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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豐 21投 資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中期報告2006

中期業績

金豐21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業績。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經由本公司審核委

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364 196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

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214) (2,659)

可供銷售財務資產減值 － (9,267)

其他經營收益 6 －

行政開支 (1,833) (1,992)

未計所得稅前虧損 5 (1,677) (13,722)

所得稅項開支 6 － －

期內虧損 (1,677) (13,72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7

－基本 (1.59)港仙 (13.02)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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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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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銷售財務資產 8 8,150 8,150
應收所投資公司款項 1,770 1,770

9,920 9,920
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 9 8,797 6,372
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7 29
應收一經紀款項 57 251
現金及等值現金項目 20,200 23,784

29,091 30,436
流動負債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負債 9 － 2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39 782
應付一經紀款項 999 1,001

2,138 1,806

流動資產淨額 26,953 28,63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淨資產 36,873 38,550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542 10,542
儲備 26,331 28,008

總權益 36,873 38,500



3
金豐 21投 資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中期報告2006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股份

已發行股本 溢價賬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0,542 85,277 (34,022) 61,797

期內虧損 － － (13,722) (13,722)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542 85,277 (47,744) 48,075

股份

已發行股本 溢價賬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0,542 85,277 (57,269) 38,550

期內虧損 － － (1,677) (1,677)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542 85,277* (58,946)* 36,873

* 該等儲備賬中包括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中26,331,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28,008,000港元）之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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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 截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所用）／所得淨額 (3,584) 421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量淨額 － －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 －

現金及等值現金項目（減少）／增加 (3,584) 421

於期初之現金及等值現金項目 23,784 23,477

於期末之現金及等值現金項目 20,200 23,898

現金及等值現金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現金 9,216 1,278

短期定期存款 10,984 22,620

20,200 2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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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中期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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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包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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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主要會計政策

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並經若干財務資產及負債之重估作出
修訂。

編製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主要會計政
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年度財務報表
所採納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下統稱為
「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適用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或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採用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
計期間業績之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造成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經修訂） 精算盈虧、集團計劃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經修訂） 境外業務之投資淨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預測集團內部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期權之公允價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 金融公具：確認及計量與保險合同一財務擔
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經修訂） 保合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 勘探及評估礦物資源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譯第4號 釐定安排是否包含租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譯第5號 享有解除運作、修復及環境修復基金所產生

權益之權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譯第6號 參與特定市場產生之負債－廢棄電力及電子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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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以下已頒佈但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用此等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股本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採用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
－詮釋第7號 「於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中之

財務報告」之重列方式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3

－詮釋第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重估 4

－詮釋第9號

1 適用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2 適用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3 適用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4 適用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3. 收益

收益，即本集團之營業額已於期內確認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益 322 154
股息收益 42 42

364 196

4. 分部資料

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於上市及非上市公司，因此，並無提供業務分部之進一步
分析。於釐定本集團之地區分部時，收入及資產乃按所在地歸入分部。

下表乃按本集團之地區分部呈列收入及資產：

香港 中國 綜合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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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364 196 － － 36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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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4. 分部資料（續）

香港 中國 綜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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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9,091 30,436 9,920 9,920 39,011 40,356

5. 未計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未計所得稅前虧損經扣除下列各項計得：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 150 12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 6

158 135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開支 75 56

6.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旗下公司於期內並無獲得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財務報表就香
港利得稅作出任何撥備（二零零五年：無）。

由於期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未撥備的遞延稅項（二零零五年：無），故並無就遞延
稅項作出任何撥備。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期內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1,677,000港元（ 二零零五年：
13,722,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105,420,000股（二零零五年：105,420,000股）
計算。

由於分別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
可帶來攤薄影響之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該等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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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8. 可供銷售財務資產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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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以外地區之非上市股本
證券，按成本計 34,027 34,027

減值虧損 (25,877) (25,877)

8,150 8,150

9.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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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香港之上市股本證券，按市值 8,797 6,372

囱生指數期指合約之公平值虧損 － (23)

上述財務資產及負債乃被分類為持作買賣。

10.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11. 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承擔。

12. 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

期內，本集團有以下主要關連人士交易：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應付予金榮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之投資管理費 (i) 557 788

已付予昱豐融資有限公司
之租金開支 (ii) 7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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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續）

附註：

(i) 按本公司與金榮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經理」）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訂
立之投資管理協議（「投資管理協議」），投資經理已同意向本公司提供投資
管理服務（不包括一般行政服務），由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股份
開始在聯交所買賣之日期）起計為期三年。投資管理協議可連續順延三年，
除非本公司或投資經理隨時給予對方不少於六個月之書面通知，而於三年
年期或任何有關接續年期之最後一日屆滿而終止協議。

按投資管理協議，投資經理有權收取管理月費，款額相等於本公司於每個
曆月最後一個聯交所交易日（或董事會認為就計算本公司之資產淨值而言屬
恰當之其他交易日）之資產淨值之年率  2.5%，計算基準為以有關曆月之實
際日數除以一年365日。此外，投資經理亦有權收取年度獎勵花紅，款額相
等於本公司於某個財政年度或期間之資產淨值增值部份之15%。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鄭鑄輝先生（「鄭先生」）及林汕鍇先生各自於投資經理擁
有15%之股權。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史理生先生於投資經理擁有35%之股權，
並為投資經理其中一名董事。

(ii) 按本公司與昱豐融資有限公司（「昱豐」）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十日訂立之新分
租協議，本公司同意向昱豐（鄭先生擁有其約33%之權益）分租其辦公室物
業，租用期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起計，為期兩年，月租為8,500港元，昱
豐並給予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之一個月免租期。

根據董事會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由二零零五
年七月一日起繼續分租該辦公室物業，月租12,318港元，於本財務報表日，
本公司與昱豐概無訂立新分租協議。

列載於上文之關連人士交易亦構成上市規則規定之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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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

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約1,677,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之虧損淨額約13,722,000港元大幅減少約87.78%，主要為本公司於本期

內並無作出可供銷售財務資產減值虧損（二零零五年：減值虧損9,267,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約為36,873,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38,550,000港元）。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投資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上市及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並沒有變更本集團業務性質。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之總公平值為16,947,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

日之上市股票公平值為8,797,000港元，而非上市投資之公平值為8,15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364,000港元之收益（二零零五

年：196,000港元）。期內之財務資產公平值虧損為21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虧

損2,659,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上市公司投資之未變現持有虧損導致。然而，

在不計入本集團自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起持有之江蘇南大蘇富特軟件股份有限公司

所涉及之公平值虧損，本集團於本回顧期間內自香港上市股本證券交易業務中獲

得公平值收益約927,000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非上市公司投資佔本集團投資公平值48.09%。兩項非

上市公司投資之經營表現仍然低於預期。然而，由兩家非上市公司管理層各自向

本公司提交之資料，顯示北京綜藝達軟件技術有限公司（「北京綜藝達」）推出新

產品，及南通藝能達智能卡製造有限公司（「南通藝能達」）策略性遷移其運作基

地至深圳。因此，兩家非上市公司之管理層預期長遠而言將得到改善。投資經理

將會繼續密切監察及建議在此階段不需作進一步撥備，並將會於年結時檢討此兩

項投資是否需要作進一步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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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融資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之現金及等值現金項目為20,200,000港元。
由於所有現金均為港元存款，匯率波動之風險對其影響極低。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淨資產36,87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38,550,000港元），及並無借貸或長期負債。

股本結構

於期內，本集團並無股本變動。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期內，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僱員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八名僱員，包括執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內，總薪金及住屋成本為373,500港元及董事酬
金為75,000港元。本集團之薪酬政策按年檢討，並符合現行市場慣例。於期內，
本集團並無根據其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向其僱員或董事授
出任何本公司之購股權。

資產抵押

於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未曾知悉有任何或然負債。

重大投資

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於亞太地區，特別是中國（不包括香港及澳門）、香港及其
他亞洲國家成立及／或開展業務之上市及非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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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與展望

中國中央政府繼續緊縮宏觀經濟控制。私人擁有企業整體而言面對緊縮流動資

金，及因此導致本公司兩項非上市投資北京綜藝達及南通藝能達營商環境非常困

難。吾等將繼續密切監察此兩項投資之表現並將會於年結時檢討該兩項投資是否

需要作進一步撥備。

董事會仍然維持緊縮成本控制及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行政開

支進一步減少8%至1,833,000港元。

本集團並沒有進行新直接投資項目。本集團已開始活躍於香港股票市場短期交

易，從而帶來正面之成績（在不計入江蘇南大蘇富特軟件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平值

虧損）。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財資市場遇到極大波幅，並預期二零零六年餘下

數月仍然維持相約。因此，本集團將會維持一個相對保守之短期交易政策。

儘管兩項直接投資表現欠缺理想導致本集團面對困境，董事會仍然對中國市場長

期增長保持信心，及將會繼續尋求中國相關之投資機會以提升股東回報。

董事權益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7及第8分部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之規定視作或當作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而存置該

條文所述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及淡倉

佔本公司

好倉／ 所持 已發行

董事姓名 權益類別 淡倉 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鄭鑄輝先生 實益權益 好倉 1,355,000 1.3%

林汕鍇先生 實益權益 好倉 1,355,000 1.3%

史理生先生 實益權益 好倉 1,355,00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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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權益（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概無

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本公司所保存登記冊內之任何

權益及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備存之登記冊所載，

以下人士（並非本公司董事或高級行政人員）在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或淡倉載列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佔本公司

好倉／ 持有 持有 已發行

股東姓名／名稱 權益類別 淡倉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總數 股本百分比

張雲霞（附註a） 受控法團 好倉 22,760,000 22,760,000 21.59

權益

Profitone Company 實益擁有人 好倉 22,760,000 22,760,000 21.59

Limited （附註a）

李永毅（附註b） 實益擁有人 好倉 3,690,000 5,660,000 5.37

配偶權益 好倉 1,970,000

黃瑋（附註b） 實益擁有人 好倉 1,970,000 5,660,000 5.37

配偶權益 好倉 3,690,000

梁健強（附註c） 實益擁有人 好倉 8,768,000 9,110,000 8.64

配偶權益 好倉 342,000

馮佩明（附註c） 實益擁有人 好倉 342,000 9,110,000 8.64

配偶權益 好倉 8,7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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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續）

附註：

a.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雲霞女士被視為擁有22,760,000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該等股份乃透過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並由張雲霞女士實益擁有之有限
公司Profitone Company Limited持有。

b. 該等股份由李永毅先生及其配偶黃瑋女士持有。

c. 該等股份由梁健強先生及其配偶馮佩明女士持有。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保

存之登記冊所錄，概無其他人士擁有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採納日期」）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

劃」），旨在獎勵及答謝對本集團營運成功作出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購股權計

劃之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之僱員、高級職員、代理、顧問或代表之任何人

士。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之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時成為無

條件，除非經註銷或修訂，否則於採納日期起十年內有效。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

權，及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有關之標準守則。在向所有董事

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一直遵守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有關之買賣準

則及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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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中之守則條文為其企業常規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條文，惟

下列除外：

相關

企業管治 為遵守企業管治守則而

偏離企業管治守則 守則條文 已實行之補救步驟

1. 本公司並無委任主席及

行政總裁而主席及行政

總裁之角色及職能由本

公司所有執行董事集體

履行。

2. 根據現時本公司當時章

程細則（「細則」）之規

定，在每屆股東週年大

會上，三分一之董事

（倘人數並非三 (3)之倍

數，則以最接近但不多

於三分一之人數為準）

須輪值告退，惟董事會

之主席及／或本公司之

董事總經理將不須輪值

告退。

A.2.1

A.4.2

董事會認為，由於本公司為

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所有決

定由董事會作出，故此現時

架構適合本公司並可讓具有

不同專長之所有董事作出貢

獻。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六年五月

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

會上通過一項特別決議案，

藉以得到本公司股東批准修

改細則，此後所有為填補臨

時空缺而被委任的董事須在

接受委任後的首次股東大會

上由本公司股東選舉，以及

所有董事（包括所有指定任期

者）須最少每三年一次退任及

輪值告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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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

報程序及內部監控。中期財務報表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其由本公司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即主席余文耀先生、鍾琯因先生及鄭偉鶴先生）組成。

金豐21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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