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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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66）

二零一五年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新工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業績如
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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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3,210 19,082
其他收入淨額 4 167,538 38,053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43,332) (19,380)
財務成本 6 (13) –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540) (26)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35 (105)  

所得稅前溢利 7 146,998 37,624
所得稅開支 8 – (1,827)  

期內溢利 146,998 35,797  

期內溢利╱（虧損）應佔方：
本公司擁有人 147,053 36,479
非控股權益 (55) (682)  

146,998 35,79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港仙）： 9
基本 3.58 0.89  

攤薄 3.58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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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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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146,998 35,797

其他全面收益╱（費用）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2,883 5,065
應佔合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21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費用） 3 (64)
因贖回╱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時變現
而重新分類調整 (201) (14,688)  

除稅後之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費用） 12,706 (9,68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59,704 26,110  

期內全面收益╱（費用）總額應佔方：
本公司擁有人 159,758 26,820
非控股權益 (54) (710)  

159,704 2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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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 51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810 2,673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9,126 9,393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1 201,991 281,956  

213,927 294,541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項 12 31,069 30,981
應收合營公司款項 14,866 38,881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 13 1,123,310 816,467
交易保證金 1,042 46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5,553 244,608

1,315,840 1,131,39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4 13,864 12,115
欠一間控股公司款項 160 316
欠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6,258 27,045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負債 15 14,301 9,866

34,583 49,342  

流動資產淨值 1,281,257 1,082,056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495,184 1,376,597  

資產淨值 1,495,184 1,376,597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918,978 918,978
儲備 575,577 456,936  

1,494,555 1,375,914
非控股權益 629 683  

權益總額 1,495,184 1,376,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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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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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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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
製。

2. 重大會計政策概要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如適用）列賬外，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
成本基準編製。

除以下所披露已採納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該準則包括
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
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
用者一致。

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其與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財務報表相關並有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採納該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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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本集團之營業額為投資於上市及非上市之金融工具之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息收入
– 上市投資 16,159 7,909

– 非上市投資 – 1,005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利息收入 6,522 8,119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529 2,049  

23,210 19,082  

4. 其他收入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及
負債之公平值收益 167,122 23,337

雜項收入 416 1,078

贖回╱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變現收益 – 13,638  

167,538 38,053  

5. 分部資料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分部資料的呈報乃以內部管理呈報資料為基準，內部管理
呈報資料由執行董事定期檢討。執行董事採用經營溢利的計量方法評估分部業務盈虧。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就分部報告所採用的計量政策與其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財務報表內所採用者一致。

根據定期呈報予本集團執行董事的內部財務資料以供本集團執行董事決定本集團各業
務組成的資源分配並審閱該等組成的表現，本集團識別僅有金融工具投資一個經營分
部，故將不會呈列分部披露。

6. 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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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前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管理費用 11,127 10,151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398 1,323

應收合營公司款項之耗蝕 24,015 –

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耗蝕 – 1,535  

8.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在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已由稅務虧損滾
存抵銷，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香港利得稅乃按以前年度低估之應課稅
溢利按稅率17.5%計算撥備。

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
147,05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約36,479,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4,111,704,320股（二零一四年：4,111,704,320股）計算。

期內由於本集團並無具攤薄性潛在普通股，故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10. 股息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本期間之中期股息（二
零一四年：無）。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本期內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二零一四年度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
（二零一三年度末期股息：1港仙） 41,117 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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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
非上市股本證券，按公平值 87,133 68,442

非上市債務證券，按公平值 49,964 149,746

債務證券
－香港上市 19,455 20,082

－香港以外上市 14,431 12,662

上市債務證券之公平值 33,886 32,744

非上市股本證券，按成本 31,008 31,024  

201,991 281,956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款（附註 a） 9,963 9,419

其他應收款 21,106 21,113

預付款項 – 449  

31,069 30,981  

附註 a：

本集團並無授出特定信貸條件，且允許信貸期可直至各交易的結算日。以下為貿易應收
款於報告日以買賣單據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9,963 9,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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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持有作買賣之股本證券
－香港上市 1,057,433 719,433
－香港以外上市 65,150 94,812  

上市證券之市值 1,122,583 814,245

衍生金融工具
－香港以外上市認股權證 727 2,222  

1,123,310 816,467  

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 13,000 10,272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864 1,843  

13,864 12,115  

以下為貿易應付款於報告日以買賣單據日期計算的賬齡分析：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3,000 10,272  

15.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負債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衍生金融工具
－嵌入債券及票據之可提早贖回期權，按公平值 12,200 9,368
－股票遠期合約，按公平值 2,101 498  

14,301 9,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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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概述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五年中期」）之重大收入
主要來自出售股票溢利及股票之公平值收益、已收股息及債券利息收入。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中期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溢利約147,100,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約 36,500,000港元）。

在二零一五年中期期間恒生指數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分別上漲11.2%及8.3%，
於二零一五年中期期末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之資產淨值增加 11.6%（考量
已派發41,100,000港元股息）至1,490,000,000港元。

投資回顧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主要投資項目如下：

投資項目 詳情

上市股本及
認股權證

由38家公司之上市股份及認股權證構成之一個投資組合，
價值為1,123,300,000港元

固定收益 由四家香港及海外上市公司發行之固定收益金融工具，價
值為71,700,000港元

投資基金 六個投資基金，價值為118,100,000港元

於上市股本之
非直接投資

一項於海外上市股本之非直接投資，價值為14,900,000港元

於非上市股本之
直接投資

三項於非上市股本之直接投資，價值為11,300,000港元

股票遠期合約 11張股票遠期合約，相關股票包括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
司、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
公司、希慎興業有限公司及首鋼福山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本集團之投資組合包括於香港、台灣、馬來西亞、美國、日本、新加坡及中華人
民共和國之證券。投資組合價值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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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投資基礎與策略

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滬港通及中國流動資金增加成為香港股市的主要推動
因素，導致有推測中國將放寬A股市場。中國股市的流動資金突然於七月份收
緊，觸發香港股市崩潰令我們上半年的溢利也被撤消。整體而言，我們對二零
一五年下半年香港股市仍然審慎樂觀，及仍矢志於二零一五年再次錄得溢利。

財務資源、流動資金及資本與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 145,600,000港元（於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44,600,000港元）及交易保證金約 1,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500,000港元），合共約 146,600,000港元（於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45,100,000港元），投資約1,337,200,000港元（於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139,300,000港元）及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銀行貸款。本集團之流動性資金狀況使我們可
以對更多預期可為本公司股東帶來更佳回報之投資機會作出反應。本集團之
資本與負債比率（乃根據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貸款總額與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權益總額之比率計算）為0%（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

外匯風險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大部份投資均以港元或美元定值。仍有外
幣匯率風險來自本集團若干海外投資，而該等投資主要以新台幣、人民幣、馬
來西亞林吉特、泰國銖、新加坡元及日元計值。本集團目前無任何合同對沖其
外匯風險。如本集團認為其外匯風險情況適宜進行對沖，本集團可能使用遠期
或對沖合同來降低風險。

中期股息

鑑於七月市場崩潰及其前景不明朗，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中期
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擔保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就其全資附屬公司所獲財務機構提供不超逾
14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0,000,000港元）之銀行信貸額
度提供擔保。

員工成本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中期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總額約1,400,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約1,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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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上市規則第 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財務報告事項，包括對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概括之審閱。審核委員會乃依賴本
集團外聘核數師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實
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所作出之審閱結果及管理層的陳述，進行上
述審閱。審核委員會並無進行詳細之獨立核數審查。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中期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
則之一切適用守則條文並應用有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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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個別作出查詢後，
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在二零一五年中期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在二零一五年中期期間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新工投資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羅泰安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華倫先生（主席）及王大鈞先生；
非執行董事狄亞法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何振林先生、李業華先生及雷俊
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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