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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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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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on Holdings Limited
中國天弓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28）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中國天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於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摘要概述如下：

—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入約為4,001,000港
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4,539,000港元。

—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
9,434,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虧損約11,273,000港元。

—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每股基本虧損為0.03
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每股基本虧損0.09港元。

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
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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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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交易證券的所得款項總額 3,954 38,715  

收入 2 4,001 4,539
其他收入 2 3 1,290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2 (9,576) (11,679)  

(5,572) (5,850)
財務費用 3 (775) (1,963)
其他經營開支 (3,087) (3,460)  

除稅前虧損 4 (9,434) (11,273)
所得稅 5 — —  

期內虧損 (9,434) (11,273)
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按公允
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的金融資產的
公允值收益 1,000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及 
全面開支總額 (8,434) (11,273)  

港元 港元

每股虧損 7
基本 (0.03) (0.09)
攤薄 (0.03)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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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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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10
使用權資產 336 475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 3,000
貸款票據 10 70,770 75,913  

71,113 79,398  
流動資產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9 21,231 20,874
貸款票據 10 7,471 5,144
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按公允值於損益
賬列賬」）的金融資產 11 26,156 26,806
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12 30,400 29,400
應收證券經紀款項 1,752 12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646 28,187  

108,656 110,423  
流動負債
應付證券經紀款項 1,616 2,011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3 660 1,347
租賃負債 229 282
承付票 15 — 337  

2,505 3,977  
流動資產淨值 106,151 106,44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7,264 185,84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62 208
承付票 15 19,920 19,920  

19,982 20,128  
資產淨值 157,282 165,71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35,973 35,973
儲備 121,309 129,743  
總權益 157,282 165,716  
每股資產淨值 0.44港元 0.4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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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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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
務報表」）已遵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編製。此外，中期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所規定的適用披露。

中期財務報表並無包括本集團全年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連同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於編製此等中期財務報
表時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全年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互相一致。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經採用所有有關其經營業務以及於其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開始
的會計期間起生效的新制訂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其由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
和詮釋。本集團尚未提前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任何其他標準、解釋或修訂。若干新
標準及經修訂的標準自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但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表沒有重
大影響。

2. 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本集團主要投資於在認可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證券及包括由企業實體發行之權益證券及可
轉換債券等非上市投資。在期內確認之收入、其他收入及其他虧損，淨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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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利息收入

— 貸款和應收款項 3,215 2,865
—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的可轉換債券 786 1,674  

4,001 4,539  

其他收入：
雜項收入 3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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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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的金融資產未變現公允值虧損：

— 上市證券 (2,538) (11,781)
— 私募基金 — (1,635)

出售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的金融資產已變現收益淨額：
— 上市證券 585 1,737  

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的金融資產虧損淨額 (1,953) (11,679)  

以下各項的減值虧損：
— 貸款和應收款項 (6,031) —
— 按金 (1,267) —
— 其他應收款 (325) —  

所作減值虧損總額 (7,623) —  

(9,576) (11,679)  

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只有一個經營分部，即投資於在認可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證券及具有
盈利增長及資本增值潛力之非上市投資。因此，本集團的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
虧損，淨額、期間虧損及總資產均歸屬於此分部。

3. 財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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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貸款的推算利息 — 1,213
其他借款利息 88 97
承付票的推算利息 676 648
租賃負債的推算利息 11 5  

775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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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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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薪酬 639 604
折舊

— 物業、廠房及設備 3 4
— 使用權資產 139 228

管理費 664 642
僱員福利開支

— 薪資、津貼及實物福利 108 217
— 界定供款計劃供款 15 19  

5. 所得稅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引入利得稅兩級制。條例草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簽署成為法律
並於翌日刊登憲報。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2百萬港元溢利將按8.25%
徵稅，而超過2百萬港元的溢利將按16.5%徵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集團實體溢
利將繼續按16.5%的劃一稅率徵稅。

於本期間內，由於本集團並無產生任何應評稅利潤，因此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準備（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6. 股息

董事會並無宣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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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每股虧損

每股虧損的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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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計算中所用的虧損 (9,434) (1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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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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計算中所用的普通股的 
加權平均數 359,727 119,909  

港元 港元

每股基本虧損 (0.03) (0.09)
每股攤薄虧損 (0.03) (0.09)  

於本期間內，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根據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計算。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虧損金額與每股基本虧
損相同，原因是於該期間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收購任何物業、廠房
及設備項目。

9.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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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代價（附註a） 7,655 8,980
就投資所支付的按金（附註b） 13,363 14,631
其他按金 54 53
預付款項 159 210  

21,231 23,874
減︰應收代價非即期部分 — (3,000)  

21,231 2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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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以現金代價9,000,000港元出售指定為
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的私募基金產生應收代價。代價將以每份500,000
港元之18等額分期結算。於期內，根據十二個月預期信貸虧損（「十二個月預期信貸
虧損」）就結餘計提減值撥備約32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而部分結餘已逾期。並無就其他應收款披露賬齡分析。董事認為，有鑑於本集
團的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並無額外價值。

(b) 就投資所支付的按金為本集團就建議投資向兩名獨立第三方所支付的誠意金，分別
為10,000,000港元（「按金1」）及5,500,000港元（「按金2」）。

按金1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五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發行人1」）訂立諒解備忘錄（「諒
解備忘錄1」），據此，本公司同意向發行人1支付按金1，作為建議收購將由發行人1
所發行本金額為10,000,000港元之股份（「建議收購事項」）的誠意金。建議收購事項須
待諒解備忘錄1的先決條件獲履行後方告完成，其中包括對發行人1進行盡職審查工作。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二零一九年六月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本公司與發行人1訂立三份延長協議，將建議收購事項的完成日期分別延遲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按金2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發行人2」）訂立諒解備忘錄（「諒
解備忘錄2」），據此，本公司同意向發行人2支付按金2，作為建議認購將由發行人2
所發行本金額不超過26,000,000港元之可贖回可轉換票據（「建議認購事項」）的誠意金。
建議認購事項須待諒解備忘錄2的先決條件獲履行後方告完成，其中包括對發行人2
進行盡職審查工作。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四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六日、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本公司與發行人2訂立一份認購協議及
七份補充認購協議，以分別將建議認購事項的完成日期延遲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需要更多時間以對發行人2進行盡職審查
工作。

就投資所支付的按金金額為無抵押、免息及於建議收購事項及建議認購事項未能完
成的情況下須應要求於5天至7天內償還。

於期內，根據十二個月預期信貸虧損就按金結餘計提減值撥備約1,267,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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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貸款票據

貸款票據
名稱 認購代價 應收利息

年╱期內
確認減值虧損 賬面金額

年╱期內
確認利息收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貸款票據1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4,000 3,913 2,252 23,063 1,197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24,000 2,716 994 24,118 2,400

貸款票據2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33,000 1,067 1,529 32,114 823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33,000 244 423 32,821 244

貸款票據3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4,000 3,912 2,250 23,064 1,196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24,000 2,716 1,181 24,118 2,400

(i)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本集團已認購港元貸款票據（「貸款票據1」），本金價
值為24,000,000港元，由一間為於中國成立的私營實體的獨立第三方（深圳達隆通用
包裝機械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機械設備開發及設計）發行，於發行日期起計3年到期。
貸款票據1按固定年利率10%計算利息及按攤銷成本計量。

(ii)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八日，本集團已認購港元貸款票據（「貸款票據2」），本金價值
為33,000,000港元，由一間為於中國成立的私營實體的獨立第三方（深圳前海藍伯爵
公務航空服務有限公司，主要從事飛機租賃）發行，於發行日期起2年到期。貸款票
據2按固定年利率5%計算利息及按攤銷成本計量。

(iii)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本集團已認購港元貸款票據（「貸款票據3」），本金價
值為24,000,000港元，由一間為於中國成立的私營實體的獨立第三方（深圳達隆包裝
機械設備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提供包裝設備的綜合研發、設計、銷售及售後服務）
發行，於發行日期起計3年到期。貸款票據3按固定年利率10%計算利息及按攤銷成
本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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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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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貸款票據 81,000 81,000
應收利息 8,891 5,676
減值虧損 (11,650) (5,619)  

78,241 81,057  

減：即期部分 (7,471) (5,144)  

非即期部分 70,770 75,913  

貸款票據的賬面金額接近其公允值。

於報告日，最大信貸風險敞口為貸款票據的賬面金額。

11. 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交易證券（附註a）
— 為交易而持有的權益證券，按市場價值，香港上市 5,850 7,286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的可轉換債券
（附註b） 20,306 19,520  

26,156 26,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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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交易證券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主要上市權益證券的詳情如下：

股份名稱

所擁有
被投資公司
資本比例

年初╱
期初

賬面成本 市場價值
投資應佔
資產淨值

於本年度╱
期間內在
綜合財務
報表中

確認的累積
投資公允值

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安悅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0.87% 5,421 2,846 551 (2,575)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6.79% 11,100 5,421 4,075 (5,679)

Classified Group 
(Holdings) Limited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17% 1,319 1,111 1,915 (208)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4.59% 4,738 1,556 3,672 (3,182)

匯安智能科技集團 
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 – – – –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0.31% 228 147 276 (81)

中國創意數碼娛樂 
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0.01% 110 66 (2) (44)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0.49% 178 110 119 (68)

永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0.08% 52 30 30 (22)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0.10% 66 52 113 (14)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0%* 489 698 14 209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 – – – –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0%* 500 478 41 (22)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 – – – –

中國海洋石油 
有限公司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0%* 497 621 791 124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 – – – –

* 少於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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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指明，本公司直接持有上列所有投資。

(i) 安悅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主要銷售原創設計生產的雙向
通信無線電設備和嬰兒監控器。

(ii) Classified Group (Holdings) Limited，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主要於香港從事餐廳
經營。

(iii) 匯安智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主要從事銷售生物識別掃
描設備及其他設備與配件的銷售，以及提供輔助性和其他服務。

(iv) 中國創意數碼娛樂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主要於中國從事文化及娛樂
業務。

(v) 永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主要從事建築、建築作業、建材交
易、物業租賃、傢私業務、公墓業務、貸款業務及移動應用業務。

(vi)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主要提供增值服務、金融科技及企
業服務及線上廣告服務。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取股息淨
額（扣除費用後）約1,6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無）。

(vii)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於英國註冊成立，主要於銀行業經營業務。

(viii)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主要從事原油及天然氣勘探、開發、
生產及銷售。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約3,95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715,000港元）之交易證券已抵押予證券經紀，以取得本集團借入之保證金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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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的可轉換債券

於報告期末，主要的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的非上市可轉換債券
的詳情如下：

被投資方名稱
註冊
成立地點 成本

年╱期內
所確認

利息收入

於本年度╱
期間內

在綜合財務
報表中確認
的累積投資

公允值
（虧損）╱

溢利 公允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匯福金融集團（香港） 
有限公司 
（「可轉換債券」）

香港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9,700 786 — 20,306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19,700 1,575 (2,146) 19,520

本公司直接持有上列投資。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可轉換債券

認購日期 二零一六年
七月二十八日

到期日 二零二一年
七月二十八日

票面息率（每年) 8%
每股行使價 14,723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八日、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八日，本
公司與匯福金融集團（香港）有限公司訂立延長協議，將可轉換債券的到期日分別延
遲至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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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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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金融資產的 
非上市股權投資 30,400 29,400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七日，本集團以代價18,500,000港元認購於安圭拉註冊成立的私營實
體Perfect Path Limited（「Perfect Path」）的20%股權，其從事金礦開採業務。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股權投資的公允值約為30,400,000港元，其中重新計入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的公允值變動為1,000,000港元。

儘管本集團持有Perfect Path的20%表決權，然而，根據合約安排，其他股東控制董事會的
人員組成，並控制Perfect Path。董事認為本集團對Perfect Path並無重大影響力，因此非上
市股權投資指定為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私營股權投資的詳情如下：

被投資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所擁有
被投資公司
資本比例 成本 公允值

年╱期內
所收取

股息收入

投資應佔
資產淨值
（附註）

於本年度╱
期間內在

綜合財務報
表中確認的
累積投資
公允值
收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Perfect Path Limited 安圭拉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0% 18,500 30,400 — 30,097 11,900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 
日（經審核）

20% 18,500 29,400 — 30,097 10,900

附註：數字基於被投資公司提供的管理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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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656 1,343
尚未領取的應付股息 4 4  

660 1,347  

14. 股東貸款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四日，本集團已自其主要股東陳建業先生按年利率8%獲得本金額為
30,000,000港元的無抵押且無擔保貸款（「股東貸款」）。適用的實際年利率為7.7%，該項股
東貸款於二零一九年還清。

15. 承付票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初╱年初 20,257 20,754
於本期間╱年度內計算的利息 676 1,317
於本期間╱年度內贖回 — (300)
於本期間╱年度內支付的利息 (1,013) (1,514)  

於期末╱年末 19,920 20,257
減：於一年內到期的金額，分類為流動負債 — (337)  

於一年後到期的金額，分類為非流動負債 19,920 1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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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未經審核）每股面值0.1港元 
的普通股 10,000,000 1,000,00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1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未經審核）每股面值0.1港元 
的普通股 359,727 35,973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359,727 35,973  

17. 關聯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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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嘉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泰嘉證券」）
— 管理費 664 642  

執行董事胡銘佳先生為泰嘉證券的董事及負責人員。

18. 公允值計量

公允值，是指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發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項資產所能收到或者轉移
一項負債所需支付的價格。以下公允值計量披露使用公允值層次，將公允值計量所使用
的估值技術輸入值劃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輸入值是本集團在計量日能夠取得的相同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上未經調整的
報價。

第二層次輸入值是除第一層次所含報價外相關資產或負債直接或間接可觀察的輸入值。

第三層次輸入值是相關資產或負債的不可觀察輸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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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政策為在事件發生當天或導致轉移的情況發生變化的日期確認轉入及轉出三個
層次中的任何一個。

(a) 於報告期末的公允值層次披露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 第三層次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的公允值計量：
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
為交易而持有的權益證券，按市場價值，
香港上市 5,850 — — 5,850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
產的可轉換債券 — — 20,306 20,306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
金融資產的股權投資 — — 30,400 30,400     

持續的公允值計量合計 5,850 — 50,706 56,556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第一層次 第二層次 第三層次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的公允值計量：
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
為交易而持有的權益證券，按市場價值，
香港上市 7,286 — — 7,286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
產的可轉換債券 — — 19,520 19,520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
金融資產的股權投資 — — 29,400 29,400    

持續的公允值計量合計 7,286 — 48,920 56,206    

(b) 按第三層次公允值計量的資產的對賬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第
三層次的金融資產轉換至其他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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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報於本期間╱年度內，本集團第三層次工具的變動。

二零二零年（未經審核） 
指定為

按公允值
於損益賬列賬
之金融資產

的可轉換債券

指定為按
公允值於其他
全面收益列賬
之金融資產
的股權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19,520 29,400 48,920
已確認總收益或虧損
— 於損益（包括於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

損） 786 — 786
— 於其他全面收益 — 1,000 1,000   

於六月三十日 20,306 30,400 50,706    

二零一九年（經審核） 
指定為

按公允值
於損益賬列賬
之金融資產

的可轉換債券

指定為
按公允值

於損益賬列賬
之金融資產
的私募基金

指定為按
公允值於其他
全面收益列賬
之金融資產
的股權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39,715 13,542 35,176 88,433
已確認總收益或虧損
— 於損益（包括於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881) (4,542) (1,676) (7,099)
— 於其他全面收益 — — 400 400
購買 — 19,001 26,500 45,501
出售 (19,314) (9,000) (4,500) (32,81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9,520 — 29,400 48,920    

(c) 有關本集團所採用的估值過程以及公允值計量中所採用的估值技術及輸入值的披露：

本集團的管理層負責財務報告所需的資產和負債公允值計量，包括第三層次公允值
計量。管理層直接向董事會報告該等公允值計量。管理層與董事會定期就估值流程
及結果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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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第三層次公允值計量，本集團一般會聘用具有認可專業資格及最近經驗的獨立
估值專家進行估值。

所使用的估值技術以及第三層次公允值計量的關鍵輸入值載列如下：

描述 估值技術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
產的可轉換債券投資

赫爾及偏微分模型：
— 折現率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
金融資產的股權投資

收益法 
— 現金流折現法

有關第三層次公允值計量中使用的重要的不可觀察輸入值的信息載列如下。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的可轉換債券投資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的可轉換債券的公允值採用赫爾及偏微分模型估計。

每股價格及預期波動性提高，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的可轉換債券的公允值
亦會增加。每股價格及預期波動性降低，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的可轉換債
券的公允值亦會減少。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金融資產的股權投資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金融資產的股權投資的公允價值採用收益法
估計。

每股價格提高，折現率降低，指定為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金融資產的股
權投資的公允價值增加。每股價格降低，折現率增加，指定為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
收益列賬之金融資產的股權投資的公允價值降低。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所使
用的估值技術並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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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4,001,000港元，而
去年同期則為約4,539,000港元，減少約11.9%。該收入減少主要由於本期間利
息收入減少所致。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上市證券的已變現收益
約585,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為約1,737,000港元。上市證券的未變現虧損約為
2,53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781,000港元）。上市證
券已變現虧損及未變現虧損大幅減少是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集團所持上市證券表現良好所致。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9,434,000
港元，而去年同期虧損約11,273,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虧損較去年同期減少，主要由於上市證券未變現虧損約2,538,000港元，而
去年同期約為11,781,000港元，及非上市投資減值虧損增加約7,624,000港元（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之淨影響。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約為157,282,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5,716,000港元），資產淨值較去年同期略降5.1%。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的
金融資產從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26,806,000港元減少至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約26,156,000港元，而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的金融
資產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錄得約30,4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9,400,000港元）。

前景及未來計劃

由於熱錢不斷湧入香港，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今年已干預匯市數次，賣出
數十億港元以控制港元升值勢頭。本集團認為，資金流入香港是對香港金融市
場釋放的良好信號，香港股市一進入二零二零年六月便創下二零二零年三月
底以來最大漲幅。

然而，外部環境與香港的經濟及金融市場息息相關。就對香港及中國緩慢增長
之預測以及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爆發」）而言，本集團預期二零二零年
會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自二零二零年初以來，COVID-19爆發已傳遍全球，並嚴重影響了全球的商業
及經濟活動。對本集團的若干不利影響已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浮現，本集團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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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COVID-19爆發將繼續影響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下半年之財務業績。本集團將
密切監察COVID-19爆發的發展情況，並繼續評估其對我們的業務、財務狀況
及經營業績的影響。

展望二零二零年下半年，本公司將會保持專注投資於具潛力及前景的交易證券、
私募基金及私營企業。我們的策略為因應市場波動採取適時及恰當的投資策略，
從而提升投資組合及實現淨資產增值。董事會將會密切注視宏觀趨勢，並繼續
尋求於中國、香港及海外投資的機會。本公司將繼續實施其風險管理政策，務
求為股東取得穩定的投資回報。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可供動用銀行結餘及現金約21,646,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187,000港元），主要存放在銀行作一般營
運資金。本集團所持有之銀行結餘及現金主要乃以港元計價。

本集團之股東資金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為約157,282,000港元，而於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約165,716,000港元，減少約5.1%。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信貸（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款為約21,28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2,268,000港元）。本集團之槓桿比率（即本集團借款對本集團資產
淨值之比率）為約13.4%（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4%）。

鑑於冠狀病毒導致的市況回落對信貸質素產生重大影響，信用評級機構預計，
到二零二零年底違約率將大幅上升至6.4%；根據本集團的評估，於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確認各種貸款票據減值虧損約6,032,000港元及按
金約1,592,000港元。同時，黃金價格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上漲超過15%，本集
團評估了主要從事金礦開採業務的Perfect Path Limited之公允值，於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確認約1.0百萬港元公允收益。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
本開支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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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資本架構並無重大轉變。

以每一(1)股於記錄日期所持有股份配售兩(2)股供股股份為基準，按每股0.28港
元配售239,817,900股供股股份

茲提述(i)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九年七月十八日、二零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日、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三日、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三日及二
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之公告（「該等公告」）；(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八月
二十一日之通函（「該通函」）；及(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之
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容有關（其中包括）供股。除非另有定義外，本年報
所用術語應與該等公告、該通函及招股章程所定義者具有相同的涵義。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八日，本公司與包銷商之間就建議供股訂立包銷協議。董
事會建議進行供股，以每一(1)股於記錄日期所持有股份配售兩(2)股供股股份為
基準，按每股供股股份0.28港元的認購價，通過向合資格股東發行239,817,900
股供股股份籌集約67.15百萬港元（扣除開支前）。

供股之估計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65.44百萬港元（相當於約每股供股股份0.273港
元的淨價），其中(i)約30.00百萬港元將用於償還應付予股東的本金額為30.00百
萬港元、按8厘計息的貸款，其將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六日到期；(ii)約30.00百萬
港元將用於投資上市證券及非上市證券；及(iii)餘下結餘約5.44百萬港元將用
於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有關供股的詳情載於該等公告、該通函及招股章程中。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供股事項所得款項淨額應用情況更新如下：

公告日期 事項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剩餘所得款項淨額 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 所得款項實際用途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八日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
二十一日完成）

基準為每持有一股現有
股份可獲發兩股供股
股份，認購價為每股
供股股份0.28港元的
供股

約30,000,000港元 (i) 約30百萬港元用於投資上
市證券及非上市證券

(i) 約4.5百萬港元已用於投資
上市證券，結餘25.5百萬
港元將於本公告日期後的
十二至十八個月內按計劃
動用



– 23 –

投資回顧

本公司為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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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投資公司。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
控股，本集團主要從事於認可證券交易所上市證券投資及具盈利增長與資本
增值潛力之非上市投資業務。本集團之企業策略為鞏固其現有業務，並繼續致
力為未來之國內外投資機會提供融資，實現本集團財務增長及提升股東價值。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持有十二項投資，包括七項香港上市權
益證券、一項香港非上市可轉換債券、三項由三家中國私營實體發行的貸款
票據及一項於安圭拉私營實體的權益。根據上市規則第21.12條所訂明的規定，
本公司披露其十項最大的投資，及所有價值超過本公司總資產5%的單項投資，
並於本公告內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0至12及「所持重要投資及表現」一節
提供被投資公司的簡要說明。

所持重要投資及表現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4,001,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約4,539,000港元減少約11.9%。收入下降乃由於本期間非上市投資的利
息收入減少所致。

本集團錄得上市證券的已變現收益約58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737,000港元）及未變現虧損約2,53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11,781,000港元）。同時，本報告期間確認多項貸款票據的減
值虧損約6,03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及按金約
1,59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交易證券約5,85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7,286,000港元）。有關減少乃主要由於上市證券的公允值虧
損淨影響約2,538,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市證券投資
組合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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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非上市投資（包括按公允值於損益賬列賬
的金融資產、按公允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的金融資產以及貸款和應收款項）
為約128,94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9,977,000港元）。其他應
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為約21,231,000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23,874,000港元減少約11.1%。

根據上市規則第21.12條的規定，本公司披露其十大投資及所有價值超過本公
司資產總值5%的單項投資，於下文提供被投資公司的簡要說明，並於未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0至12披露：

貸款票據投資 — 深圳達隆通用包裝機械有限公司（「達隆通用包裝」）

達隆通用包裝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私營實體，主要從事機械設備的開發與設計。
近十年來，達隆通用包裝一直致力開發及生產智能垃圾收集系統及生產設備。
本集團持有一項達隆通用包裝發行的貸款票據，按10%的固定年利率計息（「貸
款票據1」）。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自貸款票據1確認的
利息收入約為1.2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約1.2百萬港元）。於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確認的減值虧損約為1.8百萬港元（截至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基於達隆通用包裝的最新管理賬目，截
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淨利潤約為人民幣212,000元，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3.0百萬元。董事會認為，
智能垃圾收集系統及生產設備行業發展蓬勃，且達隆通用包裝的財務表現良好。
董事會亦預期達隆通用包裝於日後將保持增長勢頭。因此，持有貸款票據的固
定利息收入有利於本集團獲得穩定的現金流入。

貸款票據投資 — 深圳前海藍伯爵公務航空服務有限公司（「前海藍伯爵」）

本集團已認購由前海藍伯爵發行的一項貸款票據，前海藍伯爵為一間於中國
成立的私營實體，主要於中國從事私人飛行服務及管理平台。前海藍伯爵於二
零一九年十一月向本公司發行一項貸款票據（「貸款票據2」），並將於發行之日
起兩年後到期。貸款票據2按5%的固定年利率計算利息並按攤銷成本計量。本
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自貸款票據2確認的利息收入約為
82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零港元）。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已確認的減值虧損約為1.5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基於前海藍伯爵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的管理賬目，未
經審核凈利潤約為人民幣25.9百萬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前海藍伯
爵的資產凈值約為人民幣68.6百萬元。董事會認為，中國的私人飛行服務行業



– 25 –

前景光明，且董事會預期前海藍伯爵於日後將保持增長勢頭。因此，持有貸款
票據2的固定利息收入有利於本集團獲得穩定的現金流入。

貸款票據投資 — 深圳達隆包裝機械設備有限公司（「達隆包裝機械」）

達隆包裝機械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私營實體，主要從事提供包裝設備的綜合
研發、設計、銷售及售後服務。過去幾年，達隆包裝機械開發及生產智能空中
交通管制航空器，為中國民航機場空中交通管制技術發展的重要工具。本集團
持有一項達隆包裝機械發行的貸款票據，按10%的固定年利率計息（「貸款票據
3」）。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自貸款票據3確認的利息收
入約為1.2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2百萬港元）。於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減值虧損約為1.8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基於達隆包裝機械的最新管理賬目，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淨利潤為人民幣1,055,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4.4百萬元。根據Global Market Insights Inc.的最
新研究報告，包裝設備市場將由目前市值超過380億美元增長至二零二四年的
超過470億美元。包裝設備的需求主要受到節能設備的開發、越來越多自動化
包裝機械的採用及個人護理用品的消費需求增長而推動。董事會認為，包裝設
備行業潛力龐大，達隆包裝機械的財務表現與預期一致，亦預期達隆包裝機械
於日後將保持增長勢頭。因此，持有貸款票據的固定利息收入有利於本集團獲
得穩定的現金流入。

可轉換債券投資 — 匯福金融集團（香港）有限公司（「匯福集團」）

匯福集團為一間於香港成立的私營實體，主要從事證券經紀業務及資產管理
業務。香港股票市場為全球最大股票市場之一，過去十年，通過首次公開募股
自香港股票市場籌集的資金總額持續居於世界前三位。儘管證券經紀業務競
爭激烈，滬港通及深港通的推出為證券經紀業務創造更多業務空間及機會。
上述香港股票市場與中國股票市場的新合作亦為資產管理業務創造機會。本
集團持有一項由匯福集團發行的可轉換債券，按8%的固定年利率計息（「可轉
換債券」）。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自可轉換債券確認
的利息收入約為78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782,000港元）。於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確認未變現收益或虧損。基於匯福集團的
最新管理賬目，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虧損淨額
為15.0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約為52.6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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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紀證券業務的激烈競爭、香港股票市場的波動及香港近日的地緣政治
環境導致匯福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虧損。因匯
福集團的資產淨值遠高於可轉換債券的本金金額，本集團認為可轉換債券的
違約風險較低。此外，直至其到期日，可轉換債券一直為本集團產生利息收入。

私營股權投資 — Perfect Path Limited（「Perfect Path」）

Perfect Path為一間於安圭拉註冊成立的私營實體，主要從事金礦開採業務。本
集團持有Perfect Path的20%股權。儘管本集團持有Perfect Path 20%投票權，但根
據合約安排，由其他股東控制董事會構成，並對Perfect Path擁有控制權。Perfect 
Path暫未開展業務，因此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產生收入。
Perfect Path於泰國一處金礦擁有45%的權益。Perfect Path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約為153.5百萬港元。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確認之公允值收益為1.0百萬港元。Perfect Path將於冠狀病毒疫情得到控制
及基礎設施準備完成後投入生產。董事會認為，黃金價格將保持過去十年的趨
勢，隨著金價上升，Perfect Path所持金礦升值，本集團可從中獲利。

上市股權投資 —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騰訊」）

騰訊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股份代號：700）。騰訊主要從事提供
增值服務、金融技術及企業服務以及網絡廣告服務。根據最新刊發的截至二
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季度報告，該公司期內淨利潤約為人民幣
29,403百萬元，而去年同期的淨利潤約為人民幣27,856百萬元，騰訊的淨利潤
增長主要由於收益增加所致。騰訊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約
為人民幣513,543百萬元。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自騰訊收取
股息淨額（扣除費用後）約1,6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無）。根據騰訊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季度報告，其預期遊戲內消費活動
隨著各地復工將很大程度恢復到正常水平，同時網絡廣告行業也將面臨挑戰。
董事會相信，騰訊在市場上的領導地位可令其享受互聯網行業的繁榮，本集團
將持有於騰訊的投資並密切關注騰訊的表現，並可能不時調整騰訊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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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股權投資 —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滙豐」）

滙豐為一間於英格蘭註冊成立的公司（股份代號：005）。滙豐的主要業務為零
售銀行及財富管理、工商金融、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以及環球私人銀行。根據
最新刊發的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季度業績報告，該公司
期內淨利潤約為2,508百萬美元，而去年同期的淨利潤約為4,910百萬美元，滙
豐淨利潤減少主要由於總營業收入下降所致。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概無自滙豐收取股息（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無）。根據滙豐截至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季度業績報告，其預期冠狀病毒的影響
將可能帶動預期信貸虧損上升，故已暫緩部分轉型計劃，包括在削減成本和風
險加權資產方面的若干項目，並預期二零二零年的重組開支將較於二零一九
年業績報告的估計為低。董事會認為，由於出現超賣，滙豐的市價相對低殘，
滙豐的財務表現將會有所改善。董事會將密切關注滙豐的表現，並可能不時調
整滙豐投資組合。

上市股權投資 —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海油」）

中海油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股份代號：883）。中海油主要從事原油
及天然氣的勘探、開發、生產和銷售。根據中海油最新刊發的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歸屬於股東的年內利潤約為人民幣61,045百萬
元，而去年同期歸屬於股東的年內利潤約為人民幣52,675百萬元，利潤增加主
要由於合營公司虧損減少所致。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
自中海油收取股息（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無）。董事會認為，中海油作為中
國行業的一大龍頭企業，由於出現超賣，市價相對較低，但董事會認為中海油
的市價最終將會反彈。董事會將密切關注中海油的表現，並可能不時調整中海
油投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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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股權投資 — Classified Group (Holdings) Limited（「Classified」）

Classified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股份代號：8232）。Classified主要
於香港經營餐館。根據最新刊發的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
季度報告，Classified期內虧損淨額約為3.5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的虧損淨額約
為2.7百萬港元，Classified的虧損淨額增加乃主要由於新冠病毒擴散對餐廳收益
造成負面影響，進而導致收益減少所致。Classified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資產淨值約為70.2百萬港元，而去年同期為88.3百萬港元。於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收取股息（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無）。Classified
餐廳為一間歐式休閒系列咖啡室，主營手工麵包、芝士及精品葡萄酒，並以其
早餐及全天候美食菜單著稱。Classified 在大部分門店提供休閒座位區，鼓勵鄰
里街道間互動。Classified於香港主要商業區設有超過十間餐廳。根據Classified
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季度報告，其計劃：i)擴展外賣產品
線，加大營銷力度及增加刺激銷售的措施；ii)改善和升級現有的餐廳設施，以
吸引更多顧客；iii)密切監控供應商的報價，確保為食品配料爭取到具競爭力
的價格；及iv)以更低成本開設更多新餐廳。董事會認為，相關策略適用於消費
者市場，且Classified的表現已有起色，本集團將持有對Classified的投資，並將
密切關注Classified表現。

上市股權投資 — 安悅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安悅」）

安悅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股份代號：8245）。安悅於二零零一年
成立，為雙向無線對講機產品設計及製造商。安悅的收益主要來自按原設計製
造基準設計、製造及銷售雙向無線對講機及嬰兒監視器產品。基於安悅最新發
佈的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季度報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的虧損淨額約為3.7百萬港元，上年同期的虧損淨額則約為1.9
百萬港元，主要由於買賣低利率產品的毛利減少所致。安悅於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的資產淨值約為59.7百萬港元。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概無收取股息（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無）。根據安悅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三個月的季報，其收益總額的約45%來自美國市場。美國端雙向無線
對講機及嬰兒監視器產品市場乃全球最大的市場，對於安悅而言，專注於美國
市場乃適當的營銷策略。董事會認同安悅的有效營銷策略，並將持有於安悅的
投資，從而使資本升值。本集團將密切關注安悅日後的表現。



– 29 –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僱用3名全職僱員（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3名全職僱員）（包括執行董事）。本集團按市場薪酬釐定僱員薪酬。

分部資料

出於管理目的，本集團的業務活動組織成單一經營分部，即投資於在認可證券
交易所上市之證券及具有盈利增長及資本增值潛力的非上市投資。因此，並無
列報經營分部資料。

匯率波動之風險及相關對沖

本集團並無匯率波動之重大風險，故此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對沖該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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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約3,95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715,000港元）之交易證券已抵押予證券經紀，以取得本集團借入
之保證金貸款。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股份。本
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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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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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該守則」）內所列載
的所有守則條文，作為其本身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該守則內所列載的守
則條文。

董事會將會繼續監察及檢討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符合該守則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曾
就風險管理、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等事宜進行討論，當中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賬目。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天弓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胡銘佳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胡銘佳先生及陳詠欣女士；三名非執行董
事，分別為葉偉其先生、陳雅博先生及黃中仁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敏
儀女士、梁燕婷女士及蔣謙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