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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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ALTH GLORY HOLDINGS LIMITED
富譽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69）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公告

富譽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本公告列載本
公司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的全文，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創業
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中有關中期業績初步公告附載的資料要求。

承董事會命
富譽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康仕龍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七名董事：三名執行董事為康仕龍先生、藺夙女士及謝
聲宇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為羅頌霖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譚澤之先生、
劉永勝先生及陳嘉洪先生。

本公告之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各
董事願就本公告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其所深知及所深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備，沒
有誤導或欺詐成分；及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
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刊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頁內，自登載日期
起計至少保留七天。本公告亦將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wealthglo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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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

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

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的投資

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承

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亦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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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旨

在提供有關富譽控股有限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

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及深信，(1)本報告所載

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及(2)本報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

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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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譽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14,675 1,051 31,082 26,122

售貨成本 (12,933) – (27,452) (23,665)
    

毛利 1,742 1,051 3,630 2,457

其他收入 3 1,583 383 2,792 508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7,958) (22,660) (8,398) 11,60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410 699 546 1,233

銷售開支 (99) – (162) –

行政開支 (8,162) (9,817) (13,435) (18,347)

其他開支 (8,699) (2,944) (11,825) (7,130)

融資成本 5 (1,386) (874) (2,462) (1,751)
    

除稅前虧損 (22,569) (34,162) (29,314) (11,427)

稅項抵免（開支） 6 18 3,740 36 (1,914)
    

期內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22,551) (30,422) (29,278) (1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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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7(b) 363 (862) 494 (1,181)
    

期內虧損 7(a) (22,188) (31,284) (28,784) (14,522)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匯兌差額 315 (2) (64) 73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21,873) (31,286) (28,848) (14,449)
    

以下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2,335) (31,136) (29,081) (14,432)

非控股權益 147 (148) 297 (90)
    

(22,188) (31,284) (28,784) (1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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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以下應佔期內全面收益（開支）

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2,020) (31,138) (29,145) (14,359)

非控股權益 147 (148) 297 (90)
    

(21,873) (31,286) (28,848) (14,449)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經重列） （經重列）

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0.54 1.31 0.71 0.62
    

持續經營業務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0.55 1.27 0.72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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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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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347 1,44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2,265 21,784

商譽 34,279 34,279

無形資產 10 19,535 20,992

應收貸款 146 5,735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471 14,740

持至到期投資 11 11,047 –

可供出售投資 4,329 4,329
  

107,419 103,307
  

流動資產

存貨 12 5,384 5,833

持作買賣投資 13 82,304 83,273

應收賬款 14 615 3,77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634 12,207

應收貸款 37,401 34,083

給予聯營公司貸款 6,004 5,75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187 23,969
  

149,529 16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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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5 385 1,88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193 7,063
債券 16 21,329 10,623
銀行透支 51 255
銀行借貸 17 221 1,185
其他借貸 18 24,649 21,062

  

50,828 42,071
  

流動資產淨值 98,701 126,82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6,120 230,129
  

非流動負債

債券 16 7,283 7,040
遞延稅項負債 359 395

  

7,642 7,435
  

資產淨值 198,478 222,69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 41,087 41,087
儲備 156,886 181,39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97,973 222,486
非控股權益 505 208

  

權益總額 198,478 22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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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認股權證儲備 合併儲備 換算儲備

以股份

為基礎的

付款儲備 法定儲備 （累積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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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41,087 533,433 3,527 (4,246) (790) 31,073 485 (382,083) 222,486 208 222,694
           

兌換境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64) – – – (64) – (64)

期內虧損 – – – – – – – (29,081) (29,081) 297 (28,784)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64) – – (29,081) (29,145) 297 (28,848)

購股權失效時轉撥 – – – – – (3,433) – 3,433 – – –

確認以權益結算以

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 – – 4,632 – – 4,632 – 4,632

認股權證失效時轉撥 – – (3,527) – – – – 3,527 – – –

有關出售附屬公司之

重新分類調整 – – – – 678 – (485) (193) – – –
           

期內權益變動 – – (3,527) – 614 1,199 (485) (22,314) (24,513) 297 (24,216)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1,087 533,433 – (4,246) (176) 32,272 – (404,397) 197,973 505 19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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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認股權證儲備 合併儲備 換算儲備

以股份

為基礎的

付款儲備 法定儲備 （累積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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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21,371 381,564 3,527 (4,246) (634) 31,073 485 (332,190) 100,950 (188) 100,762
           

兌換境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73 – – – 73 – 73

期內虧損 – – – – – – – (14,432) (14,432) (90) (14,522)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73 – – (14,432) (14,359) (90) (14,449)

配售時發行股份 5,420 69,260 – – – – – – 74,680 – 74,680

發行股份應佔交易成本 – (1,657) – – – – – – (1,657) – (1,657)

附屬公司股權變動

而未有失去控制權 – – – – – – – – – (27) (27)
           

期內權益變動 5,420 67,603 – – 73 – – (14,432) 58,664 (117) 58,547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6,791 449,167 3,527 (4,246) (561) 31,073 485 (346,622) 159,614 (305) 159,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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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22,510) (33,373)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7,178) (316)

融資活動產生現金流量淨額 11,110 65,85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 (18,578) 32,170

匯率變動之影響 – 73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3,714 9,379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136 4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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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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的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其香港主要營業地

點的地址為香港中環雲咸街8號17樓。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於本期間內，本集團涉及下列主要業務：

(a) 天然資源及商品貿易；

(b) 放債業務；

(c) 煤炭買賣業務之投資；

(d) 開發及推廣品牌、設計、製造及銷售時尚服飾及其他消費品；

(e) 製造及銷售包裝食品；及

(f) 證券之投資。

期內，本集團終止其製造及銷售包裝食品業務。從事有關業務的附屬公司因此而被出售，有關詳

情載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7(b)。

2. 呈報及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

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創業板上

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須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編製之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年報內載錄的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

始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

導致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呈列及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呈報的金額出現重大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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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經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正就該等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作出評估，但尚未能說明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是否會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天然資源及商品貿易 12,538 – 24,683 23,698

銷售消費品 617 – 3,285 –

放債之費用及利息收入 1,520 1,051 3,114 2,424
    

14,675 1,051 31,082 26,122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 – 1 –

向被投資公司貸款的推算利息

收入 368 – 732 –

股息收入 284 – 999 –

按金減值撥回 780 – 780 –

其他利息收入 125 383 250 508

雜項收入 26 – 30 –
    

1,583 383 2,792 508

    

已終止經營業務

營業額

銷售包裝食品 1,161 3,561 5,087 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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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5 3 10 4

雜項收入 4 9 8 11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511 – 511 –
    

520 12 529 15

    

綜合

營業額

天然資源及商品貿易 12,538 – 24,683 23,698

銷售消費品 617 – 3,285 –

放債之費用及利息收入 1,520 1,051 3,114 2,424

銷售包裝食品 1,161 3,561 5,087 7,253
    

15,836 4,612 36,169 33,375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5 3 11 4

向被投資公司貸款的推算利息

收入 368 – 732 –

股息收入 284 – 999 –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511 – 511 –

按金減值撥回 780 – 780 –

其他利息收入 125 383 250 508

雜項收入 30 9 38 11
    

2,103 395 3,321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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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向本集團執行董事（即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呈報之內部

報告釐定其營運分部及計算分部溢利。

管理層從產品╱服務角度考慮業務。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可呈報及經

營分部載列如下：

(a) 天然資源及商品業務分部，從事天然資源及商品買賣，包括但不限於煤炭及棕櫚原油等

（「天然資源及商品」）；

(b) 時尚物品及相機袋買賣（「消費品買賣」）；

(c) 放債業務（「放債」）；

(d) 製造及銷售包裝食品（即麵條）（「包裝食品」）；及

(e) 證券之投資（「證券投資」）。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包裝食品分部已被出售，並作為已終止經營業務呈列。

下表乃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呈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及業績分

析：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天然資源及商品貿易 消費品買賣 放債 證券投資 包裝食品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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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外部 24,683 23,698 3,285 – 3,114 2,424 – – 5,087 7,253 36,169 33,375

            

分部業績 (92) (2,668) (925) – 695 (49) (7,399) 11,603 (17) (1,185) (7,738) 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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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天然資源及商品貿易 消費品買賣 放債 證券投資 包裝食品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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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對賬：

向被投資公司貸款的推

算利息收入 732 –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511 –

按金減值撥回 780 –

利息收入 261 512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4,632) –

無形資產攤銷 (1,457) (1,000)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6,674) (20,506)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546 1,233

企業融資成本 (1,149) (548)

稅項抵免（開支） 36 (1,914)
  

期內虧損 (28,784) (14,522)

  

來自主要產品及服務的

收入

本集團來自主要產品及

服務的收入的分析

如下：

棕櫚原油 24,683 23,698 – – – – – – – – 24,683 23,698

時尚物品及相機袋 – – 3,285 – – – – – – – 3,284 –

放債及融資服務 – – – – 3,114 2,424 – – – – 3,114 2,424

包裝食品 – – – – – – – – 5,087 7,253 5,088 7,253
            

24,683 23,698 3,285 – 3,114 2,424 – – 5,087 7,253 36,169 3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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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透支及銀行借貸的利息 20 – 46 –

其他借貸的利息 637 611 1,267 1,203

承兌票據的實際利息 – – – 38

債券的實際利息 729 263 1,149 510

    

1,386 874 2,462 1,751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終止經營業務並無產生任何融資成本（二零一五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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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抵免（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稅項抵免（開支）包括：

即期 – (602) – (2,322)

遞延稅項抵免（開支） 18 4,342 36 408
    

18 3,740 36 (1,914)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就本集團之已終止經營業務作出稅項撥備（二零一五年：

無）。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

25%。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此乃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

任何應課稅利潤。有關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香港利得稅以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評估應課稅利潤之16.5％計算。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目前適用的法律，澳門所得補充稅乃以年內評估應課稅利潤按累進稅率9%

至12%計算（二零一五年：9%至12%），而首200,000澳門元（「澳門元」）的應課稅利潤獲豁免納

稅。但是，於年內在澳門經營業務的本公司當時全資附屬公司津銘（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

司（「津銘」）符合澳門特別行政區法令第58/99/M號，因此，該附屬公司所產生的利潤獲豁免繳

納澳門所得補充稅。截至兩個期間並無作出澳門利得稅撥備，此乃由於本集團並無在澳門產生

任何應課稅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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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虧損

(a) 期內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2,932 – 27,451 23,664

折舊 59 58 118 115

無形資產攤銷 688 500 1,457 1,000

經營租賃費用：

－土地及樓宇 946 796 1,688 1,593

－其他設施 – 420 – 84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

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3,978 3,826 6,506 5,88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6 40 100 76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1,608 – 1,608 –

給承授人（不包括僱

員及董事）的以股

份為基礎的付款 3,024 – 3,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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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785 2,755 3,135 5,140

折舊 16 334 64 670

經營租賃費用：

－土地及樓宇 87 266 347 52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

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103 576 655 1,09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24 314 459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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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3,717 2,755 30,586 28,804

折舊 75 392 182 785

無形資產攤銷 688 500 1,457 1,000

經營租賃費用：

－土地及樓宇 1,033 1,062 2,035 2,116

－其他設施 – 420 – 84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

酬金）

－薪金、花紅及津貼 4,081 4,402 7,161 6,97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70 354 559 680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1,608 – 1,608 –

給承授人（不包括僱

員及董事）的以股

份為基礎的付款 3,024 – 3,024 –

    

(b)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買方」）訂立買賣協議

（「Paraburdoo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出售及買方同意購買(i)本公司於Paraburdoo 

Limited（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Paraburdoo集團」）持有之全部股權；及(ii)於Paraburdoo

協議完成時或完成前任何時候Paraburdoo集團結欠本公司或由其對本公司產生之所有

義務、責任及債務，不論該等義務、責任及債務是否實際、或然或遞延，及不論該等義

務、責任及債務是否於Paraburdoo協議完成時到期或應付，現金代價為2,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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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burdoo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新鮮麵條及乾麵條，為本集團經營分部之一。出售

事項令本集團無須就Paraburdoo集團的不良業務作出補助，及為本集團重建其戰略業

務地位及集中資源尋求本集團其他現有業務之發展機會創造良機。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交易已完成及Paraburdoo集團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於出售日期出售Paraburdoo集團之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報表附註20中披露。

出售Paraburdoo集團構成一項已終止經營業務，而Paraburdoo集團的財務資料如下：

出售前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出售前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161 3,561 5,087 7,253
售貨成本 (785) (2,755) (3,135) (5,140)

    

毛利 376 806 1,952 2,113

其他收入 9 12 18 15
銷售開支 (110) (289) (371) (564)
行政開支 (423) (1,391) (1,616) (2,745)

    

除稅前虧損 (148) (862) (17) (1,181)
稅項抵免（開支） – – – –

    

期內虧損 (148) (862) (17) (1,181)

出售已終止經營業務

收益 511 – 511 –
    

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

溢利（虧損） 363 (862) 494 (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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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

的虧損 (22,335) (31,136) (29,081) (14,432)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

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4,108,716 2,382,068 4,108,716 2,346,524

    

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

的虧損 (22,698) (30,274) (29,575) (13,251)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

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4,108,716 2,382,068 4,108,716 2,34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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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

的溢利（虧損） 363 (862) 494 (1,181)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

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4,108,716 2,382,068 4,108,716 2,346,524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基本及攤薄 0.01 (0.04) 0.01 (0.05)

    

計算已終止經營業務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並無假設行

使本公司之購股權，因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乃高於該等期間內本公司股份之市價。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收購任何大額物業、廠房及設備（二零一五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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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無形資產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收購任何大額無形資產（二零一五年：無）。

11. 持至到期投資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若干公司發行之可換股證券，該等公司之股

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總代價為11,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無）。本集團收購

該等可換股證券及有意持有至到期。

12. 存貨

於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材料 – 545

在製品 – 133

製成品（附註） 5,384 5,155
  

5,384 5,833

  

附註： 製成品包括成本5,000,000港元之一輛概念跑車。

13. 持作買賣投資

於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買賣之上市證券，按公平值：

 於香港上市股本證券（附註） 82,304 83,273

  

附註： 上市證券之公平值根據香港聯交所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所報之市場收市價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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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賬款

本集團根據銷售確認日期及扣除備抵後於報告期末不視為減值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消費品買賣

0至90日 615 3,774

91至180日 – –
  

615 3,774

  

本集團允許給予其消費品買賣業務客戶平均30日之信用期。

15. 應付賬款

本集團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的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289 1,883

91至180日 96 –
  

385 1,883

  

信貸期介乎90至1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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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債券

金額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17,663

實際利息開支 1,149

已付利息 (1,200)

期內已發行債券 11,000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8,612

 

於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分析為下列項目：

流動 21,329 10,623

非流動 7,283 7,040
  

28,612 17,663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發行本金總額11,000,000港元之債券，年利

率為12％，並須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償還。原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到期之另一本金總額10,000,000

港元之債券於期內獲延長到期期限至二零一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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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銀行借款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所有銀行借款均包括一項按要求償還之條款，因此結餘以流動負債

顯示。下表詳述基於貸款協議所載原定還款日期而到期款項：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償還賬面值：

一年內 221 888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期間內 – 297
  

221 1,185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無抵押銀行借款乃由一間附屬公司董事

擔保。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無抵押銀行借款金額834,000港元乃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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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他借貸

於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外部借貸（附註1） 2,300 –

由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授予的借貸（附註2） 22,349 21,062
  

24,649 21,062

  

附註：

1. 金額為無抵押短期借貸，按年利率8％計息及須於一年內償還。

2. 借貸由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之非控股股東授予，按12%之固定年利率計息並須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償

還。借貸由該附屬公司若干應收貸款抵押。

19.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1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4,108,716 4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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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出售附屬公司

如上文附註7(b)所述，出售Paraburdoo集團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如下：

金額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出售之負債淨額：

物業、廠房及設備 937

應收賬款 2,06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78

存貨 541

銀行及現金結餘 2,071

應付賬款 (93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664)

應付集團公司款項 (11,147)
 

(9,747)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511

其他重新分類調整 89

轉讓應收款項 11,147
 

代價總額 2,000
 

以下列支付：

現金 2,000
 

出售之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2,000

出售之銀行及現金結餘 (2,071)
 

(71)

 

21. 財務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管理層使用貼現現金流分析法估計按攤銷成本計量之若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公平

值。本集團管理層認為綜合財務狀況表按攤銷成本記錄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賬面值與其公

平值相若。本集團部分金融資產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上市證券按公平值計量且被分類

為第一級公平值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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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估計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時，本集團盡可能使用可觀察市場數據。在並無第一級輸入數據的

情況下，本集團委派第三方合資格估值師進行公平值估值。

22. 關連人士交易

(a) 期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訂立下列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聯營公司之貸款利息

收入 125 125 250 251

已付╱應付一間附屬公司

非控股股東之融資成本 637 611 1,267 1,203

    

(b) 於接受財務援助日期，本集團向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羅頌霖先生（其亦為本集團若干附屬

公司之董事）提供金額為320,000港元之財務援助。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該交易為

持續關連交易（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獲豁免遵守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之

規定。財務援助乃分期償還。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償還財務援助結餘為209,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40,000港元）。

23.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日期後，本公司建議進行股份合併，據此將本公司股本中每六股每股0.01港元之現有已

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合併為一(1)股每股0.06港元之合併股份。本公司亦建議於及待前述股份合

併生效後，將於聯交所買賣之每手買賣單位由30,000股股份更改為10,000股合併股份。前述股

份合併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均須待本公司股東於就（其中包括）前述事項而召開之股東特別大

會上批准。

24. 批准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十四日經董事會批准。

25.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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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已出售Paraburdoo Group，以往其為本公司營運分部之一，從事生產及

銷售包裝食品。出售構成已終止經營業務，因此二零一五年同期之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

全面收益表之若干比較數字已重列，以反映持續經營業務之業績。管理層討論及分析將以經

重列數據（如適用）為依據。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錄得收入31,100,000港元，而去

年同期則為26,100,000港元，增幅為19%。該增長主要由於新業務分部消費品及時尚服飾商

品貿易之貢獻。期內，其他業務分部放債之收入亦錄得增長700,000港元。本集團就其持續

經營業務之毛利亦由去年同期之2,500,000港元增長至本回顧期間之3,600,000港元。

本集團錄得其他收入2,8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500,000港元）。增加主要是由於持作買

賣投資產生之股息收入1,000,000港元、向被投資公司貸款產生之推算利息700,000港元以

及就本集團因建議收購Southernpec Singapore Storage and Logistics Limited已付按金（回顧

期內已收回之款項部分）撥回減值800,000港元。

另一方面，本集團之另一業務分部證券投資，於回顧期內自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之變動產生

虧損8,4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收益11,600,000港元，乃由於與去年同期相比回顧

期內市況相對疲弱。期內，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投資繼續為本集團產生正回報。本集團錄得

分佔聯營公司之溢利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2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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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及其他開支（「營運開支」）為25,300,000港元

（二零一五年：25,500,000港元）。在扣除兩個期間與無形資產攤銷及折舊費用以及於本期間

產生之以股份為基礎付款有關之主要非現金項目後，於回顧期內營運開支將為19,100,000

港元，而去年同期按同一基準則為24,400,000港元，減少21.7%，主要由於回顧期內企業營

銷活動減少。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財務成本2,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1,800,000港元），主要包括就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授出借貸應付利息及本公司發行債

券的實際利息。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已發行本金價值11,000,000港元之企業債券，導致整體

財務成本增加。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其持續經營業務錄得淨虧損29,3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13,300,000港元），主要由於並無二零一五年同期錄得的上市證券投資

之收益。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其已終止經營業務錄得淨收益

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虧損1,200,000港元），乃因出售此包裝食品業務分部產生之收

益所致。

業務回顧

天然資源及商品業務

(a) 煤炭貿易業務

本集團的煤炭貿易業務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乃由聯營公司Goldenbase 

Limited（連同其附屬公司，「Goldenbase集團」）營運。Goldenbase集團錄得營業額

128,3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77,200,000港元）。本集團獲Goldenbase集團管理

層告知，於回顧期內之煤炭貿易總額約435,200噸（二零一五年：494,800噸）。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Goldenbase集團錄得凈溢利1,600,000港

元，而二零一五年同期則錄得溢利約3,700,000港元，乃由於所進行貿易之平均利潤

率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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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天然資源及商品貿易業務

期內，本集團繼續從事棕櫚原油貿易業務，並錄得營業額24,700,000港元，而去年同

期則為23,700,000港元。於回顧期內，貿易額保持穩定。

消費品及時尚服飾業務

本集團之消費品及時尚服飾商品銷售由其全資附屬公司邁迪斯有限公司（「邁迪斯」，連同

其附屬公司，統稱「邁迪斯集團」）進行。邁迪斯集團一直積極參與不同營銷活動，例如交易

會及展覽，特別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主要城市組織主辦的，如二零一六年七月在

中國上海舉行之第十六屆CBME中國孕嬰童展、童裝展。在展會上，邁迪斯展示了其以合作

品牌「Happiplayground」而設計及製造之多款商品。該等商品亦應用了熱門技術擴增實境

（「擴增實境」），將該等商品（「擴增實境商品」）與擴增實境應用程式連接。擴增實境應用程

式運用「Happiplayground」之專利卡通角色並附於╱印於擴增實境商品上，相應角色圖像會

顯示在應用程式用作創意照片拍攝。其他有關該等角色之小遊戲╱應用程式亦將陸續開發

並聯繫至由邁迪斯製造之其他商品。擴增實境商品為邁迪斯使用擴增實境技術開發之產品

的首個系列，而上海展會上潛在買家之反響令人鼓舞，尤其是擴增實境應用程式的應用。本

集團認為，使用擴增實境應用程式可為其商品增值以及促進邁迪斯業務增長。邁迪斯集團於

回顧期內錄得營業額3,300,000港元。

放債業務

本集團放債業務於回顧期內穩步增長。其錄得營業額3,1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400,000

港元），包括所產生之利息收入。放債業務於回顧期內錄得淨溢利700,000港元，而二零一五

年同期則錄得輕微虧損。根據管理層之觀察並計及放債業務之正面業績，本集團認為仍然存

在持續的市場需求可供該業務進一步發展，並且有信心其將繼續為本集團之整體業績作出

積極貢獻。儘管如此，由於此業務在性質上屬資本驅動型，本集團將參考資金可動用情況持

續評估將分配予此業務分部之資源水平。與此同時，本集團將密切監控市場狀況及營運環

境，以便在回報與相關業務風險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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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證券投資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證券投資分部繼續專注於香港上市證券。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錄得證券投資淨虧損7,4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淨收益11,600,000港

元），其中包括變現虧損7,7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收益14,100,000港元）及未變現虧損

7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虧損2,5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的

投資組合之公平值為82,3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83,300,000港元），詳情

載於「重大投資」一節。於回顧期內，投資組合亦產生股息收益約1,000,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無）。本分部業務不理想主要由於回顧期內市況相對疲弱所致，通過恒生指數（「恒生指

數」）可以反映。恒生指數於二零一五年四月達到其最高點逾28,000點，而本期間最高點為

約24,000點及最低點在20,000點以下。鑒於本地證券市場波動，本集團將持有多元化投資組

合，跨越不同市場分部，致力將相關風險減至最低。

包裝食品業務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本集團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出售包裝食品

業務（「包裝食品出售事項」），代價為2,000,000港元。董事認為，包裝食品出售事項讓本集

團退出補貼業績不佳之業務，及創造良好機會讓本集團重組其策略業務地位，集中資源尋求

本集團其他現有業務之發展機會。包裝食品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完成。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此業務分部錄得淨收益500,000港元（二

零一五年：虧損1,200,000港元），乃因出售此業務分部產生之收益所致。

財務狀況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為198,500,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則為222,700,000港元，減少11%。減少主要因為回顧期內之虧損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透過自有營運資金並以若干公司借貸

（包括公司債券及短期借貸）作為輔助撥付其業務所需的資金。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為5,2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4,000,000港

元）。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已發行股本41,1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

日：41,100,000港元），分為每股面值0.01港元之4,108,716,000股股份。本集團之債務總額

為約53,5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40,200,000港元），其中公司債券金額為

28,6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7,700,000港元），其他借貸為24,600,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1,100,000港元）以及銀行透支及借貸為300,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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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報告日期的資本負債比率為20%（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7%）。資本負債比率

增加主要因為公司債券餘額增加以及現金結餘減少所致。本集團資本負債比率指債務淨額

佔權益加上債務淨額的比例，債務淨額即債券、其他借貸、銀行借貸及透支，減去現金及銀

行結餘的總和。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

約為2.9（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4），流動比率下降乃由於與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比較，短期債務增加及現金結餘減少所致。

退還按金之最新資料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本公司（作為買方）與Southernpec Storage and Logistics Holding 

Limited（「賣方」）（作為賣方）就建議收購Southernpec Singapore Storage and Logistics 

Limited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根據補充諒解備忘錄，本公司支付10,000,000港

元作為可退還按金（「按金」）。諒解備忘錄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失效及賣方須於三個

工作天內全數退還按金予本公司。然而，賣方未能於上述期間內歸還按金及雙方未能就還款

時間表達成共識。經過一系列對賣方延遲退還按金而採取之談判及行動（包括對賣方就退還

按金之訴訟）後，本公司已與賣方達成和解協議（「和解協議」）。根據和解協議，經考慮本公

司容忍而不作出起訴及進行訴訟，及對賣方撤回╱終止該等訴訟，賣方不可撤回向本公司契

諾，賣方將向本公司支付金額5,000,000港元（「和解款項」），自和解協議日期起18個月期間

分批支付作為悉數及最終按金結算（「結算」）。於刊發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年報日期，本公司

已收取第一期款項500,000港元。然而，賣方未能按照和解協議規定之付款時間表支付第二

期款項。在此情況下，金額9,500,000港元已減值及計入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損益。於回顧期內，第二期款項780,000港元已收到，因此等同金額已從已減值金額中

撥回並計為其他收入。於本報告日期，餘下和解款項根據和解協議規定之付款時間表尚未到

期應付。本公司將繼續監控賣方之付款情況並向其股東提供最新進展（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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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7(b)及11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收購及出售。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作買賣投資約82,300,000港元，為於香港上市之股本投

資。重大投資詳情如下：

公司名稱

期內公平值

變動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之

公平值

持作買賣投資

概約百分比

佔本集團於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之總資產

概約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前進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1,103 8,569 10.4% 3.3%

集一家居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966 8,250 10.0% 3.2%

家夢控股有限公司 (3,263) 7,080 8.6% 2.8%

毅高（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725) 6,886 8.4% 2.7%

第一信用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1,796 6,753 8.2% 2.6%

榮豐聯合控股有限公司 1,050 6,650 8.1% 2.6%

惟膳有限公司 1,060 6,000 7.3% 2.3%

錦興集團有限公司 2,524 5,601 6.8% 2.2%

鴻偉（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154) 4,841 5.9% 1.9%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個別公平

值低於持作買賣投資總額5％的其

他證券 (5,012) 21,675 26.3% 8.4%
    

總計 (653) 82,304 100.0%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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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政策及外幣風險

本集團財務部門管理本集團財務風險。本集團庫存政策其中最重要目標為管理涉及外幣匯

率波動風險。由於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交易、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本集團實體的功能貨幣為單

位，故涉及之外幣風險甚微。本集團目前並無有關外幣交易、資產及負債的外幣對沖政策。

本集團已評估其外幣匯率風險，於回顧期內及截至報告日期並無制訂任何外幣對沖安排。

無論如何，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其外幣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庫存政策及信貸風險管理

本集團採納保守的方針以應對庫存政策。本集團竭力透過不時對客戶的財務狀況進行信貸

評估以降低信貸風險。就物業及其他抵押品所擔保貸款而言，本集團擁有識別及評估法津擁

有權以及財產或其他抵押品的準確估值程序。授予特定客戶貸款金額須視乎本集團放債業

務之最高管理層經考慮不同因素（包括市況、物業類型以及借款人之財務背景等等）後作出

之判斷而定。對物業估值而言，本集團將參考任何第三方評估師或香港銀行提供的網上估值

服務。本集團以財產或其他資產的抵押貸款形式持有若干貸款應收款項的抵押品。

本集團認為，參照於授予日期的物業或相關資產估計市值以及持續評估借款人之財務狀況

（倘適用），從貸款應收款項產生的信用風險因物業及其他持作抵押的資產而顯著減少。為

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控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從而確保本集團的資產、負債

及承擔的流動資金架構可符合資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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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及資產抵押

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7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

無其他重大重大資產抵押及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重大交易

除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其他章節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

團並無其他重大交易。

其後事項

於報告日期後，本公司建議進行股份合併，據此將本公司股本中每六股每股0.01港元之現有

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合併為一(1)股每股0.06港元之合併股份。本公司亦建議於及待前述

股份合併生效後，將於聯交所買賣之每手買賣單位由30,000股股份更改為10,000股合併股

份。前述股份合併及更改每手買賣單位均須待本公司股東於就（其中包括）前述事項而召開

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

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通過有機增長或收購有關業務（如適用）發展其現有業務。與此同

時，董事會亦將利用其業務聯繫以物色其他投資機遇，從而多元化其現有業務以提高其股東

之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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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六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若干董事及參

與者獲授予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尚未行使及

可行使購股權之詳情如下：

姓名 附註 授出日期 行使期間

每股

行使價

於二零一六年

四月一日之購

股權數目 期內授出 期內失效 董事變動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之

購股權數目

（附註1） 港元 （附註2）

董事：

康仕龍先生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0.253 15,405,000 – – – 15,405,000
藺夙女士 2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0.0624 – 39,000,000 – – 39,000,000
謝聲宇先生 2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0.0624 – 39,000,000 – – 39,000,000
劉允培先生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0.253 3,081,000 – – – 3,081,000
羅頌霖先生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0.253 2,054,000 – – – 2,054,000
周志輝先生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0.253 1,027,000 – – – 1,027,000
黃家華先生 3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0.253 15,405,000 – – (15,405,000) –
鄺旭立先生 3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0.253 2,054,000 – – (2,054,000) –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至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0.36 2,054,000 – – (2,054,000) –
梁家鈿先生 4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至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0.36 1,027,000 – – (1,027,000) –

     

42,107,000 78,000,000 – (20,540,000) 99,567,000
     

其他僱員：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七月十日 0.346 6,162,000 – (6,162,000) – –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0.253 10,270,000 – – 17,459,000 27,729,000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至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0.36 5,135,000 – – 2,054,000 7,189,000

     

21,567,000 – (6,162,000) 19,513,000 34,918,000
     

其他承授人：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七月十日 0.346 14,378,000 (14,378,000) –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七日至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0.234 40,053,000 – 40,053,000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0.253 35,945,000 – 35,945,000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四日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四日至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 0.263 37,896,300 (37,896,300) –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三日至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二日 0.36 154,222,536 – 1,027,000 155,249,536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0.0624 – 144,840,000 144,840,000

     

282,494,836 144,840,000 (52,274,300) 1,027,000 376,087,536
     

346,168,836 222,840,000 (58,436,300) – 510,572,536
     



39 富譽控股有限公司 • 2016中期業績報告

附註：

1. 該等購股權乃於授出日期即時歸屬。

2. 藺夙女士及謝聲宇先生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3. 黃家華先生及鄺旭立先生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日退任執行董事

4. 梁家鈿先生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日退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獲授予之購股權以董事名義登記，董事亦為實益擁有人。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任何其他購股權獲授出、

行使、註銷或失效。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購股權的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

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

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

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被視為或當作擁有的權益

及淡倉）；或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

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7條所述董事進行交易的規定標準須另行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持有股份數目 持有購股權數目 總權益

已發行股份總數

的概約百分比

康仕龍先生 – 15,405,000 15,405,000 0.37%
藺夙女士 – 39,000,000 39,000,000 0.95%
謝聲宇先生 – 39,000,000 39,000,000 0.95%
劉允培先生 – 3,081,000 3,081,000 0.07%
羅頌霖先生 – 2,054,000 2,054,000 0.05%
周志輝先生 – 1,027,000 1,027,0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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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的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包

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視為或當作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須記入本公

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存置的登記冊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或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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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及購股權的權益」一節所披露董事獲授的購股權外，於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獲授或行

使任何可透過購買本公司的股份或債券而獲益的權利；本公司或任何其附屬公司、或其控股

公司、或任何其同系附屬公司亦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取得

有關權利。

主要股東於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接獲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

外）通知，表示其於股份中擁有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的

登記冊之須予披露權益或淡倉。

關連交易
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22所披露者外，董事並未發現本集團有任何應於本

報告披露的關連交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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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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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董事並未發現本公司董事、

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的任何業務或權益會或

可能會與本集團的業務構成競爭，及並未發現其中有關人士已與或可能與本集團構成任何

其他利益衝突。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該等守則條款的嚴格程度不遜於《創業

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的買賣規定準則。經對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

公司概不知悉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有任何不遵守該買賣規定準則及其

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的情況。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整個回顧期間內一直遵守載於《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的《企業管治守

則》的守則條文，惟下列事項除外：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5(1)條，上市發行人須至少擁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隨自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結束起梁家鈿先生退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後，董事會此後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而使獨立非執行董事之人數少於《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5.05(1)條項下規定之人數。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6條，本公司須於實際可

行情況下盡快（在任何情況下於自二零一六年八月三日起三個月內）委任一名額外獨立非執

行董事。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公司委任劉永勝先生及陳嘉洪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因此自當時起已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5(1)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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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之變動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50A(1)條，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年報日期後董事資料詳情的變動載列如下：

姓名 變動詳情

康仕龍先生 •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一日與本公司續訂服務合約，為期三

年。

• 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可每年收取2,640,000港元之年度
薪酬，彼亦可收取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根據本公司薪酬委

員會之建議、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彼之表現所釐定之年

度管理花紅。

譚澤之先生 •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一日其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書獲更

新，為期三年。彼可每年收取300,000港元之年度董事袍
金。

羅頌霖先生 •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一日其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書獲更新，

為期三年。彼可每年收取300,000港元之年度董事袍金。

劉允培先生 •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一日其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書獲更新。

彼可每年收取300,000港元之年度董事袍金。

•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辭任非執行董事

周志輝先生 •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一日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書獲更

新，為期三年。彼可每年收取300,000港元之年度董事袍
金。

•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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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變動詳情

黃家華先生 •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日退任主席及執行董事

鄺旭立先生 •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日退任執行董事

陸翔龍先生 •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日退任非執行董事

梁家鈿先生 •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日退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藺夙女士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藺女士已

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自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起為

期三年，惟須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之相關條文。彼將有

權收取獲得酬金每年240,000港元，連同由董事會及本公

司薪酬委員會釐定之酌情管理花紅及可能根據本公司採

納之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

謝聲宇先生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謝先生已

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自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起為

期三年，惟須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之相關條文。彼將有

權收取獲得酬金每年360,000港元，連同由董事會及本公

司薪酬委員會釐定之酌情管理花紅及可能根據本公司採

納之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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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5.29條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訂立

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控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程

序，並就此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

於本報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譚澤之先生（審核委員會主

席）、劉永勝先生及陳嘉洪先生。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富譽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康仕龍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七名董事：三名執行董事為康仕龍先生、藺夙女士及謝聲宇先

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為羅頌霖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譚澤之先生、劉永勝先生及陳

嘉洪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