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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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Development Bank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imited

國開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62）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告

國開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與核數師審閱。

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  港幣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投資收入 4 268,681 80,754
持作買賣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431,168 215,732
其他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923,590 (634,992)
其他收入  54,852 14,872
行政支出  (12,095,006) (10,843,994)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729,824 2,801,269
   

除稅前虧損  (8,686,891) (8,366,359)
所得稅支出 5 (159,503) (295,36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6 (8,846,394) (8,661,727)

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2,769,293) –
因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3,195 1,213,59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支出總額  (11,612,492) (7,448,130)
   

每股虧損
 – 基本 7 0.430港仙 0.88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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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  港幣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44,234 65,862

 聯營公司權益  64,841,403 64,108,38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9,039,330 31,808,623

 其他金融資產  13,966,984 13,043,394
   

  107,891,951 109,026,263
   

流動資產
 持作買賣金融資產  32,141,842 30,710,674

 其他應收賬款、預付款及按金  1,192,587 1,845,61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 910,688,761 153,102,049
   

  944,023,190 185,658,341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10,090,505 9,406,991
   

流動資產淨值  933,932,685 176,251,35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041,824,636 285,277,61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59,503 1,100,000
   

資產淨值  1,040,565,133 284,177,613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9,022,154 9,822,154

 儲備  1,011,542,979 274,355,459
   

  1,040,565,133 284,17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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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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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值（倘適用）計量則除外。

本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有關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已確定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權益工具投資。執行董事視之為單一業務分
部。此外，由於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就報告分部資料所採用之計量政策，與其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編製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故並無呈列分部披露資料。

管理層決定本集團的常駐地點為香港，香港乃本集團主要辦事處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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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而非金融工具）基於資產之具體地點，位於以下地區：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  港幣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64,841,403 64,108,384

香港 44,234 65,862
   

 64,885,637 64,174,246
   

4. 投資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  港幣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作買賣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268,681 80,754
   

5. 所得稅支出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於香港賺得任何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故並無就香
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  港幣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聯營公司未分派盈利預扣稅之遞延稅項
 當期 159,503 295,368
   

6. 本期間虧損

本期間虧損於扣除以下項目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  港幣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折舊 19,172 25,275

員工成本（包括定額供款計劃） 2,392,433 1,460,604

經營租賃租金 1,130,336 1,01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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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  港幣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8,846,394) (8,661,727)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58,259,316 982,215,360
   

由於兩個期間均無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本期間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期間，本集團已撇銷若干賬面值為港幣 2,456元之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本期間，概無添置或出售事項。

10. 銀行結餘及現金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  港幣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存款 7,620,618 7,570,978

銀行及手頭現金 903,068,143 145,531,071
   

 910,688,761 153,102,049
   

銀行結餘及現金包括按介乎 0.10%至 1.40%（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1%至 0.44%）現行存款年利率計息
之短期銀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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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整體表現

本期間，本集團錄得虧損約港幣 885萬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港幣 866萬元），此乃主要由
於脆弱的投資環境、行政支出高昂及部分被其他金融資產之公平值增加所抵銷。

本期間投資收入較去年同期增加 232.7%至約港幣 27萬元（二零一零年：約港幣 8萬元），主要由於
來自上市證券投資之股息收入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兩個期間，本集團之所有投資收入均來自香港，且投
資收入基於產生投資收入之相關資產之具體地點，本集團之非流動資產（金融工具除外）均位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

本期間錄得之其他金融資產公平值增加約達港幣92萬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公平值減少約港
幣 63萬元），乃完全歸因於投資收購首創愛華（天津）市政環境工程有限公司（「首創愛華」）12%股
權之嵌入式期權價值之變動。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行政開支約為港幣 1,210萬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港幣 1,084萬元）。

股份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港幣 76,800萬元，令本期間內資本基礎得以擴大。於本期間股份
認購事項及業績入賬後，本集團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港幣 28,418萬元增加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約港幣104,057萬元，每股資產淨值為0.430港仙（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0.88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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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之政策為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策略。本集團之財政政策旨在維持適當水平之流動資金融資
及使金融風險降至最低以滿足營運需要及投資機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
銀行結餘約港幣 91,069萬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15,310萬元）。由於大部分保留現
金以港幣計值並存放於香港一家主要銀行，因此本集團承擔之外匯波動風險輕微。董事會相信，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仍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款或長期負債，本集團因而坐擁優勢，有利於實現
投資策略及把握投資機會。

資本結構

於本期間，本公司以每股面值港幣 0.40元配售 1,920,000,000股新股份。於該六個月內，本公司已
發行股份數目由 982,215,360股增加至 2,902,215,360股。

資產抵押、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抵押資產，亦無重大資本承擔或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本期間，本公司概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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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組合回顧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十大投資詳情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截至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二年  本集團
 擁有股份╱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期內 資產淨值
投資名稱 實繳股本比例 之賬面值成本 市值╱賬面額 所收股息 百分比
  港幣 港幣 港幣

北京遠東儀表有限公司 25% 47,766,128 63,591,551 – 6.12%

 （「北京遠東」）（附註 1）

首創愛華（附註 2） 12% 31,808,623 31,808,623 – 3.06%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滙豐」） 少於 0.1% 4,286,608 4,455,407 70,616 0.43%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005）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騰訊」） 少於 0.1% 2,986,765 3,503,000 11,625 0.34%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700）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記黃埔」） 少於 0.1% 4,141,898 3,325,000 76,500 0.32%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013）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少於 0.1% 4,169,855 3,234,000 – 0.31%

 （「中國銀行」）－H股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3988）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友邦保險」） 少於 0.1% 2,989,253 3,047,500 25,300 0.29%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1299）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少於 0.1% 4,418,895 3,003,000 – 0.29%

 （「工商銀行」）－H股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1398）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 少於 0.1% 3,007,219 2,714,800 – 0.26%

 有限公司（「平安保險」）－H股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2318）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海油」） 少於 0.1% 2,947,403 2,618,000 42,840 0.25%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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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北京遠東乃於中國成立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主要業務為生產科學計量及工業控制儀器。其賬面額乃適用權益
法列賬。

2. 首創愛華乃於中國成立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主要業務為於中國提供市政和環境諮詢服務；及包括供水項目工
程、採購、建設及管理在內的諮詢工作。其賬面額按公平值列賬。

北京遠東

本集團一家聯營公司北京遠東為中國領先之工業精密儀表製造商。北京遠東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儀
表及精準量度儀器。

按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管理賬目計算，北京遠東錄得其未經審核綜合
溢利約人民幣 1,039萬元，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錄得其未經審核綜合溢利約人
民幣 993萬元，增長約 4.6%。

首創愛華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本集團投資約人民幣2,897萬元收購首創愛華12%的權益。首創愛華乃於二
零零一年成立之合資企業。首創愛華之主要業務乃於中國提供市政及環境諮詢服務，專長於供水
工程，涵蓋工程、採購、建造及管理之諮詢工作。

根據有關收購首創愛華 12%的權益之股權轉讓協議，本集團有一項期權，可要求該協議項下的賣
方以收購成本加每年 15%之保證回報率重新購回 12%股權。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並無行使期
權，本公司管理層認為對首創愛華乃中期投資項目。本公司管理層將定期審查首創愛華的狀況及
市場地位並在適當時候行使期權。

證券投資

本期間，本公司於香港上市證券之投資概無變動，持作買賣金融資產均為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上市之股份。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證券投資之市值約達港幣 3,214萬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3,07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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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投資項目之業務及財務資料的簡明概要如下：

(a) 滙豐主要從事提供全面之銀行及有關之金融服務，其國際網絡遍佈亞太區、歐洲、美洲、中
東及非洲。滙豐股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應佔未經審核溢利約為 8,438

百萬美元及滙豐股東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佔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 173,766百萬美元。
滙豐投資之公平值乃基於市場報價。

(b) 騰訊主要從事提供互聯網及移動增值服務以及網絡廣告服務。騰訊股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應佔未經審核溢利約為人民幣 6,050百萬元及騰訊股東於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應佔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34,714百萬元。騰訊投資之公平值乃基於市場報
價。

(c) 和記黃埔主要從事港口及相關服務、電訊及電子商務、物業及酒店、零售及製造、能源、基
建、金融及投資。和記股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應佔未經審核溢利約
為港幣 10,208百萬元及和記股東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佔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港幣
411,189百萬元。和記投資之公平值乃基於市場報價。

(d) 中國銀行主要從事提供各種銀行及相關金融服務，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直接投
資及投資管理、基金管理及飛機租賃業務。中國銀行股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應佔經審核溢利約為人民幣 124,182百萬元及中國銀行股東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應佔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755,894百萬元。中國銀行投資之公平值乃基於市場報價。

(e) 友邦保險主要從事向個人及企業提供保險、保障、儲蓄、投資及退休需求之產品及服務。友
邦保險股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應佔未經審核溢利約為 1,444百萬美元
及友邦保險股東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佔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 23,123百萬美元。友邦保
險投資之公平值乃基於市場報價。

(f) 中國工商銀行主要從事提供企業及個人銀行業務、庫務業務、投資銀行、資產管理、信託、
金融租賃及其他金融服務。中國工商銀行股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應佔
經審核溢利約為人民幣 208,265百萬元及中國工商銀行股東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佔
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957,823百萬元。中國工商銀行投資之公平值乃基於市場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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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平安保險主要從事提供人壽保險、財產及意外傷害保險、銀行及其他金融服務。中國平安股
東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應佔經審核溢利約為人民幣 19,475百萬元及中國
平安股東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佔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171,342百萬元。中國
平安投資之公平值乃基於市場報價。

(h) 中海油主要從事勘探、開發、生產及銷售原油及天然氣以及其他石油產品。中海油股東於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應佔經審核溢利約為人民幣 65,609百萬元及中海油股東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佔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262,856百萬元。中海油投資之
公平值乃基於市場報價。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僱有九名僱員。本公司根據現行市場薪資水平、個人資格及表
現釐定僱員薪酬。本公司員工之薪酬待遇會予以定期檢討，包括基本薪金、雙薪及績效獎金。本
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七日採納了一項購股權計劃，旨在向對本集團有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提供
激勵及獎勵。

新名稱、新領域

「新資本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九日更名為「國開國際投資有限公司」，以使自身
切合其主要股東之形象及企業策略發展計劃。此次更改名稱乃重大里程碑，並創造機會，利用國
家開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既有網絡及關係，打造投資組合。

未來前景

展望未來，本集團預計經濟及地緣政治不明朗以及競爭愈發激烈將不斷使本公司面臨挑戰。然
而，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預期低息率環境仍將至少維持至二零一四年底，有利於權益投資。
作為另一項有利因素，中國政府可能於不久將來傾向放寬目前收緊的宏觀政策。鑒於國際及國內
經濟狀況充滿挑戰，本公司將採取審慎措施管理投資組合，為股東及其他持份者持續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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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會建議派發本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即張旭光先生、王翔飛先生及魯恭先生。審核
委員會之絕大多數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成員定期舉行會議以審閱向股東呈報之財
務報告及其他資料、檢討內部監控制度、風險管理及審核程序之有效性及客觀性，並向董事會提
供建議。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乃於二零一二年採納及修訂。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本期間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而該等資料亦已由本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
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 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
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E.1.2、F.1.1及 F.1.3條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董事會主席因其他事務未能出席本公
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
第 63條，一名執行董事獲選出任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以處理有關股東週年大會之事務及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回答本公司股東提問，以確保與股東保持有效之溝通。

根據守則條文第 F .1.1條，公司秘書須為本公司之僱員且熟悉本公司之日常事務。黃國豪先生於二
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獲本公司正式委任，任期由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起，擔任本公司全職
公司秘書負責本公司之日常事務。自獲委任以來，黃國豪先生一直從事本公司之日常營運及業務
並熟知本公司之日常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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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守則條文第 F .1.3條，公司秘書須向董事會主席及╱或行政總裁報告。本公司之公司秘書黃國
豪先生非直接向本公司董事會主席或行政總裁或首席投資官報告。黃先生直接向白哲先生報告，
而白先生則經常直接向滕榮松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及毛勇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及首席投資官）報告。白哲先生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任職於國開金融有
限責任公司股權四部。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 10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為
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已遵守舊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且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內已遵守修改過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對外聘專業人員於整個財政期間內向本集團提供之專業服務致以衷心
謝意。本人謹此感謝期內董事仝人之寶貴貢獻及本公司員工之克盡己職及辛勤服務致以衷心謝
意。本人謹對本公司股東對本集團之支持致以誠致謝意。

刊發中期報告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將刊發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cdb-intl.com.hk)

並於適當時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國開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張旭光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張旭光先生；執行董事滕榮松先生、毛勇先生及劉曉
光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翔飛先生、魯恭先生及范仁達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