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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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3）

China Medical & HealthCare Group Limited
中國醫療網絡有限公司
（前稱中國網絡資本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本集團未經審核之業績

中國醫療網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二零一四年
度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收入 3 812,393 352,262
出售持作買賣之投資之款項總額 371,927 412,469

  

總額 1,184,320 764,731
  

收入 3 812,393 352,262
貨物及服務成本 (717,329) (318,206)

  

毛利 95,064 34,056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372,971) (120,127)
其他收入 19,621 10,567

* 中文名稱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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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銷售及分銷成本 (2,994) (1,194)
行政支出 (91,836) (69,300)
融資成本 6 (74,496) (72,285)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1 (4,861) (328,978)
於聯營公司權益之撥回減值及分派一間聯營公司之
實物股份之結果 11 – 261,266

  

除稅前虧損 (432,473) (285,995)
稅項開支 7 (29,979) (12,388)

  

期內虧損 (462,452) (298,383)
  

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45,581) (249,740)
－非控股股東權益 (16,871) (48,643)

  

(462,452) (298,383)
  

每股虧損 10
－基本 (0.041)港元 (0.024)港元

  

－攤薄 (0.041)港元 (0.02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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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462,452) (298,383)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可能其後將被重新分類至損益賬之項目：
可供出售投資之淨虧損：
按公平值變動之收益（虧損） 2,837 (14,551)
於出售可供出售投資後對計入損益之累計收益作出
之重新分類調整 (9,116) (31,259)

於分派一間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後於損益入賬的
累計虧損之重新分類調整 – 15,447

  

(6,279) (30,363)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收益 (33,370) 91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支出變動 1,982 (99,348)
於分派一間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後於損益入賬累計虧
損之重新分類調整 – 51,603

於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後對計入損益之累計收益作
出之重新分類調整 (1,146) –

  

(32,534) (46,828)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38,813) (77,191)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501,265) (375,574)
  

應佔全面支出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78,511) (325,742)
非控股股東權益 (22,754) (49,832)

  

(501,265) (375,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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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605,187 229,27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75,692 1,366,311
預付租賃款項 111,070 118,29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 – 9,001
可供出售投資 7,667 11,353
無形資產 14,434 14,844
商譽 28,671 –
有抵押銀行存款 132,744 139,636

  

2,275,465 1,888,713
  

流動資產
存貨 24,670 20,649
可供出售之發展中物業 1,453,183 974,554
持作出售之物業 301,031 27,544
預付租賃款項 2,923 3,073
可供出售投資 803 53,396
持作買賣之投資 1,253,525 1,830,232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2 212,168 197,729
應收貸款 61,247 61,247
衍生金融工具 1,712 470
有抵押銀行存款 313,241 157,511
受限制銀行存款 19,892 53,698
銀行結餘及現金 900,891 157,622

  

4,545,286 3,537,725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13 355,112 657,126
出售物業的已收按金 975,343 519,623
客戶訂金及預收款項 42,646 24,861
應付代價 – 68,712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7,725 8,120
來自關連人士之借款 75,462 –
借款－一年內到期 1,951,521 1,641,721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內到期 32,534 51,819
衍生金融工具 19,034 17,816
應付稅項 84,818 77,477

  

3,544,195 3,067,275
  

流動資產淨值 1,001,091 470,45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276,556 2,35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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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65,179 77,445
借款－一年後到期 457,534 232,409
融資租賃承擔－一年後到期 29,598 37,884

  

652,311 347,738
  

2,624,245 2,011,42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7,240 5,262
儲備 2,457,258 1,649,1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權益 2,464,498 1,654,387
非控股股東權益 159,747 357,038

  

權益總額 2,624,245 2,01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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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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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之「上市規則」）附錄16
之適用披露要求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以重估金額或公平值（如適用）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
成本之基準編製。

除以下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沿用者
一致。

本集團已首次採納若干與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相關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
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中期期間應用新訂或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報告及╱或披露數額並無重大影響。

此外，本集團於期內已應用以下會計政策：

本集團於現有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變動

本集團於現有附屬公司之擁有權權益之變動並無導致本集團對附屬公司失去控制權，會作
為權益交易入賬。本集團之權益及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經調整以反映彼等於附屬公司之有
關權益變動。非控股權益的經調整金額（歸屬於非控股權益的淨資產的賬面值）與已付或已
收代價的公平值間任何差額直接於權益中確認，並歸屬於本公司之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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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合併之初步會計處理未完成

倘業務合併之初步會計處理於合併產生之報告期末仍未完成，則本集團會就仍未完成會計
處理之項目呈報暫定金額。該等暫定金額於計量期間內作出調整，以及確認額外資產或負
債，以反映獲得有關於收購日期已存在事實及情況之新資料，而倘知悉該等資料，將會影響
於當日確認之金額。

3. 收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4,364 7,742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7,049 8,658
租金收入 2,123 1,912
醫院費用及收費 386,719 331,262
銷售物業所得收入 402,138 2,688

  

812,393 352,262
  

4. 分類資料

由本公司執行董事代表之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有關資料，主要關
於所提供貨物或服務之類型，旨在為各分類分配資源及評估各分類之表現。概無主要營運決
策者識別之經營分類被匯集成本集團之報告分類。

本集團共分為六個經營及彙報分類，具體如下：

證券買賣及投資－於香港及海外市場買賣證券。

財務服務－提供財務服務。

物業投資－出租住宅物業及辦公室物業。

物業開發－開發及出售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物業及土地。

醫院及醫療－於中國經營之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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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老－主要在中國從事物業發展及項目管理業務，專注於護老及退休社區。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Aveo China (Holdings) Limited
（「Aveo China」）之額外40%股本權益，此後，本集團擁有Aveo China之70%股本權益及Aveo 
China成為本集團之一間附屬公司。主要營運決策者已審閱由本集團合併之Aveo China之業
績及Aveo China之護老業務已被視為本集團之彙報分類。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物業開發及醫院分類原先並不歸納於持續經營業務之
分類資料，因兩個分類亦由於建議出售連雲港嘉泰建設工程有限公司（「嘉泰建設」）而歸納
為非持續經營。然而，由於建議出售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終止，故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分類資料之可比較數字已重列。

分類收入及業績

下表按經營及彙報分類載列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買賣證券 財務 物業 物業 醫院及
及投資 服務 投資 開發 醫療 護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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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持作買賣之投資之款項總額 371,927 – – – – – 371,927
       

收入 14,364 7,049 2,123 202 386,719 401,936 812,393
       

分類（虧損）溢利 (468,624) 4,841 1,249 (15,214) (1,736) 13,498 (465,986)
      

其他收入 900
匯兌虧損淨額 (250)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97,270
中央公司支出 (26,517)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4,861)
融資成本 (33,029)

 

除稅前虧損 (432,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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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經重列）

買賣證券 財務 物業 物業 醫院及
及投資 服務 投資 開發 醫療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出售持作買賣之投資之款項總額 412,469 – – – – 412,469
      

收入 7,742 8,658 1,912 2,688 331,262 352,262
      

分類（虧損）溢利 (127,512) (5,496) 1,014 (17,337) (15,008) (164,339)
     

其他收入 575
匯兌虧損淨額 (77)
中央公司支出 (22,535)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328,978)
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撥回減值及
分派一間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之結果 261,266

融資成本 (31,907)
 

除稅前虧損 (285,995)
 

上述呈報之所有分類收入均來自外部客戶。

分類（虧損）溢利指各分類產生之虧損或賺取之溢利，而未經分配若干其他收入、若干匯兌虧
損、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中央公司支出、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於一間聯營公司
權益之撥回減值及分派一間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之結果以及若干融資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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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按經營及彙報分類，載列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買賣證券 財務 物業 物業 醫院及
及投資 服務 投資 開發 醫療 護老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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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資產 1,322,206 64,437 230,601 1,079,621 1,587,393 1,291,392 5,575,650
公司資產 1,245,101

 

綜合資產 6,820,751
 

分類負債 697,679 87,392 1,724 806,293 803,627 1,120,108 3,516,823
公司負債 679,683

 

綜合負債 4,196,506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買賣證券 財務 物業 物業 醫院及
及投資 服務 投資 開發 醫療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資產 1,945,793 62,226 229,273 1,115,873 1,555,783 4,908,94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001
公司資產 508,489

 

綜合資產 5,426,438
 

分類負債 981,504 70,265 1,095 827,197 671,644 2,551,705
公司負債 863,308

 

綜合負債 3,41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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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作買賣投資按公平值變動之虧損 (477,748) (120,196)
衍生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變動之收益（虧損） 7,113 (28,810)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之收益 97,270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9,116 31,25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42
匯兌虧損淨額 (8,722) (2,422)

  

(372,971) (120,127)
  

6.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指以下各項之利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利息來自：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其他借款 35,173 30,226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款 33,029 30,290
債券 – 1,807
融資租賃承擔 4,540 3,368
已貼現票據 1,754 6,594

  

74,496 7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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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本期稅項支出－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2,355 130
過往年度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不足 6,168 –
中國土地增值稅 21,132 12,600
遞延稅項 324 (342)

  

29,979 12,388
  

於兩個期間內，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因兩個期間之應課稅溢利已
由過往之稅項虧損悉數抵銷，因此並無於香港產生應付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按於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25％計算。

在根據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頒佈之中國暫行條例而施行之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
暫行條例下，所有於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並由轉讓中國房地產物業產生之收益均須
以土地價值增值部分（即出售物業所得款項減可扣稅開支（包括借貸成本及所有物業發展開
支））按介乎30%至60%之累進稅率繳納土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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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期內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期內虧損已扣除（撥回）：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5,454 45,279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1,498 1,565
無形資產攤銷（包括於貨物及服務成本中） 410 418
利息收入來自：
－可供出售債務票據 (530) (2,095)
－銀行存款 (2,741) (2,446)

存貨成本確認為支出（包括於貨物及服務成本中） 180,682 148,893
持作出售物業成本確認為支出
（包括於貨物及服務成本中） 381,758 1,799

  

9. 股息

截至六個月止期間，確認為分派之股息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宣派之末期股息
－每股0.05港元 – 26,516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宣派之特別股息
－每股0.05港元 – 26,516
以分派一間聯營公司股份方式支付之特別股息（附註） – 254,551

  

– 30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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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本公司公佈宣派特別股息，股息將以實物派付（「實物派付」）本公司持有亞太資源
有限公司普通股（「亞太資源股份」）（其普通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之方式支付，比例為本公司股東每持
有1股本公司普通股可獲派3.75股亞太資源股份，即合共1,988,680,113股亞太資源股份。1,988,680,113股亞太
資源股份之公平值根據於分派日期之市場報價釐定為254,551,000港元。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

10.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虧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依據之虧損 (445,581) (249,740)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經重列）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依據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789,386,297 10,616,466,540
  

計算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並無假設行使
一間附屬公司獲授之購股權，原因為該假設行使屬反攤薄。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採用之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已予調整，以反映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生效之股份拆細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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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投資聯營公司之成本
非上市 199,197 259,199

應佔收購後虧損及其他全面支出（扣除已收股息） (126,180) (177,181)
減：減值虧損 (73,017) (73,017)

  

– 9,001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已扣除於聯營公司權益確認之撥回減值及分派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
之結果：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4,861) (328,978)
確認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撥回減值 – 328,316
分派一間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之結果 – (67,050)

  

(4,861) (67,712)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Aveo China之額外40%股本權益，此
後，本集團擁有Aveo China之70%股本權益及Aveo China成為本集團之一間附屬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於亞太資源有限公司之部份權益已透
過實物分派方式分派予本公司股東。於宣派及分派亞太資源股份日期，本集團持有合共
2,041,719,562股亞太資源股份，佔亞太資源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3.32%。於分派前，本集
團於亞太資源有限公司33.32%股權之投資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分類為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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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分派日期，本集團就其於亞太資源有限公司之權益進行了減值評估。管理層比較使用價值
與公平值減出售成本，結論是公平值減出售成本高於使用價值。亞太資源有限公司之公平值
根據聯交所之可用市場報價釐定。基於是次評估，本集團於亞太資源有限公司權益之可收回
金額估計高於賬面值（計及已確認減值前），而於過往年度確認之減值虧損328,316,000港元
已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撥回至損益。

於分派日期，本集團先前透過其於亞太資源有限公司股權而分佔之累計匯兌虧損51,603,000
港元及計入投資重估儲備之累計虧損15,447,000港元已由權益重新分類至損益，並確認為分
派一間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之結果。

完成實物分派後，本集團分派公平值為254,551,000港元之1,988,680,113股亞太資源股份予
本公司股東，並保留公平值為6,629,000港元之53,039,449股亞太資源股份，其於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中分類為可供出售投資。

12. 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證券買賣應收賬項 11,108 18,672
由醫院營運所產生之應收貿易賬項 56,934 58,481
於金融機構之按金及應收賬項 47,391 30,503
預付款項 32,136 32,087
預付營業稅及其他中國稅款 49,606 28,175
其他應收賬項及按金 14,993 29,811

  

212,168 197,729
  

證券買賣應收賬項之償付期為買賣日期後兩至三日，而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齡則介乎兩至三日。

醫院營運之顧客會經由現金、信用咭或醫療保險結賬。經信用咭所付之款項，銀行一般會於
交易日後七日付款予本集團。而醫療保險公司一般會於交易日後九十日付款給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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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醫院營運之賬單日期（大
約為收入確認日期）而呈列出應收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30日 45,083 29,580
31 - 60日 5,844 14,053
61 - 90日 3,121 7,483
91 - 365日 2,886 7,365

  

56,934 58,481
  

13.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由建築承建商及醫院營運所產生之應付貿易賬項 124,953 123,741
證券買賣應付賬項 12,031 315,946
持作出售物業延遲交付之應付賠償 6,302 6,626
待售發展中物業之應付建築成本 117,578 126,232
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醫院物業的應付建築費用 13,640 14,150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80,608 70,431

  

355,112 657,126
  

證券買賣應付賬項之交收日期為交易日後二至三日。

醫院營運所產生之應付賬項主要包括未償還的貿易採購金額。建築承建商之應付貿易賬項
主要包括待售發展中物業及其他項目之建築成本。此等應付貿易賬項的賒賬期一般為三十
至六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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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根據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以賬單日期為基礎而呈
列的建築承建商及醫院營運的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30日 32,784 77,905
31 - 60日 23,151 1,690
61 - 90日 15,434 404
91 - 365日 19,187 9,882
超過一年但未過兩年 9,244 23,668
超過兩年但未過五年 25,153 10,192

  

124,953 12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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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
無）。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總收益1,184,320,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經重列為764,731,000港元），以及股東應佔期內虧損445,581,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249,74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值變動虧損477,748,000港元
（二零一四年：120,196,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為0.041港元（二零一四
年：0.024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由二零一四年之0.11港元增加至0.17
港元（經調整以反映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起生效之股份拆細之影響）。

更改公司名稱

為更好地反映本集團於醫院及醫療以及護老業務之新發展方向及重點，本公司之名稱將
由「COL Capital Limited」更改為「China Medical & HealthCare Group Limited」，並採納
新中文名稱「中國醫療網絡有限公司」。相關更改已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召開之本
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百慕達公司註冊處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四日發出更改公司名稱
註冊證明書，證明本公司更改英文名稱，而註冊非香港公司變更名稱註冊證明書於二零
一六年二月十八日發出，證明本公司之新名稱已按照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第16部在
香港註冊。

業務回顧

醫院及醫療營運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本集團訂立多項協議，收購連雲港嘉泰建設有限公司（「嘉泰建設」，
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嘉泰集團」）剩餘之39.48％股權，總代價為721,891,800港元，由按發
行價每股0.40港元及規定金額53,364,267港元配發及發行1,671,318,833股本公司新股份支
付，該代價為嘉泰建設由代價應收賣方之金額（「嘉泰收購」）。嘉泰收購於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十六日完成後，嘉泰建設成為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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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泰建設透過其擁有86.67％權益之間接附屬公司同仁醫療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同仁醫
療」）在中國從事投資、管理及營運醫療及醫院業務、買賣醫療設備及相關用品，以及物業
開發。目前，同仁醫療擁有三間成熟之營運中綜合醫院，包括南京同仁醫院（三級綜合醫
院）、昆明同仁醫院（三級綜合醫院）及雲南新新華醫院（二級綜合醫院），提供全面之綜合
醫院及醫療服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嘉泰集團在中國之醫院及醫療營運貢獻營業
額386,71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31,262,000港元）及虧損1,73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15,008,000港元）。撇除融資成本、稅項、折舊及攤銷，本集團在中國之醫院及醫療營運產
生溢利74,77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60,597,000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本集團訂立多項協議，收購洋浦兆合實業有限公司（「洋浦兆合」）剩
餘之18.36％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90,000,000元（「洋浦兆合收購」）。洋浦兆合擁有同仁醫
療72.5％股權。洋浦兆合收購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完成。當洋浦兆合收購完
成後，洋浦兆合及同仁醫療雙方將成為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

物業開發

於回顧期內，嘉泰集團之物業開發錄得營業額202,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912,000港元）
及虧損15,21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7,337,000港元），此乃由於康雅苑第3期工程仍在進
行中，故該開發對本集團業績並無作出貢獻。

護老營運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本集團訂立協議，進一步收購Aveo China (Holdings) Limited（「Aveo 
China」，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Aveo China集團」）之40％股權，代價為120,000,000港元，由
按發行價每股0.40港元配發及發行30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支付（「Aveo收購」）。Aveo
收購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完成後，Aveo China成為本集團擁有70％之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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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o China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物業發展及項目管理業務，專注於養老及退休社區。目
前，Aveo China集團正發展位於中國上海市朱家角縣之天地健康城項目，一個包括健康行
業總部及基地之展示項目，向老年人提供各種養老及健康服務以及退休相關服務。天地健
康城包括一間養老院、服務式公寓、獨立生活單元（「獨立生活單元」）及一個由購物商場、
零售店及會所設施組成之商業區。

於回顧期內，Aveo收購、發行佔用許可證及向買方移交單位完成後，Aveo China集團在中
國之護老營運錄得銷售238個獨立生活單元單位，貢獻營業額401,936,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無）及溢利13,498,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無）。

證券買賣及投資

於回顧期內，中國及歐元區經濟放緩，美國（「美國」）聯邦儲備局加息政策，以及全球地緣
政治緊張局勢繼續負面打擊市場情緒，並導致金融及商品市場劇烈波動。在市況波動下，
本集團之證券買賣及投資業務受到影響，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錄得
營業額下跌至386,29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420,211,000港元）及虧損468,624,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127,512,000港元），主要原因為持作買賣投資按公平值之虧損477,748,000港元
（二零一四年：120,196,000港元）所致，部分通過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收益7,113,000港元
（二零一四年：虧損28,810,000港元）及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9,116,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31,259,000港元）抵銷。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維持可供出售投資組合8,470,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67,816,000港元）及買賣投資組合1,253,52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265,376,000港元）。

放債

於回顧中期期間，本集團之放債業務利息收入為7,04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8,658,000
港元）及溢利為4,84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虧損5,496,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貸款組合為61,24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70,008,000港元）。

物業投資

於回顧中期期間，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之投資物業錄得租金收入2,123,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1,912,000港元）及溢利為1,24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014,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Aveo收購完成後，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由二零一四年之213,660,000
港元增加至605,18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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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本公司與中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中民國際」）訂立認購協議，其中
中民國際同意按認購價每股股份0.45港元認購2,00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為本公司籌
集所得款項總額900,000,000港元（「認購事項」）。同日，本公司與中民國際訂立無約束力諒
解備忘錄，建立基金在大中華區投資醫療、護老及相關業務，包括醫療保健公司如診所、
體檢中心及醫院。概括而言，該基金預期包括投資醫療及相關行業之公司及╱或項目；護
老及相關行業；醫院及相關項目；及資本重組以及改善投資醫院之財務狀況及業績。

主要聯營公司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來自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之虧損、於一間前聯
營公司權益確認之撥回減值及分派一間前聯營公司之實物股份之結果，以及視作出售一
間聯營公司之收益分別為4,86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28,978,000港元）、無（二零一四年：
收益261,266,000港元）及97,27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無）。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Aveo收購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完成後，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減少至無（二零一四
年：54,692,000港元）。

Aveo China－本集團先前擁有30%

Aveo收購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完成後，Aveo China成為本集團擁有70％之附屬公司，其財
務業績、資產及負債已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中入賬。

財務資源、借貸、股本結構及匯率波動之風險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非流動資產2,275,46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293,238,000港元），包括投資物業605,18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13,660,000港元）、物業、
廠房及設備1,375,692,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7,512,000港元）、預付租賃款項111,070,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無）、並無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二零一四年：54,692,000港元）、可供出
售投資7,66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7,374,000港元）、無形資產14,434,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無）、商譽28,67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無）及已抵押銀行存款132,744,000港元（二
零一四年：無）。此等非流動資產主要由本集團股東資金提供融資。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增加至1,001,09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288,727,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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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借貸達2,484,517,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850,263,000港元），包括證券孖展貸款436,61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550,263,000港元）、
有抵押有期貸款75,462,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無）、無抵押有期貸款300,000,000港元
（二零一四年：300,000,000港元）、有抵押銀行借貸650,39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無）、
無抵押銀行借貸622,50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無）、其他無抵押借貸233,163,000港元
（二零一四年：無）及貼現票據166,37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無）。本集團之總借貸當
中，2,026,98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850,263,000港元）之期限為按要求或於一年內，及
457,534,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無）之期限為多於一年但少於兩年。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本集團借貸淨額（經扣除有抵押銀行存款及銀
行結餘及現金）除以權益總額計算之負債比率為42.6%（二零一四年：45.9%）。自借貸淨額
中扣除有價證券（包括可供出售投資（流動）及持作買賣之投資）後，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將
調整至零（二零一四年：零）。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本集團與一間金融機構訂立協議，取得為期一年之貸款75,462,000
港元，年利率12％。貸款已由Aveo China用於一般營運資金。

於回顧中期期間，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澳元、美元、馬來西亞
林吉特及日元為單位。由於屬短期性質，本集團並無積極對沖其以澳元、美元、馬來西亞
林吉特及日元為單位之資產及交易產生之風險。鑑於中國經濟增長疲弱及人民幣於二零
一五年八月突然貶值，本集團預期人民幣波動將持續一段長時間。由於本集團相當一部分
業務位於中國，而其交易、相關營運資金及借貸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為單位，本集團將密
切留意就此方面之外匯風險，並將積極考慮在有需要時對沖貨幣風險。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撥備，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
本承擔為10,35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295,000港元），而有關收購一間附屬公司（即洋
浦兆合）非控股股東權益之資本承擔為106,65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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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嘉泰集團與中國華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華力」）訂立相互擔保協議，
據此，雙方同意，當任何一方（包括其附屬公司）向銀行或財務機構申請貸款，如貸款人要
求，則另一方須就借款人於貸款項下之責任提供企業擔保（「相互擔保」）。訂約各方擔保之
貸款總額不得超過人民幣300,000,000元。於中國，作為財務交易之保證或額外保證，由中
國企業提供企業擔保乃屬常規，以確保借款人履行其責任，而相互擔保協議將使嘉泰集團
能夠從第三方貸款人取得貸款，以支持其於中國之一般及正常業務。於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向華力提供人民幣50,000,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90,000,000元）
之擔保，而華力及其附屬公司則向本集團提供人民幣272,000,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
240,000,000元）之擔保。

載於「業務回顧－其他」一段之認購事項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完成，約
600,000,000港元將用作營運資金及擴展本集團之醫院及醫療以及護老業務。合共約
300,000,000港元已用作減少本集團借貸。本公司認為認購事項提供機會，透過引進中民國
際作為戰略投資者增強其股東基礎。此外，透過為本集團籌集額外資金，可加強本公司之
資本基礎。

於回顧中期期間，本公司已購回本公司股本中合共14,180,000股股份（二零一四年：
760,000股股份），總代價為2,04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057,000港元）。該等股份已獲註
銷。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作買賣之投資1,212,296,000港元、可供出售投資
6,921,000港元、樓宇（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651,083,000港元、預付租賃款項85,895,000
港元、待售發展中物業1,107,829,000港元、持作出售之物業293,089,000港元、投資物業
375,917,000港元及有抵押銀行存款445,985,000港元已抵押予證券行及銀行，以就本集團
獲授之信貸融資作抵押。

本集團之融資租賃承擔以本集團於已出租資產之費用作抵押。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醫療設備之賬面值包括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資產金額182,16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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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2,345名僱員（二零一四年：2,102名）。本集團
確保其僱員之薪酬釐定與市場環境及個人表現相符合，並根據薪酬政策定期作出檢閱。

前景

本集團認為，由於有利人口（如人口老齡化）及宏觀因素（如不斷壯大之中產階級）、私營醫
療機構普及率較低，以及政府支持政策（如國務院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七日頒布的《中共
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國務院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八日頒布的
《國務院關於印發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及國務院辦
公廳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頒布的《關於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
意見的通知58號》），中國私營醫療及護老行業前景正面。相關政府支持政策透過根據二零
一五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最新公報「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深
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理順藥品價格，實行醫療、醫保、醫藥聯動，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
和現代醫院管理制度，實施食品安全戰略」的計劃進一步加強。此外，中國公眾健康及安
全意識有所增加。因此，作為中國現正進行醫療改革之重要組成部分，私營行業投資醫療
機構預期繼續為本集團之醫院及醫療以及護老業務提供顯著增長機會。故此，本集團將開
始南京同仁醫院之擴張計劃，翻新D座並添加新病床及新醫療專科中心。

自二零一六年起，全球金融及商品市場極度低迷將持續負面影響情緒。對中國經濟增長放
緩之憂慮死灰復燃，美國聯邦儲備局撤消經濟刺激計劃及隨後增加融資成本之負面後果
將繼續影響本集團證券買賣及投資業務之業績。

憑藉本集團在醫院及醫療以及護老業務之新方向，本集團將持續因應不確定經濟及投資
環境檢討及調整其投資策略及投資組合，以於中國、香港及亞太地區尋求價值被大幅低估
之投資及業務機遇，進而為股東提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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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介乎每股普通股股份0.175港元至0.11
港元之價格購回本公司股本中合共14,180,000股普通股，總代價為2,048,800港元。上述股
份於其後已被註銷。

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已減去該等已註銷購回普通股股份之面值。上述購回乃由董事根據
股東之授權進行，旨在提高本公司之資產淨值及╱或每股盈利，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間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
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管理層（「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
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項進行商討，包括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概括之審閱（包括截至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乃倚
賴本集團外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
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所作出之審閱結果，以及管
理層之報告進行上述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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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內所載之守則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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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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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
有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均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
規定標準。

承董事會命
中國醫療網絡有限公司

主席
林焯彬醫生

香港，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如下：–

執行董事
莊舜而女士（副主席）、佘偉彥醫生（行政總裁）、王炳忠拿督及江木賢先生

非執行董事
林焯彬醫生（主席）

獨立非執行董事
劉紹基先生、馬華潤先生及張健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