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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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ason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民信金控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3)

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業績

民信金控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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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32,724) 207,080
其他收入 2,660 2,017
僱員福利支出 (15,883) (6,306)
無形資產攤銷 (6,005)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801) (103)
呆賬撥備撥回淨額 – (26,26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 –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淨額 – 158,011
聯營公司股權變動產生之收益（虧損） 8 3,158 (9,207)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虧損）收益淨額 (711,171) 255,931
於首次確認時指定為按公平值列賬
 之投資之公平值虧損淨額 – (7,219)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減值虧損 7(a) (84,5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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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其他經營支出 (45,035) (16,613)
融資成本 (8,370) (554)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40,494) 29,217
應佔合營公司之業績 – (31,109)

  

除稅前（虧損）溢利 (940,187) 554,876

稅項 4 – –
  

期內持續經營業務所得（虧損）溢利 (940,187) 554,876
  

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終止經營業務所得虧損 2(a) – (714)

  

期內（虧損）溢利 (940,187) 554,162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已重新分類或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公平值之收益淨額 – 533,444
出售附屬公司時終止確認外幣儲備 – 8,557
出售附屬公司時終止確認可供出售財務資產重估儲備 – (397,500)
分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虧損 (434) (2,571)
分佔合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入 – 1,874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434) 143,804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940,621) 697,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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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626,256) 554,876
 －終止經營業務 – (714)

  

(626,256) 554,162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 (313,931) –

  

期內（虧損）溢利 (940,187) 554,162
  

應佔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持續經營業務 (628,227) 697,966

非控股權益
 －持續經營業務 (312,394) –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940,621) 697,966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 5
 －持續經營業務 (0.041)港元 0.039港元

  

 －終止經營業務 – (0.001)港元
  

 －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0.041)港元 0.038港元
  



- 4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416 1,869
無形資產 100,779 –
商譽 94,073 –
聯營公司權益 8 448,102 485,872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9 630,525 90,0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3,276 –
就收購附屬公司已付按金 – 223,556
就收購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已付按金 – 63,472

  

1,281,171 864,769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10 442,822 2,898,407
應收賬款 11 565,974 –
應收貸款 – 155,968
其他應收款項 16,453 45,038
銀行結餘及現金－信託及獨立賬戶 691,103 –
銀行結餘及現金－一般賬戶 457,682 444,684

  

2,174,034 3,544,097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相關資產 7 1,811,078 –
  

3,985,112 3,544,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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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752,579 –
其他應付款項 729,710 36,718
計息借款 165,000 296,143
應付稅款 690 781

  

1,647,979 333,642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相關負債 7 253,591 –
  

1,901,570 333,642
  

淨流動資產 2,083,542 3,210,45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64,713 4,075,224
  

非流動負債
無抵押債券 13 20,000 20,000
遞延稅項負債 14,202 –

  

34,202 20,000
  

淨資產 3,330,511 4,055,22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2,550,372 2,550,372
儲備 (158,473) 476,09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2,391,899 3,026,464

非控股權益 938,612 1,028,760
  

總權益 3,330,511 4,05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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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
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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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
計及假設，該等判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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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與負債、收入及支出之呈報金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載列若干事件及交易之詳情，該等事件及交易對理解本集
團自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之變動至關重要，因此並不包括年
度綜合財務報表要求之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
製，惟按公平值計量之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除外。

編製該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惟採納與本集團有
關且於本期間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採納與
本集團有關且於當前期間生效之該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業績並無重
大影響。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之比較數據及分部資料已經重列，以反映過往期間物業投資分部之終
止經營業務。

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

本業績公告中作為比較資料之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關財務資料，並不
構成本公司於該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摘錄自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香港公
司條例第436條規定需予披露之相關該等法定綜合財務報表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就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及其附表6第3部分之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提交截至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作出報告。該核
數師報告(i)屬無保留意見；(ii)並無提述核數師於其報告中無保留意見之任何事宜；及(iii)
並無載有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407(2)或(3)條規定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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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董事被視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基於本集團各業務分部的內部申報安排，衡量業務分部表現
及分配業務分部的資源。董事認為買賣投資、提供金融服務、提供證券、商品及貴金屬經
紀服務、投資控股及物業投資乃本集團主要業務分部。分部業績指各業務分部賺取的溢利
或承擔的虧損。以下為呈報予主要經營決策者用以分配資源及衡量業務分部表現的計量方
法分析。

本集團之業務分部包括下列各項：

持續經營業務
買賣投資 ： 買賣證券
提供金融服務 ： 提供貸款融資服務
提供金融經紀及相關服務 ： 證券交易、提供證券、商品及貴金屬經紀服務

 及財務顧問服務
投資控股 ： 為賺取股息、投資收入及資本增值而持有投資

終止經營業務
物業投資 ： 為賺取租金收入及資本增值而持有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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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之經營收入及業績分析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

經營業務
  

買賣投資
提供

融資服務

提供金融
經紀及

相關服務 投資控股 未分配 小計 物業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61,409) 2,086 26,450 149 – (32,724) – (32,724)        

除以下各項前之期內
 （虧損）溢利： (772,923) 1,201 (3,973) (25,447) (8,817) (809,959) – (809,959)
出售物業、廠房
 及設備之虧損 – – (1) – – (1) – (1)
聯營公司股權變動產生之收益 – – – 3,158 – 3,158 – 3,15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減值虧損 (84,521) – – – – (84,521) – (84,521)
融資成本 (6,006) – (1,868) (496) – (8,370) – (8,37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 – (40,494) – (40,494) – (40,494)        

除稅前（虧損）溢利 (863,450) 1,201 (5,842) (63,279) (8,817) (940,187) – (940,187)
稅項 – – – – – – – –        

分部業績 (863,450) 1,201 (5,842) (63,279) (8,817) (940,187) – (94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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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

經營業務
  

買賣投資
提供

金融服務

提供金融
經紀及

相關服務 投資控股 未分配 小計 物業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199,816 7,264 – – – 207,080 194 207,274
        

除以下各項前之期內溢利
 （虧損）： 473,052 (19,519) – (24,527) (20,488) 408,518 (667) 407,851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
 收益淨額 – – – 158,011 – 158,011 – 158,011
聯營公司股權變動產生之虧損 – – – (9,207) – (9,207) – (9,207)
融資成本 (58) – – (496) – (554) (47) (60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 – 29,217 – 29,217 – 29,217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 – – (31,109) – (31,109) – (31,109)        

除稅前溢利（虧損） 472,994 (19,519) – 121,889 (20,488) 554,876 (714) 554,162
稅項 – – – – – – – –        

分部業績 472,994 (19,519) – 121,889 (20,488) 554,876 (714) 554,162
        

上表所呈列分部收入指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上述兩個期間概無分部間收入。

收入及開支乃經參考該等分部產生之收益及該等分部產生之開支或該等分部應佔資產
折舊產生之開支分配至呈報分部。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取得之業績，惟並無分配中央管理成本（包括董事酬金）。此乃為
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之計量方法。



- 10 -

(b) 分部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按經營分部劃分之資產及負債分析載列如下。

買賣投資
提供

金融服務

提供金融
經紀及

相關服務 投資控股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資產
分部資產 442,944 196 1,570,208 985,637 2,998,985
聯營公司權益 – – – 448,102 448,102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
 相關資產 1,558,707 252,371 – – 1,811,078
未分配資產 8,118

 

總資產 5,266,283
 

負債
分部負債 (15) (532) (937,174) (744,042) (1,681,763)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 
 相關負債 (253,284) – – (307) (253,591)
未分配負債 (418)

 

總負債 (1,935,772)
 

買賣投資
提供

金融服務

提供金融
經紀及

相關服務 投資控股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資產
分部資產 3,003,703 156,836 – 533,737 3,694,276
聯營公司權益 – – – 485,872 485,872
未分配資產 228,718

 

總資產 4,408,866
 

負債
分部負債 (330,273) (532) – (22,787) (353,592)
未分配負債 (50)

 

總負債 (35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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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監察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資源：

•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商譽、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可供
出售財務資產、其他非流動資產、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應收賬款、
應收貸款及其他應收款項與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按集團基準管理之未分配總
部及企業資產外，所有資產均已分配至經營分部。

• 分部負債包括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計息借款、可換股債券、無抵押債
券、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除按集團基準管理之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負債
外，所有負債均已分配至經營分部。

3. 收入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經營之主要業務（包括買賣投資、提供金融服務、提供金融經紀及相關
服務及投資控股）所確認之收入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所得（虧損）收益淨額* (74,765) 198,954
經紀佣金收入來自：
 —證券買賣 6,735 –
 —包銷及配售佣金收入 6,776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之股息收入 12,523 173
利息收入來自：
 —孖展融資 12,939 –
 —投資 982 689
 —貸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2,086 7,264

  

(32,724) 207,080
  

終止經營業務
租金收入 – 194

  

(32,724) 207,274
  

* 指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所得款項281,60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195,904,000
港元）減已出售投資之銷售成本及賬面值356,37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996,95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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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就稅項產生虧損，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被過往年度結轉之未扣除稅項虧損完全抵
銷，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5.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及本期間內本公司已發
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626,256) 554,876
 —終止經營業務 – (714)

  

(626,256) 554,162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於一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15,364,453 14,114,453
本期間已發行股份之影響 – 343,406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就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
 而言） 15,364,453 14,457,859

  

本公司於兩個期間內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於兩個期間之每
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6.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兩個期間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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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本集團與一名第三方訂立股份轉讓協議，出售 i)其於Mind Stone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Co-Lead Limited（「Co-Lead」）的9.54%股權）的100%股權；ii)Co-
Lead的43.15%股權（統稱為「出售組別」），相當於合共Co-Lead 52.69%股權，總代價為
1,200,000,000港元。出售組別的主要業務為買賣投資、提供融資服務及投資控股。出售交
易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完成，將於損益確認之收益約為379,000,000港元。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與出售組別相關之資產及負債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
別。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之主要資產及負債類別按其賬面值與公平值減於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之出售成本較低者計量如下：

附註 千港元

資產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a) 5,47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1,552,430
 應收貸款 252,000
 其他應收款項 371
 銀行結餘及現金 798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相關資產 1,811,078
 

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22,328
 應付稅項 263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 107,951
 可換股債券－遞延收入 23,049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相關負債 253,591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應佔淨資產 1,557,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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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千港元

非上市投資－以成本計（附註9） 90,000
減值虧損 (84,521)

 

5,479
 

投資已產生重大虧損，且董事認為悉數收回投資的可能性不大。考慮到可供出售財務
資產賬面值的重大及持久下跌，已於損益中確認84,521,000港元的減值虧損。

(b)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出售組別有來自若干金融機構及證券經紀行之貸款信貸
額度500,000,000港元及孖展融資額度340,252,000港元，均以出售組別賬面值分別
為1,552,430,000港元及112,000港元（其中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已分別動用零及
122,262,000港元）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及銀行結餘作為抵押。

8. 聯營公司權益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
應佔資產淨值 448,102 485,872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指於Freewill Holdings Limited（「Freewill」，
一間於馬紹爾群島共和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之20.01%股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1.33%）。Freewill及其附屬公司（統稱「Freewill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於期內，Freewill向若干投資者發行35,400,000股普通股，將本集團於Freewill的權益從
21.33%減少至20.01%，導致聯營公司股權變動產生之收益3,158,000港元於損益內確認。



- 15 -

9.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投資，以成本計 630,525 90,000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非上市投資630,525,000港元指申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申
港」，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之15%股權。申港於獲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全部牌照後主要從事證券相關業務。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非上市投資90,000,000港元指於Joint Global Limited（「Joint 
Global」，一家於馬紹爾群島共和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之4.27%股權。Joint Global之主
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於Joint Global之非上市投資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重新分類為分
類至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

董事認為，由於非上市投資之估計合理公平值範圍波動重大，且該範圍內各項估值可能無
法合理評估而無法用於估計公平值，故該等投資以成本減任何減值虧損列賬。

1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買賣投資
股本證券－於香港上市 442,822 2,866,198
債券－海外上市 – 32,209

  

442,822 2,898,407
  

上市股本證券及上市債券之公平值乃按於活躍市場所報市價計算。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獲若干金融機構及證券經紀提供貸款融資額度
150,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信貸額度500,000,000港元）及孖展融資額度
24,449,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8,885,000港元），以本集團賬面值分別為
350,229,000港元及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2,898,407,000港元及50,000港元）
之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及銀行結餘作抵押，其中90,000,000港元及無（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96,143,000港元及33,332,000港元）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獲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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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提供證券及商品經紀服務產生之應收賬款：
 —證券現金客戶 42,287 –
 —證券孖展客戶 485,553 –
 —證券及期權結算所及經紀 39,550 –

  

(a)&(b) 567,390 –

呆賬撥備 (c) (1,416) –
  

565,974 –
  

附註：

(a) 交收條款

就現金客戶及孖展客戶而言，從證券及商品經紀業務之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應收賬
款須於交易日後兩個或三個交易日內結算。

就指數、商品及貨幣期貨合約之經紀業務在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應收賬款，乃指存
放於期貨結算所、期權結算所或經紀之保證金，已符合平倉合約之保證金要求。結
算所及經紀之追求保證金乃每日交收。超過所規定保證金之金額則按要求退還。

(b) 賬齡分析

應收賬款並無披露賬齡分析。董事認為，鑑於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並無額外意義。

(c) 呆賬撥備

組合評估減值撥備之撥備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及於報告期末 1,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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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提供證券及商品經紀服務產生之應付賬款：
 —證券現金客戶 76,994 –
 —證券孖展客戶 675,585 –

  

(a)&(b) 752,579 –
  

附註：

(a) 交收條款

就現金客戶及孖展客戶而言，從證券經紀業務之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應付賬款須於
交易日後兩個或三個交易日內結算。

就指數、商品及貨幣期貨合約之經紀業務在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應付賬款，乃指已
收客戶買賣期貨合約之保證金。超過所規定保證金之金額則按要求退還予客戶。

(b) 賬齡分析

應付賬款並無披露賬齡分析。董事認為，鑑於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並無額外意義。

13. 無抵押債券

無抵押債券按年利率5厘計息，須在每週年期末支付。債券須於二零二一年償還。

14. 股本

普通股數目
總額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4,114,452,875 2,400,372
發行股本 1,250,000,000 150,000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經審核）及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 
 核） 15,364,452,875 2,550,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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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擔

資本開支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以下資本開支承擔：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扣除已付按金 3,412 –
  

經營租約承擔—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有關辦公室設備及樓宇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之應付未
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3,969 5,437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2,525 7,702

  

26,494 13,139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於本期間，雖然本集團外部業務環境面臨挑戰，本集團透過收購證券買賣、證券顧問、
期貨交易、證券孖展融資、企業融資顧問服務、資產管理及貴金屬買賣公司將業務拓
展至金融服務平台。本集團正應用其於投資銀行及私募基金方面的知識技能以進一步提
高盈利能力。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尋求業務機會時，本集團不時就併購資產管理公司及海
外快速發展保險行業公司的策略投資及其他業務合作進行討論。鑒於中國金融市場的開
放，本集團已與其他投資者共同投資一間新成立公司，即申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於
中國上海從事證券買賣。此等收購事項使本集團進入新紀元。

雖然全球經濟仍在復甦中，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因素，中國經濟仍不可避免的處在快速發
展階段。計劃生育制度放寬管制為保健服務及育嬰行業創造發展機會。為抓住該等發展
機會，本集團已認定龍頭企業並透過併購進一步拓展業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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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負營業額約33,000,000港元，相對二零一五年同期則錄得營業額約
207,000,000港元。相對去年同期的收益，營業額於期間減少歸因證券買賣產生之虧損。
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約626,000,000港元，主要由於持作買賣投
資公平值變動淨額，而二零一五年同期溢利則約554,000,000港元。

本期間每股虧損約為0.041港元（二零一五年：每股盈利約0.038港元）。

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地股市仍相當不穩定。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發達經濟體蕭條，新興
經濟體發展緩慢。世界各地股市於本期間表現欠佳。雖然股市於年初遭受重大損失，
在第二季度得以復甦，但鑒於英國脫離歐盟的全民公投，股市於第二季度末再次承受壓
力。這主要影響了歐洲金融市場，但其他地區的股價也很低迷。例如，美國（「美國」）
道瓊工業指數於一月至六月期間有所上升，但香港恆生指數（「恆生指數」）半年輕微下
跌。由於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在各種發展下搖擺不定，包括美國進一步加息而對量化寬
鬆有所憂慮、中國大陸股市疲軟表現及近期英國脫歐公投結果，今年上半年恆生指數於
18,319及21,622點區間波動。香港股市的市值於本期間下降6.6%至23.1萬億港元。

全球而言，股市跌價，而商品價格及新興市場貨幣隨著人民幣貶值承受巨大壓力。由於
股市持續波動，投資者對美國加息的時間及步伐、商品價格波動及圍繞美國總統選舉的
不確定性因素持保守及謹慎態度。全球經濟，尤其是新興市場經濟體與日俱增的下行風
險浮現。

由於疲軟及動蕩的股市表現，本集團於本期間內錄得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約
626,0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溢利淨額約554,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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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活動於面臨高度不確定前景時交投淡靜。證券市場的平均日營業額自去年底下降
22.0%。至於期貨及期權交易，平均日交易量自去年底減少7.0%。本集團於其新收購附
屬公司產生之證券及期貨交易中產生營業額約26,000,000港元及虧損淨額約6,000,000港
元。但長期而言，其按總代價超過400,000,000港元新收購的證券服務業務預期對本集團
收入及日後盈利能力有重要貢獻。

鑒於本集團將目標鎖定為具良好信用的借款人，儘管該分部收入有所下降，期內本集團
提供金融服務業務之業績已由上一年度同期虧損約20,000,000港元扭轉為錄得溢利淨額約
1,000,000港元。

投資控股分部方面，於二零一五年同期取得溢利淨額約122,000,000港元後，本集團錄得
虧損淨額約63,000,000港元。於本期間之虧損主要反映分佔聯營公司業績虧損及去年同
期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屬非經常性。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計劃透過收購資產開拓更
多商機，並將同時調整財務表現低於預期的長期投資。

鑑於利率上調、土地供應增加、經濟放緩及香港物業市場整合，於二零一五年出售所有
資產後，本集團已結束物業投資分部營運。住宅物業市場於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保持穩
定。本集團在出現有利機會時會重新考慮在該分部再作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訂立三份協議，收購從事證券買賣、證券顧問、期貨交
易、提供資產管理服務、證券孖展融資、企業顧問服務及貴金屬買賣服務的公司。當中
兩份協議於二月完成，第三份於六月完成。於完成後，本集團擁有具有牌照於香港從事
上述金融服務的公司。

本集團證券投資及期貨買賣以及提供融資予第三方客戶的規模為實現其業務目標可能根
據本集團的管控調整。雖然本集團自身證券買賣投資及應收貸款規模將於完成該等交易
後縮小，本集團於上述領域的現有主要業務將維持不變。本集團已努力整合所有業務分
部以提升協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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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已於上海與其他投資者成立一家外商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名為申港證券股
份有限公司，該公司將於獲得全部牌照後主要從事證券相關業務。成立批文已獲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授出，而全部牌照批文預期於今年稍後獲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授出。本公司持有合資公司15%的股權，注資人民幣525,000,000
元。合資公司的成立將成為本集團參與中國大陸金融服務業的里程碑。

另一方面，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出售若干全資附屬公司及非全資附屬公司，包括Mind 
Stone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Co-Lead Holdings Limited已發行股本約9.54%）全部已發
行股本及Co-Lead Holdings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約43.15%，總代價為1,200,000,000港
元。已出售公司（包括Co-Lead Holdings Limited之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證券買賣及投
資控股。此出售釋放財務資源予本集團，用於一般營運資金以及於金融服務行業的投資
融資及日後發展及投資。出售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完成。

前景

本集團預測二零一六年剩下的幾個月將同樣具有挑戰性。美國已收緊貨幣政策，但歐
洲、日本及中國央行採納更多的刺激政策亦將支撐全球經濟。中國經濟發展減緩及人民
幣貶值、美國持續加息、美元波動及歐洲通貨緊縮壓力上升的不明朗因素及對該等問題
的擔憂將持續不斷。深港通的落實將成為支撐本年度本地股市的主要動力。在上述宏觀
經濟條件下，董事會預見在未來數月於管理其投資及營運方面，挑戰與機遇並存，在變
化莫測的業務環境下營運。

儘管未來挑戰重重，本集團仍相信有能力克服。儘管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
626,000,000港元，虧損大多來自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虧損淨額。本集團部分持作買賣
投資之公平值虧損淨額將於完成出售若干附屬公司（即上文所述的Mind Stone Investments 
Limited及Co-Lead Holdings Limited）後有所彌補，該等附屬公司持有部分該等投資。基
於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所佔該等出售公司淨資產賬面值約821,000,000港元及
出售代價總額1,200,000,000港元，下半年所述出售預期收益預計約為379,000,000港元，
須待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完成日期所佔淨資產公平值調整後，方告作實。
總體而言，本集團認為其整體財務狀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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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認為，隨著資產分配的高度多元化，上文所述現有業務組合與其致力於金
融服務行業的主要業務目標一致。除設立寬闊的金融服務平台外，本集團將自推出深港
通及海內外併購獲取機會，以擴大其業務及推動其發展。此外，透過於其他金融平台及
業務範疇收購前列企業，本集團將可具備條件，在分散其風險的同時，得以抓住發展機
遇及盈利能力。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權益約為3,331,000,000港元（包括非控股權益
939,0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4,055,000,000港元。本集團之淨
流動資產約為2,084,000,000港元（包括約458,000,000港元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而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淨流動資產約為3,210,000,000港元（包括約445,000,000港元之現
金及現金等價物）。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償還銀行貸款165,000,000港元（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96,000,000港元）參考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按浮動利率計息，並
設有按要求時償還條款。兩項尚未償還無抵押債券的本金為10,000,000港元。債券按年
利率5厘計息，須在每週年期末支付，並於二零二一年償還。

本集團繼續維持無資產負債比率（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按借貸淨額與總權
益之比率計算，而流動比率則為兩倍（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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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期內確認為本集團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淨額約為711,000,000
港元。本集團持有多元化上市投資組合，較為重大之投資之詳情載列如下：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就市值比重前五名的股票

於聯交所上市之股份
名稱 股份代號 業務簡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所持股份數目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所持股份比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之投資成本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之市值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佔本集團資產
總值之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港通控股有限公司 32 經營駕駛學校、隧道、電子收費系
統及投資。

14,654,000 3.93% 151,815 154,746 2.94%

恒騰網絡集團有限公司 136 投資及買賣證券、提供融資、物
業投資、製造及銷售照相產品配
件。

1,201,384,000 1.63% 696,803 390,450 7.41%

金利豐金融集團
 有限公司

1031 提供證券經紀、包銷及配售、孖展
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企業財務
顧問服務、期貨經紀及資產管理
服務；於澳門提供博彩及酒店服
務。

53,129,000 0.39% 174,794 184,889 3.51%

中渝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1224 物業開發及投資；及財務投資。 97,609,274 3.77% 236,214 200,099 3.80%
哈爾濱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H股

6138 提供存款服務、貸款服務及付款及
結算服務，以及其他經批准的業
務。

120,403,000 3.98% 385,568 238,398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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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收益╱（虧損）前五名

於聯交所上市之股份名稱 股份代號

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已變現
收益╱（虧損）

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變現
收益╱（虧損）

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
已收股息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恒騰網絡集團有限公司 136 (7,728) (306,353) –
恒大健康產業集團有公司 708 (20,864) (57,112) –
嘉年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996 (12,592) – –
中國智慧能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1004 (7,073) – –
中渝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1224 (15,793) (36,115) 6,380
恒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H股 1476 – (133,241) －
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H股 6138 – (52,977) －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市值比重前五名

於聯交所上市之股份
名稱 股份代號 業務簡介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所持股份數目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所持股份比例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投資成本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市值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佔本集團資產
總值之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恒騰網絡集團有限公司 136 投資及買賣證券、提供融資、物
業投資、製造及銷售攝影產品配
件。

1,326,384,000 1.80% 1,220,932 769,303 17.45%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1051 勘探及開採、出售金銀產品。 955,407,521 3.60% 143,885 175,795 3.99%
中渝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1224 物業開發及投資；及財務投資。 116,285,274 4.49% 168,676 281,410 6.38%
恒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股

1476 透過經紀及財富管理、投資管理、
自營交易及投資銀行業務向企
業、金融機構、政府實體及個人
提供金融產品及服務。

40,376,000 8.96% 161,996 282,632 6.41%

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H股

6138 提供存款服務、貸款服務及付款及
結算服務，以及其他經批准的業
務。

120,403,000 3.98% 385,568 291,375 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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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益╱（虧損）前五名

於聯交所上市之股份名稱 股份代號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已變現
收益╱（虧損）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未變現
收益╱（虧損）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
已收股息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恒騰網絡集團有限公司 136 – (451,629) –
中國軟實力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139 36,128 – –
民眾金服控股有限公司 279 25,301 – –
中國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412 (59,416) – –
恒大健康產業集團有公司 708 – 77,250 –
網智金控集團有限公司 985 72,078 – –
中國智慧能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1004 44,817 – –
中渝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1224 – 112,734 162
恒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H股 1476 – 120,636 –
哈爾濱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H股 6138 – (94,193) 13,740

   

考慮到全球及當地金融市場的波動，董事會對本集團在包含集團企業、物業控股公司、
金融服務公司、礦業及資源公司和基礎設施公司的證券組合交易表現前景持審慎的態
度。於本集團近期出售若干持有部分該等證券之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完成後，本
集團證券組合部分已重新分類為列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相關資產。因此，本集團按公
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數額已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898,000,000港元大幅
削減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約443,000,000港元。故此，證券買賣業務分部的風險已
有所下降，且本集團能夠重新分配證券買賣分部的財務資源作為營運資本，以及為其於
金融服務行業之投資及未來發展及投資注資。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證券及銀行結餘約350,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2,898,000,000港元）已抵押予若干金融機構及證券經紀，作為本集團分
別獲授之約24,000,000港元及150,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約
329,000,000港元及500,000,000港元）之若干孖展融資額度及貸款融資額度之擔保，其
中分別約無及90,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約33,000,000港元及
296,000,000港元）已於期末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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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78名（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名）僱員，
不包括董事。本集團根據僱員之表現、工作經驗及當時市場標準釐定僱員酬金。僱員福
利包括醫療保險、強制性公積金及認股權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本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無）。

企業管治

本公司明白，良好的企業管治對集團的成功及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本公司力求遵守所
有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
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上市規則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及守則條文（「守則條文」）為
基礎。本公司已於本期間應用及遵守守則條文，惟與守則條文第A.2.1及A.6.7條不符，
有關詳情闡述如下。

守則條文第A.2.1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區分，而不應由同一人履
行。誠如二零一五年年報所披露，張永東先生（「張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獲委任
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負責本集團的整體管理。董事會認為，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
裁之職務均歸屬於同一人有助於執行本集團的業務策略、決策及讓本集團達到最高經營
效益。董事會亦相信，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使董事會更具獨立性。因此，董事會認為，
為了本集團的持續有效管理及業務發展，張先生兼任兩職符合本集團的最大利益。於二
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其辭任後，行政總裁之職位空缺。董事會正挑選合適候選人擔任
新行政總裁。本公司管理層已承擔行政總裁職責，以確保於職位空缺期間的管理安排平
穩有序進行。

守則條文第A.6.7條

根據守則條文第A.6.7條，非執行董事須出席股東大會及對股東之意見有公正的了解。獨
立非執行董事袁國安先生及田仁燦先生因公務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
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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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制定書面職權範圍。於
本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林耀堅先生、袁國安先生及田
仁燦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中期業績。

審閱中期業績

應審核委員會之要求，本公司核數師瑪澤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布之香港審閱聘任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
本集團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本公司具體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
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股份

本公司於本期間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並無購買或出
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公布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masonhk.com或http://www.irasia.com/listedco/
hk/mason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發佈。本公司二零一
六年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底之前寄發予選擇收取印刷本的本公司股東，並可於
上述網站查閱。

致謝

董事會謹此感謝張永東先生、張嘉儀小姐及杜東尼博士直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各
自擔任本公司董事職務期間為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董事會亦對唐登先生、雷彩姚女
士及田仁燦先生自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起加入董事會表示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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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向一直支持本公司之業務夥伴、僱員及股東致以誠摯謝意。

承董事會命
民信金控有限公司

主席
唐登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組成如下：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張榮平先生 唐登先生（主席）
文惠存先生 夏曉寧博士
雷彩姚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耀堅先生
袁國安先生
田仁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