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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 Splendid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華泰瑞銀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06）

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之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
供上市之市場。有意投資之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
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之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
合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更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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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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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包括之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
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Sino Splendid Holdings Limited中國華泰瑞銀控
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之各董事（「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
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1)本公告
所載之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份；(2)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
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 (3)本公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
周詳考慮後始行發表，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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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 Splendid Holdings Limited中國華泰瑞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文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季度期間」）及六個月（「半年期間」）之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5,357 20,933 42,862 47,708

銷售成本 (13,253) (9,528) (22,516) (24,513)

毛利 12,104 11,405 20,346 23,195

其他（開支）收入 16 (190,505) 35,371 (199,798) 40,350

出售及分銷開支 (8,536) (13,718) (11,834) (16,474)

行政開支 (9,329) (6,623) (17,344) (12,984)

除稅前 (虧損 )溢利 (196,266) 26,435 (208,630) 34,087

所得稅抵免（開支） 5 30,304 (6,429) 36,928 (8,030)

期內（虧損）溢利 6 (165,962) 20,006 (171,702) 26,057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873 – 2,514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873 – 2,514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65,089) 20,006 (169,188) 2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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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人士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持有人 (165,962) 20,006 (171,702) 26,057

非控股權益 – – – –

(165,962) 20,006 (171,702) 26,057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持有人 (165,089) 20,006 (169,188) 26,057

非控股權益 – – – –

(165,089) 20,006 (169,188) 26,057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每股港仙） (51.62) 6.23 (53.40)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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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9 1,634 1,876
商譽 5,161 5,161
無形資產 20,480 24,243
遞延稅項資產 9,615 –
可供出售投資 62,773 62,490

99,663 93,770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0 20,791 23,38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6,393 2,241
持作買賣投資 4,459 243,89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1,848 80,980

153,491 350,50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3,574 3,47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34,223 32,276
遞延收益 5,191 268
稅項負債 2,058 3,324

45,046 39,339

流動資產淨值 108,445 311,16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8,108 404,93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692 30,328

資產淨值 205,416 374,60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3,215 3,215
股份溢價及儲備 200,172 369,360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203,387 372,575
非控股權益 2,029 2,029

總權益 205,416 37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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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商譽儲備
資本

贖回儲備 儲備金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

權益應佔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a） （附註b）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64,304 – 755 (31,193) 11,690 19,025 45,287 149,526 259,394 2,029 261,423

期內溢利 – – – – – – – 26,057 26,057 – 26,05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 – – – –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26,057 26,057 – 26,057

股本重組發行後股份變動 (61,089) 61,089 – – – – – – – – –

股息（附註8） – – – – – – – – – – –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3,215 61,089 755 (31,193) 11,690 19,025 45,287 175,583 285,451 2,029 287,480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3,215 61,089 755 (31,193) 11,690 19,025 43,268 264,726 372,575 2,029 374,604

期內虧損 – – – – – – – (171,702) (171,702) – (171,70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 2,514 – 2,514 – 2,51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2,514 (171,702) (169,188) – (169,188)

股息（附註8） – – – – – – – – – – –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3,215 61,089 755 (31,193) 11,690 19,025 45,782 93,024 203,387 2,029 205,416

附註a：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二零一零年修訂本，經不時修訂），本公司股份溢價及資本儲備可
供撥作分派或派發股息予股東，惟緊隨建議分派或派息當日，本公司能於正常業務過程
中支付到期之債務。

附註b：  根據適用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不包括香港）成立之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
企業」）之相關法律及規例，外商投資企業之若干溢利須轉撥至不可分派之儲備金內。轉
撥至儲備金之金額乃根據適用於中國企業之會計準則及財務規例（「中國企業會計準則」）
計算外商投資企業之除稅後溢利計算，不得低於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計算之除稅後溢
利之10%。由於兩段時間並無來自外商投資企業之除稅後溢利，因此於兩段期間內並無
進行有關轉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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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淨額 (9,825) (19,235)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可供出售投資之所得款項 28,880 10,727

已收利息 4 15

購入可供出售投資 (3,459) (1,406)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117) (595)

購買持作買賣投資 (30,711) (7,694)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所得款項 43,532 5,667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38,129 6,714

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 – –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增加（減少）淨額 28,304 (12,521)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80,980 136,864

匯率變動對所持外幣現金結餘之影響 2,564 –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以銀行結餘及現金列示 111,848 12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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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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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
18章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經由本公司之核數師審閱。本公司之核數師在進行週年審
核時，可能會辨別到需要進行調整之處。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按公平值計算之若干財務工具除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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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半年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若干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半年期間應用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之
款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造成重大影響。

3. 營業額

本集團於期內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旅遊媒體 20,055 20,933 31,840 47,708

財經雜誌 5,302 – 11,022 –

證券投資 – – – –

25,357 20,933 42,862 47,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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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主要經營決策者所審閱並賴以作出戰略決策之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

本集團有三個（二零一六年：一個）可報告分部。由於各業務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所需之
業務策略亦不盡相同，因此各分部之管理工作乃獨立進行。以下為本集團各可報告分部業
務之概要：

i. 從事透過互聯網及旅遊雜誌提供廣告宣傳服務、舉辦活動服務及出版雜誌之旅遊媒體
業務（「旅遊媒體業務」）；

ii. 向一家於中國發行之知名財經雜誌提供內容及廣告宣傳服務（「財經雜誌業務」）；及

iii. 證券投資（「證券投資」）。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溢利貢獻主要來自被視為單
一可報告分部之旅遊媒體業務，方式與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內部呈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
之資料者一致。此外，本集團涉及之主要資產位於新加坡，因此，並無呈列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分析及╱或披露資料。

分部間交易（如有）之價格乃參考就類似產品或服務向外部人士收取之價格釐定。由於企業
營業額及支出並未計入主要經營決策者評估分部表現時使用之分部溢利計量內，故並無分
配至經營分部。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旅遊媒體
業務

財經雜誌
業務 證券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可報告分部營業額 31,840 11,022 – 42,862

可報告分部溢利（虧損） 1,482 (4,861) (227,385) (23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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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客戶地區位置乃按貨品付運或提供服務之地點劃分。非流動資產的地理位置乃按資產之實
際及經營地點劃分。

本集團之業務及勞動力主要位於新加坡及香港。

下表載列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營業額分析。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新加坡 31,840 47,708

香港 11,022 –

下表載列本集團非流動資產之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新加坡 424 543

香港 99,239 93,227

5. 所得稅

半年期間及二零一六年相關期間之香港利得稅乃按16.5%稅率計算。由於本集團於半年期
間及二零一六年相關期間均無在香港有任何重大應課稅溢利，因此沒有作出香港利得稅之
撥備。

源自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根據相關司法權區之通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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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虧損）溢利

期內（虧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381 428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6,374 9,179

核數師酬金 286 413

可供出售投資之投資（收入）虧損 

（列為其他（開支）收入） (26,484) 250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509 (707)

銀行利息收入（列為其他（開支）收入） (4) (15)

7.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盈利 (165,962) 20,006 (171,702) 26,057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虧損）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1,521 321,521 321,521 321,521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潛在可攤薄之已發行
普通股。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
利相同。

8.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同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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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變動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置辦公室設備之成本為零港元（二零一六
年：59,000港元）及購置電腦設備之成本為11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536,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總額為11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595,000港元）。

10. 應收賬款

於申報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並已扣除呆賬準備之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3,797 16,138

91-120日 1,423 1,884

121-180日 2,236 1,205

超過180日 3,335 4,160

20,791 23,387

本集團與客戶進行之交易以信貸方式為主。信貸期一般為期一個月，主要客戶之信貸期可
延長到六個月。本集團對其尚未收回之應收賬款設有嚴格監控，並制定信貸控制政策以求
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過期未付之餘額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本集團按過往收款經驗，就應
收賬款作出減值虧損撥備。

11. 應付賬款

於申報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3,457 3,193

91-120日 – 97

121-180日 26 2

超過180日 91 179

3,574 3,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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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50,000,000,000 50,000,000,000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期╱年初 321,520,923 6,430,418,460 3,215 64,304
股本重組發行（附註a） – (6,108,897,537) – (61,089)

於期╱年終 321,520,923 321,520,923 3,215 3,215

附註：

(a) 根據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有關股本重組發行之
特別決議案。透過註銷每股已發行股份之繳足股本0.0095港元，將本公司股本中每股
已發行股份之面值由0.01港元削減至0.0005港元（各自為一股「新股份」）（「股本削
減」），而該等股份持有人就每股有關股份對本公司資本作出任何進一步出資之任何
責任應被視為已履行，並令據此註銷之已發行股本金額可供發行本公司新股份。

13.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

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而言，包括其管理、運營、政策及操守只歸屬普通合夥人之非上市私募
股本基金。本集團之投資於各申報日期結算日按成本減減值（如有）入賬，原因為合理公平
值估算之範圍太大，使得本公司董事認為其公平值不能確切計量。

董事認為，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攤銷成本記錄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彼等之
公平值相若。

14. 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投資於私募股本基金之承擔 3,927 7,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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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關連人士交易

期內，本集團並無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之補償

主要管理層（包括董事及兩名僱員（二零一六年：董事及兩名僱員））之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福利 3,006 1,23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1 36

3,057 1,266

主要管理層之酬金乃由薪酬委員會根據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16. 其他（開支）收入

半年期間之其他開支主要因為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虧損約為182,27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收益38,548,000港元）、持作買賣投資虧損約為44,33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收益1,331,000港
元）及來自可供銷售投資之投資收入約為26,484,000港元（二零一六年：虧損25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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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營業額及毛利

半年期間之營業額為42,862,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減少4,846,000港元或
10%。淨減少主要是由於旅遊媒體業務營業額減少所致。

半年期間之毛利率維持於47%之穩定水平，而去年同期則為49%。

其他 (開支 )收入

於半年期間，其他開支為199,798,000港元，而二零一六年同期則為其他收入
40,35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二零一七年半年期間若干持作買賣證券之公平值變
動所致。

出售及分銷開支

於半年期間，出售及分銷開支減少28%至11,834,000港元，而二零一六年同期則為
16,474,000港元。

行政開支

於半年期間，行政開支增加34%至17,344,000港元，而二零一六年同期則為
12,984,000港元。增加乃主要由於二零一六年所收購新附屬公司產生之行政開支增
加。

所得稅

於半年期間，本集團錄得所得稅抵免36,928,000港元，而二零一六年同期則為所得
稅開支8,030,000港元。

非控股權益

於半年期間，非控股權益並無錄得應佔虧損，而二零一六年同期亦無錄得應佔溢利。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該公司之90%股權（二零一六年：9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於半年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為171,702,000港元，而二零一六年同期則
為溢利26,05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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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為其經營業務提供資金。本集團於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之總權益為205,416,000港元，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374,604,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總資產為253,154,000港元，而於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444,271,000港元，其中111,84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80,980,000港元）為銀行結餘及現金及62,773,000港元（二零一六年：62,490,000港元）
為可供出售投資。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本價值為3,215,000港
元。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

資本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為
零，此比率乃根據債務淨額除以總權益計算。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有關對沖活動

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交易乃以人民幣、新加坡元、港元及美元計算。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對沖安排。然而，
管理層將繼續密切監察外幣風險及需求，並於有需要時安排對沖措施。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重大收購、出售及重大投資

除出售若干持作買賣投資外，於半年期間，本集團並無作出其他重大收購、出售或
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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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70名（二零一六年：61名）全職僱員，其中14

名（二零一六年：10名）於香港工作、2名（二零一六年：2名）於中國工作、53名（二
零一六年：48名）於新加坡工作及1名（二零一六年：1名）於馬來西亞工作。本集團
已推出購股權計劃，以表揚僱員對本集團發展所作之貢獻。有關計劃已經或將會
因應市場情況變化及創業板上市規則而不時作出修訂。

市場回顧

全球經濟前景的現狀表現為某些業務領域形勢可觀而其他領域則面臨各種不確定性，
好壞參半。整體而言，由於越來越多廉價航空公司開闢新航線及航空公司增設航班，
旅遊業繼續享受各地出入境交通量增加帶來的好處。

然而，旅遊業的支援服務及若干領域（如旅遊代理及旅遊貿易媒體）正面臨挑戰。
顛覆性科技的持續影響為主要因素及TTG Asia Media Pte Ltd（「TTG」）業務亦正面
臨該顛覆帶來的巨大壓力。

由於本公司多名客戶削減其廣告開支，對市場營銷及推廣開支保持謹慎態度，市
場一線的銷售有所放緩。

業務回顧

旅遊媒體業務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旅遊媒體業務錄得營業額31,800,000港元，
較二零一六年同期之47,700,000港元減少33%或15,900,000港元。該金額佔本集團於
回顧期間總營業額之7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旅遊媒體業務錄得分部溢利1,500,000港元。

經營業績表現低於預期，此乃主要由於匯兌虧損，此外銷售放緩亦導致跌幅。

與一年前相比，經營溢利因今年並無ATF項目的傳統營業額而大幅減少。與無ATF

項目的兩年前相比，溢利水平亦下降。全球經濟不明朗及我們客戶現時可於互聯
網上選擇的多種線上平台、社會媒體及其他營銷方式導致的競爭亦是導致今年業
績不佳的因素。

第二季度一直是該報告分部最為淡靜的期間。加上該報告分部面臨的環境充滿挑戰，
本年度第二季度業績為自過往兩個年度以來最低，並不足為怪。展望未來，預期該
業務於二零一七年餘下時間仍將有好有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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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第二季度，該報告分部獲指定為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於中國舉辦的新
旅遊貿易活動，由柏林展覽 (Messe Berlin)於二零一七年五月舉行）的官方日報。受
到指定後，TTG在展會期間刊發了3期實況報道上海的日報，增加了本集團的營業額。

於本年度第二季度，並無舉辦任何活動。然而，由於第一季度舉辦的兩個活動的結
賬延遲，該報告分部的兩項財務數據計入第二季度。該兩個活動為：

(1) 中國國際會獎旅遊博覽會：中國首屈一指的國際性專業會議、獎勵旅遊、大會
和展覽 (MICE)行業的商務、教育及交流平台。

(2) 中國國際商旅大會：中國首屈一指的商務旅行管理大會。

由於預計二零一七年下半年該報告分部的業務將面臨挑戰，其將繼續監控成本，
並透過在各業務部門內引入新的特別項目，積極尋求其他營業額來源。

財經雜誌業務

該業務之營業額為11,000,000港元，佔本集團於回顧期間總營業額之26%。該業務
錄得毛利3,900,000港元及毛利率36%。於回顧期間，該業務之分部虧損為4,900,000

港元，此乃主要由於無形資產的攤銷費用為3,300,000港元，屬非現金項目。

證券投資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截至半年期間持作買賣投資之總市值約為4,500,000

港元並錄得公平值變動大幅虧損約226,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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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作買賣投資之總市值約為4,459,000港元，為於
香港之上市股本證券。期內確認公平值虧損約182,276,000港元乃主要由於投資聯
旺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股份代號：8217）導致。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持作買賣投資已變現虧損為約44,337,000港元，主要乃由於投資漢華專業
服務有限公司（香港股份代號：8193）及滙隆控股有限公司（香港股份代號：8021）
導致。董事會認為市值佔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總資產超過5%之投資為
重大投資。

有關就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市值而言排名前兩位之持作買賣投資詳情如下：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之市值
佔本集團

總資產比例
投資公平值
收益（虧損） 已收股息

千港元 % 千港元 千港元

公司名稱（股份代號）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736） 2,278 0.9% (3,183) –
泰錦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8321） 1,128 0.5% (2,692) –
其他 1,053 0.4% (678) –

4,459 1.8% (6,553) –

展望未來，董事認為重大投資的未來前景可能受外部市場狀況影響，並將繼續監
察及評估本集團之投資。

前景

探討業務機會

本集團將探討合適之業務機會以擴闊收入基礎並多元化本集團之業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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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最高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將須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
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本公司所存置登記冊之
權益，或根據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7條須另行
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本公司

於普通股及股本衍生工具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最高行政人
員姓名 股份數目

相關股份
數目

權益性質╱
所持地位

佔權益之
概約百分比

無 無 無 無 無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就本公司任何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以下公司（並
非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規定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姓名╱名稱 股份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啟益控股有限公司（附註1） 90,943,126 (L) （附註2） – 28.29% (L)

陳穎臻先生（附註1） 90,943,126 (L) – 28.29% (L)

金徽香港有限公司（附註3） 89,344,738 (L) – 27.79% (L)

滙隆控股有限公司*（附註3） 89,344,738 (L) – 27.79% (L)

L – 好倉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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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陳穎臻先生為啟益控股有限公司之主要股東、董事及最終實益擁有人。

(2) 啟益控股有限公司向金徽香港有限公司抵押89,344,738股股份。

(3) 金徽香港有限公司為滙隆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
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規定須
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之
權益或淡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競爭權益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本公司之董事或管理層或彼等各
自之聯繫人士於與本集團業務出現或可能出現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董事之證券交易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操守守則，惟已應用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交易必守標準之原則（「交
易必守標準」）。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或並不知悉有任何不遵守交易必守標準之規定。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

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及企業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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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乃根據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通過之決議案採納，並將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二零一三
年購股權計劃之目的旨在激勵可能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董事、合資格僱員及其他
人士。根據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可授出
購股權予董事會全權酌情認為因其對本集團發展及增長有貢獻而合資格參與二零
一三年購股權計劃之合資格人士，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僱員、董事、本集團
任何成員公司之諮詢人、顧問、代理、承辦商、客戶及供應商。

根據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可授出之最高股份數目不得超過該計劃批准日期之已
發行股份總數之10%。倘於任何一年向任何個人已授予及可能授予之購股權所涉
及之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數目超過本公司於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之1%，須事
先取得本公司股東批准。倘向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授出之購股權超過本公
司股本之0.1%或其價值超過5,000,000港元，須事先取得本公司股東批准。

已授出購股權須於提呈日期後7日內承購，承授人須支付名義代價合共1港元。已授
出購股權之行使期由董事釐定。購股權獲行使前概無規定有關持有購股權之最低
期限之一般規定。所有購股權須於購股權授予日期起計十年內行使。

行使價乃由本公司董事釐定，惟將不得少於下列所述之較高者：(i)在授予日期本
公司股份之收市價；(ii)緊接授予日期前五個營業日股份之平均收市價；及 (iii)本
公司之股份面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根據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五日設立審核委員會，並確定其書面職權範圍，職
權範圍不比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中之企業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所載者寬鬆。
目前，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淑顏女士、張曉光先生及李艷
華女士。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監督管理層：(i)已經保持本公司之會計政策及
財務申報及披露慣例之可靠性及完整性；(ii)已經設立及持續進行一套程序以確保
本公司運作完善之內部監控制度；及 (iii)已經設立及持續進行一套程序以確保本
公司符合所有適用法例、規例及公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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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經在送交董事會批准前審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期間
之最終初步報告，並對此提供意見及建議。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期間宣派任何中期股息。

代表董事會 

中國華泰瑞銀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周志華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周志華先生、王濤先生及楊興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淑顏女士、張曉光先生及李艷華女士

本公告將於刊登日期起計至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頁www.hkgem.com之「最新公
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www.sinosplendid.com內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