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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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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收入 3 47  428

其他經營收益 50      1,093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之  
  收益╱（虧損）淨額 1,125 (32,427)

行政開支 (4,877) (6,516)

未計所得稅前虧損 5 (3,655) (37,422)

所得稅開支 6 – –

期內虧損 (3,655) (37,422)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3,655) (37,422)

每股虧損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  基本
  -  攤薄

7 1.08 港仙
不適用

( 重列 )
11.1 港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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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千港元

資產與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18      948

其他應收款項 3,054 –

3,872 948

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 8 3,102 3,70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381 3,38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 1,979 4,909

5,462 11,997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31 1,487

流動資產淨額 3,931 10,51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7,803 11,458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認股權證儲備
累計虧損

10 3,373
11,483

987
(8,040)

84,336
11,483

987
(85,348)

總權益 7,803 1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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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股本
千港元

股份溢價
千港元

認股權證
儲備

千港元
累計虧損

千港元
總計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84,336 11,483 – (31,139) 64,680

期內虧損
 （期內全面收支總額） – – – (37,422) (37,422)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4,336 11,483 – (68,561) 27,258

股本
千港元

股份溢價
千港元

認股權證
儲備

千港元
累計虧損

千港元
總計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84,336 11,483 987 (85,348) 11,458

期內虧損
 （期內全面收支總額） – – – (3,655) (3,655)

削減股本 (80,963) – – 80,963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373 11,483 987 (8,040) (7,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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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2,903) (5,89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27) (3,446)

現金及等值現金項目減少淨額 (2,930) (9,344)

於期初之現金及等值現金項目 4,909 23,330

於期末之現金及等值現金項目 1,979 13,986

現金及等值現金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現金 1,979 2,582

短期銀行存款 – 11,404

1,979 1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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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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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

該等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
報表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金融工具除外，其按
公平值計量（如適用）。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時所採納者一致，惟下文所述
者除外。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有關準則與本集團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財務期間之財務報
表相關並且有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
 （二零零七年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之修訂

對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投資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
  之修訂

股份付款－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詮釋第 9 號及香港
  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修訂

嵌入式衍生工具

多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八年年度改良修訂

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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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除下列者外，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令本集團之會計政
策（即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
者）出現變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二零零七年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二零零七年修訂）對主要財務報表之形式與標題，以
及該等報表內某些項目之呈列作出若干修改。有關修訂亦引起額外披露。本集團
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之計量及確認方法維持不變。然而，以往直接於權益確
認之若干項目現在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影響擁有人權益變
動之呈列方式，並引入「全面收益表」。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符合修訂後的準
則規定。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之修訂－對附屬公司投資的成本

該修訂規定投資者在損益中確認一間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股息，
而不論該等分派乃源自投資對象之收購前或收購後儲備。於過往年度，本公司自
收購前儲備確認股息，作為收回其於附屬公司之投資（即降低投資成本）。過去
僅來自收購後儲備之股息會於損益確認為收入。

根據新會計政策，若股息分派過多，將根據本公司有關非財務資產減值之會計政
策對該投資進行減值測試。

於本中期期間，本公司並無收到旗下附屬公司之股息。本集團已經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 27 號之修訂提前應用新會計政策，因此並無重列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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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良修訂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
  之修訂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付款之交易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
 （修訂）

業務合併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 號
  之修訂

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業務－非流動資
  產（或出售組別）分類為持作出售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 17 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 18 號

轉讓客戶的資產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之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1

附註：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視情況而定）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的修訂
3.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修訂）或會對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首個年度報告期間
開始當日或之後的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帶來影響。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修訂）將影響母公司於附屬公
司擁有權變動（並無失去控制權）之會計處理，有關變動將按股本交易之方式入賬。

本公司董事預料應用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將不會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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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營業額

期內確認之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 47 428

收入 47 428

本 期 間 買 賣 證 券 所 得 款 項 總 額 達 1,931,000 港 元（ 二 零 零 八 年：954,000 港
元）。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採納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經營分
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規定，須按照有關本集團組成部份之內部報告來
劃分經營分部，有關內部報告是執行董事為分配資源予分部以及評估分部表現而
定期審閱。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劃分之本集團須予報告分部，與過往年
度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4 號「分部報告」所呈列之業務分部一致。

由於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於上市及非上市公司，因此並無呈列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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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計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未計所得稅前虧損經扣除下列各項得出︰

土地及樓宇相關經營租賃費用 730 433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 1,171 1,58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1 48

折舊 157 158

6. 所得稅開支

由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中期財
務報表內就香港利得稅作出任何撥備（二零零八年：無）。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動用稅項虧損為約 56,826,000 港元（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2,147,000 港元）。由於未能肯定未來溢利來源，因此
並未確認遞延稅項資產。根據現行稅法，稅項虧損可無限期結轉。

於結算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遞延稅項負債（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3,655,000 港元（二零零八
年：虧損 37,422,000 港元）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37,344,000 股（二零零八年：
337,344,000 股（經重列））計算。

由於兩個期間並無可帶來攤薄影響之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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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千港元

上市股本證券，按市值 3,102 3,706

該等投資之公平值乃經參考彼等於結算日之買入報價而釐定。透過損益按公平值
計算之財務資產於經營活動內呈列，作為現金流量表內營運資金變動之一部分。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乃計入收益表內，列為透過損益
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之（虧損）╱收益淨額。

9.  現金及等值現金項目

現金及等值現金項目包括下列元素：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千港元

銀行及手頭現金 187 816

活期存款 1,792 1,085

短期銀行存款 – 3,008

1,979 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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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每股面值
   0.25港元之普通股（二零零八年：
   每股面值 0.05 港元之普通股）  1,200,000,000  300,000  6,000,000,000  300,000 

股份拆細－ 1 股每股面值 0.25 港
   元之普通股拆細為 25 股每股面
   值 0.01 港元之普通股  28,800,000,000 – –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每股面
   值 0.01 港元之普通股（二零零八
   年：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30,000,000,000  300,000  6,000,00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每股面值
   0.25 港元之普通股（二零零八
   年：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337,344,000  84,336  1,686,720,000  84,336 

削減股本－ 1 股每股面值 0.25 港
   元之普通股改為 1 股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普通股 –    (80,963) –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每股面
   值 0.01 港元之普通股（二零零八
   年：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337,344,000  3,373  1,686,720,000  84,336 

     
根據一項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股東批准建議削
減股本，方式為透過將每股已發行股份之繳足股本註銷達 0.24 港元，即將本公司
之每股已發行股份面值由 0.25 港元削減至 0.01 港元。此舉旨在註銷本公司之累
計虧損，並將結餘轉撥至本公司之可供分派儲備。該建議股本削減須待開曼群島
大法院批准。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開曼群島大法院頒出一項命令，確認
本公司之股本削減，且該股本削減已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開曼群島時間）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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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承擔

經營租賃承擔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千港元

一年內 1,019 1,120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310

1,019 1,430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租用其若干辦公室物業。該租賃初步為期一至兩年，可於屆
滿日期或本集團與業主／出租人雙方協定之日期選擇重訂租賃條款。該租賃不包
括或有租金。

12.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13. 關連人士交易

(a) 期內，除本中期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披露者外，本集團有以下主要關連人士交易：

附註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截至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已付／應付予盈富資產有限公司之投
  資管理費 (i) 330 150

已付予環球策略集團有限公司之租金
  及物業管理開支 (ii) 15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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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關連人士交易（續）

 附註：

 (i) 按本公司與盈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前稱「泓福資產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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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管理協議可續延，每次為期三年，並將於三年年期或任何有關接續年期之最
後一日屆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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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協議則作別論。

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投資經理之管理月費己改為固定金額，每月 55,000 港元。  

本公司執行董事陳志鴻先生擁有投資經理之股本權益並且為投資經理之其中一名董事。

 (ii) 期內，已向環球策略集團有限公司支付 15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 52,000 港元）作為位於香港
灣仔港灣道 23 號鷹君中心 2609 室之辦公室物業之租金及物業管理開支。本公司執行董事蔡國雄
先生亦為環球策略集團有限公司之主要股東。該等租金及物業管理開支經參考有關各方磋商之條
款釐定。

(b) 僱員福利成本及董事酬金中包括主要管理層人員之薪酬，包括以下分類：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130 755

定額福利計劃供款 2 6

132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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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約 3,655,000 港元，較
去年同期的虧損淨額 37,422,000 港元減少 33,767,000 港元，主要原因為集團投資策
略轉為保守，令到虧損淨額收窄。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約為
7,803,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458,000 港元）。

業務回顧

誠如二零零八年年報所詳述，本集團在金融海嘯期間採取了謹慎的態度去面對租賃行
業中的不明朗及風險因素，為了更有效地控制風險，集團將投資策略由原來投資於風
險及回報變數較大的可換股票據，轉為投資於有穩定回報的借貸融資，並爭取將投資
項目內之條款修訂得更保守。本年度上半年，整體金融投資環境回順，對集團之股票
投資有利。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主要為上市證券）之總公平值為
3,102,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06,000 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 47,000 港元之收入（二零零八年：
428,000 港元）。期內之財務資產公平值收益為 1,125,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虧損
32,427,000 港元），主要來自上述股本證券之公平值收益。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融資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之現金及等值現金項目約為 1,979,000 港元（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909,000 港元），主要以港元及澳元計值。本集團將監
控風險，並會於必要時採取審慎措施。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淨資產
7,803,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458,000 港元），及並無借貸或長期
負債。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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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結構

根據一項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股東批准建議削減股
本，方式為透過將每股已發行股份之繳足股本註銷達 0.24 港元，即本公司之每股已
發行股份面值由 0.25 港元削減至 0.01 港元。此舉旨在註銷本公司之累計虧損，並將
結餘轉撥至本公司之可供分派儲備。該建議股本削減須待開曼群島大法院批准。於二
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開曼群島大法院頒出一項命令，確認本公司之股本削減，且
該股本削減已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日（開曼群島時間）生效。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五日及三十日刊發之公佈中，董事會宣佈本集團建議於六個月期
間內發行不多於 4 批本金額最多 41,250,000 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各批本金額不少於
5,000,000 港元。每股兌換股份之兌換價將為 0.0275 港元或本公司不時公佈之每股股
份最新資產淨值之 110% 的金額（以較高者為準），可予調整。可換股票據按年利率 2%
計息，須於到期前支付利息。可換股票據之到期日為發行後三年。此建議已獲股東於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及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之日期，本公司並未發行可換股票據。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僱員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 10 名僱員，包括 2 名執行董事。於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總薪金及住屋成本為 1,171,000 港元及董事袍金為
527,500 港元。本集團之薪酬政策按年檢討，並符合現行市場慣例。

於本期間內，並無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七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向本集團任
何董事或僱員授出任何本公司之購股權。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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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未曾知悉有任何或然負債。

重大投資

本集團重新調整其投資策略重心至直接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境內之金
融租賃投資機會，及可能與中國一間飛機引擎租賃公司進行之交易已分別於二零零七
年九月及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宣佈。

業務回顧與未來展望

於過去六個月內，本集團主要清理餘下之上市證券投資。由於股票及金融市場整
體表現轉好，業績調整理想，產生收益合共約 1,1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虧損
32,000,000 港元）。

董事會已於去年檢討本公司之投資策略，並決定本公司將會繼續專注中國之租賃融資
市場。隨著中國之租賃融資法規日漸完善，董事會相信投資於該市場可以為股東帶來
更大回報。董事會將會繼續在中國之租賃融資市場內物色投資機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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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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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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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V 部第 7 及第 8 分部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
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規定彼等被視作或當作擁有之權益或淡倉）；
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 條須記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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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
權益或淡倉如下：

在本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之權益

董事姓名 權益類別 好倉╱淡倉 所持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百分比

陳志鴻先生 實益權益 好倉 199,000 0.06%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
公司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 條而須予記錄之權益
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而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 2009

18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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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外）在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之權益
或淡倉載列如下：

在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

股東姓名 權益類別 好倉╱淡倉 所持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百分比

管亮先生 實益擁有人 好倉 25,000,000 7.4%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其他人士因其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
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而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 條規定備存之登
記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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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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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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經取消或修訂，
否則於採納日期起十年內有效。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及於二零零九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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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贖回或
出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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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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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並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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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中
所載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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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余文耀先生（擔任主席）、鍾
琯因先生及鍾樹根先生，而本公司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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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蔡國雄先生（主席）及陳志鴻先生（署理行政總
裁），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余文耀先生、鍾琯因先生及鍾樹根先生。

代表董事會
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謝錦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