上市場的不確定性，本集團放慢了該業務的發展步伐，並將原定用於擴張（如建立愛
德萬甜的全新工廠及固體山梨糖醇的第二條生產線）的15,000,000港元重新分配至發
展醫療保健產品貿易業務。

鑒於公眾對個人衛生保健的意識，本集團於當前期間開始在香港從事醫療保健產品
的貿易業務，以進軍這一前景廣闊的行業。於分部資料中分類為其他的該業務錄得收
入2,000,000港元及虧損1,900,000港元。

經考慮(i)企業及其他開支16,600,000港元（略微減少100,000港元）、(ii)將於一家聯營
公司之權益重新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後的減值虧損25,800,000港元（相應期間：
零）；若干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16,100,000港元（主要為本集團所授出期權的公平
值收益），增加9,700,000港元、(iii)分攤聯營公司業績18,100,000港元（而相應期間為
13,200,000港元）及(iv)所得稅抵免100,000港元（而相應期間的所得稅抵免為1,600,000

港元），本集團錄得當前期間的淨虧損72,300,000港元以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
47,700,000港元，而相應期間的淨虧損為16,400,000港元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為
9,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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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及毛利

於回顧期內，融資租賃分部錄得收入及毛利分別為13,600,000港元及4,400,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7,700,000港元及5,900,000港元），分別佔本集團
收入及毛利的72%及67%（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4%及53%）。該分
部的收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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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成本主要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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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醫療及城市基礎設施、交通及公共設施建設行業的大
型企業。

該分部的收入及毛利持續減少。該分部一直在努力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不
利的經營環境（尤其是對該行業的嚴格監管），這阻礙了該分部從銀行獲得條款滿足
未來客戶需求的信貸，並因此抑制了常規融資租賃交易（即完全由背對背銀行借款提
供資金的融資租賃項目）的交易量，且該分部產生的服務費收入大大減少。除過往年
度完成的未到期融資租賃項目的融資租賃利息收入外，該分部於當前期間亦錄得自
籌項目利息收入及提供少量財務顧問服務的顧問服務收入。

放貸業務及物業租賃業務（分類至投資分部項下）於當前期間錄得收入及毛利2,400,000

港元（相應期間：5,300,000港元），分別佔本集團收入及毛利的13%及37%（相應期間：
16%及47%）。收入為來自一家香港持牌附屬公司開展的提供貸款融資的貸款利息收
入以及於香港及中國上海出租辦公室物業產生的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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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劑業務及貿易業務（均分類至其他項下）於當前期間錄得收入2,900,000港元
及負毛利300,000港元（相應期間：7,000港元及-4,000港元），分別佔本集團收入及毛
利的15%及-4%（相應期間：均少於1%）。分部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於當前期間開展貿
易業務所致。

其他收入

本集團之其他收入主要包括中國資產管理公司發行的信託產品的利息收入、香港的
政府補貼收入以及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利息收入。收入於當前期間輕微減少
1,100,000港元或26%乃主要由於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利息收入普遍減少。

其他收益及虧損

於當前期間，本集團其他收益及虧損的虧損金額66,200,000港元（相應期間：19,500,000

港元）主要為融資租賃分部的融資租賃應收款及應收貸款之減值虧損撥備44,100,000

港元（相應期間：22,900,000港元）、將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重新分類為持作出售
之資產後的減值虧損25,800,000港元（相應期間：零）、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9,000,000

港元（相應期間：零）、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列賬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之整體虧損3,000,000港元（相應期間：2,400,000港元），部分
被本集團就出售於一家聯營公司之餘下25%股權所授出之非上市期權（「期權」）（分
類為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負債）之公平值收益15,700,000港元（相應期間：
5,700,000港元）所抵銷。

行政開支及其他經營開支

本集團於當前期間之行政開支及其他經營開支為27,600,000港元，略微增加500,000港
元，主要包括員工成本（包括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酬金）15,300,000港元（相應期間：
15,700,000港元）、辦公室租金開支、法律及專業費用以及各項其他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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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

本集團的財務成本6,100,000港元為應付銀行借款的利息，銀行借款的全部所得款項
乃用於為當前已信貸減值之融資租賃應收款撥資。由於應收款的可收回性較低，故
該筆應收款的任何融資租賃利息收入均未於本集團當前期間的收入中確認（相應期
間：4,600,000港元）。

分攤一家聯營公司之業績

當前期間分攤一家聯營公司之業績為溢利18,100,000港元，而相應期間為溢利
13,200,000港元。當前期間分攤溢利增加4,900,000港元可分為兩部分，即碼頭及物流
業務25%股權的分攤溢利增加4,600,000港元，以及自兩家新收購聯營公司的分攤溢利
增加300,000港元，該兩家公司均在香港從事持牌放貸業務。

所得稅

當前期間的所得稅抵免為100,000港元，減少1,500,000港元，主要包括客戶長期存款估
算利息攤銷產生的遞延稅項抵免。

期內虧損

本集團於當前期間的淨虧損約為72,300,000港元，而相應期間的淨虧損約為16,400,000

港元，乃主要由於(i)上述就融資租賃及應收貸款確認非現金減值虧損增加約44,100,000

港元、(ii)於將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重新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後，自於日照嵐山萬
盛港業有限責任公司餘下25%股權（「於日照嵐山之權益」）確認減值虧損約25,800,000

港元，進一步被本集團就出售於日照嵐山之權益所授出之期權（「期權」）之公平值收
益約15,700,000港元所抵銷，導致產生淨額約10,100,000港元、(iii)香港及上海之投資
物業的公平值虧損增加約9,000,000港元、(iv)與背對背銀行借款有關的財務成本增加
約6,100,000港元及(v)本集團於當前期間的毛利減少4,800,000港元，主要乃由於本集
團放貸業務的貢獻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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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總資產為1,432,900,000港元，相較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546,700,000港元減少113,800,000港元。當前期間總資產減少乃主
要由於現有追索的融資租賃項目償還淨額致使融資租賃分部的該等資產減少（其中
融資租賃應收款及售後回租交易應收貸款總體減少約82,000,000港元）及就應收款確
認減值虧損撥備。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總負債為626,800,000港元，相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685,700,000港元減少58,900,000港元。當前期間總負債減少乃由於融資
租賃項目的相關還款導致產生背對背借款還款淨額38,800,000港元及期權（分類為按
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負債）之公平值減少。

資本負債比率（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量）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44.3%輕
微減少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43.7%，而流動比率（按總流動資產除以總流動負
債計量）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36增加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1.80，
乃由於於當前期間將於日照嵐山（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從非流動資產重新分類至流
動資產。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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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00,000港元（其中19,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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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500,000港
元）），而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217,10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款513,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23,700,000

港元）及41,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600,000港元）分別於一年內
及一年以上到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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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股份發行及內部產生現金流量為其業務營運撥付資金。

外匯風險

於兩個報告期間，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風險，乃由於重大交易（如收入及收益成本）
以相關實體營運所在之當地貨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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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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售後回租交易之應收貸款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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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盡量減低該等信
貸風險，本集團管理層已委派團隊負責對來自客戶及其擔保人（如有）的財政可行性
及客戶經營行業前景的信貸風險進行評估，並在租賃開始時對租賃資產、客戶提供的
抵押品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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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融資租賃應收款減值虧損撥備60,3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600,000港元）與本金淨額為人民幣200,000,000元（或相當於
219,400,000港元）之融資租賃交易有關，有關交易由公平值高於本金淨額之機器及設
備作抵押並由客戶的最終控股公司（被視為中國最大的鋁產品國有製造商之一）擔
保。該交易完全由追索的背對背銀行借款提供資金。鑒於中國省級法院在二零二零年
六月批准針對借款人的清盤呈請、持續拖欠利息還款及最終控股公司財務困難，本集
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通過估計（其中包括）違約的可能性、違約時間、各強制
執行行動（例如變現抵押資產及針對擔保人提出法律訴訟）的可能性及產生的可回收
金額評估所有未來還款於年期內的可收回性。由於情況持續惡化，本集團將（其中包
括）違約的可能性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45%增加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之100%，導致加權平均可收回金額減少，而於本期間增加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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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管理團隊一直密切跟進。本集團在中國委任一名信譽良好且擅長債務收回訴訟
的執業律師，向接管人提供應收款項的合法權益及有關租賃資產的合法權益，並將繼
續代表本集團出席潛在債權人會議。本集團將定期確認租賃資產的狀況，並與最終債
權人全面合作解決該事件。我們將堅決遵循內部債務收回程序，盡快採取行動以應對
信貸風險，保護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售後回租交易之應收貸款減值虧損撥備21,900,000港元（於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00,000港元）與本金額為人民幣135,000,000元（或相
當於148,100,000港元）之融資租賃交易有關，有關交易由初始價值高於本金額之航空
設施作抵押並由其控股股東（所屬集團被視為中國領先航空公司之一）擔保。該交易
完全由追索的背對背銀行借款提供資金。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鑒於所有本金還
款於當前期間已逾期，本集團通過上述情況採納的相似因素評估可收回性，其中違約
的可能性顯著增加，故增加撥備。同樣地，本地管理層積極跟進違約金額。本集團、借
款人及債權人一直在商討各種還款計劃，其中最有可能的為債權人將提供新融資以
償還現有債務。若計劃落實，本集團應收款項及相關借款將全數抵銷。該計劃的最終
釐定及執行受到疫情的影響，且因近期借款人架構重組而須取得進一步正式批准。本
集團將密切監控該情況並謹遵程序，以保護本集團資產。

在向其他應收貸款投資前，本集團亦評估貸款借款人及擔保人（如有）的信貸質素、
評估抵押品的價值及流動性及界定貸款條款。本集團定期監控可收回性，以確保採取
及時跟進措施收回任何逾期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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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受限制銀行存款19,1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9,500,000港元）及融資租賃應收款250,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83,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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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為100,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00港元）。

前景

自年初全球爆發COVID-19疫情以來，已採取一系列疫情遏制措施以遏制蔓延，因此
不可避免地影響大多數商業活動，幾乎對全球經濟的每個領域均造成打擊。雖然全球
感染人數持續上升，惟中國的措施於近期已證明奏效，並維持相對較低的感染率。中
國已逐步全面有序地復工復產。許多受壓的需求逐漸釋放。儘管中國在此動盪時期展
現強大的韌性及靈活性，但面對地緣政治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去全球化加速及其他
已發展國家受流行病重擊而經濟持續衰退，中國能否複製過往的經濟成就仍是未知
之數。預期發達經濟體的中央銀行將持續放寬各自的貨幣政策，以應對潛在的巨大金
融風險，同時，各國政府將繼續發放防疫財政補貼，以使受災嚴重的行業得以維持生
計，直至有效疫苗面世，以化解健康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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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租賃分部一直全力進行業務轉型，以緩解嚴格的監管要求對現有業務模式的不
利影響。該分部對焦國內消費相關行業，該等行業前景可觀，不易受對地緣緊張局勢
缺乏抵抗力的海外市場的影響。因此，目標客戶正在從大型國有企業轉向中小企業公
司及個人、目標行業的重要市場參與者，以滿足各種消耗品的融資需求或提供諮詢服
務協助購買各種消耗品。本公司將繼續探索新融資品種並加深與現有客戶的合作。本
公司亦將堅持風險管理及控制政策，嚴格監督及及時管理現有及新融資項目不斷增
加或潛在不利變動的信貸風險，尤其是受疫情重創的行業。該分部將遵守內部程序密
切跟進若干違約融資租賃項目，以保護本集團資產。

投資分部方面，本集團將繼續對包括股權、債務及物業在內的投資組合採取保守的投
資策略。憑藉有效的風險管理及控制政策，我們密切評估其表現並優化其構成，以便
在金融市場預期動蕩的情況下保持穩定的收入，為本集團提供必要的流動資金。

食品添加劑業務方面，疫情遏制措施對日常運營及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雖然已允許
工人重返工作崗位，惟由於廣東省客戶因其食品加工業務暫停而需求大幅下降，目前
唯一的固體山梨糖醇生產線的正常生產受阻，其後更因天氣惡劣而被迫停止。銷售團
隊將擺脫既有模式，致力在不同省份及行業物色多元化的潛在客戶，務求採購訂單數
量得以穩定。生產團隊在工廠暫時關閉時一直加強維護生產線，以糾正偶爾出現的生
產缺陷問題。由於物流及設備供應中斷以及市場前景不確定，已延緩擴展計劃，包括
建置固體山梨糖醇的第二條生產線及愛德萬甜的第一條生產線。擴展計劃僅於出現
復甦跡象時，方以正常速度推進。同時，該業務一直在收緊成本預算，以減少不必要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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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及保健產品買賣業務方面，本集團將以多樣化產品及廣泛分銷渠道提升業務量。
近期收購森川實業有限公司將藉由取得其香港廣泛分銷網絡而帶來潛在協同作用，
該公司的經營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的公告。鑒於全球
範圍內爆發COVID-19及公共衛生意識提升，因而對相關產品的需求前景廣闊。本集
團將謹慎地預留足夠資源來發展業務，並視之為未來增長之動力。

面對中國乃至全球前所未有的充滿挑戰的環境，本集團將繼續為最壞的情況作好準
備。透過堅持有效的風險管理、調整長期發展步調以節約寶貴資源、持續減少不必要
的經營開支，本集團有信心克服經營困境。憑藉現有資源及能力，本集團將謹慎而勤
勉地尋求新潛在增長機會，以實現收入來源的多樣化並實現長期增長。

重大投資╱重大出售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應收貸款（不包括售後回租交易之應收貸款）
92,3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5,000,000港元）、按公平值透過其他
全面收入列賬之股本投資48,9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5,500,000港
元）及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資產約86,3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5,700,000港元）。期內，本集團透過中國金融機構發行之一至兩年期信託產品
46,100,000港元投資於應收貸款，及應收貸款5,000,000港元予香港個別人士。本集團
錄得來自應收貸款的貸款利息收入2,500,000港元（去年同期：7,000,000港元）及並無
應收貸款減值虧損（去年同期：1,20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按公平
值透過其他全面收入列賬之股本投資48,9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5,500,000港元）指於中國成立的私人實體所發行之非上市股本證券，該等實體於中
國經營業務，包括購物中心物業開發及軟件開發。出售該等投資之收益900,000港元
在當期透過損益確認（相應期間：零）。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按公平值透過損益
列賬之金融資產86,3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700,000港元）主要
指於香港及中國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債券、上市及非上市股權基金產品。公平值虧
損3,900,000港元於本期間的損益確認（同期：公平值虧損2,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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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本集團與Simagi訂立認購協議，以認購8,000,000股認購
股份或目標公司經擴大股本約7.46%，代價為40,000,000港元。Simagi主要於香港從事
放債業務。該項投資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四日完成認購後，已列作於聯營公司的權
益。有關目標公司的認購事項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二零二
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公告披露。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三日，本集團與Era Bright（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訂立認購協議，以認購Era Bright經擴大股本約18.55%，代價為15,000,000港元。Era 

Bright主要於香港從事放債業務。該項投資自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日完成後，已入賬
為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僱員及酬金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僱用65名（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100名）僱員（不包括本公司之聯營公司之僱員）。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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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總共19,833,334份餘下購股權已授予合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董事）。由於在二零
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每十股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合併為一股合併股份的股份合併
已完成，故概無購股權於年內失效及於期內授出新購股權，而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餘下購股權數目銳減至1,983,333份。已授出購股權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八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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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活動相關所得款項用途的進度更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公告，
內容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及更改配售所得款項用途（統稱「該等公告」）。除
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採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擬定所得款項用途 實際及最新所得款項用途
    

(1) 合共26,000,000港元用於食品添加劑
業務，其中包括(i) 19,700,000港元將
分配於建置生產愛德萬甜的新生產線
的資本開支及相關開支(ii) 6,300,000

港元將撥作該等生產線營運的額外營
運資金。

1(i)由於近期爆發COVID-19，食品
添加劑業務的擴張計劃受到阻礙，
19,700,000港元中的15,000,000港元
重新配於買賣業務。餘下所得款項
4,700,000港元尚未動用，並存入香港
總辦事處的銀行賬戶；1(ii) 6,300,000

港元全數用作食品添加劑業務的一般
營運資金。

(2) 餘下所得款項6,200,000港元將作為本
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2) 6,200,000港元全數用作本集團的
一般營運資金。

(3) 15,000,000港元重新分配於購買作買
賣用途的醫療衛生產品。

(3) 15,000,000港元全數用於支付購買
作買賣用途的醫療衛生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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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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從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
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下文所概述的
若干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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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條文E.1.2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E.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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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五
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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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
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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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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本公司設有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乃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成立，以審閱及監督本
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採納符合企業管治守則的職權範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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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1)執行董事：王力平先生、黎嘉輝先生、喬衛兵先生
及陶可先生；(2)非執行董事：葉敏怡女士；及(3)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慈飛先生、何衍
業先生及余擎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