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份代號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中國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1

中期業績

中國投資基金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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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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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益 3 568,398 27,485
出售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已變現 
收益淨額 38,327,950 3,270,656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 
金融資產之已變現（虧損）收益 
淨額 (16,120,450) 4,337,324

重估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

資產而產生之未變現收益淨額 9,699,920 23,171,956  

32,475,818 30,807,421
其他收入 3 — 24,342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 (318,338)
行政開支 (31,380,772) (32,989,133)
財務費用 5 (1,081,842) (259,463)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13,204 (2,735,171)
所得稅開支 7 (2,998,883) (4,174,25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985,679) (6,909,424)  

每股虧損 9

—基本（港仙） (0.27) (0.87)  

—攤薄（港仙） (0.27)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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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985,679) (6,90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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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6 —

重估可供銷售金融資產而產生之收益淨額 10,873,490 80,64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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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8,608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扣除稅項 (22,191,154) 90,916,00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25,176,833) 84,006,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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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3,859,752 2,761,880
其他無形資產 11 1,820,508  —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12 179,543,254 157,582,634
租賃按金 13 1,610,071 1,610,071  

186,833,585 161,954,585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25,140,033 19,071,121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12 — 24,274,6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14 32,901,080 50,968,08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5 21,441,650 33,983,457  

79,482,763 128,297,258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472,741 2,579,479
應付稅項 2,998,883 —  

4,471,624 2,579,479  

流動資產淨值 75,011,139 125,717,77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1,844,724 287,67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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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計息貸款票據 16 42,704,554 43,355,361  

資產淨值 219,140,170 244,317,00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7 55,351,000 55,351,000
儲備 163,789,170 188,966,003  

總權益 219,140,170 244,317,003  

每股資產淨值 9 0.20 0.22  

第2至38頁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經董事會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批准及授

權刊發，並由以下董事代表簽署：

陸侃民 張曦

董事 董事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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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購股權儲備 投資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55,351,000 326,543,395 (23,919) 2,300,263 31,654,334 (171,508,070) 244,317,003       

期內虧損 — — — — — (2,985,679) (2,985,67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20,156 — — — 20,156

重估可供銷售金融資產產生之收益淨額 — — — — 10,873,4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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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084,800)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20,156 — (22,211,310) (2,985,679) (25,176,833)       

購股權失效 — — — (645,429) — 645,429 —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5,351,000 326,543,395 (3,763) 1,654,834 9,443,024 (173,848,320) 219,140,170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38,256,000 197,332,138 — — (10,669,419) (87,510,644) 137,408,075       

期內虧損 — — — — — (6,909,424) (6,909,42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重估可供銷售金融資產產生之收益淨額 — — — — 80,647,400 — 80,647,400

有關出售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投資重估儲備 

重新分類 — — — — 10,268,608 — 10,268,608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 90,916,008 (6,909,424) 84,006,584       

期內根據普通股配售發行股份 7,650,000 63,495,000 — — — — 71,145,000

發行股份開支 — (1,067,174) — — — — (1,067,174)

確認以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 11,859,000 — — 11,859,00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經審核） 45,906,000 259,759,964 — 11,859,000 80,246,589 (94,420,068) 303,35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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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營活動

除稅前溢利（虧損） 13,204 (2,735,171)

已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 524,573 630,980

以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11,859,000

利息收入 (568,398) (11,985)

利息費用 5 1,081,842 259,463

股息收入 — (15,500)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 318,338

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6,384 —

出售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 

已變現收益淨額 (38,327,950) (3,270,656)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 

金融資產之 

已變現虧損（收益）淨額 16,120,450 (4,337,324)

重估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 

金融資產而產生之 

未變現收益淨額 (9,699,920) (23,17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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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30,819,815) (20,474,8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增加）減少 (6,873,934) 5,705,00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減

少）增加 (1,106,738) 3,907,406

贖回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所得款項 24,274,600 —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

資產之 

所得款項 11,646,470 15,423,680

出售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所得款項 73,408,150 54,934,464

購買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

資產 — (56,230,640)

購買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79,252,130) (30,558,200)  

經營活動動用之現金淨額 (8,723,397) (27,293,096)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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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1,373,420 11,985
已收股息 — 15,50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658,829) —

購買其他無形資產 (1,820,508) —

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淨流入 — 2,403,686  

投資活動（所用）產生之現金流量 
淨額 (2,105,917) 2,431,171  

融資活動

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淨額 — 70,077,826
發行計息貸款票據之所得款項淨額 — 29,696,370
已付利息 (1,732,649) (76)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之現金流量 
淨額 (1,732,649) 99,774,12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 
淨額 (12,561,963) 74,912,195

匯率變動影響 20,156 —

於一月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3,983,457 38,769,130  

於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以銀行結餘及現金表示 15 21,441,650 113,68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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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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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內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且應與本公司截至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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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要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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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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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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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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應用

於本中期期間內，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與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相關且由香港會

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澄清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採用綜合之例外情況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個別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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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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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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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工具：對沖會計及減值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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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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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資產的未實現虧損之確認1

1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早應用。
2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早應用。
3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允許提早應用。
4 生效日期尚未釐定。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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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指期內來自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及股息收入。下列為各期間本集團之收益及其

他收入之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益

下列各項之利息收入：

於銀行及金融機構之存款 7,804 11,985

可供銷售（「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560,594 —

下列各項之股息收入：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 15,500  

568,398 27,485  

其他收入

雜項收入 — 2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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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收益主要源自利息

收入及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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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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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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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於銀行及金融機構之存款之 

利息收入 7,804 11,985 — — 7,804 11,985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 

利息收入 — — 560,594 — 560,594 —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 

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 15,500 — — — 15,500      

7,804 27,485 560,594 — 568,398 2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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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香港 中國 綜合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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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9,752 2,761,880 — — 3,859,752 2,761,880

總資產 213,727,081 208,956,140 52,589,267 81,295,703 266,316,348 290,251,843      

分部負債 47,176,178 45,934,840 — — 47,176,178 45,934,840      

其他分部資料：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1,658,829 3,026,313 — — 1,658,829 3,026,313

添置其他無形資產 1,820,508 — — — 1,820,5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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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無形資產及租賃按金。

5.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及證券經紀透支利息費用 1 76

計息貸款票據之實際利息費用（附註16） 1,081,841 259,387  

1,081,842 259,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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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董事酬金：

袍金 2,454,439 171,678

其他酬金 1,281,067 2,355,873

強制性公積金供款 18,000 18,000

員工成本：

薪金 1,857,873 6,032,766

強制性公積金供款 83,480 89,002  

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5,694,859 8,667,319  

顧問費 4,791,762 175,00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24,573 630,980

投資管理費 — 596,66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撇銷虧損 36,384 —

外匯虧損淨額 621,891 —

辦公室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3,339,467 1,76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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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是按兩個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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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 2,998,883 350,880

遞延稅項

—本期間 — 3,823,373  

2,998,883 4,174,253  

8.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概無支付，宣派或建議任何股息。本公司董事已決定，概不會就本中

期期間支付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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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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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140,170港元（二零一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4,317,003港元）除以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股份

數目1,107,020,000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07,020,000股）而計算得出。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虧損2,985,679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909,424港元）及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1,107,020,000股之加權平均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93,015,028股）計算。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尚未獲行使之購股權具有反攤薄效應，故計算每股攤薄虧

損時並無假設本公司尚未獲行使之購股權獲轉換。因此，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

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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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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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1,880 4,348,713

添置 1,658,829 3,026,313

折舊 (524,573) (921,873)

於出售時撇銷 (36,384) (641,514)

出售附屬公司 – (3,049,759)  

賬面值,於期末╱年末 3,859,752 2,76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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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無形資產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收購金額為1,820,508港元（截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的中港車牌。

12.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公允值

上市股本證券（附註1） 100,532,130 47,953,300

公允值調整 10,873,490 41,491,700  

111,405,620 89,445,000  

按公允值

非上市股本證券（附註2） 77,975,000 77,975,000

公允值調整 (9,837,366) (9,837,366)  

68,137,634 68,137,634  

按成本

非上市債務工具 29,232,240 53,506,840

減：減值虧損撥備 (29,232,240) (29,232,240)  

— 24,274,600  

總計 179,543,254 181,857,234  

為報告目的分析為：

非流動資產 179,543,254 157,582,634

流動資產 — 24,274,600  

179,543,254 181,85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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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續）

根據上市規則第21章披露之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持有之上市股本證券、非上市股本證券及非上市債務工具之投資詳情如下：

附註1：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被投資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地方

持有實際

權益百分比 按成本 公允值調整 賬面值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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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附註a） 百慕達 1.54% 38,323,800 — (5,470,200) — 32,853,600 —

友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附註b） 開曼群島 0.57% 1,495,620 — 340,440 — 1,836,060 —

德普科技發展有限公司（附註c） 開曼群島 0.06% 9,703,760 — (677,800) — 9,025,960 —

滙隆控股有限公司（附註d） 開曼群島並於 

百慕達存續 0.78% 29,728,950 — 4,921,050 — 34,650,000 —

工蓋有限公司（附註e） 開曼群島 1.47% 21,280,000 17,395,100 11,760,000 11,104,900 33,040,000 28,500,000

中國寶力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前稱御濠娛樂控股有限公司） 百慕達 — — 30,558,200 — 30,386,800 — 60,945,000      

100,532,130 47,953,300 10,873,490 41,491,700 111,405,620 89,445,000      

附註：

(a)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上市股本證券，即佔志道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志道」）1.54%股本權益的30,420,000股股份，代價為38,323,800

港元。志道主要從事鋁製品貿易、向建築項目供應鋁製品及經營放貸業務。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志道擁有人應佔日常業務之經審核綜

合虧損約為73,673,000港元及每股基本虧損為3.98港仙。於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志道擁有人應佔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459,515,000港元。期

間內並無收取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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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續）

附註：（續）

(b)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上市股本證券，即佔友川集團控股有

限公司（「友川」）0.57%股本權益的5,172,000股股份，代價為1,495,620港

元。友川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醫用及家居衛生耗材及買賣相關原材料、買賣

煤炭產品、批發及零售家居耗材、銷售及分銷珠寶及手錶、設計及開發三維

動畫、擴增實境技術應用程式及網絡教育應用程式以及透過網上教育課程提

供教育技術解決方案及提供英語水平測試。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友川擁有人應佔日常業務之經審核綜

合虧損約為300,941,000港元及每股基本虧損為31.5港仙。於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友川擁有人應佔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315,574,000港元。期

間內並無收取任何股息。

(c)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上市股本證券，即佔德普科技發展有

限公司（「德普」）0.06%股本權益的3,596,000股股份，代價為9,703,760港

元。德普主要從事LED照明產品及LED照明部件的生產及銷售。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德普擁有人應佔日常業務之經審核

綜合虧損約為人民幣192,208,000元（相當於約229,861,000港元）及每股基

本虧損為人民幣2.99分（相當於約3.58港仙）。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德普擁有人應佔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906,168,000元（相當於約

1,083,686,000港元）。期間內並無收取任何股息。



中國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23

12.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續）

附註：（續）

(d)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上市股本證券，即佔滙隆控股有限公

司（「滙隆」）0.78%股本權益的99,000,000股股份，代價為29,728,950港元。

滙隆主要從事提供建築及建造工程棚架及精裝修服務、管理合約服務及其他

服務、放貸業務及證券投資業務。

截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三十日止年度，滙隆擁有人應佔日常業務之經審核綜合

虧損約為18,197,000港元及每股基本虧損為0.23港仙。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三

十日，德普擁有人應佔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801,365,000港元。期間內

並無收取任何股息。

(e)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上市股本證券，即佔工蓋有限公司

（「工蓋」）1.47%股本權益的11,200,000股股份，代價為21,280,000港元。工

蓋主要從事提供建築及建造工程棚架及精裝修服務、管理合約服務及其他服

務、放貸業務及證券投資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工蓋擁有人於日常業務應佔之經審核綜

合溢利約3,887,000新加坡元（相當於約22,373,000港元），每股基本溢利為

0.61新加坡仙（相當於約3.51港仙）。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工蓋擁有人

應佔之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23,088,000新加坡元（相當於約132,875,000港

元）。期間內並無收取股息。

期間內，董事已檢討本集團的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並決定根據可供銷售金融

資產於活躍市場之收市價而進行公允值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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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續）

附註2：於香港及中國之非上市股本證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Galaxy Automotive MS Inc. 

（「Galaxy AMS」）（附註a）

按公允值

於一月一日 15,923,000 —

添置 — 27,975,000

公允值減少 — (12,052,000)  

15,923,000 15,923,000  

Mountain Gold Holdings Inc. 

（「Mountain Gold」）（附註b）

按公允值

於一月一日 52,214,634 —

添置 — 50,000,000

公允值增加 — 2,214,634  

52,214,634 52,214,634  

總計 68,137,634 68,137,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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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續）

附註：

(a)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四日，本集團收購了Galaxy AMS（於瓦努阿圖共和國註冊

成立）的29%股本權益，代價為27,975,000港元，其中賣方已不可撤銷及無條

件地向本公司保證Galaxy AMS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綜合毛利將合共不少於6,500,000港元（「保證溢利」）。

Galaxy A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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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九日，本集團收購了Mountain Gold（於瓦努阿圖共和國

註冊成立）的6.4%股本權益，代價為50,000,000港元，該公司主要從事位於

中國貴州高品位地下金礦及勘探項目的採礦業務。Mountain Gold間接持有

均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貴州省的錦屏縣金廠溪─壁澤金礦之採礦許

可證（「採礦許可證」）及錦屏縣十二盤黃金具體勘探項目之勘探許可証（「勘探

許可證」）。該等許可證為Mountain Gold之唯一及僅有資產，亦為Mountain 

Gold估值中的唯一估值對象。然而，採礦許可證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到期，

而勘探許可證已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到期。Mountain Gold目前已暫停營運，而

Mountain Gold的管理層正就其於貴州省所持金礦之有關礦場合併及整合計劃

與相關中國政府機構進行磋商。然而，截至本報告日期，與中國相關政府機

構就落實及完成礦場合併及整合過程的磋商尚未結束，且Mountain Gold尚未

獲相關政府機構授予採礦許可證及勘探許可證。並不確定近期是否仍會繼續

進行採礦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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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付辦公室租金 82,791 579,612

其他預付款項 1,756 —

租賃及水電按金 1,994,185 2,099,371

投資按金 6,900,000 —

其他按金 2,648,351 —

應收證券經紀款項 5,101,110 7,183,191

應收利息 — 805,022

收購一項投資之已付按金 10,000,000 10,000,000

其他應收款項 21,911 13,996  

26,750,104 20,681,192

被分類為非流動資產之部分 (1,610,071) (1,610,071)  

25,140,033 19,071,121  

14.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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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01,080 50,968,080  

上市證券之公允值乃按活躍市場中所報的市場收市價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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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續）

根據上市規則第21章披露之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持有之上市股本證券投資詳情如下：

被投資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地方 持有股數

持有實際

權益百分比 賬面值 市值

重估產生之

累計未變現

收益（虧損）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德普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附註） 開曼群島 13,108,000 0.20% 23,201,160 32,901,080 9,699,920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友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開曼群島 8,200,000 0.91% 29,340,340 21,402,000 (7,938,340)
德普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開曼群島 16,704,000 0.26% 24,835,544 29,566,080 4,730,536   

54,175,884 50,968,080 (3,207,804)   

附註：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上市股本證券，即佔德普0.20%股本權

益的13,108,000股股份，代價為23,201,160港元。德普主要從事LED照明產

品及LED照明部件的生產及銷售。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德普擁有人應佔日常業務之經審核

綜合虧損約為人民幣192,208,000元（相當於約229,861,000港元）及每股基

本虧損為人民幣2.99分（相當於約3.58港仙）。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德普擁有人應佔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906,168,000元（相當於約

1,083,686,000港元）。期間內並無收取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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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441,650 33,983,457  

於報告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包括銀行現金及手頭現金。銀行結餘按0.01%至

1%（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1%至1%）之市場年利率計息。

計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指下列以本集團有關實體功能貨幣

以外貨幣計值之金額：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美元 9,078美元 9,078美元

人民幣 人民幣43,343元 人民幣34,2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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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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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的若干無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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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到期日前贖回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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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為公允值屬不重大。因此，贖回權的公允值於二零一六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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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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計息貸款票據（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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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確認時票據之本金價值 42,500,000

直接交易成本 (366,130) 

42,133,870

實際利息費用 1,221,491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43,355,361

實際利息費用（附註5） 1,081,841

已付利息 (1,732,648)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2,704,554 

17. 股本

每股面值0.05港元

之普通股數目 面值

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4,000,000,000 20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107,020,000 55,35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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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

劃」）。該計劃旨在使本公司可向經甄選之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作為鼓勵及╱或酬謝

彼等對本公司作出貢獻及支持。根據該計劃，本公司董事會可向合資格僱員及行政

人員（包括本公司所有董事及上市規則所界定之任何主要股東）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

份之購股權。

根據該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最高不得超過332,106,000股，相當於本公

司不時已發行股份之30%。任何個別人士可獲授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不得超過

授出日期前十二個月內本公司已發行股份1%，惟事先獲本公司股東批准除外。

所授出購股權須於授出日期起計21日內獲接納，接納時須支付1港元。各承授人可於

董事會通知期間內隨時根據該計劃之條款行使購股權，惟該期間不得超過自授出購

股權日期起計十年期限屆滿後。該計劃條款並無規定行使購股權前持有購股權之最

短期限或須達到之表現目標。然而，董事會可於行使購股權期間對購股權之行使施

加限制，包括（如適用）須持有購股權之最短期限，或行使購股權前須達到之表現目

標。

行使價由董事會釐定，而不得低於下列之最高者：(i)股份於購股權授出日期（必須為

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上所示之股份收市價；(ii)股份於緊接購股權授出日期前

五個營業日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上所示之股份平均收市價；及(iii)股份於購股權授出

日期之面值。

該計劃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起計十年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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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購股權計劃（續）

下表披露董事、僱員及其他參與者所持該計劃項下本公司購股權之詳情，及於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變動情況。

承授人 授出日期 行使價 行使期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 年內已授出 年內已行使 年內已到期 年內已失效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尚未行使

港元

執行董事

陸侃民 17/6/2015 0.74 16/6/2025 765,120 – – – – 765,120

張曦 17/6/2015 0.74 16/6/2025 765,120 – – – – 765,120

葉英剛（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二日辭任） 17/6/2015 0.74 16/6/2025 765,120 – – – (765,120) –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松堅（於二零一六年 

五月十七日辭任） 17/6/2015 0.74 16/6/2025 765,120 – – – (765,120) –

梁寶漢（於二零一六年 

五月九日辭任） 17/6/2015 0.74 16/6/2025 765,120 – – – (765,120) –      

小計 3,825,600 – – – (2,295,360) 1,530,240      

僱員及其他參與者 17/6/2015 0.74 16/6/2025 8,416,320 – – – – 8,416,320      

總計 12,241,920 – – – (2,295,360) 9,946,560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計劃項下2,295,360份購股權失效，概無購

股權獲授出、行使及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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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連方及關連交易

期內，本集團有以下重大關連方及關連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支付投資管理費予亞洲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附註） — 596,667  

附註︰根據上市規則第21.13條，投資經理被界定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

期內支付予本公司董事之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董事袍金 2,454,439 171,678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1,281,067 2,355,873

強制性公積金供款 18,000 18,000  

3,753,506 2,54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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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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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承擔

(a) 經營租賃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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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5,788,984 5,883,984

第二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5,703,984 8,55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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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期為兩年至三年。

(b)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一項未完成之購買合約，據此須以

151,163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之資本承擔完成購買車輛牌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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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融工具的公允值計量

(i) 本集團以經常性基準按公允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值

本集團部分金融資產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允值計量。下表提供此等金融資產公

允值釐定方法之資料，以及根據公允值計量之輸入數據的可觀察程度而將公

允值計量分類歸入公允值等級之層級（第一至三級）之資料。

• 第一級公允值計量指以在活躍市場就相同資產或負債取得之報價（未經

調整）所進行之計量；

• 第二級公允值計量指以第一級報價以外之資產或負債之可觀察輸入數

據，無論是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按價格推算）所進行之計量；及

• 第三級公允值計量指透過運用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之資產或負債輸

入數據（不可觀察輸入數據）之估值技術所進行之計量。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上市股本證券（附註a） 111,405,620 — — 111,405,620
—非上市股本證券（附註b） — — 68,137,634 68,137,634    

111,405,620 — 68,137,634 179,543,254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 
金融資產

—上市股本證券（附註a） 32,901,080 — — 32,901,080    

總計 144,306,700 — 68,137,634 212,44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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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融工具公允值計量（續）

(i) 本集團以經常性基準按公允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值（續）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經審核）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 上市股本證券（附註a） 89,445,000 — — 89,445,000

－ 非上市股本證券（附註b） — — 68,137,634 68,137,634    

89,445,000 — 68,137,634 157,582,634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 

金融資產

－ 上市股本證券（附註a） 50,968,080 — — 50,968,080    

總計 140,413,080 — 68,137,634 208,550,714    

附註：

(a) 歸類為第一級的股本證券公允值乃根據活躍市場中的收市價而釐定。

(b) 分類為第三級的非上市股本證券公允值乃根據管理層的價值評估而釐

定。本公司董事認為，於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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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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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融工具公允值計量（續）

(i) 本集團以經常性基準按公允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值（續）

第三級金融資產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公允值層級 估值技術

重大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

不可觀察輪入數據

與公允值之關係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於Galaxy Automotive MS  

Inc.之非上市股本證券

15,923,000 15,923,000 第三級 貼現現金流 自由現金流 自由現金流越大，公允值越大

貼現率 貼現率越大，公允值越小

缺乏適銷性貼現 缺乏適銷性貼現越大， 

公允值越小

於Mountain Gold Holdings 

Inc.之非上市股本證券

52,214,634 52,214,634 第三級 市場法 現貨金價 黃金價格越高，公允值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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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金融工具公允值計量（續）

(i) 本集團以經常性基準按公允值計量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值（續）

基於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第三級）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工具之對賬如下：

可供銷售

金融資產：

非上市股本證券

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8,137,634

公允值變動 –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8,137,63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第一級與

第二級之間並無公允值計量轉撥，亦無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轉入或轉出第三

級。

(ii) 以成本或攤銷成本列賬之金融工具之公允值

本集團流動金融資產（包括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

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皆因其均在短期內到期。

22.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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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約3,000,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6,900,000港元）。虧損減少主要是由於出

售可供銷售金融資產之已變現收益淨額增加。

證券投資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錄得收益約568,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約27,000港元），較上年增加約541,000港元。本集團出售可供銷售金融資

產的已變現收益淨額約為38,32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約3,271,000港元）。本

集團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的已變現虧損淨額約為16,12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已變現收益淨額約4,337,000港元）。本集團錄得透過損益按

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未變現重估收益淨額約為9,7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約

23,172,000港元）。

投資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計入本集團的可供銷售金融資產的上市證券及透過損

益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分別為約111,40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89,445,000港元）及約32,901,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50,96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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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投資非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非上市證券的投資組合包括Mountain Gold 

Holdings Inc.（「Mountain Gold」）約52,215,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52,215,000港元）及Galaxy Automotive MS Inc.（「Galaxy AMS」）約

15,923,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5,92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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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採

礦許可證及勘探許可證已分別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及二零一六年五月屆滿，而根

據獨立估值師基於有關採礦許可證仍具效力的假設按市場法編製的估值報告，估

值將高於投資成本。本公司於進行投資時，已計及上述因素並已考慮金價走勢、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日的指定期限前可用於重續許可證的時間、因並無重大違

反適用法規令重續許可證的前景更加明朗、以及賣方提供的履約保證等因素。

Mountain Gold仍待獲得重續所需採礦及勘探許可證的批准，因此並無進行採礦業

務。本公司正考慮採取其他措施，包括按適當價格出售Mountain Gold的股本權

益，惟尚未就此達成一致意見。



中國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41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投資非上市證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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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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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根據（其中包括）Galaxy AMS管理層提供的

盈利預測進行，該盈利預測乃基於合理假設，根據可獲得的管理賬目及有關汽車

分部前景的盡職調查作出。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以及上市股本證券分

別約21,400,000港元及144,3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約

34,000,000港元及140,4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計息

貸款票據合計約42,7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3,400,000港

元）須於二零二三年償還。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佔本

集團之總資產約8.1%。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定義為總借貸與股東權益之

比率）約為19.5%（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8%）。

由於本集團之資產主要為以港元結算之銀行存款及可供銷售金融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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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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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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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21名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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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間附屬公司，且並無出售任何附屬公司。

展望

受中東地緣政治衝突升溫、英國脫歐以及全球經濟放緩等因素影響，過去數月，

香港股市（尤其是小型股）波動加劇。在經濟環境極其不明朗的情況下，董事將採

取審慎的策略管理其投資組合，如選擇性投資可從即將開通的「深港通」中受益的

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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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
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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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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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緣 實益擁有人 (1) 4,000 0%
香港鼎益豐國際控股集團 
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 179,264,000 16.19%

深圳市鼎益豐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 179,264,000 16.19%

隋廣義先生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3) 179,264,000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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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
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續）

(ii) 於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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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65,120 0.08%
張曦 實益擁有人 (4) 765,120 0.08%

附註：

(1) 姚緣先生之個人權益包括4,000股普通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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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控股權益擁有179,264,000股股份之權益。

(3) 隋廣義先生（「隋先生」）被視為擁有179,264,000股深圳市鼎益豐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所持有股份之權益。隋先生擁有深圳市鼎益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之28.79%權益。

(4) 該等購股權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授出，行使價為每股本公司股份0.74港

元，行使期自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七日起至二零二五年六月十六日止。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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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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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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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264,000 實益擁有人 16.19%
深圳市鼎益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附註1）

179,264,000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6.19%

隋廣義先生（附註2） 179,264,000 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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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控股權益擁有179,264,000股股份之權益。

附註2： 隋廣義先生（「隋先生」）被視為擁有179,264,000股深圳市鼎益豐資產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所持有股份之權益。隋先生擁有深圳市鼎益豐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之

28.79%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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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續）

根據向聯交所呈交之權益披露表格，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於本公

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予披露的

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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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曉華先生 70,000,000 實益擁有人 6.32%
范偉勇先生 88,424,000 實益擁有人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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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第二及第三分部須予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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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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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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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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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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經本公司向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擔任董事之人士做

出查詢後，全體董事（姚緣先生、石敏強先生及姚志祥先生除外）均已確認，彼等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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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下列守則條文A.2.1除外：

守則條文A.2.1

根據守則條文A.2.1，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由彼此間並無關係之兩名

獨立人士擔任，以達致平衡權力及職權，致使工作職責不會集中於任何一人。

董事會已委任隋廣義先生為主席，自二零一五年十月二日起生效，而行政總裁一

職空置，直至董事會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委任陸侃民先生為行政總裁，該

職位自當日起由陸侃民先生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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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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張愛民先

生。自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起，審核委員會最少的成員人數並不符合上市規則

第3.21條之規定。我們正積極甄選合適人選，以符合此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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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中國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陸侃民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報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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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荊思源女士、李疆濤女士及張愛民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