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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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INNOVATION INVESTMENT LIMITED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17）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公佈本公司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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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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證券之所得款總額 114,985 43,277
  

利息收入 2 8

股息收入 778 2,949

其他收入 9 –

出售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之變

現收益淨額 1,245 4,245

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之未變現

持有收益╱（虧損） 15,841 (10,351)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5,237) (12,981)
  

除稅前溢利╱（虧損） 3 12,638 (16,130)

所得稅開支 4 – –
  

期內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12,638 (16,130)
  

期內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溢利╱ 

（虧損）總額 12,638 (16,130)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5 0.099港仙 (0.18港仙)
  

 攤薄 5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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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 –

 可供出售投資 6 268,682 268,682
  

268,682 268,682
  

流動資產
 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 302,471 84,08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696 13,676

 現金及銀行結餘 7 75,728 270,984
  

380,895 368,745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8 626

  

138 626
  

流動資產淨值 380,757 368,119
  

淨資產 649,439 636,801
  

權益
 已發行股本 8 128,016 128,016

 儲備 521,423 508,785
  

權益總額 649,439 636,801
  

每股資產淨值 10 0.05港元 0.0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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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發行 股份 購股權

股本 溢價賬 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28,016 655,342 9,456 (156,013) 636,801

期內全面溢利總額 – – – 12,638 12,638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28,016 655,342 9,456 (143,375) 649,439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85,144 490,934 9,744 (101,841) 483,981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16,130) (16,130)

購股權獲行使時發行股份 200 1,218 (418) – 1,000

公開發售完成時發行股份 42,672 170,688 – – 213,360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28,016 662,840 9,326 (117,971) 682,211
     

附註：

(i) 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在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條文及法定償還能力測試之規限下，本公
司股份溢價可用作向股東分派股息。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可通過普通決議案從本
公司合法可分派利潤及儲備中宣派或派付股息。股息亦可從本公司股份溢價賬宣派。於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可分派之儲備金額約為511,96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六月三
十日：約544,869,000港元）。

(ii) 購股權儲備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所確認授予本公司董事、僱員及業務諮詢人但
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公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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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95,256) (107,768)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 214,360
  

現金及等值現金（減少）╱增加淨額 (195,256) 106,592

期初之現金及等值現金 270,984 113,567
  

期末之現金及等值現金 75,728 220,159
  

現金及等值現金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75,728 2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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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
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上環德輔道西9號26樓。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
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期內，本公司之主要業務並無變動，即主要從事投資業務。其主要投資目標為透過投資主
要位於香港（「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上市及非上市企業，以達致中長期資本
增值。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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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本公司截至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且與其業務有關及於其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之
會計期間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導致本公司之會計政策、本公司財務報表之呈列以及本期間
及過往年度呈報之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公司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公司已著手評估該等新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斷定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
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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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溢利╱（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除稅前溢利╱（虧損）乃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核數師酬金 98 257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 1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薪金及褔利 521 378

 －退休褔利計劃供款 21 6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費用 480 480
  

4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任何
應課稅溢利，故未有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5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12,63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虧損為16,130,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12,801,578,629股（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759,534,531股）計算。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之購股權，原因為行使購股權將分別增
加╱減少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每股盈利╱（虧損）。

6 可供出售投資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上市股本證券，按成本值 353,564 353,564

減：減值 (84,882) (84,882)
  

268,682 26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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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現金及銀行結餘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存款 75,725 270,981

手頭現金 3 3
  

75,728 270,984 
  

8 股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10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000,000,000股） 
 （附註） 1,000,000 1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2,801,578,629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801,578,629股） 128,016 128,016

  

附註： 法定股本增加至1,00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00股股份）已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

9 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及聯交所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四
日批准根據購股權計劃（「該計劃」）將予發行之股份上市及買賣，本公司採納購股權計劃以
獎勵董事、僱員及顧問。除非或以其他方式取消、修訂或屆滿，該計劃將於二零二四年六
月三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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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劃項下可予授出購股權涉及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10%，或倘該
10%限額獲更新，則根據該計劃已授出但有待行使之所有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時可予發
行之股份總數，最多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總數之30%。在未得本公司股東事先
批准之情況下，於任何一年向任何人士授出購股權涉及之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時
已發行股份之1%。向任何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授出購股權須獲獨立非執行董事
批准。倘授出任何購股權予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將導致截至授出日期止12個
月內已授出及將授出購股權獲行使時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本公司股份價值超過5,000,000港
元，則授出有關購股權必須事先獲本公司股東批准。

接納購股權時須向本公司支付代價1港元。購股權可於本公司董事將釐定及通知之一年期間
內隨時根據該計劃條款行使，惟有關期間不得超過購股權授出日期起計十年，並須受相關
提早終止條文約束。行使價由本公司董事釐定，惟不得低於授出購股權當日本公司股份收
市價及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之股份平均收市價（以較高者為準）。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根據該計劃授出之購股權變
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於
二零一七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屆滿 期內行使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每份購股權
之行使價
港元

二零一四年
 七月六日

二零一四年
 七月六日至
 二零二四年
 七月五日 539,526,316 – – – 539,526,316 0.0497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於
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屆滿 期內行使

於完成公開
發售時調整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每份購股權
之經調整
行使價
港元

二零一四年
 七月六日

二零一四年
 七月六日至
 二零二四年
 七月五日 556,000,000 – – (20,000,000) 3,526,316 539,526,316 0.0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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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資產淨值

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值為0.05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5港元）。每股資產淨
值乃按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約為649,439,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636,801,000港元）及報告期末已發行普通股數目12,801,578,629股（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801,578,629股）計算。

11 關聯方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支付投資管理費予
 中國光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附註a） 240 240

  

支付租賃開支予
 新時代集團（中國）有限公司（附註b） 480 480

  

支付租賃按金予
 新時代集團（中國）有限公司（附註b） 160 160

  

附註：

(a) 本公司與中國光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中國光大」）訂立一份投資管理協議，自二零
零三年六月一日起計為期三年，代價為根據本公司於每個曆月在聯交所之最後交易日
或董事局認為適當之其他估值日之資產淨值按年率0.25%每月支付費用，且須於緊隨
每個估值日之下一個營業日支付。協議將於屆滿時自動續期三年，除非其中一方在不
少於三個月前向對方發出終止通知書。

 此外，中國光大有權享有相當於本公司每個財政年度之經審核除稅前溢利10%之獎
金，須於緊隨本公司公佈該年度經審核全年業績後之下一個營業日支付。於二零零七
年十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中國光大訂立第一份補充協議，據此，自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起將服務費調整至每年300,000港元，即每月支付25,000港元（「投資管理費」），
並將年度獎金擴大至最多1,000,000港元。根據上市規則，中國光大被視作本公司之
關連人士。本公司董事陳昌義先生為中國光大之授權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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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中國光大訂立第二份補充協議，自二零一二年
五月二十日起至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九日止為期三年。根據該協議，投資管理費自二零
一二年五月二十日起增加至每年960,000港元，即本公司每月應付中國光大80,000港
元。另外，本公司及中國光大已同意自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日起十二個月內不得終止
該協議（經第一份補充協議及第二份補充協議修訂）。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本公司與中國光大訂立第三份補充協議。根據該協議，
投資管理費分為兩部分。自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固定部分為每年480,000港元，
即本公司每月應付中國光大40,000港元。另一部分為每年480,000港元，僅當本公司
每個財政年度之經審核除稅前溢利達到480,000港元時，方有責任於本公司就該年度
刊發經審核全年業績後一個月之營業日支付。第三份補充協議為第二份補充協議之備
忘錄，僅修訂第二份補充協議項下付款方式。因此，本公司訂立第三份補充協議並不
構成一項新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九日，本公司與中國光大訂立第四份補充協議，自二零一五年五
月二十日起至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九日止為期三年。所有條款及條件維持不變。

(b) 本公司與新時代集團（中國）有限公司（「新時代」）（本公司董事向心先生擁有該公司之
控制權）訂立一份租賃協議（「租賃協議」）以承租一項辦公室物業，自二零零八年七月
一日起計為期三年，其中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期間免租。
根據租賃協議，本公司將向新時代支付按金160,000港元及月租80,000港元。有關按
金已計入簡明財務狀況表「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內。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租賃協議已自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起進一步重續三年。於二零一
四年一月一日，經本公司與新時代協定，租賃協議之年期已自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起
延長36個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租賃協議之年期已自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起進
一步延長3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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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承擔

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應付未來最低租賃款項總額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960 480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920 –
  

2,880 480
  

經營租賃付款指本公司就其辦公室應付之租金。租期平均為三年，租期內租金固定，且不
包括或然租金。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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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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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錄得出售證券之所得款總額約為

114,98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3,277,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錄得股息收益約為77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

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949,000港元），而出售財務資產之變現收益淨額約為

1,24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245,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約為12,638,000港元，而二零一六年同期

之虧損則約為16,130,000港元。

業務回顧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而本公司之股份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第21章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1.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發出終審判決並判定司

榮彬須向本公司支付：(i)15,000,000港元；(ii)按15,000,000港元支付利息，利

息由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起至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以年利率8%計算，

之後根據判決利率計算至清付為止；(iii)定額訟費11,045港元（「法院判決」）。由

於司榮彬沒有執行法院判決，本公司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呈請司榮彬破

產（「破產申請」）。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六日，就破產申請展開聆訊後，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認

定司榮彬沒有理由反對破產呈請，向司榮彬頒布破產令，並判令其支付本公司

的訟費。

2.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作為財富風暴平台市場推廣計劃不可或缺之一部

分，博思夢想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博思文化」）宣佈，所有博思文化之簽約策略

夥伴（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及中國趨勢控股有限公司）之在職僱員及最終股東，

將依據其各自之薪金及股權面值，每月獲贈「財富風暴」之換購禮券（「福利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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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財富風暴平台之開發已經基本完成，並且已經上

線試驗營運。鑒於目前付款方法及資料私隱問題未有理想的解決方案，實施福

利計劃之時間將會延期至另行通知為止。

前景

本公司乃香港為數不多專注投資軍民融合行業之投資公司，透過投資上市及非上市企

業，爭取在所投企業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獲取中長期資本增值收益，並以此作為主要

經營策略及收益來源。

憑藉多年來在內地市場之經驗及廣闊網路，本公司分別透過投資儲能產品、光源產

品、節能材料及媒體終端，以節能減排為發展目標，實現了在「新能源」、「新光源」、

「新材料」及「新媒體」四個產業領域之實質項目突破。

投資組合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持有五間非上市公司：太陽創建有限公司、唯美視

界有限公司、聯冠未來有限公司、藍色天使（香港）有限公司及廣遠星空有限公司之投

資，投資總成本及賬面值分別約為353,564,000港元及268,682,000港元。

(i) 太陽創建有限公司（「太陽香港」）於香港註冊成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於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太陽香港直接持有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公司之全部權

益，該公司主要從事與新能源有關之業務。本公司持有2,710股太陽香港無投票

權「B」股股份，佔太陽香港已發行股本67.75%權益。期內並無收取任何股息。

(ii) 唯美視界有限公司（「唯美香港」）於香港註冊成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唯美

香港之主要資產包括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全資附屬公司。唯美香港具有LED人機

工程技術，並以LED光源、光通量適當、實現任意色溫、健康光譜及符合人機

工程學為特點。本公司持有8,500股唯美香港無投票權「B」股股份，佔唯美香港

已發行股本85%權益。期內並無收取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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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聯冠未來有限公司（「聯冠海外」）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

股。聯冠海外直接持有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公司之全部權益，該公司主要從事

節能牆材之研究與開發。本公司持有1,621股聯冠海外無投票權「B」股股份，佔

聯冠海外已發行股本52.68%權益。期內並無收取股息。

(iv) 藍色天使（香港）有限公司（「藍天香港」）於香港註冊成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

股。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持有48,500股藍天香港無投票權「B」股股

份，佔藍天香港已發行股本62.99%權益。期內並無收取股息。

(v) 廣遠星空有限公司（「廣遠香港」）於香港註冊成立及主要從事投資控股，專門提

供完善的資產管理及融資平台。廣遠香港持有於中國註冊成立附屬公司之95%

權益，該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提供融資平台及資產管理。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本公司持有3,000股廣遠香港無投票權「B」股股份，佔廣遠香港已發行股本

31.58%權益。期內並無收取股息。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現金及等值現金約為75,728,000港元。所有現金

及等值現金主要以港元計值。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以本身可動用資金撥付營運所需，且並無任何銀行融資。就

此，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處於淨現金及零資本負債比率（淨負債對股東資

金比例）狀況。經考慮本公司現有財務資源後，預期本公司應具備充足財務資源以應

付持續營運及發展所需。

資本架構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資本架構變動詳情載於簡明財務報表

附註8。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資本僅由普通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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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波動

本公司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進行業務交易。董事認為，本公司並無重大外匯波動風

險，並相信毋須對沖任何匯兌風險。然而，管理層將持續監察外匯風險狀況，並將

於未來採取任何被視為合適之審慎措施。

公司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抵押資產，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共有10名（二零一六年：11名）工作人員。

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以保留資本

撥付營運所需及潛在投資商機。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其任何上市

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局竭力建立及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提高公司透明度及捍衛本公司股東權

益。本公司致力奉行最佳企業管治常規，並在切實可行情況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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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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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偏離守則第A.2.1及A.4.1條外，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

守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區分及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彼等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之規定輪

值告退，並將合資格重選連任。

期內，向心先生為本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此偏離守則第A.2.1條守則條文有

關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區分及不應由同一人擔任之規定。

經評估本公司目前狀況並考慮向先生之經驗及過往表現後，董事局認為目前由向先生

同時擔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角色之安排屬恰當及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原因為此

安排有助維持本公司政策之延續性及營運之穩定性。

現任非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任期獲委任。此構成偏離守則第A.4.1條守則條文。然

而，全體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因此，董

事局認為已採取充足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遜於守則所載者。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

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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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根據守則所載職權範圍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王新先生、臧洪亮先生及李永恒先生）組

成。王新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管本公司的財務

報告流程、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系統及向董事局提供建議及意見、監管審核程序及履

行董事局不時可能指派的其他職責及責任。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已獲審核委員會

審閱。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所得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

本公司已維持上市規則規定之公眾持股量。

承董事局命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向心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向心先生（主席）及陳昌義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王新先生、臧洪亮先生及李永恒先生。龔青女士為向心先生之替任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