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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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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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NEST INVESTMENTS HOLDINGS LIMITED
安利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9）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報告

安利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該等董事」，各董事為「董事」）會（「董
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
業績以及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據。

簡明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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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收益 4 46,002 62,032

財務資產公平值之變動淨額 5 1,021,125 (5,114,353)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4,640,322) (2,814,150)  

除稅前虧損 (3,573,195) (7,866,471)

所得稅 6 — —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7 (3,573,195) (7,866,471)

期內經扣除稅項後的其他全面收益 — —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3,573,195) (7,866,471)  

每股虧損
基本 9 (0.031) (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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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60,657 393,749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7,046,980 19,121,55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18,487 397,840
銀行及現金結餘 22,067,950 14,171,225  

29,433,417 33,690,620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19,500 836,600  

流動資產淨值 29,313,917 32,854,0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674,574 33,247,769  

資產淨值 29,674,574 33,247,76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2,320,000 2,320,000
儲備 27,354,574 30,927,769  

總權益 29,674,574 33,247,769
  

每股資產淨值 10 0.26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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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安利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一九八一年《百慕達公司法》作為
一間受豁免公司並於百慕達存續。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2, Bermuda。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灣仔港
灣道25號海港中心19樓4及5室。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及買賣上市及非上市公司股本證券。

2. 編製基準

該等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

本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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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不包括所有須於年度財務報表載列之資料及披露，並應
同時與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之會
計政策及用於編製的計算方法均與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
表所採用的一致。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公司已採納所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有關其經營業務，
並適用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的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並無導致本公司的簡明中期財務報表出現任何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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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一些新準則及準則修訂於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
生效並獲准提前應用。本公司尚未提前採納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
訂或經修訂準則。

本公司於上一年度財務報表中提供了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可能
對財務報表所產生之重大影響。由於本公司尚未完成其評估，會於適當時
候確定進一步影響。

4. 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45,009 60,643
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 993 1,389  

收益 46,002 62,032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
所得款項 13,095,700 1,699,242  

由於本公司所有收益、經營業績、資產與負債之貢獻乃於香港進行或主要源自
香港之投資業務，故無呈列分部資料。

5. 財務資產公平值之變動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
已變現虧損淨額 (851,850) (52,783)
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
未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1,872,975 (5,061,570)  

1,021,125 (5,11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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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由於本公司於期內並無應課稅盈利，故並無於期內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
一六年：無）。

7.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經扣除下列項目後入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折舊 51,892 28,618
董事酬金
 — 袍金 302,635 210,000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839 4,500

307,474 214,500
投資管理費用（附註8） 360,000 343,871
經營租賃費用 — 土地與樓宇 1,428,000 667,867  

8. 持續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二日，本公司與中國光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光
大證券」）訂立投資管理協議。根據該協議，中國光大證券同意於二零一六年五
月十二日起為本公司提供兩年投資管理服務，投資管理費固定為每月60,000港
元，每月𨒂滯支付。期內，本公司已支付中國光大證券投資管理費用360,000港
元。

上市規則第14A.08條規定，倘上市公司為根據上市規則第21章上市的投資公司，
則其關連人士亦包括投資經理。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中國光大證券
根據上述投資管理協議為本公司提供投資管理服務構成本公司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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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3,573,195
港元（二零一六年：7,866,471港元）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為
116,000,000股（二零一六年：114,956,044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並無發行具潛在攤薄性質之普通股，因此並無提呈於二零一七年
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10. 每股資產淨值

每股資產淨值乃根據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29,674,574港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247,769港元）及於該日已發行普通股116,000,000股（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6,000,000股）計算。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錄得營業額約13,142,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的約1,800,000港元增長630%。於總營業額中，約13,096,000港元或99.6%來自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所得款項及約46,000港元或0.4%來自上市
投資之股息收入以及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營業額的增長主要由於上市證券交易
量有所增長。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3,573,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的約7,866,000港元虧損減少55%。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約為4,640,000
港元，而去年同期支出約為2,814,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虧損為0.031港元，而本公司去年
同期錄得每股基本虧損0.068港元。虧損淨額的減少主要由於近期金融市場好轉，
持有之香港上市證券之未變現收益所致，而有關影響部分被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的增長所減輕。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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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香港股票市場的市場情緒自二零一七年一月起有所改善，導致恆生指數回彈並於
上半年錄得21.49%增長。科技、中國保險及澳門博彩業領域表現特別優異，並預期
於下半年錄得增長。

於報告期間，鑒於股票市場復甦，本公司已抓住機遇出售部分上市證券，本公司於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股票組合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19,122,000港
元減少63%至約7,047,000港元。

儘管上文所述，本公司仍對香港、中國及環球市場保持謹慎態度。中國內地機構已
施加緊縮措施，旨在預防金融及房地產泡沫風險，而該等緊縮措施可能增加經濟
下行風險。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出現放緩信號。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先生公佈，中
國於二零一七年目標增長訂為6.5%，為過去26年以來之新低。

此外，美國會加快落實信貸緊縮措施，且美元升值一直被視為新興市場的負面信
號並可能限制香港及中國股票的上升潛力。由於本公司的經營業績主要由投資買
賣證券驅策；其表現將受到全球股市之投資氣氛所影響。本公司將謹慎地進行新
投資交易，旨在擴大其投資組合並為股東創造價值。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香港上市證券投資組合由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
限公司、騰訊控股有限公司、南方富時中國A50 ETF及華夏滬深300指數ETF組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投資總額約有24%（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56%）為香港上市證券投資組合、1%（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為其他
資產、1%（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為物業、機器及設備及74%（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則為現金並存於香港銀行及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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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本公司主要以股東資金、配售股份及業務運營產生之現金為其運營及擴張撥付資
金。本公司維持強勁的現金狀況，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為22,067,95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171,225港元）。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資產淨值為29,674,574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3,247,769港元），每股資產淨值為0.26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29港元）。

本公司並無重大負債。本公司之總借款包括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於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為119,5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36,600港元）。本公司之
資本負債比率（按本公司之負債總額除以本公司擁有人總權益計算）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為0.004（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25)。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為
2,320,000港元，分為116,00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股份。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之整體股本架構概無變動。

資本開支

本公司之資本開支主要包括購買電腦設備、傢俬及固定裝置及辦公設備開支。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資本開支金額為18,800港元（二零一六年：
465,370港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外匯風險

本公司之資產及負債以及所有業務交易大部分以港元計值。因此，本公司所承受
外匯波動風險有限。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未使用任何衍生工具對
沖其外幣風險。



– 9 –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聘用合共10位（二零一六年：13位）僱員（包括
本公司董事）。本公司之薪酬待遇包括基本薪金、強制性公積金、醫療保險及其他
適當福利。薪酬待遇一般參考現行市場薪酬待遇、個人資歷及表現制定，並根據個
人特長及其他市場因素進行定期檢討。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員
工成本總額為1,866,978港元（二零一六年：654,140港元）。

本公司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抵押其資產（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報告期後事項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結束後，本公司概無進
行重大期後事項。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並無就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簽立任何協議，亦無任何其他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然而，倘將來出現任何潛在投資機會，本公
司將進行可行性研究及準備推行計劃以探討該投資機會是否對本公司及本公司股
東整體有利。

前景

儘管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現股票市場復甦的利好現象，本公司
預期全球經濟日後仍將充滿挑戰。本公司管理層將根據本公司之投資目標及政策
採納保守措施以管理現有投資。另一方面，本公司將繼續尋求及評估較好的投資
機遇，從而豐富投資組合，以最大化本公司股東之回報。



– 10 –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其上市證券。

董事於具競爭性業務之權益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之
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於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本公司業務競爭或可能競爭且須根
據上市規則第8.10條須予披露之任何業務中擁有權益。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其條款不遜
於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經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於整個報告
期內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及其行為守則。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及確保高標準之企業管治常規且本公司採納之企業管治原則符合
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益。本公司已設立符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
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規定之企業管治程序。董事會已檢討並採取措施採納企業
管治守則作為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守則。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
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項下之守則條文。

公眾持股量

根據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可獲得之資料及就其董事所知，本公司具備上市規則規
定的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超過25%的足夠的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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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細則乃遵照守則之規定而成立。審核委員會
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莫浩明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陳銘先生及王人緯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管理層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與本公司管理層
討論有關財務申報程序、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系統。

賬目審閱

外聘核數師中瑞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
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資料。

刊登二零一七年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載 於 本 公 司 網 站(www.earnest-inv.com )及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二零一七年中
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於本公司網站及聯交所網站刊登，並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安利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孫博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大明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孫博先生（主席）；以及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銘先生、莫浩明先生及王人緯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