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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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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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NCIAL LEASING GROUP LIMITED
中 國 金 融 租 賃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12）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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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經由本公司之核數師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審核
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88 54
其他收入 — 3,107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虧損淨額 (27,099) (6,127)
行政開支 (2,353) (4,441)  

經營虧損 (29,364) (7,407)
融資成本 (225) (789)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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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 5 (29,589) (8,196)
所得稅開支 6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9,589) (8,19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3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9,589) (8,161)  

每股虧損 7 港仙 港仙
— 基本 1.46 0.43  

— 攤薄 1.46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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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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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
使用權資產 211 339
可退回租賃按金 62 62  

279 404  

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 48,955 74,514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756 13,002
銀行及現金結餘 14,794 120  

73,505 87,636  

流動負債

應付保證金及應計費用 4,820 5,547
借貸 200 1,650
租賃負債 234 270  

5,254 7,467  

流動資產淨值 68,251 80,16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8,530 80,573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96  

資產淨值 68,530 80,47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46,253 38,553
儲備 22,277 41,924  

總權益 68,530 80,477  

每股資產淨值（港仙╱每股） 9 2.96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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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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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而編製。中期財務
報表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獲授權刊發。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與二零二零年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同之會計政
策編製，惟預期於二零二一年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之
詳情載於附註2。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
設，而有關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及以本年累計至今為基準計算之經呈報資產
與負債、收入及支出之金額。實際結果可能與估計金額有所出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包含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經挑選之附註解釋。附
註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二零二零年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而言屬重大之
事項及交易之闡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無包括根據所有適用之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完整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料。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與其營運相關及於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
的會計年度生效的全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並無重
大影響。

多項新訂準則及經修訂準則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且可提早應用。本
集團在編製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並未提早採納任何即將頒佈的新訂準則或經修訂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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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期內確認之收入如下：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 —

股息收入 88 54  

88 54  

期內來自上市股本證券買賣之所得款項總額約為3,19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37,480,000港元）。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之已變現虧損及未變現虧
損（二零二零年：未變現收益）分別約為2,328,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9,525,000港元）及24,771,000港
元（二零二零年：13,398,000港元），其總和呈列於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透過損益按公
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虧損淨額」項目內。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識別其經營分部，並根據本集團執行董事獲提供以作本集團各業務分部之資源分配及
評估該等分部表現的定期內部財務資料而編製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僅識別一個分部，而該分
部之唯一業務為投資上市及非上市證券。概無呈列按業務分部劃分之分部資料獨立分析。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及其非流動資產並無按地區呈列，乃由於香港以外之地區分部於所
有分部之總額中所佔份額少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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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經扣除下列各項得出：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費用 — 210

使用權資產折舊費用 127 20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費用 3 765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 669 1,05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8 36  

6. 所得稅開支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報表內就香港利得稅作出任何撥備（二零二零年：無）。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動用稅項虧損約為306,94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302,116,000港元），可抵銷未來溢利及須獲稅務局的核准。由於未能預測未來溢利來源，
故並未就此等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根據現行稅法，稅項虧損可無限期結轉。

於報告日期，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遞延稅項負債（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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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約29,58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8,196,000港元）及
加權平均數2,029,749,330股（二零二零年：1,888,847,684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任何攤薄潛在普通股，因此截
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8.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9. 每股資產淨值

每股資產淨值乃根據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約68,53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80,477,000港元）及2,312,649,882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27,649,882股）之已發
行普通股計算。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約為2.96港仙（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4.1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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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未來展望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業務為透過多元化投資組合，投資於上市及非上市證
券，以獲取短中期資本升值。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進行
了良好控制。然而，目前尚無完全鬆懈保持社交距離的時間表。同時，由於感染新型
冠狀病毒變異毒株Delta（德爾塔）毒株的病例激增，海外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沒有顯
示出成功遏制的跡象。

除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外，美利堅合眾國（「美國」）的通貨膨脹率飆升，以及對中國反
壟斷政策的擔憂加劇，限制了市場業績的增長。展望經濟從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中復
甦，恆生指數於二零二一年二月曾一度達到31,100點以上，但其於二零二一年六月收
市約28,800點，從頂部下跌超過約2,300點或7.4%。恆生科技指數的表現較差，於二零
二一年二月達到超過11,000點，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底下跌約2,850點或25.9%至8,150點。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上市投資的公平值虧損淨額約為
27,099,000港元。

展望二零二一年下半年，市場將對海外新型冠狀病毒變異毒株Delta（德爾塔）毒株的
嚴重性，日益緊張的中美關係及中國政策導向持謹慎態度。股票市場預期仍然艱難及
脆弱。本集團將繼續監察市場活動，並探索上市及非上市投資機會，以分散投資組合
及尋求穩定的投資，以降低風險集中度，從而提高本公司股東的投資回報。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約29,589,000港元（二零二零
年：8,196,000港元），虧損主要歸因於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虧損（已變現
虧損及未變現虧損）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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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公司主要從事透過投資於上市及非上市股本證券之多元化投資組合，達致短中期
資本升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性質並無變動。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之公平值總額約為48,955,000港元（於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4,514,000港元）。

期內來自上市股本證券買賣之所得款項總額約為3,19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37,480,000

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之
已變現虧損及未變現虧損（二零二零年：未變現收益）分別約為2,328,000港元（二零二
零年：19,525,000港元）及24,77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3,39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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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約為
48,955,000港元。本集團之主要上市證券詳情載列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所投資公司名稱 股份數目

所持權益 
概約百分比 成本 市價

市值╱ 
公平值

應佔本集團 
淨資產之 
投資概約 
百分比

收取之 
股息 股息比率 出售款項

已變現 
虧損

未變現 
收益╱ 
（虧損）

公平值 
收益╱ 
（虧損）

（千股） （千港元） （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股本證券

(a) 興銘控股有限公司(8425)（「興銘」） 16,464 4.12% 18,250 0.790 13,007 18.98% — 不適用 — — (12,019) (12,019)

(b) ISP Global Limited(8487)（「 ISP」） 11,130 1.39% 10,486 0.820 9,127 13.32% — 不適用 — — (11,687) (11,687)

(c) 德斯控股有限公司(8437)（「德斯」） 24,896 3.46% 12,243 0.285 7,095 10.35% — 不適用 — — (1,494) (1,494)

(d) 米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1715) 
（「米技國際」）

42,460 2.83% 7,054 0.182 7,728 11.28% — 不適用 — — (349) (349)

(e) WAC Holdings Limited (8619)（「WAC」） 10,638 1.11% 20,342 0.100 1,064 1.55% — 不適用 — — (2,587) (2,587)

(f) 春能控股有限公司(8430)（「春能」） 6,810 少於1% 3,202 0.120 817 1.19% — 不適用 1,328 (1,164) 851 (313)

(g) 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9988) 
（「阿里巴巴」）

4 少於1% 886 220.000 880 1.28% — 不適用 — — (6) (6)

(h) Pacific Legend Group Limited (8547)
（「Pacific Legend」）

14,100 1.18% 849 0.174 2,453 3.58% — 不適用 — — 1,593 1,593

(i) 金侖控股有限公司(1783)（「金侖」） 5,860 少於1% 1,181 0.310 1,817 2.65% — 不適用 — — 943 943

(j) 萬勵達國際有限公司(8482)（「萬勵達」） 6,750 少於1% 1,587 0.320 2,160 3.15% — 不適用 — — 573 573

(k) 其他上市投資 不適用 不適用 7,958 不適用 2,807 4.10% 88 不適用 1,867 (1,164) (589) (1,753)            

總計 不適用 不適用 84,038 不適用 48,955 71.43% 88 不適用 3,195 (2,328) (24,771) (27,099)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市投資公平值虧損淨額約為27,099,000港元。

就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所持有上市投資而言，已變現虧損及未變現虧損所佔
公平值虧損淨額分別約為1,018,000港元及25,133,000港元。就該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持但已出售之上市投資而言，已變現虧損及未變現收益所佔公
平值虧損淨額分別約為1,310,000港元及362,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非上市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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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興銘

興銘主要從事提供臨時吊船及其他設備（如塔式起重機及發電機）的租賃服務及
設備及零部件貿易。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興銘之股東應佔經
審核綜合溢利約為4,579,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興銘之股東應佔
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124,389,000港元。

本公司的投資委員會（「投資委員會」）注意到興銘收入減少主要由於固定吊船業務
的交易收益減少。

投資委員會認為，未來幾年內公屋的需求仍會很高，因此，在未來幾年內，對興
銘臨時吊船和塔式起重機的需求仍會旺盛。

(b) ISP

ISP主要於新加坡從事銷售、安裝及維護音響、通訊系統解決方案及警報系統。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ISP之股東應佔未經審核綜合溢利約
為46,817新加坡元（「新加坡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ISP之股東應佔未
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14,561,000新加坡元。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ISP的收益減少是由於ISP新加坡的業務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的不利影響，以及行政開支及匯兌虧損增加。

投資委員會認為ISP致力於提高業務營運效率及盈利能力，從長遠來看，其在中
國市場的擴張可能對ISP有利。

(c) 德斯

德斯主要為醫療及外科服務供應商，為皮膚科內不同領域的客戶群提供服務。於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德斯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虧損約為
9,272,000新加坡元（「新加坡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德斯之股東應
佔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5,531,000新加坡元。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德斯業務受到打擊，是由於新加坡、香港和全球各地於二零二
零年全年內均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政府嚴格的措施和封鎖對診所運營產生不
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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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委員會認為，若政府放寬新型冠狀病毒防控措施並在新加坡快速實施大規模
疫苗接種，德斯在新加坡的業務將繼續恢復穩定增長。

(d) 米技國際

米技國際主要從事於中國開發、製造及出售優質廚房用具。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米技國際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虧損約為人民幣（「人民
幣」）19,950,000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米技國際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
合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68,749,000元。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米技國際遭受虧損，是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導致其零售銷
售業績下滑及供應商延遲供應原材料。

投資委員會認為，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得到良好控制，米技國際可能從中國零
售市場的復甦中受益。

(e) WAC

WAC為專注於全面結構及岩土工程設計領域的建築工程顧問（主要於香港及澳門
提供顧問服務）。其顧問服務主要涵蓋：(i)結構工程；(ii)岩土工程；(iii)若干土木
工程執業領域；及(iv)材料工程。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WAC之
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溢利約為6,315,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WAC

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70,096,000港元。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WAC的收入增加是由於建設新物業的結構及岩土工程顧問
服務以及電子商務零售在線平台諮詢服務的貢獻的收入增加。

投資委員會認為WAC將繼續爭取更多工程顧問服務合約，以擴大市場份額。

(f) 春能

春能為新加坡物流行業的運輸及儲存服務供應商，為客戶提供貨車運輸及集散服
務。貨車運輸服務指將貨物（主要為集裝箱）從客戶指定提貨地點運輸至指定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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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春能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虧損
約為811,410新加坡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春能之股東應佔未經審核
綜合資產淨值約為19,827,000新加坡元。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春能的收入減少是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導致貿易經濟前景
不明朗及若干國家的港口關閉數月，客戶的需求量減少。

投資委員會認為，春能可能受益於新加坡的經濟復甦，這可能會導致其公司擴大
市場份額並得以增長。

(g)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線商務公司之一，專門從事電子商務、零售、互聯網
和技術領域。該公司提供各種業務服務，包括生活服務、C2C（消費者對消費者）
服務及電子支付服務。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阿里巴巴之股東應
佔經審核綜合溢利約為人民幣1,503.08億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阿里巴
巴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9,374.7億元。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阿里巴巴的收入增長主要由於其活躍用戶群的持續增長及高
鑫零售的收入貢獻。

投資委員會認為，阿里巴巴的許多業務線可能會繼續穩定增長，而撤銷下行監管
措施可能會恢復機構對市場的興趣。

(h) Pacific Legend

Pacific Legend主要經營家具及相關家具配飾業務，包括零售、企業銷售等及家具
及家居配飾租賃。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Pacific Legend之股東
應佔經審核綜合虧損約為43,83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Pacific 

Legend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89,116,000港元。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Pacific Legend的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
發導致零售業的低迷及企業樣板房的延遲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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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委員會認為，由於市場競爭激烈，Pacific Legend的經營環境仍將面臨挑戰，
其盈利能力的恢復取決於其削減成本的能力。

(i) 金侖

金侖主要於香港以總承建商身份從事提供上層結構建築及修葺、維護、改建及加
建工程服務。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金侖應佔經審核綜合虧損約
為12,314,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金侖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資產
淨值約為167,957,000港元。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金侖遭受較高虧損是由於年度可供投標的項目數量減少及行
業競爭加劇。

投資委員會認為，金侖成功獲得了幾個相當大的建築施工合同，因此其即將到來
的收入將從中受益。

(j) 萬勵達

萬勵達主要提供(i)空運代理及相關物流服務；及(ii)海運代理及相關物流服務。於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萬勵達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溢利約為
4,849,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萬勵達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資產
淨值約為52,346,000港元。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萬勵達的收入增加是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空運倉位的
需求上升。

投資委員會認為，一旦歐洲和美國客戶的經濟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後恢復，萬
勵達可能會從其增加的需求中進一步受益。

(k) 其他上市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八日，國盛投資基金有限公司（1227）（「國盛投資基金」）根據香
港法例第32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之規定在HCCW 67/2020中被香港高等
法院頒令清盤，而破產管理署署長因其職位而成為國盛投資基金的臨時清盤人。
於同日，國盛投資基金之股份暫停買賣，而投資於國盛投資基金的公司賬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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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449,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就於國盛投資
基金投資成本約3,550,000港元悉數作出減值撥備。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融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之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14,794,000港元（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0,000港元），主要以港元計值。本集團將監控風險，並會於
必要時採取審慎措施。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本集團總計息負債對本集團總
權益之比率）為4.22%（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36%）。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淨資產約為68,53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80,477,000港元），除應付保證金約為2,69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2,666,000港元）及貸款約為2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50,000

港元）外，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其他借貸或長期負債。

股本結構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312,649,882股（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927,649,882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股份。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本公司與東方滙財證券有限公司（「東方滙財」）（作為配
售代理）訂立一項配售協議，據此，東方滙財同意盡力以每股配售股份一0.1港元配售
最多321,00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本公司新股份（「配售股份一」）予不少於六名承
配人（為專業投資者（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股份配售所得款
項之擬定及實際用途為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投資。配售交易已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
十三日完成及合共已發行321,000,000股股份。所得款項總額及淨額分別約為32,100,000

港元及31,137,000港元。每股配售股份一淨價約為0.097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一名配售代理訂立一項配售協議，據此，東方
滙財同意盡力以每股配售股份二0.047港元配售最多385,00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
本公司新股份（「配售股份二」）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為專業投資者（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股份配售所得款項之擬定及實際用途為用作本公司的一般營運資金及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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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之潛在投資。配售交易已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完成及合共已發行385,000,000

股股份。所得款項總額及淨額分別約為18,100,000港元及17,600,000港元。每股配售股
份二淨價約為0.046港元。

報告期後事項

(a)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建議本公
司股本中的每十(10)股現有股份合為一(1)合併股。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有
2,312,649,882股已發行的全額支付或記為全額支付的現有股份，於股份合併生效
后，將有231,264,988股已發行的全額支付或記為全額支付的合併股份。於二零二
一年七月十二日，現有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以每手20,000

股現有股份為單位進行交易。建議在股份合併生效后，在聯交所交易的每手股票
由20,000股現有股改為10,000股合併股份。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日，董事會宣佈，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日舉
行的特別股東大會上以投票方式正式通過擬議的普通決議案，以審議擬批准股份
合併的普通決議案。董事會宣佈，股份合併的所有先決條件已得到滿足，股份合
併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效。

(b)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至本中期業績批准之日，持有的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
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產生的已變現虧損及未變現虧損分別為2,222,000港元和
8,472,000港元。

除上文所述外，於財務報告日期後，概無發生重大事項。

僱員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3名僱員。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總薪金（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669,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052,000港元）。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約為47,391,000港元之上市證券用作應付保證金抵押（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4,514,000港元）。除上文所述外，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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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或然負債（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重大投資於管理層討論及分析「股本投資」一節
呈列。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
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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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有關之行為守則。在向全體
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彼
等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採納載列於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中之守則條文。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前企業管治守則載列之守
則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任期獲委任，並須接受
重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未按指定任期獲委任，但須根據本公司之章程細則每三年至
少輪值退任一次。

除上述者外，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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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上市規則之審核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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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
別為陸志成先生（作為主席）、王瑞陽先生、林維蕆先生及許一安先生。審核委員會已
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為及代表董事會 

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劉海龍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招偉立先生及呂卓恒先生；非執行董事劉
海龍先生（主席）及肖深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瑞陽先生、林維蕆先生、陸志成先
生及許一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