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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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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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7）

Jun Yang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君陽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本集團錄得持續經營業務收益約 25,59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約
38,700,000港元）。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約為684,237,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約140,488,000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 本集團持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189,76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182,286,000港元）。本集團持有應收貸款約26,011,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7,830,000港元）及持作買賣投
資約1,278,729,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916,926,000
港元）。

– 流動資產淨值約為1,806,11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2,473,499,000港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
額）為6.26倍（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89倍）。

– 資產淨值約為 2,217,961,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874,138,000港元）。

– 本集團有其他借貸約299,9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280,800,000港元）。



– 2 –

中期業績

君陽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君陽金融」或「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
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25,597 38,700
直接經營成本 (242) (2,960)  

溢利總額 25,355 35,740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5 (657,213) (109,519)
行政開支 (45,470) (47,583)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8,636 (4,541)
融資成本 6 (13,112) (21,843)  

除稅前虧損 (681,804) (147,746)
所得稅開支 7 (2,433) (3,412)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684,237) (151,158)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8 – 10,370  

期內虧損 8 (684,237) (140,788)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隨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之匯兌差額 3,776 (12,783)
應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入 10,565 –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669,896) (15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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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684,237) (150,858)
已終止經營業務 – 10,370  

(684,237) (140,488)
  

非控股股東權益應佔期內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 (300)
已終止經營業務 – –  

– (300)
  

下列各項應佔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69,896) (153,271)
非控股股東權益 – (300)  

(669,896) (153,571)
  

每股虧損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港仙） 10 (23.50) (1.22)
  

－攤薄（港仙） 10 (23.50) (1.22)
  

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港仙） 10 (23.50) (1.31)
  

－攤薄（港仙） 10 (23.5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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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政狀況表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9,371 60,916
商譽 808 80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5,771 80,191
可供出售投資 369,736 358,499
其他資產 458 225  

486,144 500,639  

流動資產

應收貸款 26,011 27,830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36,650 77,28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515,405 441,701
持作買賣投資 1,278,729 1,916,926
銀行信託賬戶結餘 103,206 60,993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9,760 182,286  

2,149,761 2,707,023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 44,761  

2,149,761 2,751,78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15,487 86,802
應付稅項 2,557 10,683
其他借貸 225,600 180,800  

343,644 27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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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淨值 1,806,117 2,473,49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92,261 2,974,138  

非流動負債

其他借貸 74,300 100,000  

資產淨值 2,217,961 2,874,13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9,117 29,117
儲備 2,183,742 2,839,91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212,859 2,869,036
非控股股東權益 5,102 5,102  

權益總額 2,217,961 2,87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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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以公平值計量之持作買賣投資除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
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時所
依循者一致。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作出遞延稅項資產之確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或所載列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3. 收益

收益指期內已收及應收第三方款項淨額之總額。

本集團之期內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借貸之利息收入 1,864 9,492
來自金融服務之收入
－證券經紀之佣金收入 4,873 5,364
－配售及包銷之佣金收入 2,295 10,374
－來自客戶之利息收入 16,565 13,470  

25,597 38,700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綠色能源業務之收入
－提供諮詢服務 – 4,455
－售電 – 26,694  

– 3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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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已向本公司董事會（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以便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呈報及經營分類如下：

• 資產投資分類－於上市及非上市證券及投資基金之投資；

• 金融服務分類－於香港提供金融服務（包括證券經紀、配售及包銷）；

• 綠色能源分類－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提供綠色能源相關諮詢服務及售電；及

• 借貸分類－於香港提供貸款融資。

分類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呈報及經營分類劃分之持續經營業務收益及業績分析：

收益及業績

持續經營業務

資產投資分類 金融服務分類 借貸分類 總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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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分類收益 – – 23,733 29,208 1,864 9,492 25,597 38,700

業績

分類業績 (649,939) (100,688) 11,765 11,923 942 8,373 (637,232) (80,392)

未分配企業收入 523 477

未分配企業開支 (29,742) (41,447)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475) –

出售聯營公司之虧損 (10,402) –

融資成本 (13,112) (21,843)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8,636 (4,541)  

除稅前虧損 (681,804) (147,746)  

以上報告之分類收益指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
無任何分類間銷售（二零一六年：無）。

於兩個期間並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銷售總額之10%之上。

經營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業績為每一分類之虧損，並無分配
董事酬金、若干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以及若干行政開支、融資成本以及應佔聯營公司
之業績。此乃就資源分配及分類表現評估而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之計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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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持續經營業務
資產投資分類 1,704,832 2,416,958

借貸分類 29,742 27,643

金融服務分類 496,451 422,264  

分類資產總值 2,231,025 2,866,865

未分配 404,880 385,558  

綜合資產總值 2,635,905 3,252,423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持續經營業務
資產投資分類 9,748 11,104

借貸分類 9 820

金融服務分類 105,647 74,878  

分類資產總值 115,404 86,802

未分配 302,540 291,483  

綜合資產總值 417,944 378,285  

為監察分類表現及於分類間分配資源：

• 除未有分配至分類資產之其他資產、銀行結餘及現金、商譽、分類為持作銷售之資
產、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及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外，所有資產分配至經營分類；及

• 除未有分配至分類負債之其他借貸、即期應付稅項外，所有負債分配至經營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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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利息收入 523 477

雜項收入 1,396 281

持作買賣證券之股息收入 274 7,539

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54,856 49,631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475) –

出售聯營公司之虧損 (10,402) –

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 (703,385) (167,447)  

(657,213) (109,519)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96 13,481

貸款票據之利息 13,016 8,362  

13,112 21,843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433 3,412  

期內稅項開支 2,433 3,412  

香港利得稅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16.5%（二零一六年：16.5%）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通用稅率計算。



– 10 –

8. 期內（虧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期內虧損乃於（計入）╱扣除下列項目後達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86 1,097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1,614 2,757

外匯收益淨額 (12) (43)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溢利乃於（計入）╱扣除下列項目後達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711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 756

匯兌收益淨額 – (985)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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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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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之期內虧損 (684,237) (140,488)

減：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盈利 – (10,370)  

用以計算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684,237) (150,85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911,713 11,53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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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作
調整，以反映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六日完成之股本重組。

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尚未
行使之本公司購股權獲行使，原因是假設行使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零（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09

港仙）乃根據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零（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
約10,370,000港元）以及上文所詳述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分母而計算。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年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金融服務業務之貿易應收款項
－客戶（附註 (i)及 (ii)） 491,534 418,275

－結算所（附註 (i)） 2,181 55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494) (1,173)  

493,221 417,157

其他應收款項 22,184 24,54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515,405 441,701  

附註：

(i) 證券買賣業務產生之客戶及結算所貿易應收款項須於結算日後按要求償還。證券
買賣業務中產生之貿易應收款項之一般結算期限為交易日後兩個營業日。董事認
為，鑒於該等貿易應收款項之性質，賬齡分析並無額外價值，故並無披露賬齡分析。

(ii) 客戶均設有交易限額。本集團對其尚未償還貿易應收款項採取嚴格監控，以最小
化信貸風險。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餘下約491,534,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418,275,000港元）由管理層定期監控。管理層確保本集團以保管人身份
代客戶持有的上市股本證券足夠抵銷結欠本集團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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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年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金融服務業務產生之應付款項
－客戶（附註 (i)及 (ii)） 103,795 62,251

－結算所（附註 (i)） – 10,088  

103,795 72,339

其他應付款項 1,513 2,258

應計費用 10,179 12,205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115,487 86,802  

附註：

(i) 大部分貿易應付款項結餘須按要求償還，惟若干應付客戶款項除外，該等款項乃於
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買賣活動而向客戶收取之孖展按金。只有超出規定孖展按金
的金額可按要求退還。

(ii) 現金客戶及結算所證券買賣於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應付款項於交易日後兩日內
結算。

(iii) 由於董事認為，鑑於證券槓桿貸款業務之性質，賬齡分析並無額外價值，故並無披
露賬齡分析。



– 13 –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持續經
營業務收益約 25,59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38,700,000港元）以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淨額
約684,23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40,488,000
港元）。錄得虧損淨額主要歸因於本集團的投資虧損（包括已變現虧損約
27,000,000港元及未變現虧損約676,000,000港元）。未變現虧損屬非現金性
質，大多數與本集團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變動產生之虧損有關。儘管錄
得大額虧損，惟金融業務之基本因素仍然處於正軌，本集團正審慎管理
業務及風險。本集團現金狀況健康。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持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189,76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82,286,000港元）。本集團持有應收貸款約26,011,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 27,830,000港元）及持作買賣投資約 1,278,729,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916,926,000港元）。

業務回顧

香港仍為全球市場的金融樞紐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全球市場面對重重挑戰，尤其是美國貨幣政策正
常化、多個主要國家的領導層變動、人民幣存在持續貶值壓力及英國脫
歐的進一步發展。然而，儘管無可避免地出現波動，但至今已順利跨越
所有挑戰，市場正在恢復。

透過積極支持許多大型發售，而且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香港仍為亞太
區乃至全球市場金融樞紐。國內經濟方面，隨著推動交易的穩定金融政
策落實，交易量有所上升。相信在滬港通計劃及深港通計劃推出後，中
國經濟表現於上半年已有改善，為本集團的金融服務業務帶來機遇。

金融服務業務處於正軌

於本期間，本集團專注於金融服務分類發展，並取得合理的分類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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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自二零一四年十月起開始經營金融業務。迄今，此分類已成為本
集團的核心業務分類，並已產生穩定現金流。在資深專業人士（包括董事
會主席郭師堯先生及董事會副主席鄧聲興博士，彼等在金融業具多年經
驗並擁有堅實網絡）的領導下，本集團積極參與不同企業融資項目。

於本期間，金融業務分類錄得收益約23,73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9,208,000港元），純利按年下跌1.33%至約11,765,000港
元，主要歸因於來自保證金融資之利息收入。君陽證券有限公司（「君陽
證券」）成功完成 10宗集資交易，為客戶集資合共約 108,494,000港元。配售
及包銷活動收入按年減少77.88%至約2,295,000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本集團遷入於香港中環永安集團大廈的自置物業，
展現我們對金融服務業務前景的信心。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君陽證券
在 iOS及Android平台推出交易應用程式，讓客戶更方便地買賣香港股票。
此舉為我們朝金融科技方向發展的計劃一部分。與此同時，我們的資產
管理業務進展順利，本集團已提高市場研究能力，並通過每週報告為客
戶提供最新基金表現，以加強與客戶的溝通。鑒於網路攻擊造成的威脅
日增，君陽證券亦已採取措施加強合規方案及網路安全解決方案。

貸款業務

本集團透過易財務有限公司從事貸款業務。於本期間，貸款業務分類錄
得利息收入約 1,86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9,492,000港元）。本集團繼續縮減貸款業務規模，包括已於二零一七年二
月完成向一位獨立第三方出售億世有限公司（主要於中國從事借貸業務）
的31.2%間接權益連貸款，現金代價為51,000,000港元，讓本集團可分配更
多資源至金融業務。

資產投資業務

資產投資業務方面，本集團錄得嚴重虧損，主要歸因於香港股票市場不
穩導致持作買賣投資出現公平值變動。資產投資業務分類錄得虧損約
649,93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100,688,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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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本集團訂立買賣協議，向一名獨立第三方
出售泛亞環球物業顧問有限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合計30%，代價為27,092,000
港元。泛亞環球物業顧問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房地產代理業務，尤其是在
澳洲及英國銷售物業。於完成後，本集團不再持有泛亞環球物業顧問有
限公司任何權益。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持作買賣投資約 1,278,729,000港
元，其中約1,240,081,000港元為於香港上市股本證券的投資，約27,289,000
港元為於美國股市的投資，約11,359,000港元為非上市投資基金。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持作買賣投資組合包括超過50種香港上市股本證券
及7種美國上市股本證券。其中，有關投資的50項股本證券佔本集團於二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總資產少於1%，其餘佔本集團於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總資產約1.02%至約17.41%。

除上述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非上市可供出售投資亦產生
虧損，可供出售投資的減值虧損約為 67,958,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的可供出售投資總價值約369,736,000港元，包括香港上市
股本證券約13,769,000港元，以及按成本減去減值計算的約355,967,000港元
的基金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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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賬面值佔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總資產5%
以上之投資為重大投資。重大投資詳情如下：

持作買賣投資

投資描述 業務概述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所持股份

數目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所持股票╱
投資已發行
股本總數

概約百分比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之投資
成本╱

所持股本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之賬面值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
未經審核
總資產之

概約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大投資

康宏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19）

獨立理財顧問業務、借
貸 業 務、自 營 投 資 業
務、資產管理業務、企
業融資顧問業務及證
券買賣業務

 1,483,788,000 9.93%  515,947  170,636 6.47%

康健國際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86）

醫療業務投資：提供及
管理醫療、牙科及其他
醫療相關服務；投資及
買賣物業及證券

 674,762,000 8.97%  851,879  458,838 17.41%

第一信用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15）

借貸業務  350,000,000 9.65%  48,000  206,500 7.83%

其他投資

其他上市股份 * 655,450 404,107 15.33%

香港境外上市股份 18,535 27,289 1.04%

非上市投資基金 10,109 11,359 0.43%   

持作買賣投資總計 2,099,920 1,278,729 48.51%
   

*  其他上市股份主要指本集團於超過 50家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及創業板上市的公司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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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投資

投資描述 業務概述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所持股份

數目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所持股票╱
投資已發行
股本總數
百分比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之投資
成本╱

所持股本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之賬面值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
未經審核
總資產之

概約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股份 – – –  112,269  13,769 0.52%

非上市投資基金 –  525,381  355,967 13.50%– –    

可供出售投資總計  637,650  369,736 14.02%
   

持作買賣投資項下重大投資的表現及未來前景

康宏環球控股有限公司（「康宏」）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本集團持有康宏已發行股本中的1,483,788,000股
股份，賬面總額約為 343,000,000港元。於本期間，本集團未有購買或出售
任何康宏股份。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 1,483,788,000股康
宏股份，佔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康宏已發行股份約9.93%；而相關投資
的賬面總額約為 171,000,000港元，相當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的未經審核總資產約 6.47%以及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未
經審核資產淨值約7.69%。於本期間，本集團並未自康宏接獲任何股息。
於本期間，本集團就其於康宏之投資錄得公平值虧損約172,000,000港元。

誠如康宏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康宏年報」）所
披露，康宏於該年度錄得其擁有人應佔綜合虧損淨額約 95,500,000港元。

康宏之未來前景（以已刊發之資料為基礎）方面，誠如康宏年報所披露，
董事注意到康宏將 (i)於亞洲（尤其是香港及中國內地）建立全面之金融理
財服務平台；(ii)以不同業務分部及地點實現協同效應；及 (iii)改善其集團
之資本結構，以繼續力爭成為亞洲領先之金融理財集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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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注意到康宏的股價在過去幾個月之動向，本集團今後將密切監測其
股價和成交量的變化，以及其公司基本面。董事不排除因應市場變化調
整我們的持倉量。

第一信用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第一信用」）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本集團持有第一信用已發行股本中的350,000,000
股股份，相關投資的賬面總額約為 163,000,000港元。於本期間，本集團未
有購買或出售任何第一信用股份。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
有350,000,000股第一信用股份，佔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第一信用已發
行股份約9.65%；而相關投資的賬面總額約為 207,000,000港元，相當於本
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總資產約 7.83%以及本集團於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9.31%。本集團收到第一信
用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0.2港仙。於本
期間，本集團就其於第一信用之投資錄得公平值收益約 44,000,000港元。

誠如第一信用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第一信用
年報」）所披露，其於該年度錄得其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約34,000,000港元。

第一信用之未來前景（以已刊發之資料為基礎）方面，誠如第一信用年報
所披露，董事注意到第一信用將持續維持其放債業務的可動用流動資金
並密切監察其現金狀況，視乎現行市況及其集團狀況，探索任何潛在投
資方案或商機，包括但不限於投資債券、債務工具、上市股本證券或以
項目為基礎的投資。

康健國際醫療集團有限公司（「康健」）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本集團持有康健已發行股本中的619,762,000股股
份，賬面總額約為 775,000,000港元。於本期間，本集團購入合共 55,000,000
股康健股份，總額約為66,000,000港元，惟未有出售任何康健股份。於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674,762,000股康健股份，佔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康健已發行股份約8.97%；而相關投資的賬面總額約為459,000,000
港元，相當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總資產約17.41%
以及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 20.69%。本集
團就其於康健所持股份收到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股息約為 5,800,000港元及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28港仙。於本期間，本集
團就其於康健之投資錄得公平值虧損約為 382,000,000港元。



– 19 –

誠如康健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康健年報」）所
披露，其於該年度錄得其擁有人應佔綜合溢利約 63,000,000港元。

康健之未來前景（以已刊發之資料為基礎）方面，誠如康健年報所披露，
董事了解到康健將繼續透過中國及香港的雙軌戰略，拓展優質醫療服務
的發展，開拓中國內地醫療市場，積極推進港式醫療服務標準，矢志成
為中國內地領先的醫療服務營運商。董事亦注意到，誠如其公開報導所
披露，南陽南石醫院在康健投資的管理公司的管理下穩步發展，且康健
將與其最大股東中國人壽合作發展連鎖綜合健康管理中心。

董事注意到康健股價在過去幾個月之動向，本集團今後將密切監測其股
價和成交量的變化，以及其公司基本面，以相應決策來優化我們的投資
回報。

本集團的持作買賣投資之一般分析

董事預期，香港股票市場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將繼續波動，而該投資環
境或會影響本集團持作買賣投資及可供出售投資之價值。然而，考慮到
上述三家公司之未來前景，董事對該等公司之潛力有信心，除非本集團
之投資策略有變，或市場出現重大變動，否則本集團將繼續投資該等公
司。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市價，及繼續買賣該等股份以取得最佳回報。為
分散風險，本集團將檢討全面投資組合，並於機會出現時考慮重建組合
及購入其他上市公司之股份。

業務前景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聯邦儲備上調利率及市場對川普經濟的憂慮增加
了全球金融市場的不明朗因素。在此情況下，香港股市亦出現波動。未
來數月，聯邦儲備很可能進行年內第三次利率上調，或會導致市場再次
出現波動，可能對本集團的業務發展形成挑戰。

香港市場方面，隨著深港通計劃及債券通（北向通）落實，跨境投資活動
將愈加活躍。債券通為香港與中國內地建立的債券市場互聯互通機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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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正式啟動，目前僅北向通，南向通將隨後開通。
預期計劃啟動能夠提高衍生產品的滲透率，刺激股票交易量，並成為香
港金融市場結構性增長的推動力。

中國市場方面，中國經濟持續處於增長軌道，現時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
率為6.9%，超出中國政府6.5%年增長率的目標，顯示出反彈跡象。在中國
政府支持下，且與中國的金融合作團結有力，預期未來香港金融市場將
繼續在無可避免的波動中蓬勃發展。

本集團對二零一七年下半年金融市場抱持審慎樂觀態度。為達到成為香
港領先金融服務供應商的目標，君陽金融將進一步加強及鞏固金融服務
業務，並將擴大銷售隊伍，抓緊龐大的市場機遇。

董事認為，債券通為世界第三大的中國債券市場在發展上的重大突破。
合資格的境外投資者能夠通過內地與境外債券市場建立的基建連接，首
次投資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預期香港在固定收入方面將發揮更重要的
作用。憑藉過往的場外交易債券配售經驗，本集團將把握機會，努力在
債券相關市場擴展業務。

為分散收入來源，本集團將繼續調整投資組合，擴大服務範圍，涵蓋併
購、資產管理、保證金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等。本集團將不時檢討投資
政策及程序以保障投資。本集團深信，我們將能夠根據市場環境及時作
出審慎決策，為股東創造長期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 189,760,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82,286,00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約達
1,806,11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473,499,000港元）。流
動比率（即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為 6.26倍（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9.89倍）。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總負債與總資產之比率）約為 16%（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2%）。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未償還其他借貸約為 299,900,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80,800,000港元）。由於本集團之銀行
結餘及借貸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故匯率波動風險不大。銀行及其他借
貸按目前市場利率計息，並須按相關貸款協議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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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架構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東權益約為 29,117,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9,117,000港元）。

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概無抵押予任何人士（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 30名僱員。本集團為員工提供
合適及定期之培訓，以繼續維持及提升員工之實力。本集團給予僱員之
薪酬主要根據業內慣例及僱員之個人表現及經驗制定。除定期薪酬外，
亦會因應本集團之業績及僱員個人表現授予合資格員工酌情花紅及購
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
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竭力保持良好之企業管治水平，以提高股東價值。本公司於截至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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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有適用守則
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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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守則。經向董事作
出具體查詢後，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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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陳志遠先生（審核委員會
主席）、戚治民先生及姚慧儀女士。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
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與財務申報事項（包括審閱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代表董事會
君陽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師堯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郭師堯先生、鄧聲興博士及吳騰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遠先生、戚治民先生及姚慧儀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