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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NANCIAL LEASING GROUP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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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12）

補充公告 
有關二零一九年年報

茲提述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二
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刊發的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告（「二零一
九年年報」）。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就二零一九年年報所披露之本集
團投資提供額外資料如下：

股本投資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約為
81,137,000港元。本集團之主要上市及非上市股本證券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止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所投資公司名稱

所持股份 
數目╱ 

權益百分比 成本 市價

市值╱ 
公平值 出售款項

已變現 
收益╱ 
（虧損）

未變現 
收益╱ 
（虧損）

公平值 
收益╱ 
（虧損）

（千港元） （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股本證券

(a) 高鵬礦業控股有限公司(2212) 177,600,000 32,894 0.075 13,320 698 (1,168) (6,002) (7,170)
(b) 米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1715) 41,650,000 12,909 0.280 11,662 10,529 (7,388) 7,190 (198)
(c) 興銘控股有限公司(8425) 6,988,000 9,808 1.160 8,106 2,989 (522) (1,701) (2,223)
(d) 國盛投資基金有限公司(1227) 41,072,000 7,542 0.174 7,147 10,212 (1,394) (395) (1,789)
(e) WAC Holdings Limited (8619) 2,040,000 5,364 3.000 6,120 3,497 963 756 1,719
(f) ISP Global Limited (8487) 6,700,000 7,098 0.850 5,695 2,491 (74) (7,345) (7,419)
(g) 德斯控股有限公司(8437) 29,896,000 14,701 0.161 4,813 1,117 (1,089) (2,829) (3,918)
(h) 萬勵達國際有限公司(8482) 16,560,000 4,753 0.224 3,709 1,838 (1,246) (1,044) (2,290)
(i) Pacific Legend Group Limited (8547) 18,220,000 4,357 0.130 2,369 6,149 (332) (1,988) (2,320)
(j) 春能控股有限公司(8430) 27,110,000 12,747 0.080 2,169 770 (874) (9,299) (10,173)
(k) 金侖控股有限公司(1783) 5,860,000 1,181 0.189 1,108 2,567 (99) (74) (173)
(l) 賢能集團有限公司(1730) 1,288,000 1,277 0.710 914 — — (363) (363)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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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止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所投資公司名稱

所持股份 
數目╱ 

權益百分比 成本 市價

市值╱ 
公平值 出售款項

已變現 
收益╱ 
（虧損）

未變現 
收益╱ 
（虧損）

公平值 
收益╱ 
（虧損）

（千港元） （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m) 中國海洋集團發展有限公司(8047) 3,500,000 1,649 0.240 840 949 (229) (809) (1,038)
(n) 賞之味控股有限公司(8096) 7,700,000 1,832 0.100 770 23 (2) (1,062) (1,064)
(o) 永續農業發展有限公司(8609) 850,000 122 0.147 125 1,788 (805) 2 (803)
(p) 源想集團有限公司(8401) — — — — 11,048 (1,230) 1,562 332
(q) 亞洲電視控股有限公司(707) — — — — 25,654 (5,899) (952) (6,851)
(r) 亞洲資源控股有限公司(899) — — — — 4,488 (2,229) 2,717 488
(s) 中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204) — — — — 1,470 (247) — (247)

其他上市投資 — — — — 2,583 12 — 12

非上市股本投資

(t) 深圳聯合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3.00% 15,000 不適用 12,270 — — (1,973) (1,973)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於上市及非上市投資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
算之財務資產虧損淨額分別約為45,490,000港元及1,973,000港元（「公平值虧損」）。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所持有上市投資，已變現虧損及未變現虧損所佔虧
損淨額分別約為14,259,000港元及24,963,000港元。而截止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所持但於年內出售之上市投資，已變現虧損及未變現收益所佔收益淨額分別
約為9,595,000港元及3,327,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持有之非上市投資，未變現虧損所佔虧損約為1,973,000

港元。非上市投資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乃由獨立專業估值師評估。
公平值虧損是由於上市及非上市投資表現不佳。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二零一九年年報之所有其他資料保持不變。

代表董事會 

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劉海龍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志恆先生；非執行董事劉海龍先生（主
席）及劉陽先生（副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明先生、曾松星先生、張彬先生及王
瑞陽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