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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公佈本公司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證券之所得款總額 240,225 288,069

收益 12,791 (15,197)

期內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10,265 (18,755)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0.080港仙 (0.146)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以保留資本撥付營運所

需及潛在投資商機（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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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錄得出售證券之所得款總額約為240,225,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288,069,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出售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各項投資錄得已變

現收益淨額合計7,466,000港元，包括：

(i) 香港上市證券通過派付股息及出售錄得已變現收益淨額約1,770,000港元，其中包括股

息約1,770,000港元。

(ii) 出售非上市衍生工具投資錄得已變現收益淨額約963,000港元。

(iii) 持有之非上市結構性產品投資通過派付票息及出售錄得已變現收益淨額約4,733,000港

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持有之經損益按公平

值計算之香港上市證券錄得未變現收益約5,302,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約為10,265,000港元，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虧損

則約為18,755,000港元。溢利原因是由於全球經濟逐漸復蘇，導致本公司投資香港證券經損

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之未變現持有收益增加。

業務回顧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公司，而本公司之股份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21章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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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非上市公司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持有於五間非上市公司太陽創建有限公司、唯美視界有限

公司、聯冠未來有限公司、奉天匯富有限公司及廣遠星空有限公司之投資，而該等投資之

賬面值分別約為46,160,000港元、71,142,000港元、60,467,000港元、24,431,000港元及

73,986,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這五間非上市公司並無重大投資收

購或資產處置。

投資於上市公司

本公司亦對香港上市公司進行短期投資。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投資之銷售

所得款總額為240,22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288,069,000港元）。

前景

本公司乃香港為數不多專注投資業務之投資公司。我們透過投資優質上市及非上市企業，爭

取在所投企業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獲取中期資本增值收益，並以此作為主要經營策略及收益

來源。

憑藉多年來在中國內地之經驗及廣闊人脈，本公司近期分別透過投資儲能產品、光源產品、

節能材料、健康通訊及資產管理，以節能減排為發展目標，實現了在「新能源」、「新光源」、

「新材料」、「新健康」及「新資本」五個產業領域之實質項目突破。

「新能源」方面，本公司投資於太陽創建有限公司（「太陽香港」）。太陽香港以蓄電專利技術為

核心，制定「生產一代、研發一代、預研一代」之發展戰略，研發、生產太陽能光電一體系

統。

「新光源」方面，本公司投資於唯美視界有限公司（「唯美香港」）。唯美香港以LED照明為主要

產品，具有LED人機工程技術，並以LED光源、適當光通量、任意色溫、健康光譜、符合人

機工程學為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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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方面，本公司投資於聯冠未來有限公司（「聯冠海外」）。聯冠海外專門從事節能牆材

（具有節能環保特點並廣泛應用於建築裝飾範疇）之研究與開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市場新型節能牆材產業之先鋒。

「新健康」方面，本公司投資於奉天匯富有限公司（「奉天香港」）。奉天香港擁有健康通訊產品

（健康手機）的解決方案和大型兒童動畫系列的版權，專門從事健康通訊產品和發展兒童健康

產品。

「新資本」方面，本公司投資於廣遠星空有限公司（「廣遠香港」）。廣遠香港從事提供新興行業

的資產管理業務，為創新型公司提供解決方案以增加收入和降低成本，同時獲得管理收益。

本公司現時亦正積極物色更多有關該領域的有利可圖投資良機，致力打造完整節能減排產業

鏈，為綠色低碳生活作出貢獻。

展望將來，本公司將繼續發掘投資機遇，以實現中期資本增值。

投資組合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持有以下上市投資及衍生工

具：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投資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60,059 50,524

衍生工具，按公平值列賬 – 5,216

結構性產品，按公平值列賬 203,000 234,000

 263,059 289,740

即期部分 263,059 289,740

非即期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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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平值乃根據現行買入價計算。

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21章已披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主要香港上市股本證券之詳情

如下：

   擁有     投資應佔

  所持 所投資公司   未變現持有 年內收取之 目標公司

上市股本證券  股份數目 之股本比例 成本 市值 收益╱（虧損） 股息收入 資產淨值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1 1,060,000 0.0051% 64,501 47,541 (16,960) 1,231 81,547 

招商局商業房地產

 投資信託基金 2 3,470,000 0.3077% 11,451 9,647 (1,804) 535 14,357 

大禹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3 8,355,000 0.7333% 3,843 2,381 (1,462) 0 3,410 

百威亞太有限公司 4 20,000 0.0002% 526 490 (36) 4 168 

1.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於英格蘭註冊成立，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股份代號：0005)。滙豐主要業務為

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工商銀行、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以及環球私人銀行。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204,995,000,000美元 (相當1,598,961,000,000港元 )

2. 招商局商業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股份代號：1503）為一項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託基金），主要

從事投資商用物業。該信託基金投資包括寫字樓、購物中心及其他類型的商用物業。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3,910,000,000元（相當於4,666,000,000港元）

3. 大禹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073）（前稱浩倫農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

司，主要從事提供企業融資顧問服務及資產管理服務。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經審核綜

合資產淨值約為465,000,000港元

4. 百威亞太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876）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主要從事啤酒釀造及經銷。該公司主

要於中國、韓國、印度、越南及其他亞太地區經銷其產品。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經審

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10,743,000,000美元（相當於83,795,000,000港元）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21

8

衍生工具指與債券及對沖基金掛鈎的投資，其於相關合約到期日以現金結算方式持有。於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衍生工具。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持有的結構性產品投資包括與香港上市的一籃子股票掛鈎

的票據（於二零二一年到期）。詳情如下：

結構性產品 發行人 是否上市 掛鈎對象 發行日 到期日 行使價水平 成本 派息率 派息期 已派息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反向可換股票據 瑞士聯合銀行 否 0700.HK/9618.HK/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81.63% 125,000 1.25% 按月 4,688
    9988.HK  三月八日  十二月二十八日

資本回報票據 BNP Paribas 否 0011.HK/0066.HK/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不適用 78,00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0939.HK  四月七日  七月十四日

本公司的衍生工具及結構性產品乃按買入價計量，以作呈報用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持有以下非上市投資：

(i) 太陽創建有限公司（「太陽香港」）於香港註冊成立，主要從事投資控股。太陽香港直接

持有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公司之全部權益，該公司主要從事與新能源有關之業務。本

公司持有2,710股太陽香港無投票權「B」股股份，相當於太陽香港已發行股本67.75%

權益。期間內並無收取股息。

(ii) 唯美視界有限公司（「唯美香港」）於香港註冊成立，主要從事投資控股。唯美香港之主

要資產包括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全資子公司。唯美香港具有LED人機工程技術，並以

LED光源、適當光通量、實現任意色溫、健康光譜及符合人機工程學為特點。本公司

持有8,500股唯美香港無投票權「B」股股份，相當於唯美香港已發行股本85%權益。

期間內並無收取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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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聯冠未來有限公司（「聯冠海外」）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聯

冠海外直接持有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公司之全部權益，該公司主要從事節能牆材之研

究與開發。本公司持有1,621股聯冠海外無投票權「B」股股份，相當於聯冠海外已發行

股本52.68%權益。期間內並無收取股息。

(iv) 奉天匯富有限公司（「奉天香港」）於香港註冊成立，主要從事投資控股。奉天香港之主

要資產包括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一間附屬公司之88%股份連同其100%股份權益。奉

天香港擁有健康通訊產品（移動養生手機）之解決方案及大型兒童動畫系列版權。本公

司持有奉天香港2,200股有投票權股份，佔奉天香港已發行股本之25%權益。期間內

並無收取股息。

(v) 廣遠星空有限公司（「廣遠香港」）於香港註冊成立，主要從事投資控股，專門提供完善

資產管理及融資平台。廣遠香港持有於中國註冊成立子公司之全部權益，該子公司之

主要業務為提供融資平台及資產管理。本公司持有5,400股廣遠香港無投票權「B」股股

份，相當於廣遠香港已發行股本56.84%權益。期間內並無收取股息。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現金及等值現金約為13,205,000港元。所有現金及等值

現金主要以港元計值。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以其本身可動用之資金為其營運提供資金，並未籌措任何銀行融資。

就此而言，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處於淨現金狀況及其資產負債比率（即負債淨額

比對股東資金）為零。經考慮本公司之現有財務資源，預期本公司將擁有充足財務資源以應付

其持續營運及發展之需求。

資本架構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資本架構變動詳情載於簡明財務報表附註8。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資本僅由普通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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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波動

本公司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進行業務交易。董事認為，本公司並無重大外匯波動風險，並相

信毋須對沖任何匯兌風險。然而，管理層將持續監察外匯風險狀況，並將於未來採取任何被

視為合適之審慎措施。

公司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抵押其資產，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27名（二零二零年：27名）工作人員（其中包括全職及

兼職人員）。向工作人員支付之薪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43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797,000港元），其中約零港元（二零二零年：157,000港元）以股份支付之款項。總金額包括

薪金、工資和津貼、醫療和保險、養老金計劃供款、酌情花紅和以股份支付之款項。本公司

確保其僱員之薪酬按現時人力市場狀況及個別表現釐定，而本公司會定期檢討其薪酬政策。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局藉此機會向期間內鼎力支持本公司及為本公司作出重大貢獻之人士致以衷

心謝意。

 代表董事局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向心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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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

董事權益披露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以下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任何聯繫人士於本公

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或根據上市規則項下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

倉。

(I)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權益 – 購股權

    每股行使價 購股權之 權益概約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權益性質 港元 相關股份數目 百分比

向心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七月六日至 實益權益 0.0497 60,394,737(L) 0.47%

  七月六日  二零二四年七月五日

安靜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四日至 實益權益 0.0497 30,000,000(L) 0.23%

  四月十四日  二零三零年四月十三日

張宇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四日至 實益權益 0.0497 30,000,000(L) 0.23%

  四月十四日  二零三零年四月十三日

周贊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至 實益權益 0.0497 30,000,000(L) 0.23%

  四月四日  二零二八年四月三日

購股權計劃

根據股東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所舉行股東週年大會批准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

劃」），購股權計劃項下可供發行之股份數目為528,868,422股，相當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4.13%。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任

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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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股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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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證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或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及淡倉。

主要股東權益披露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

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

冊內之權益或淡倉之人士╱公司（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持有已發行 權益概約

姓名╱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百分比

Harvest Rise Investments  實益 3,817,807,905(L) 29.82%

 Limited（附註1）
中國科技教育基金會（附註1） 受控制公司權益 3,817,807,905(L) 29.82%

上海海通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附註2） 受託人 756,680,000(L) 5.91%

附註：

1. Harvest Rise Investments Limited乃中國科技教育基金會（「基金會」）全資實益擁有之私人公司。

故此，基金會於Harvest Rise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基

金會乃於二零零五年根據香港法例第151章社團條例第5A(1)條之條文註冊之社團，為向香港及中

國內地科技教育及就業提供慈善及財務資助之慈善團體。向先生為基金會之理事長。

2. 根據聯交所之權益披露資料，上海海通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為其旗下海通國太1號定向資產管理

計劃（海通國太）全資實益擁有之受託人。因此，海通國太於上海海通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之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於2021年3月30日本公司發出的截至2020年12月31日為止之年報第

30頁，其中提及有關海通國太和國太投資之權益披露的主體信息不太準確，所稱海通國太應是指上

海海通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海通國太1號定向資產管理計劃，所稱國太投資應予取消。本公司借

此做出澄清。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

外）向本公司表示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

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

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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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局竭力建立及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提高公司透明度及捍衛本公司股東權益。本公

司致力奉行最佳企業管治常規，並在切實可行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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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除下述偏離守則相應條文外，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守則

所載之守則條文。

•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區分及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彼等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規定輪值告

退，並將合資格重選連任。

期內，向心先生為本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此偏離守則第A.2.1條守則條文有關主席及

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區分及不應由同一人擔任之規定。

經評估本公司目前狀況並考慮向先生之經驗及過往表現後，董事局認為目前由向先生同時擔

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角色之安排屬恰當及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原因為此安排有助維持

本公司政策之延續性及營運之穩定性。

現任非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任期獲委任。此構成偏離守則第A.4.1條守則條文。然而，全體董

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因此，董事局認為已採取充

足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遜於守則所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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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由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成立，並獲董事局授權處理有關

本公司日常營運之所有事務。執行委員會由本公司全體執行董事（即向心先生及陳昌義先生）

組成。向心先生為執行委員會主席。執行委員會於回顧財政年度內定期召開會議，以檢討、

討論及評估本公司之業務表現及營運事項。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根據守則所載職權範圍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由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安靜女士、張宇先生及周贊女士）組成。安靜女士為薪酬委員會主

席。薪酬委員會釐定執行董事之薪酬政策、評估執行董事表現及批准執行董事之服務合約條

款。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八月根據守則所載職權範圍成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

會由本公司三名董事（即向心先生、安靜女士及周贊女士）組成。向心先生為提名委員會主

席。

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就董事局成員的委任向董事局提供建議。提名委員會負責物色合資

格成為董事局成員的人選，並就提名個別人士擔任董事作出挑選或向董事局提供建議。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根據守則所載職權範圍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安靜女士、張宇先生及周贊女士）組成。安靜女士為審

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管本公司的財務報告流程、內部控制及風

險管理系統及向董事局提供建議及意見、監管審核程序及履行董事局不時可能指派的其他職

責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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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已獲審核委員會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董事已符合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所得之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整個六個月期

間，本公司已按照上市規則規定維持足夠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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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證券所得款項總額  240,225 288,069

利息收入  22 408

其他收入  – 96

出售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投資之

 已變現收益淨額  7,466 13,972

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投資之

 未變現收益╱（虧損）  5,303 (29,673)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2,526) (3,558)

除稅前溢利╱（虧損） 3 10,265 (18,755)

所得稅開支 4 – –

期內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10,265 (18,755)

期內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溢利╱（虧損）總額  10,265 (18,755)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5 0.080港仙 (0.146)港仙

 攤薄 5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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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1,787 2,234

 物業、機器及設備  – –

 以公允價值入賬之股權投資  276,186 276,186

  277,973 278,420

流動資產
 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投資  263,059 214,55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1,727 146,551

 現金及銀行結餘 7 13,205 16,816

  387,991 377,925

流動負債
 12個月以內之租賃負債  (882) (33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7) (871)

  (969) (1,207)

流動資產淨值  387,022 376,71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64,995 655,138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超過12個月）  (982) (1,390)

資產淨值  664,013 653,748

權益
 已發行股本 8 128,016 128,016

 儲備  535,997 525,732

權益總額  664,013 653,748

每股資產淨值 10 0.0519港元 0.051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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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權益變動表

   股本投資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重估儲備 購股權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28,016 655,342 (47,609) 8,890 (90,891) 653,74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10,265 10,265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28,016 655,342 (47,609) 8,890 (80,626) 664,013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28,016 655,342 (10,601) 9,707 (82,209) 700,25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18,755) (18,755)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28,016 655,342 (10,601) 9,707 (100,964) 681,500

附註：

(i)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條文及法定償還能力測試之規定下，本公司股份溢價

可向股東分派作為股息。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可通過普通決議案從本公司合法可分派利潤及

儲備中宣派或派付股息。股息亦可從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宣派。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可

分派之儲備金額約為536,89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約554,378,000港元）。

(ii) 購股權儲備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所確認授予本公司董事、僱員及業務諮詢人但尚未行

使之購股權之公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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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3,611) 60,848

現金及等值現金（減少）╱增加淨額 (3,611) 60,848

期初之現金及等值現金 16,816 12,701

期末之現金及等值現金 13,205 73,549

現金及等值現金結餘

 現金及銀行結餘 13,205 7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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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

為Sinclair Group Centre, 3rd Floor Genesis Building, Genesis Close, P.O. Box 498,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06,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上環德輔道西9號

26樓。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期內，本公司之主要業務並無變動，主要從事投資業務。其主要投資目標為透過投資主要位於香港

（「香港」）及中國內地之上市及非上市公司，以達致中期資本增值。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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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且與其業務有關及於其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

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下述者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

致本公司之會計政策、本公司財務報表之呈列以及本期間及過往年度呈報之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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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除稅前（虧損）╱溢利乃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核數師酬金 147 156
使用權資產折舊 447 46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 工資、薪金及福利 424 625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5 15
租賃利息 5 5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費用 – –

4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任何應課稅溢

利，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5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約為10,26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虧損約為

18,75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12,801,578,629股（二零二零年：12,801,578,629

股）計算。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乃因本公

司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權。

6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投資

本公司之中國非上市股本證券由本公司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二零一四年）後指定為透

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上市股本證券 276,186 276,186
購買 – –
公平值調整 – –

 276,186 27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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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現金及銀行結餘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存款 13,202 16,813

手頭現金 3 3

 13,205 16,816

8 股本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100,000,000,000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附註） 1,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2,801,578,629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801,578,629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28,016 128,016

附註： 法定股本增加至1,00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00股股份）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

9 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及聯交所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批准根

據購股權計劃（「該計劃」）將予發行之股份上市及買賣，本公司採納購股權計劃以獎勵董事、僱員

及顧問。除非或以其他方式取消、修訂或屆滿，該計劃將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三日屆滿。

該計劃項下可予授出購股權涉及的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10%，或倘該10%限額獲

更新，則根據該計劃已授出但有待行使之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時可予發行之股份總數，最多

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總數之30%。在未獲得本公司股東事先批准之情況下，於任何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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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任何人士授出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份之1%。每次向任何董

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授出購股權須獲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倘授出任何購股權予主要股東

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士將導致截至授出日期止12個月內已授出及將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時已發

行及將予發行之本公司股份價值超過5,000,000港元，則授出有關購股權必須獲本公司股東事先批

准。

自授出日期起計二十八 (28)日內接納購股權後須向本公司支付代價1港元。購股權可於本公司董事

釐定及通知之期間內隨時根據該計劃條款行使，惟有關期間不得超過購股權授出日期起計十年，並

須受相關提早終止條文約束。行使價由本公司董事釐定，惟不得低於本公司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

價或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市價（以較高者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根據該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的變動如

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每份購股權的
授出日期 行使期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失效 期內註銷 期內行使 尚未行使 行使價
        港元

二零一四年七月六日 二零一四年七月六日至
  二零二四年七月五日 438,868,422 – – – – 438,868,422 0.0497
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 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至
  二零二八年四月三日 30,000,000 – – – – 30,000,000 0.0497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三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60,000,000 – – – – 60,000,000 0.0497

  528,868,422 – – – – – 528,868,422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每份購股權的
授出日期 行使期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失效 期內註銷 期內行使 尚未行使 行使價
        港元

二零一四年七月六日 二零一四年七月六日至
  二零二四年七月五日 469,065,790 – 30,197,368 – – 438,868,422 0.0497
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 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至
  二零二八年四月三日 60,000,000 – 30,000,000 – – 30,000,000 0.0497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三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 60,000,000 – – – 60,000,000 0.0497

  529,065,790 60,000,000 60,197,368 – – 528,868,422

購股權可於董事釐定及知會各承授人之期限內隨時按授出有關購股權要約所載方式及根據新計劃之

條款行使，該期限可於購股權授出日期開始，但無論如何不得遲於購股權授出日期起計10年結束，

惟須受其中提早終止規定所規限。新計劃並無規定購股權於行使前須持有之最短期限，但授出購股

權之要約可能規定購股權可予行使前須持有之最短期限，有關期限可由董事酌情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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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乃屬承授人個人所有，不得出讓或轉讓。除非在該計劃批准的情況下，否則承授人不得以任

何方式將任何購股權處置、出售、轉讓、押記、按揭、就任何購股權向他人設置產權負擔或任何權

益。

計劃項下可供發行之證券總數為528,868,422股，相當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已發行股份約3.43%。並無規定未行使購股權於行使前須持有之最短期限。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參與者獲授之購股權超過該計劃所載之個別限額。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根據《僱傭條例》被視為於「連續合約」僱傭合約下工作之僱員及貨品或

服務供應商概無持有本公司任何購股權。

10 每股資產淨值

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值為0.0519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511港元）。每股資產淨值

乃按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淨值約664,013,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53,748,000港元）及報告期末已發行普通股數目12,801,578,629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801,578,629股）計算。

11 關聯方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支付投資管理費予中國光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附註a） 240 240

支付租金予新時代集團（中國）有限公司（附註b） 480 480

支付租賃按金予新時代集團（中國）有限公司（附註b） 16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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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由二零零三年至二零二零年，本公司與中國光大證券訂立一份投資管理協議。中國光大證券

被視作本公司之關聯方，原因是董事認為中國光大證券透過其投資管理服務向本公司提供主

要管理人員服務。

於二零二零年，本公司與恒大證券訂立一份投資管理協議。恒大證券被視作本公司之關聯

方，原因是董事認為恒大證券透過其投資管理服務向本公司提供主要管理人員服務。

(b) 本公司董事向心先生擁有新時代集團之控制權。

12 租賃負債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流動 1,804

  二零二一年

 應付最低租賃付款 租賃負債現值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負債包括：

一年內 960 822

一年以上 960 982

減：未來財務費用 (116) 不適用

租賃負債現值 1,804 1,804

本公司租賃多項物業作為其辦公室，而該等租賃負債按尚未支付的租賃付款現值計量。

本公司並無就其租賃負債面臨重大流動資金風險。租賃負債受本公司財務職能部門監控。

租賃的現金流出總額包括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租賃負債本金及利息部分付款約

1,804,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流動 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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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付最低租賃付款 租賃負債現值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賃負債包括：

一年內 960 871

一年以上 1,920 1,390

減：未來財務費用 (619) 不適用

租賃負債現值 2,261 2,261

13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14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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