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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業績，連同

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本期間之未經審核業績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392 316
其他收入 4 84 52
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處理之 
財務資產公平值變動 (172) 24,732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處理之 
財務資產之已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1,903 (425)

行政開支 (7,650) (7,329)
分佔一家聯營公司之溢利 – 1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溢利 5 (5,443) 17,347
所得稅開支 6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 (5,443) 17,347

股息 7 – –

每股（虧損）╱溢利
基本（每股港仙） 8 (0.06) 0.21

攤薄（每股港仙） 8 (0.06) 0.18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處理之 
財務資產之所得款項 40,610 39,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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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 (5,443) 17,347

其他全面開支：
可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751) (10,377)
本期間一家附屬公司產生之匯兌差額 (50) (127)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1,801) (10,50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7,244) 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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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14 1,115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9 5,824 5,874
可出售財務資產 10 101,724 93,475

108,462 100,464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 11 53,095 38,235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61,173 61,294
銀行及現金結存 46,397 88,814

160,665 188,343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94 2,389

1,094 2,389

流動資產淨值 159,571 185,954

資產淨值 268,033 286,41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 8,928 8,937
儲備 259,105 277,481

權益總額 268,033 286,418

每股資產淨值 13 0.030港元 0.032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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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投資重估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8,937 354,658 38,960 123,411 (163) (239,385) 286,418

註銷股份 (9) (945) – – – – (954)

購回股份 – (10,187) – – – – (10,187)

本期間虧損 – – – – – (5,443) (5,443)

其他全面收益

－可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 (1,751) – – – (1,751)

－本期間一家聯營公司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50) – (50)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928 343,526 37,209 123,411 (213) (244,828) 268,033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8,343 265,018 7,659 123,411 47 (215,411) 189,067

收購投資時所發行之股份 24 7,975 – – – – 7,999

本期間收益 – – – – – 17,347 17,347

其他全面收益

－可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 (10,377) – – – (10,377)

－本期間一家聯營公司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127) – (127)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367 272,993 (2,718) 123,411 (80) (198,064) 20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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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21,269) 20,140
投資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10,007) 131
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11,141) (6,57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增加淨額 (42,417) 13,696
於四月一日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8,814 2,193

於九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6,397 15,88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存分析
銀行結存 46,397 15,889
定期存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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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中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在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後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撤銷註冊，且於二零一一

年三月二日以續存之形式於百慕達註冊為獲豁免公司。本公司股份由二零零零

年十二月十二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之註冊

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而其香港總
辦事處位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08號大新金融中心27樓2706-2707室。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乃持有投資以獲得中期至長期資本增值，以及投資於上市及

非上市證券。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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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編製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公司截至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而編製，惟若干財務工具乃按公平值（視

何者適用而定）計量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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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六

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

應用會計政策之重大判斷及會計估算之主要來源與編製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貫徹一致。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

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本集團正在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首次應用後

之潛在影響，惟尚未能確定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本集團

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經營分類為本集團可賺取收益及產生開支之業務活動之組成部分，乃根據本集

團主要營運決策者獲提供及定期審閱以便分配分類資源及評估表現之內部管理

呈報資料識別。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執行董事

（即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為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之資料不包括各業務系

列或地區之損益資料，而執行董事已審閱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呈報之

整體財務業績。因此，執行董事已釐定本集團僅有一個單一業務組成部分╱可報

告分類，原因為本集團僅從事投資控股。執行董事按合計基準分配資源及評估表

現。因此，概無呈列經營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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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提供按資產實際位置或業務營運所在地（如屬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及可

出售財務資產）所釐定地理位置劃分之本集團收益及非流動資產（包括物業、廠

房及設備以及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即「特定非流動資產」））之分析如下：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特定非流動資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392 316 914 1,115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其他地區 – – 5,824 5,874

392 316 6,738 6,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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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處理之資產之利息收入 301 301
上市證劵投資之股息收入 91 15

392 316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82 15
雜項收入 2 37

84 52

收益及其他收入總額 476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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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員工成本

薪金 1,817 2,003
公積金供款 47 36

員工成本總額（不包括董事酬金） 1,864 2,039

核數師酬金 213 185
折舊 209 135
董事酬金 840 660

投資經理費用 360 360
租金及差餉 1,281 969

6.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就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16.5%）計算。海外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適用稅率計算。由於本集團在本
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已由稅務虧損滾存抵銷，因此毋須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

備，且本集團於本期間毋須於其他司法權區繳稅（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無）。

由於不可預計未來溢利流量，故並無就未動用稅項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7.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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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溢利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溢利乃按以下數據計

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溢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溢利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溢利 (5,443) 17,347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溢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932,038,393 8,355,302,083

調整授出的購股權 – 1,450,300,000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溢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8,932,038,393 9,805,602,083

二零一五年同期已呈列每股攤薄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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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6,080 6,080
匯兌差額 (213) (163)
分佔一家聯營公司之虧損 (43) (43)

5,824 5,874

聯營公司之詳情如下：

聯營公司名稱 成立╱營運地點 業務結構形式
已發行及

繳足註冊資本

本集團
所持權益
百分比 投票權比例 主要業務

會鑄偉業建築材料 
（北京）有限公司

中國 法團 註冊

人民幣10,000,000元
49% 20%

（附註a）
建材貿易

附註：

本集團能夠對會鑄偉業建築材料（北京）有限公司行使重大影響力，原因為本集團有權根

據該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委任該公司五名董事中其中一名。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並無已收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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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出售財務資產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上市股本證券，按公平值 101,724 93,475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下列可出售財務資產：

接受投資公司名稱 附註 註冊成立地點
所持實際

權益百分比 公平值
千港元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天津寶鑫盈貴金屬 
經營有限公司 (a) 中國 12.00% 6,361 7,168

廣州市達鍵信用擔保有限公司 (b) 中國 11.59% 7,056 6,663

中海油氣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c) 香港 5.69% 59,696 60,815

盈寶利有限公司 (d) 英屬維京群島 18.18% 15,071 15,059

Perfect Worth  
Investment Limited (e) 英屬維京群島 5.00% 3,540 3,770

Golden Resources Asia Limited (f) 英屬維京群島 14% 10,000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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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天津寶鑫盈貴金屬經營有限公司主要於中國天津從事貴金屬及黃金製品買賣以及投

資諮詢服務。初步投資成本為6,590,000港元。

(b) 廣州市達鍵信用擔保有限公司主要於中國從事提供信貸擔保服務。初步投資成本為

9,800,000港元。

(c) 中海油氣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生物質能源和其他農作物相關產

品的研究、開發和推廣。旗下一家附屬公司已在新疆取得一塊土地之開發經營權，該

土地正用於種植生物質油料作物以及建設防護林。初步投資成本為24,400,000港元。

(d) 盈寶利有限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林木良種培育及新品種研發，

以及以產生清潔能源為目的栽培技術研發及推廣。初步投資成本為13,092,000港元。

(e) Perfect Worth Investment Limited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網上分銷鞋履

業務。初步投資成本為18,303,000港元。

(f ) Golden Resources Asia Limited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鋼鐵及其相關產

品買賣業務。本公司於八月底完成投資，初步投資成本為10,000,000港元。

本集團並無擁有或控制上述任何一間接受投資公司超過20%表決權。董事認為，
本集團未能對該等接受投資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政策發揮任何重大影響力，因此

全部該等投資概不被視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故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將之入賬列作可出售財務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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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上市證券，按市值（附註a） 28,623 12,080

投資於可換股債券，按公平值（附註b） 24,472 26,155

53,095 38,235

附註

(a)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下列香港上市證券：

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所持權益
百分比 成本 市值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267.HK）

30,000股
普通股

0.0001% 482 332

毅高（國際） 
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8218.HK）

80,000股
普通股

0.0000% 35 76

協合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82.HK）

2,420,000股
普通股

0.0277% 1,001 980

山東墨龍石油機械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68.HK）

1,958,800股
普通股

0.7648% 6,330 6,660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65.HK）

636,000股
普通股

0.0119% 2,888 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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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所持股份數目
所持權益
百分比 成本 市值

千港元 千港元

華電福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16.HK）

1,300,000股
普通股

0.0505% 2,245 2,392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051.HK）

2,682,000股
普通股

0.0099% 375 384

中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375.HK）

164,000股
普通股

0.0001% 547 594

國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456.HK）

210,000股
普通股

0.0474% 882 872

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881.HK）

1,616,000股
普通股

0.0438% 11,407 11,425

優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8251.HK）
3,300,000股
普通股

0.0413% 1,000 1,634

本集團於上市股本證券投資公平值乃以所報市價為依據。

(b)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投資於冠萬投資有限公司（「冠萬」）發行之3

厘無抵押可換股債券，該等債券面值為20,000,000港元，按息票利率每年3厘計息。冠

萬為投資控股公司，間接持有其附屬公司深圳金特嬌服裝有限公司（「金特嬌」）之

100%股份。金特嬌主要在中國從事女裝設計、生產及零售。每份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到期之可換股債券可按換股價每股換股股份833,333港元兌換為冠萬每股面

值1.00美元之繳足股款普通股24股。本公司可於到期日前隨時行使換股權。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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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每股面值
0.001港元
普通股數目 面值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10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8,936,757,294 8,936
註銷股份（附註） (8,420,000) (8)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8,928,337,294 8,928

附註：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日，本公司按每股0.114港元購回8,420,000股股份並於二零一六年六

月二十日註銷該等股份。

13. 每股資產淨值
每股資產淨值按計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資產淨值約268,033,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86,418,000港元）除以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8,928,337,294股（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8,936,757,294股）計算。

14. 關連人士交易
(a) 主要管理人員（包括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於本期間酬金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權益結算以股份付款、 
津貼及實物利益 1,869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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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期間內，本集團曾與關連人士訂立以下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關連人士名稱 交易性質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光大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

投資經理費用 360 360

15.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就租賃物業應付之最低租金

款項如下：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一年內 1,432 1,776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6 790

1,448 2,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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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從事持有投資以獲得中期至長期資本增值，以及投資上市及非上

市證券。

本期間，本集團錄得虧損約5,443,000港元，而二零一五年同期則錄得溢利約17,347,000
港元。

本期間每股虧損約為0.06港仙（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溢利約為
0.21港仙）。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每股資產淨值約為0.030港元（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為0.032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投資組合概列如下：

賬面值

佔於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之資產總值

百分比
千港元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5,824 2.16%
可出售財務資產 101,724 37.80%
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按市值 28,623 10.64%
－投資於可換股債券，按公平值 24,472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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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46,39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88,814,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淨值
及資產淨值分別約為159,571,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85,954,000港元）及
約268,033,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86,418,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銀行及其他借貸。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計算）約為

146.86（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78.84）。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向本公司股東派發任何中期股息。

資本架構
本公司於本期間之資本架構變動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2。於二零一六年九
月三十日，本公司股本僅包括普通股。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多數業務交易乃以港元及人民幣列值。本集團管理層將密切監察該等貨幣之

波動情況，並於必要時採取適當行動。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對沖貨

幣，亦無進行任何正式對沖活動。本集團於本期間內並無訂立任何以港元以外貨幣計

值的財務衍生工具。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並無抵押，而本集團亦無任何或然負債。

員工成本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2,70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699,000港元）。本公司乃按僱員之職責及表現釐定彼等之酬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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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於本期間內，受全球市場氛圍及信心低迷所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仍存在不確定性。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下降、人民幣（「人民幣」）持續貶值及中國股市波動已使投

資者感到不安，對不穩定的市場回報感到擔憂。

英國公投決定退出歐盟（「英國脫歐」）亦大幅增加全球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英鎊兌

美元已跌至31年低位。由於有關英國脫歐之進一步討論將至少歷時兩年以上，其影響
將繼續顯現。

另一項「黑天鵝事件」則是唐納德 ·特朗普（Donald Trump）贏得二零一六年美國總統選
舉，其宣揚貿易保護主義，並宣稱將透過激進的條款及政策重建美國經濟，例如透過對

中國商品徵收關稅以改善美國就業狀況。倘該等政策被貫徹落實，全球經濟及金融市

場的不確定性可能進一步加深。

儘管不確定性日益增加，我們預期全球經濟將於未來數年持續分化，且隨著全球投資

者努力將其股權或投資組合轉投更穩定及安全的環境，各種投資機遇或將湧現。香港

及中國市場可能成為出路之一。

一級市場方面，中國市場繼續提供眾多投資機遇，例如「一帶一路」的國際發展策略及

如「互聯網+」等其他創新概念。二級市場方面，許多投資者認為即將推出的跨境互通
機制「深港通」將改善香港與內地市場的相互市場准入，並增強香港作為領先的離岸人

民幣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人民幣貶值帶來的南下資金或將助燃香港市場。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以審慎的投資態度發掘投資機遇，於動盪的市況下尋求穩定

回報，並適時順應市場趨勢。本集團將以靈活的投資策略把握最新的市場發展，以期為

其股東帶來不俗的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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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披露及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之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已
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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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另行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所持股份╱相關股份數目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持有權益之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所持購股權之
可發行

股份數目 總權益
佔股權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陳 胤先生（附註2）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91,880,000 – 1,091,880,000 12.23%

實益擁有人 – 27,300,000 27,300,000 0.31%

陳昌義先生 實益擁有人 – 81,100,000 81,100,000 0.91%

方 和先生 實益擁有人 – 30,000,000 30,000,000 0.34%

梁榮健先生 實益擁有人 – 10,000,000 10,000,000 0.11%

梁志剛先生 實益擁有人 – 20,000,000 20,000,000 0.22%

張旭明先生（附註3）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722,640,000 – 722,640,000 8.09%

實益擁有人 – 81,100,000 81,100,000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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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股權百分比乃按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8,928,337,294股股份計算得

出。

2. 陳胤先生被視為Micah Holdings Limited（一家由陳先生之配偶季潔女士全資擁有之私人公

司）持有之1,091,880,000股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3. 722,640,000股股份乃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張旭明先生全資實益擁有之公司Salus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
擁有已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已另行知會
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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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除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外，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持有5%以上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或淡倉之人
士如下：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持有權益之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佔股權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Micah Holdings Limited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091,880,000 12.23%

季潔女士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91,880,000 12.23%

Salus Investments Limited 
（附註3）

實益擁有人 722,640,000 8.09%

附註：

1. 股權百分比乃按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8,928,337,294股股份計算得

出。

2. Micah Holdings Limited為一家由季潔女士全資實益擁有之私人公司。季潔女士被視為於Micah 

Holdings Limited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3. Salus Investments Limited為一家由張旭明先生（本公司行政總裁）全資實益擁有之私人公司。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除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外，本公司

概無獲悉任何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已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中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 中期報告2016 26

購股權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九日，本公司採納購股權計劃（「計劃」），據此，董事會可酌情授出

購股權予任何其可能認為合適之合資格參與者。計劃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九日起計十年

內有效及生效，其後將不得進一步提呈或授出任何購股權。

下表列示本公司購股權於本期間之變動：

購股權數目

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於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一日 本期間授出 本期間行使 本期間失效

於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港元

執行董事 二零一四年 
一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0.1824 6,000,000 – – – 6,000,000

非執行董事 二零一四年 
一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0.1824 2,600,000 – – – 2,600,000

獨立非執行董事 二零一四年 
一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0.1824 1,000,000 – – – 1,000,000

其他 二零一四年 
一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0.1824 54,330,000 – – – 54,330,000

執行董事 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六日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0.1560 2,110,000 –- – – 2,110,000

非執行董事 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六日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0.1560 130,000 – – – 130,000

獨立非執行董事 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六日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0.1560 5,000,000 – – – 5,000,000

其他 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六日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0.1560 73,860,000 – – – 73,860,000

總計 145,030,000 – – – 145,030,000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其他購股權、認股權證、衍生

工具、可換股票據或可兌換為股份或賦予認購股份權利之其他本公司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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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於香港聯交所合共購回114,900,000股股份，總代價（扣除開支前）為
11,110,900港元。

購回詳情如下：

日期
所購回

股份數目 購買價

總代價
（扣除
開支前）

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港元）

五月二十日 8,420,000 0.114 0.113 954,000
七月四日 7,800,000 0.111 0.108 853,780
七月五日 50,280,000 0.111 0.090 5,108,860
七月二十五日 30,900,000 0.097 0.086 2,795,640
七月二十六日 17,500,000 0.083 0.077 1,398,62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本期間內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

司任何股份。

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令本公司董事可

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實體企業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負責確保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並向股東問責。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從上

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惟下列偏離行為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亦須出席股東大會，以便對
股東之觀點有平衡的理解。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有其他要務在身而無法出席於二零

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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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其條款不會較上市規則附

錄10之標準守則所訂交易必守準則寬鬆。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確
認，彼等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交易必守準則及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所得公開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悉，於本期間內，公眾人士所持本公司股份之

百分比佔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少於25%。

審核委員會

於本業績公告日期，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務

為檢討及監督本公司之財務報告制度及內部監控程序，以及審閱本公司之財務資料。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鳴謝

本人謹此衷心感謝各位股東的支持，亦感謝各位董事同袍的寶貴貢獻及本集團上下員

工於本期間內一直的努力及至誠服務。

承董事會命

中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主席

陳胤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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