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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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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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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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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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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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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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43 88
其他收入 16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淨額 1 —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虧損淨額 (9,130) (27,099)
行政開支 (1,978) (2,353)  

經營虧損 (11,048) (29,364)
融資成本 (7) (22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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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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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虧損 5 (11,055) (29,589)
所得稅開支 6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11,055) (2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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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1,055) (29,589)  

(經重新列報)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7
 — 基本 4.78 14.58  

 — 攤薄 4.78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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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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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7

使用權資產 485 85

可退回租賃按金 60 62  

568 164  

流動資產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 25,273 25,764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5 2

銀行及現金結餘 10,188 21,125  

35,486 46,891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0 437

租賃負債 259 96  

359 533  

流動資產淨值 35,127 46,35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695 46,522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29 —  

資產淨值 35,466 4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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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46,253 46,253

儲備 (10,787) 269  

總權益 35,466 46,522  

每股資產淨值（每股港仙） 9 15.3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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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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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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
九日獲授權刊發。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與二零二一年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同之會計政
策編製，惟預期於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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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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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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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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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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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 —

股息收入 43 88  

43 88  

期內來自上市股本證券買賣之所得款項總額約為49,34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195,000港元）。截
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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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益（二零二一年：未變現虧損）分別約為10,51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328,000港元）及1,387,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未變現虧損24,77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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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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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另外呈列按業務分部劃分的分部資料分析。

本集團並無呈列按地區劃分的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及非流動資產，原因是香港境外地區分部之
收入少於所有分部總額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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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前虧損

截至 

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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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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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權資產折舊費用 129 12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費用 4 3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 428 66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8 28  

6. 所得稅開支

由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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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無）。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動用稅項虧損約為354,85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347,29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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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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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9,589,000港元）
及加權平均數231,264,988股（二零二一年（經重新列報）：202,974,933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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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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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9. 每股資產淨值

每股資產淨值乃根據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約35,46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6,522,000港元）及231,264,988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1,264,988股）之已發行
普通股計算。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約為15.34港仙（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0.1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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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未來展望

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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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市場繼續受到持續的俄烏衝突、能源價格飆升以及美國
通脹恐慌引發利率上行等因素的不利影響。聯儲局緊縮的貨幣政策亦引發對美國經
濟可能陷入衰退的恐慌，因此美國股市全線大幅偏軟，標準普爾指數於二零二二年首
六個月下跌20.6%。第二季度中國爆發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導致內地多個主要城市大
規模封鎖，而對內地房地產市場信貸緊縮危機的擔憂較去年加劇。基本上，自今年年
初以來，對大多數人來說投資環境非常艱難，股票、債券、黃金、加密貨幣等價格全
線下跌。上述所有因素促使恒生指數進一步下試低位，三月中旬跌至盤中低點18,235

點，六月底收於約21,859點，較二零二一年年底水平再下跌6.6%。恒生科技指數亦下
跌14.1%。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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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0,000港元。

展望二零二二年下半年，中國將如何應對持續存在的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形勢，將在一
定程度上決定內地經濟的未來表現，因為其嚴格隔離政策的任何輕微放鬆將會被市場
視為逐步向世界開放的姿態，定會刺激受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衝擊的各個行業的經濟
增長。另一方面，雖然美國在短期內仍將收緊貨幣政策，但即將於十一月舉行的中期
選舉可能會改變金融市場的格局。由於預計民主黨將於即將舉行的中期選舉中失去
部分席位，拜登政府可能會尋找刺激經濟的方法，逐步放鬆貨幣政策可能提早出現。
加上在過去一年左右的股市低迷之後，許多優質股票的估值現正具有吸引力，我們認
為增持部分股票其下行空間有限。本集團將照常繼續監察市場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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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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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虧損約11,055,000港元（二零二一
年：29,58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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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虧損及未變現收益）淨額。虧損減少主要因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虧
損減少以及經營支出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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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性質並無變動。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之公平值總額約為25,273,000港元（於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764,000港元）。

期內來自上市股本證券買賣之所得款項總額約為49,34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195,000

港元）。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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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二零二一年：未變現虧損）分別約為10,517,000港元（二零二
一年：2,328,000港元）及1,38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未變現虧損24,77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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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約為
25,273,000港元。本集團之主要上市證券詳情載列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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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淨資產 

應佔之投資概 

約百分比 已收股息 股息比率 出售所得款項

已變現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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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興銘控股有限公司(8425)（「興銘」） 16,328 4.08% 18,099 0.315 5,143 14.50% — 不適用 — — (816) (816)

b) 米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1715)（「米技國際」） 33,820 2.25% 5,640 0.135 4,566 12.87% — 不適用 142 8 (2,572) (2,564)

c) 盈富基金(2800)（「盈富基金」） 100 少於1% 2,082 22.280 2,228 6.28% 9 不適用 1,985 (295) 70 (225)

d)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700）（「騰訊」） 4 少於1% 1,505 354.40 1,418 4.00% 7 18.06 876 (217) (178) (395)

e)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上市基金(2828)（「恒生中國企

業指數上市基金」） 14 少於1% 1,180 77.74 1,088 3.07% — 不適用 525 (179) (41) (220)

f) 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1372）（「中國碳中

和」） 1,600 少於1% 7,053 2.920 4,672 13.17% — 不適用 — — (2,381) (2,381)

g) 環亞國際醫療科技集團有限公司（1143）（「環亞」） 20,000 1.66% 2,024 0.105 2,100 5.92% — 不適用 — — 76 76

h) Apple Inc.(AAPL)（「Apple」） 0.8 少於1% 836 1,072.746 858 2.42% — 不適用 667 16 22 38

i)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883）（「中海油」） 50 少於1% 509 10.360 518 1.46% — 不適用 — — 9 9

j)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1299)（「友邦保險」） 23 少於1% 1,827 85.050 1,956 5.52% 25 4.48 513 8 177 185

k) 德斯控股有限公司(8437)（「德斯」）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不適用 2,089 (6,887) 6,458 (429)

l) iShares安碩恒生科技ETF(3067)（「恒生科技ETF」）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不適用 2,261 (272) 225 (47)

m)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941)（「中國移動」）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不適用 2,756 126 30 156

n)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17)（「新世界」）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不適用 1,984 36 — 36

o) 迪臣發展國際集團投資有限公司（262）（「迪臣」）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不適用 6,198 (263) — (263)

p) 中國天化工集團有限公司（362）（「中國天化工」）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不適用 1,305 (498) — (498)

q) 中國寶力科技控股有限公司(164)（「中國寶力」）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不適用 3,210 (1,238) — (1,238)

r) 其他上市投資 不適用 不適用 786 不適用 726 2.05% 2 不適用 24,836 (862) 308 (554)            

總計 不適用 不適用 41,541 不適用 25,273 71.26% 43 不適用 49,347 (10,517) 1,387 (9,130)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上市投資公平值虧損淨額約為9,13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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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於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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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000港元及5,694,000港元。就該等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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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58,000港元及7,081,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集團概無非上市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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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興銘之股東應佔經
審核綜合虧損約為3,035,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興銘之股東應佔
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121,354,000港元。

本公司的投資委員會（「投資委員會」）注意到興銘收入增加主要由於設備安裝及檢
驗服務產生的收益增加。

投資委員會認為，未來幾年內公屋的需求仍會很高，因此，對興銘臨時吊船和塔
式起重機的需求仍會旺盛，但也注意到同行之間的競爭可能仍然很激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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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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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53,000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米技國際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
合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24,268,000元。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米技國際由於收入下降以及原材料價格飆升導致毛利率下降
的負面影響而遭受更大的損失。

投資委員會認為，該公司與上海才楨科技有限公司的潛在戰略合作可能為業務增
長帶來機遇，也是本公司客戶群多元化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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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盈富基金

盈富基金為旨在提供緊貼恒生指數表現之投資成績之交易所買賣基金。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恒生指數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持續表現低迷，而盈富基金乃
本公司在香港藍籌股領域獲得投資的最具成本效益的工具。

因此，投資委員會認為，倘恒生指數於本年度下半年出現上漲趨勢，我們於盈富
基金的股權有利於本公司二零二二年下半年的業績，同時也是擴大我們投資產品
組合的良好方式。

(d) 騰訊

騰訊是一家世界領先的互聯網及科技公司，致力於開發創新產品和服務，以改善
全球人民的生活質量。騰訊亦發佈一些全球最流行的視頻遊戲和其他高質量的
數字內容，豐富全球人們的互動娛樂體驗。騰訊亦提供雲計算、廣告、金融科技
及其他企業服務等一系列服務。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騰訊之
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溢利約為人民幣224,822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騰訊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806,299百萬元。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由於監管環境更加嚴格以及其一些關鍵運營部門的飽和，騰
訊的收入增長與幾年前相比顯著放緩。遊戲審批程序的延遲在短期內也損害了其
遊戲部門的增長。

投資委員會認為，雖然其大股東Naspers出人意料地宣佈計劃逐步拋售騰訊股票，
短期內對騰訊而言仍是不利，但其股價表現不佳已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此類負面
消息。騰訊仍然是中國科技行業管理最好的公司之一，許多投資基金繼續作為核
心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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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上市基金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上市基金是一種追蹤指數基金，旨在於扣除費用前盡可能接近
恒生中國企業指數的表現。恒生中國企業指數上市基金主要投資於H股指數成份
股。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恒生中國企業指數與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恒生指數表現相
似，整體持續疲軟。和本公司投資盈富基金策略一樣，我們於二零二一年下半年
增持此上市基金單位，這與我們認為香港市場於二零二二年將有更佳表現的觀點
一致，因此獲得中國相關股票領域的投資長遠而言將對本公司有利。

(f) 中國碳中和

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主要從事全球碳中和業務、土木工程建設業務以及
碳資產管理業務。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國碳中和之股東應
佔經審核綜合溢利約為267,651,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國碳
中和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為86,874,000港元。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中國碳中和在二零二一年初開始全球碳業務，因為中國等世
界各國都在大力推動相關政策，同時中國碳中和也停止運營汽車發動機業務等虧
損業務。

投資委員會認為，隨著資金的籌集，中國碳中和的財務狀況顯著增強，這將有利
於擴大碳中和業務。

(g) 環亞

環亞國際醫療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於「一帶一路」跨境供應鏈的增值服
務商和電子產品製造商，特別圍繞目標行業供應鏈的增值服務整合上下游資源，
選擇「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高增長、市場開發高的重點國家和城市進行戰略規劃。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環亞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虧損約為
46,397,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環亞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資產
淨值約為365,87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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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委員會注意到，隨著新冠疫情的不利影響開始減弱，環亞的EMS和通信產品
分銷業務去年實現了健康增長。

投資委員會認為，從長遠來看，中國放鬆生育政策以鼓勵三胎有助於環亞增長，
因為未來幾年對高端醫療健康服務業務的需求將逐步穩定增長。

(h) Apple

按收入計算，Apple是最大的科技公司（二零二一年總收入為833.6億美元），截至
二零二二年五月，Apple按市值計算是全球第二大公司、按銷量計算的第四大個
人電腦供應商和第二大手機製造商。Apple是美國五巨頭之一的信息技術公司，
與Alphabet、亞馬遜、Meta和微軟並駕齊驅。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鑑於Apple的收入來源多元化，並且是全球管理最好的公司
之一，其股價在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表現已經超過了其他美國科技股。因此，我
們將繼續尋找機會在弱勢時買入並在未來強勢時賣出。

(i) 中海油

中國海油石油集團有限公司是中國最大的海上油氣生產商。中海油成立於一九
八二年，總部設在北京。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已成為一家核心業務突出、產
業鏈完整、業務遍及40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化能源公司。該公司的五個主要業務
板塊分別為油氣勘探開發、工程技術服務、煉油與營銷、天然氣與發電、金融服
務。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海油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溢利
約為人民幣70,320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海油之股東應佔經
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480,912百萬元。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油價的飆升推動包括中海油在內的全球
石油公司的經營業績和股價，呈健康增長趨勢。展望未來，對美國經濟衰退的擔
憂將繼續影響對石油的需求，因此，投資委員會將繼續視中海油更多為中短期持
倉，這取決於油價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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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友邦保險

友邦保險是最大的獨立公眾上市泛亞人壽保險集團，業務遍及亞洲18個市場（包
括中國內地、香港、新加坡、泰國等），為超過3,900萬份個人保單持有人及1,600萬
名團體保險計劃的成員提供服務。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友邦
保險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溢利約為7,427百萬美元（「美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友邦保險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60,467百萬美元。

投資委員會注意到，二零二零年受疫情影響後，友邦保險的新業務價值和年化新
保費均在二零二一年業績中實現反彈性增長。因此，與二零二零年相比，二零二
一年的股息支付率更高。

投資委員會認為，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美元的強勁表現，加上二零二二年第二季度
內地城市的各種封鎖，可能會抑制友邦保險的中期業績增長。儘管如此，我們認
為這些不利影響可能是短期的，隨著許多亞洲國家的重新開放趨勢，友邦保險作
好準備在本年度後半段恢復增長。

(k) 德斯

德斯主要於新加坡從事透過醫療、外科、激光及美容療程，為各種皮膚問題提供
專業護理服務。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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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85,000新加坡元（「新加坡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德斯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4,567,000新加坡元。

(l) 恒生科技ETF

恒生科技ETF旨在追蹤由30家香港上市公司組成的科技股或科技型企業指數的
投資成績。投資委員會注意到，此ETF的管理費是其他恒生科技ETF股票中最低
的，而且參與交易商的數量眾多，使此ETF成為該領域中效率最高的ETF之一。

(m) 中國移動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是中國內地領先的電信服務提供商，在中國內地的所有31個
省、自治區及直轄市以及香港提供全方位的通信服務，擁有世界一流的電信運營
商，擁有全球最大的網絡和客戶群，盈利能力和市值排名處於領先地位。其業務
主要包括移動語音及數據業務、有線寬帶以及其他信息及通信服務。截至二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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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國移動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溢利約為人民幣
116,148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國移動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
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206,350百萬元。

(n) 新世界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為香港恒生指數成份股，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總資產
價值約為6,271億港元。其核心業務領域包括投資物業及物業發展，投資及╱或經
營道路、商用飛機租賃、建築、保險、酒店及其他戰略業務，業務遍及大中華區，
尤其是大灣區。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新世界股東應佔經審核綜
合溢利約為1,172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新世界股東應佔經審核綜
合資產淨值約223,329百萬港元。

(o) 迪臣

迪臣發展國際集團投資有限公司主要在中國內地從事建築承包業務的總承包商，
以及持有物業投資和發展，尤其是房地產和酒店行業。其他業務還包括安全、健
康相關和貿易業務。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迪臣之股東應佔經
審核綜合虧損約為27,274,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迪臣之股東應佔
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1,677百萬港元。

(p) 中國天化工

中國天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熱電業務，特別是牡丹井住宅供熱區，住宅供
熱總面積達400萬平方英呎。其亦從事生產電石業務。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年度，中國天化工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虧損約為450,353,000港元。於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中國天化工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88,709,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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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中國寶力

中國寶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主要從事多媒體技術和融媒體業務，特別是通過火車
媒體平台、展示媒體平台和融媒體等不同媒體渠道運營多媒體共享和廣告平台。
另一主營業務為伽馬射線乾磨乾選業務。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中國寶力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溢利約為96,614,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中國寶力之股東應佔經審核綜合負債淨值約為355,461,000港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之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10,188,000港元（二零二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1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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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計息負債，
因此本集團並無呈報資產負債比率（即本集團總計息負債對本集團總權益之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約為35,46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46,522,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並無借貸或長期負債。

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31,264,988股（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31,264,988股）每股面值0.20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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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滙財證券有限公司同意盡力以每股配售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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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配售股份淨
價約為0.04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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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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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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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售事項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之配售交易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所有相關費用）約為
17,600,000港元，用途如下：(i)約12,291,000港元用於投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之證券；及(ii)約5,309,000港元用於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當中包括主要為董事酬
金及員工開支的日常營運開支約3,015,000港元。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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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港元和2,915,000

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建議已發行股份的資本削減（「資本削減」）、股份
溢價削減（「股份溢價削減」）及未發行股份分拆（「分拆」），詳情如下：

(i) 資本削減涉及通過註銷已繳足股本至每股已發行股份0.19港元，使每股已發行股
份之面值由0.20港元削減至0.01港元，從而於有關削減後，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已發行股份將成為一股新股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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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股份溢價削減涉及削減股份溢價賬之進賬金額。資本削減及股份溢價削減所產生
之進賬將用於抵銷於資本削減生效日期之累計虧損，從而削減累計虧損。抵銷累
計虧損後股份溢價賬之進賬餘額（如有）可由本公司按所有適用法律以及本公司
之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所准許之任何方式動用。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並已正式通過上述決議案。本
公司已就資本削減向開曼群島大法院（「法院」）作出呈請，且本公司資本削減呈請的
聆訊已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在法院舉行，且法院頒令確認資本削減。實施資本削
減、股份溢價削減及分拆的所有其他先決條件均已達成。資本削減、股份溢價削減及
分拆已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生效。

自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起，本公司的股本結構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七月二十五日前

於二零二二年 

七月二十五日 

生效後

面值 0.20港元 0.01港元
法定股本金額 300,000,000港元 300,000,000港元
法定股份數目 1,500,000,000 30,000,000,000

已發行股本金額 46,252,997.60港元 2,312,649.88港元
已發行股份數目 231,264,988股 231,264,988股  

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向股東提呈一項議案，落實股份合併，其中涉及
將每四股已發行及未發行的每股面值0.01港元現有股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0.04港元
的合併股份（「合併股份」）（「股份合併」）。本公司進一步提議，在（其中包括）股份合併
生效的情況下，以於釐定享有供股配額的記錄日期（「記錄日期」）每持有一股合併股
份獲發兩股供股股份（「供股股份」）的基礎，按認購價每股供股股份0.38港元進行供股
（「供股」），以籌集不計開支前約43.9百萬港元的總所得款項（假設於記錄日期或之前概
無進一步發行或購回股份），方式為向合資格股東供股115,632,494股供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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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股份合併及供股條件已達成：

(i) 於股份合併生效後且於此之前概無配發、發行或購回其他股份，本公司法定股
本將為300,000,000港元，分為7,5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4港元的合併股份，其中
57,816,247股合併股份（已繳足或列賬記作繳足）將獲發行及繳足或列賬記作繳足。

(ii) 假設在記錄日期或之前沒有股份發行或購回，根據供股條款將發行的115,632,494

股供股股份佔股份合併生效後已發行合併股份總數的200%，佔經供股股份的發
行擴大的已發行合併股份總數的66.67%。

倘股份合併及供股生效，本公司的股本架構如下：

於股份合併生效前

於股份合併生效後

但在供股前 供股生效後

面值 0.01港元 0.04港元 0.04港元
法定股本金額 300,000,000港元 300,000,000港元 300,000,000港元
法定股份數目 30,000,000,000 7,500,000,000 7,500,000,000

已發行股本金額 2,312,649.88港元 2,312,649.88港元 6,937,949.64港元
已發行股份數目 231,264,988股 57,816,247股 173,448,741股   

有關股份合併及供股的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的
公告。

除上文所述外，於財務報告日期後，概無發生重大事項。

僱員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2名僱員。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總薪金（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42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669,000港元）。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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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或然負債（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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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
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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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在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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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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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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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許一
安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林維蕆先生及陳柏楠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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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董事會 

中國金融租賃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呂卓恒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呂卓恒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維蕆先
生、許一安先生及陳柏楠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