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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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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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公佈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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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MENT FUN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投資基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12）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中國投資基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
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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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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6,993 568,398

出售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已變現
收益淨額 — 38,327,950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
金融資產之已變現虧損淨額 — (16,120,450)

重估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而產生之未變現（虧損）收益淨額 (28,359,740) 9,699,920

期貨合約之公允值變動產生之虧損 (390,556) —  

(28,743,303) 32,475,818

行政開支 (34,673,201) (31,380,772)

財務費用 6 (2,139,706) (1,081,842)  

除稅前（虧損）溢利 7 (65,556,210) 13,204

所得稅開支 8 — (2,998,88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65,556,210) (2,985,679)  

每股虧損 10

— 基本（港仙） (5.79) (0.27)  

— 攤薄（港仙） (5.79)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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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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65,556,210) (2,985,679)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48) 20,156

重估可供銷售金融資產而產生之
（虧損）收益淨額 (559,500) 10,873,490

有關出售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
投資重估儲備重新分類 — (33,084,800)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559,648) (22,191,15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66,115,858) (25,17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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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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4,632,141 3,012,037

其他無形資產 12 10,228,403 3,612,279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13 57,852,714 58,412,214

租賃按金 4,655,471 4,655,471  

87,368,729 69,692,001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4,905,866 15,358,050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14 21,439,360 46,812,60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1,772,439 17,170,079  

118,117,665 79,340,729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539,788 2,222,672

期貨合約 15 390,556 —

借貸 16 40,900,000 3,000,000  

42,830,344 5,222,672  

流動資產淨值 75,287,321 74,118,05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62,656,050 143,81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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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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6 54,213,505 42,193,144

來自一名股東之墊款 17 38,016,988 26,318,619  

92,230,493 68,511,763  

資產淨值 70,425,557 75,298,29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8 60,886,100 55,351,000

儲備 9,539,457 19,947,295  

總權益 70,425,557 75,298,295  

每股資產淨值 10 0.06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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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自二零零二年一月二日起在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九龍柯士甸道西1號環
球貿易廣場66樓6602-03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從事上市及非上市投資。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與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相同。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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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內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且應與本公司截
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為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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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董事會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批准
及授權刊發。

本期間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本集團已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於本中期期間首次生效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資產的未變現虧損之確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列入二零一四年至

二零一六年週期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 7 –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及相關修訂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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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之不確定性之處理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準之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同時
一併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
收入之澄清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方及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間之銷售或
資產貢獻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1

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待釐定日期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已就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進行評估，惟目前仍未能確定該等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主要會計政策

於報告期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允值（如適用）
計量除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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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之會
計政策及計算方式，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止之年度綜合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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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收益指期內來自金融機構及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下列為各期間本集團之收益之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下列各項之利息收入：
於銀行及金融機構之存款 6,993 7,804

可供銷售（「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 560,594  

6,993 568,398  

5. 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收益主要源自金融機構及
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董事認為，因該等交易承受共同之風險和回報，故該等活動構成一
個業務分部。鑒於本集團之業務性質為投資控股，故提供經營溢利之業務分部分析並無意
義。於各期間，本集團之分部收益、資產及負債（按地區市場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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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中國 綜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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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於銀行及金融機構之
存款之利息收入 1,210 7,804 5,783 — 6,993 7,804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
利息收入 — — — 560,594 — 560,594      

1,210 7,804 5,783 560,594 6,993 568,398      

香港 中國 綜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24,860,544 6,624,316 — — 24,860,544 6,624,316

總資產 154,282,624 109,569,382 51,203,770 39,463,348 205,486,394 149,032,730      

總負債 123,361,961 73,734,003 11,698,876 432 135,060,837 73,734,435      

其他分部資料：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4,000,367 1,879,823 — — 14,000,367 1,879,823

添置其他無形資產 6,616,124 3,612,279 — — 6,616,124 3,612,279      

*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乃按該等資產所在地劃分，惟不包括可供銷售金融資產及租賃按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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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及證券經紀透支利息費用 296 1

計息債券之利息費用 1,056,551 —

計息貸款票據之實際利息費用（附註16） 1,082,859 1,081,841  

2,139,706 1,081,842  

7. 除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董事酬金：
袍金 1,710,000 2,454,439

其他酬金 1,267,873 1,281,067

酌情花紅 485,000 —

退休褔利計劃供款 31,904 18,000

其他員工成本：
基本薪金及津貼 3,066,623 1,857,873

酌情花紅 277,000 —

退休褔利計劃供款 123,309 83,480  

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6,961,709 5,694,85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646,462 524,573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733,801 36,384

外匯虧損淨額 65,664 621,891

租賃辦公室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6,639,830 3,339,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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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在香港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是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 本期間 — 2,998,883  

由於未來利潤來源的不可預測性，概無任何遞延稅項資產已就未動用稅項虧損確認。

9.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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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每股資產淨值及每股虧損

每股資產淨值

每股資產淨值乃根據計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資產淨值 70,425,557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75,298,295港元）除以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份數目1,217,722,000股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07,020,000股）而計算得出。

每股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乃基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65,556,210 2,985,679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32,463,112 1,123,625,300  

*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已就於記錄日期按每持有十股股份獲發一股發售股份基準進行之公開
發售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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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對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攤薄調整，此乃
由於尚未獲行使之購股權對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有反攤薄影響。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的賬面值 3,012,037 2,761,880

添置 14,000,367 1,879,823

折舊 (1,646,462) (1,018,887)

撇銷 (733,801) (36,384)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574,395)  

賬面值，於期末╱年末 14,632,141 3,012,037  

12. 其他無形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的賬面值 3,612,279 —

添置 6,616,124 3,612,279  

賬面值，於期末╱年末 10,228,403 3,61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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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上市股本證券，按成本（附註1） 12,976,745 12,976,745

公允值調整 (9,619,745) (9,060,245)  

3,357,000 3,916,500  

非上市股本證券，按成本（附註2） 77,975,000 77,975,000

公允值調整 (23,479,286) (23,479,286)  

54,495,714 54,495,714  

總計 57,852,714 58,412,214  

為報告目的分析為：
非流動資產 57,852,714 58,412,214  

附註1： 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允值乃按活躍市場中所報的收市價釐定。

附註2：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非上市股本證券之賬面值與其公允
值相若。

14.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
—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按市值 21,439,360 46,812,600  

上市證券之公允值乃按活躍市場中所報的收市價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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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期貨合約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對沖會計項下之衍生工具：
黃金期貨合約之公允值 — 負債 390,556 —  

黃金期貨合約之公允值變動虧損為390,556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並於簡明綜合損益表內確認。

16. 借貸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計息貸款票據，無抵押 (a) 42,213,505 42,193,144

計息債券，無抵押 (b) 40,900,000 3,000,000

其他貸款，無抵押 (c) 12,000,000 —  

95,113,505 45,193,144

減：分類為流動負債之金額 (40,900,000) (3,000,000)  

分類為非流動負債之金額 54,213,505 42,193,144  

分類為流動負債項下借貸分析如下：
計息債券，無抵押 28,900,000 3,000,000

其他貸款，無抵押 12,000,000 —  

40,900,000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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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計息貸款票據

本公司透過配售代理向獨立個人投資者發行本金總額為30,000,000港元的無抵押計息
貸款票據（「票據」），自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起生效，須
於票據發行日期起計滿八年之日（即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
九日）償還，以及本金額為 12,500,000港元的無抵押計息貸款票據，自二零一五年九月
九日起生效，須於票據發行日期起計滿八年之日（「到期日」）償還。本公司有權於票據
發行日期第二年後至到期日（即二零二三年九月八日）隨時以發出不少於十五個營業日
之書面通知按贖回金額贖回全部或部分尚未行使之票據（「贖回權」），該書面通知須指
明將予贖回之金額及贖回日期。但票據持有人並無權利要求本公司於到期日前贖回票
據。

票據按每年5%之固定利率計息，並須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利息支付日
期」）每半年到期支付一次，惟首個利息支付日期須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而最
終利息償付將為到期日。

於初始確認時，董事認為票據之本金額與其公允值相若。

贖回權於主合約中被視為嵌入式衍生工具。由於董事認為本公司行使贖回權之可能性
甚微，贖回權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確認。董事已於初始確認時及報告期末評估
贖回權之公允值，及鑒於本公司無意於到期日前行使其贖回權，故董事認為贖回權之
公允值屬不重大。因此，贖回權之公允值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於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內入賬。

該等票據乃採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計量。該等票據之實際利率介乎5.08%至5.15%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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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之票據計算如下：

港元

初步確認時票據之公允值 42,500,000

直接交易成本 (366,130) 

42,133,870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43,355,361

實際利息費用 2,164,184

已付利息 (3,326,401)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42,193,144

實際利息費用（附註6） 1,082,859

已付利息 (1,062,498)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42,213,505 

(b) 計息債券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分別發行及償還本金總額為50,900,000

港元及13,000,000港元之無抵押計息債券，按介乎7%至18%之年利率計息，於三個月至
五年內到期。

(c) 其他貸款

本公司擁有本金總額為12,000,000港元之未償還無抵押貸款，按每月1%之利率計息，
於三個月內到期。

17. 來自一名股東之墊款

來自本公司一名股東之墊款乃無抵押、免息且無固定還款期。本公司無須於報告期末後一
年內結清尚未償還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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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股本

每股面值
0.05港元之
普通股數目 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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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00 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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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1,107,020,000 55,351,000

根據公開發售發行股份（附註） 110,702,000 5,535,10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1,217,722,000 60,886,100  

附註：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宣佈其建議按記錄日期每持有十股現有股份獲發一
股發售股份之基準，發行不少於110,702,000股發售股份及不多於117,792,552股發售股份（「公
開發售」），每股發售股份之認購價為 0.56港元，以集資不少於約 62,000,000港元及不多於約
66,000,000港元（未計開支）。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包銷商（「包銷商」）訂立包
銷協議，據此，公開發售由包銷商悉數包銷。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三日，於公開發售完成後，本公司以認購價 0.56港元發行 110,702,000股
每股面值0.05港元的新普通股，總代價（扣除相關開支前）為約62,000,000港元。公開發售之詳
情及結果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及二零一七年五月九日之公佈以及日
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日之招股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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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連方及關連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

期內支付予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袍金 1,710,000 2,454,439

其他酬金 1,267,873 1,281,067

酌情花紅 485,000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1,904 18,000  

3,494,777 3,753,506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的薪酬由薪酬委員會經考慮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20. 承擔

(a) 本集團為承租人

於本中期期間末，本集團就辦公室物業之不可註銷經營租賃承擔的未來最低租賃款項
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8,169,672 11,604,047

第二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11,143,787 14,520,692  

19,313,459 26,124,739  

經營租賃款項指本集團就其辦公室物業應付之租金。租約分別以磋商及協定方式達
成，年期為一年至三年。

(b)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一項未完成之購買合約，據此須以119,800港元（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207,795港元）之資本承擔完成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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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22.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收購資產

本集團收購Fundamental Dynamics (HK) Limited（「Fundamental Dynamics」）之全部權益。收購事
項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完成。

Fundamental Dynamics主要從事持有第9類受規管活動牌照（分類為實體層面自用之無形資產）。

董事認為收購事項實質上為收購無形資產，而非收購業務，故不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業務合併」範疇。因此，收購事項並無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之規定披露為業務
合併。

透過該等交易收購之資產如下：

港元

無形資產 6,616,124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0,020

現金及銀行結餘 320,54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6,686) 

以現金支付之總代價 7,000,000 

因收購事項而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已付現金代價 7,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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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約 65,600,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3,000,000港元）。虧損增加主要是由於重估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而產生之未變現虧損淨額增加。

證券投資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收益約 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約568,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減少約561,000港元。本集團錄得重估透過損
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而產生之未變現虧損淨額約28,360,000港元（二零一六
年：未變現收益淨額約9,700,000港元）。本集團因期貨合約公允值變動而產生虧損
約391,000港元。

投資上市股份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計入本集團的可供銷售金融資產的上市股份及透過損
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分別為約3,35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3,917,000港元）及約21,439,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6,813,000港
元）。

投資非上市股份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非上市股份的投資組合包括Mountain Gold 

Holdings Inc.（「Mountain Gold」）約39,28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9,286,000港元）及Galaxy Automotive MS Inc.（「Galaxy AMS」）約15,210,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5,21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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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十月，本集團已收購Mountain Gold的6.4%股本權益，該公司主要從
事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貴州高品位地下金礦及勘探項目的採礦業務。其擁有錦屏
縣金廠溪 — 壁澤金礦（面積0.8934平方公里）的採礦許可證及錦屏縣十二盤金礦詳
查項目（面積3.64平方公里）的探礦權許可證。根據JORC準則，總資源量估算為21.6

噸品位10.37克╱噸的黃金。開採、加工及管理設施已建造完畢。採礦許可證及勘
探許可證之有效期分別為二零一五年八月至二零二一年十月及二零一六年五月
二十九日至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本集團已收購Galaxy AMS的29%股本權益，該公司主要從事
高端汽車零部件的研發及製造以及汽車系統解決方案的研發及銷售。Galaxy AMS

現時的銷售市場包括中國、台灣、香港及澳門。由Galaxy AMS贊助的賽車隊於過
去幾年內在各區域性賽事中獲得了多項大獎。其產品及汽車系統解決方案在行業
內及零售市場的知名度持續上升。

於期貨合約之投資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黃金期貨合約之公允值虧損約391,000港元確
認為金融負債。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 71,772,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7,17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擁有長期債券（即無抵押計息貸款票據、無抵押計息債券及來自一名股東之墊
款），合計約92,23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8,512,000港元）。除長
期債券外，本集團擁有短期債券（包括無抵押計息債券及無抵押貸款）約40,9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3,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約為 71,772,000港元（二零一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7,170,000港元），佔本集團之總資產約 34.9%（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定義為總借貸與總權益之比
率）約為189%（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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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風險

由於本集團之資產主要以港元計值，故此本集團之外匯風險實屬輕微。本集團採
用審慎的財務管理策略，以回應風險波動及掌握投資機會。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三日，於公開發售完成後，本公司以認購價 0.56港元發
行110,702,000股每股面值 0.05港元的新普通股，總代價（扣除相關開支前）為約
62,000,000港元。

承擔

有關本集團之承擔之詳情載述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0。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 17名僱員及9名董事。本集團之薪酬政策符
合現行市場慣例並按各僱員之表現及經驗釐定。

成立附屬公司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期內，本公司合共成立或收購8間附屬公司，且並無出售任何附屬公司。

展望

於今年上半年，投資經濟環境仍充滿挑戰。美聯儲一直探討暫時削減其資產負債
表規模，並於年前再一次上調利率。中東、東北亞及印度次大陸的地緣政治衝突
持續升溫。在投資環境不明朗的情況下，董事將採取審慎的策略來管理我們的投
資組合。



– 23 –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
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本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
有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於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附註 股份數目
持股量之

概約百分比

隋廣義
（「隋先生」）

實益擁有人 149,582,400 12.28%

隋先生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 198,030,400 16.26%

馬小秋 實益擁有人 10,520,000 0.86%

(ii)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於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附註
相關

股份數目
持股量之

概約百分比

陸侃民 實益擁有人 (2) 6,076,597 0.49%

張曦 實益擁有人 (2) 6,076,597 0.49%

王夢濤 實益擁有人 (3) 3,000,000 0.24%

梁家輝 實益擁有人 (3) 3,000,000 0.24%

荊思源 實益擁有人 (3) 800,000 0.06%

張愛民 實益擁有人 (3) 800,000 0.06%

張強 實益擁有人 (3) 800,00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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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等股份由香港鼎益豐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持有。香 港鼎益豐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
司由深圳市鼎益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74.55%權益，而隋先生持有深圳市鼎益豐
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29.39%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隋先生被視為於該等股份
中擁有權益。

(2) 本公司776,597份購股權之行使價為每股0.729港元，行使期為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至
二零二五年六月十六日。本公司5,300,000份購股權之行使價為每股0.808港元，行使期為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零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3) 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為每股 0.808港元，行使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零二
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人
員擁有或被視為擁有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任何權益
或淡倉，而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或須根據
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在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 5%或以
上且已知會本公司或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須存置之主要股
東於股份之權益及淡倉之登記冊之權益：

名稱 股份數目 權益類別

佔本公司
已發行

股本總額
概約百分比

    

香港鼎益豐國際控股集團
有限公司

198,030,400 實益擁有人 16.26%

深圳市鼎益豐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附註1）

198,030,400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6.26%

隋先生（附註2） 347,612,800 實益擁有人及受控制
法團之權益

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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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 深圳市鼎益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被視為透過其於香港鼎益豐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之74.55%控股權益擁有198,030,400股股份之權益。

附註2： 198,030,400股該等股份由香港鼎益豐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持有，香港鼎益豐國際控股
集團有限公司由深圳市鼎益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74.55%權益，而隋先生持有深
圳市鼎益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29.39%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隋先生被視為於
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外，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人士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
淡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2及第3分部須予披露），或直接或間接擁有
附有權利可於所有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之股東大會投票之任何類
別股本面值5%或以上權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須予披露）。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
治守則（「守則條文」）的所有適用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目前全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荊思源女士（主席）、張愛民先生
及張強先生。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報告流程及內部監控
制度。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
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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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中期業債公佈及中期報告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刊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www.hkexnews.hk以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cifund.com.hk。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
上述網站刊載並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中國投資基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陸侃民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陸侃民先生及張曦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隋廣義先生、
梁家輝先生、王夢濤先生及馬小秋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荊思源女士、
張愛民先生及張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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