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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二
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5 2,400 –
其他收入 5 3,392 984
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處理之 
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8,405) 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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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1) 426

業務收購已付按金之減值虧損撥回 17 29,000 –
股份付款開支 (8,428) –
行政開支 (8,230) (3,831)

本期間溢利╱（虧損） 6,508 (247)

財務成本 (719) –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 6 5,789 (247)
所得稅開支 7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5,789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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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益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在其他全面收益處理之 
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112) 2,369

一家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 
滙兌差額 (61) –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173) 2,369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5,616 2,122

每股溢利╱（虧損） 9
－基本（每股港仙） 0.30 (0.02)

－攤薄（每股港仙） 0.30 (0.02)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處理之 
財務資產之所得款項 13,983 1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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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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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13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10 – –
按公平值計入在其他全面收益處理之 
財務資產 11 9,246 9,416

非流動資產按金 33,823 –

非流動資產總值 43,108 9,429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 12 61,355 28,717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66,685 146
應收股東款項 16 2,602 7,713
銀行及現金結存 68,509 8,504

流動資產總值 199,151 45,080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014 5,178
其他借款 15 45,000 –
應付經紀人款項 2,943 –

流動負債總額 54,957 5,178

流動資產淨值 144,194 39,902

資產淨值 187,302 49,331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19,047 12,698
儲備 168,255 36,633

權益總額 187,302 49,331

每股資產淨值 14 0.098港元 0.03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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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股東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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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2,698 391,054 10,934 (7,530) – (322) (357,503) 49,331
本期間溢利╱（虧損） – – – – – – 5,789 5,789
授出購股權 – – – – 8,428 – – 8,428
已歸屬的授權失效 – – – – (247) – 247 –
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平值計入在其他全面 

收益處理之財務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 – – – (112) – – – (112)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
滙兌差額 – – – – – (61) – (61)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112) 8,181 (61) 6,036 14,044

－轉撥出售公平值計入在其他全面
收益處理之財務資產的虧損至保
留盈利 – – – 606 – – (606) –

－供股 6,349 117,578 – – – – – 123,927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9,047 508,632 10,934 (7,036) 8,181 (383) (352,073) 187,302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0,582 372,760 10,934 (83,592) – (322) (269,292) 41,070

本期間虧損 – – – – – – (247) (247)
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平值計入在其他全面 

收益處理之財務資產之 
公平值變動 – – – 2,369 – – – 2,369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2,369 – – (247) 2,122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在其他全面 
收益處理之財務資產時轉讓 
投資重估儲備 – – – 72,761 – – (72,761) –

財務擔保之公平值變動 – – (1,518) – – – – (1,518)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0,582 372,760 9,416 (8,462) – (322) (342,300) 41,674



中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中期報告2021

6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76,071) (463)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32,781) 430
融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168,927 –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增加淨額 60,075 (33)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8,504 2,303

滙率變動之影響 (70) –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68,509 2,27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存 68,509 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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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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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環
干諾道西118號37樓3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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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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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
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按公平
值計入在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除外，彼等按公平值計量。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以港元（「港元」）呈列。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額約整至最接近之整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一切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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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其中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的發展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一 
第二階段

該等發展對本中期財務報告內已編製或呈列之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業績及
財務狀況的方式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採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
新訂準則或詮釋。

4. 分類資料
經營分類為本集團從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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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之內部
管理呈報資料識別。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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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系列或地區之溢利或虧損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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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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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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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地點） 2,400 – 39 1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其他地區 – – 33,823 –

2,400 – 33,862 13

5.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及其他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處理之 
財務資產之利息收入 2,400 –

收益 2,400 –

其他收入：
其他 11 4
來自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 362
出售非流動資產之收益 – 348
政府補貼 – 270
外滙收益 3,381 –

3,392 984

收益及其他收入總額 5,792 984

本集團之收益指可換股債券之利息收入。於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均並無
其他收入來源為本集團帶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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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2,491 1,341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6 30
使用權資產 – –

股份付款開支 8,428 –
租金及差餉 2,165 47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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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16.5%）計算。海外
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適用稅率計算。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源自香港或其他
司法權區之應課稅溢利，故毋須作出所得稅開支撥備（二零二零年：無）。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
無）。

9.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盈利╱（虧損）及本
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1,904,678,593股（二零二零年：1,058,185,729股）計
算。

由於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影響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具有反攤
薄效應，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攤薄
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虧損）金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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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佔資產淨值 – –

聯營公司之詳情如下：

聯營公司名稱
成立╱
營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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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鑄偉業」）

中國 註冊人民幣
10,000,000元

49% 20%
（附註）

建材貿易

附註：

(i) 本集團能夠對會鑄偉業行使重大影響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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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管理層已審閱聯營公司之賬面值。管理層認為，根據
聯營公司之貼現未來現金流量計算之使用價值乃低於賬面值，因聯營公司過去兩年
並無營業。

11. 按公平值計入在其他全面收益處理之財務資產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中國非上市股本證券，按成本 16,390 16,946
公平值調整 (7,144) (7,530)

9,246 9,416

本公司之中國非上市股本證券由本公司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指
定為按公平值計入在其他全面收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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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21章披露之本集團所持非上市股本證券投資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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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資產總值佔%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天津寶鑫盈貴金屬經營 
有限公司（「寶鑫」）

(a) 中國 12.00% 12.00% 4,206 4,135 1.74 7.58

廣州達鍵企業管理咨詢 
有限公司（「達鍵」）

(b) 中國 11.59% 11.59% 5,040 5,286 2.08 9.70

Huge Leader Investment  
Development Limited  
（「Huge Leader」）

(c) 英屬維京群島 – 1.00% – – – –

9,246 9,416

附註：

(a) 寶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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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寶鑫之權益乃透過一名名義股東持有，因本公司了解到以本集團名義直接
登記寶鑫之股權轉讓存在規管障礙。據此，本公司作出上述持有寶鑫12%股權之有
關安排。

本公司已取得中國法律意見以確認有關安排之有效性及效力。按中國法律意見所
述，根據相關中國法律，該名義股東受合約及法律義務約束，且有關安排真實及有
效。此外，本公司已向寶鑫及該名義股東取得確認書，以確認本公司於寶鑫之實益
權益。本公司亦從寶鑫之所有登記股東取得確認書，以確認本集團於寶鑫之股權。

上述安排已運作多年，且該名義股東已遵守相關合約及法律義務，並為寶鑫之主要
股東。因此，本公司認為，該名義股東違反有關安排之相關風險相對較低。經考慮就
本集團成為寶鑫直接登記股東取得相關批准之時間及成本與並非寶鑫直接登記股
東之相關風險，本公司認為，於現時情況下，相關安排屬於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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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達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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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ge Leader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工程材料買賣。本公司於二零
一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完成投資，初步投資成本為10,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
公司同意出售而買方同意購買Huge Leader的1%股權（即1股擁有股份），現金代價為
50,000港元。

12. 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按市值（附註a） 46,467 18,715

暫停買賣之上市權益證券－香港 4,101 –

投資於可換股債券，按公平值（附註b） 10,787 9,749

財務擔保（附註c） – 253

61,355 2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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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持有之主要上市股本證券投資詳情如下：

名稱
所持

股份數目
所持權益
百分比 成本 市值

年內已收╱
應收股息

本集團資產
總值佔%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亞洲電視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0707.HK）

199,510,000股
普通股

2.01% 7,581 4,988 – 2.06

金侖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783.HK）

37,560,000股
普通股

4.695% 9,766 10,892 – 4.50

高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63HK)

1,365,000股
普通股

0.21% 1,663 979 – 0.40

安山金控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3HK)

13,380,000股
普通股

2.49% 19,151 16,725 – 6.90

泰加保險（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61HK)*

4,228,000股
普通股

0.68% 4,298 4,101 – 1.69

奇士達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918HK)

1,084,000股
普通股

0.21% 938 1,420 – 0.59

旅橙文化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627HK)

10,592,000股
普通股

1.32% 1,596 1,610 – 0.66

義合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62HK)

1,600,000股
普通股

0.32% 2,944 2,944 – 1.22

凌銳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784HK)

6,680,000股
普通股

0.84% 938 1,009 – 0.42

德斯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37HK)

28,704,000股
普通股

3.99% 9,830 4,420 – 1.82

海納星空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97HK)

1,130,000股
普通股

0.14% 1,193 1,480 – 0.61

* 由於該公司股份暫停買賣，該公司之公平值仍按其最後所報市價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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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21章已披露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主要香港上市股本
證券之詳情如下：

• 亞洲電視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707）及其附屬公司主要經營四項業務，包
括(i)成品布料之加工、印花及銷售及分包服務以及布料及貿易業務；(ii)放債業
務；(iii)證券投資及經紀服務業務；及(iv)媒體、文化及娛樂業務。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其權益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約人民幣21.84百萬元。

• 金侖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783）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在香港作為總承建商
提供上層結構建築和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
程服務。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其權益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約167.96百
萬港元。

• 高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863）主要從事電力及保養工程服務業務
及貿易業務。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其權益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約人民
幣265.2百萬元。

• 安山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3）主要從事證券經紀及資產管理、派對
產品貿易、借貸業務、信用擔保及投資業務、金屬及礦產貿易、保安產品貿易
及提供保安服務。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其權益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約
為150.9百萬港元。

• 泰加保險（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161）主要從事直接一般保險承保業
務。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權益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約21億港元。

• 奇士達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918）主要從事玩具的製造及銷售。於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權益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約人民幣423.5百萬元。

• 旅橙文化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627）的主要業務為提供活動管理服務以
及設計及製作服務。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權益持有人應佔資產
淨值約人民幣90.6百萬元。

• 義合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662）主要在香港及菲律賓提供地基及其他土
木工程以及隧道工程、分租物業以及於中國從事水產研發及養殖、銷售及貿
易以及相關服務。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其權益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
約443.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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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銳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784）主要於香港從事提供地基工程服務。於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其權益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約104.6百萬港元。

• 德斯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437）為獲新加坡衛生部正式認可的新加坡
領先皮膚及外科專科診所，透過一系列先進完善的醫療、外科、激光及美容療
程，針對影響皮膚、頭髮及指甲的各種皮膚問題提供既方便又全面的優質專
業護理服務。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權益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約
5.53百萬新加坡元。

• 海納星空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以前稱為心心芭迪貝伊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
號：8297））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的主營業務為設計、製造及銷售
女性內衣產品、買賣服裝及提供美容服務。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其股
本虧黜約為28.6百萬港元。

此等重大投資的投資策略

整體而言，投資組合獲審慎管理並且極為多元化，盡量減低本集團過分集中投資於單一行
業而須承擔之商業風險。管理層將密切監控本集團的投資組合。

(b)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重續冠萬投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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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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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於二零二零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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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股每
股面值1.00美元之冠萬繳足股款普通股。本公司可於到期日前隨時行使換股權。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可換股債券到期日進一步延長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就上述延期外，其他條款均維持不變。

(c)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日，董事會刊發公告以知會股東，本公司無法在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之前發佈二零一九年中期業績，因為本公司無法取得部分接受投資公
司（即Golden Resources及Huge Leader）的資料以編製二零一九年中期業績。誠如本公
司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反映，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日，
本集團時任主席楊曉秋女士（「楊女士」）以本公司為受益人簽立彌償契據以擔保本
公司於Golden Resources及Huge Leader的各自投資價值將不會低於有關投資公平值的
70%。該等投資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公平值的70%為11,358,000港元。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財務工具），彌償契據構成衍生工具，而根據一名獨立估值師
之估值報告，彌償契據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為10,93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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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分別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六日
訂立兩份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出售而買方同意購入分別於Golden Resources

及Huge Leader的14%股權（即全部140股擁有股份）及17%股權（即18股擁有股份中的
17股），現金代價分別為816,000港元及762,000港元。由於出售Golden Resources及High 

Leader權益的各自代價低於彼等各自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的70%，
故根據彌償契據的條款，楊女士須向本公司支付不足之數合共9,466,000港元（經計
入已收代價後）。於出售Golden Resources之14%股權及Huge Leader之17%股權後，楊女
士於彌償契據項下對Huge Leader之餘下1%股權仍有責任。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財務工具），彌償契據構成衍生工具，且彌償契據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之公平值
為9,416,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楊女士已根據彌償契據的條款向本集
團償付1,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另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
集團同意出售而賣方同意購買Huge Leader的1%股權（即1股擁有股份），現金代價為
50,000港元，由於出售Huge Leader權益的代價低於其在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公平值的70%，根據彌償契據的條款，楊女士須向本公司支付不足之數合共264,000

港元。於本期間，楊女士已根據彌償契據的條款向本集團償付5,111,000港元。

13. 股本

每股面值
0.001港元
普通股數目 面值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100,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1,269,785,729 12,698

供股 634,892,864 6,349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1,904,678,593 19,04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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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02,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49,331,000港元）除以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1,904,678,593股（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269,785,729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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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他借款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由本公司發行的非上市及無擔保企業債券（附註i） 45,000

附註(i)  於該等債券由本公司發行，為定息借貸。

債券行的本金為45,000,000港元為無抵押並按加權平均票面利率年率12%計息。

16. 應收股東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由於主席變更，本集團新任主席及本公司股東韓正
海先生向本公司承諾支付由楊女士簽訂的彌償契據項下的剩餘負債。詳情請參
閱附註12(c)。

17. 業務收購已付按金的減值虧損撥回
誠如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內之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
所披露，已存置約59,000,000港元之可退還按金（「按金」）。該等按金乃與潛在投
資對象有關，當中涵蓋中國的銀行及金融業、一間從事生物質能源及其他農作
物相關產品的研究、開發及推廣之公司以及四間高科技公司。

由於以上按金還款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日涉及不確定性，因此董事於截至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財務報表作出59,000,000港元減值撥備。

於本期間，一些潛在投資對象償還部分按金29,000,000港元。該些還款於本期間
確認為已付按金減值撥備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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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於本期間，本公司之主要業務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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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投資環境不明朗，本集團於本期間採取審慎態度，僅買賣部分香港上市公司之股
份（詳情請參閱上文附註12(a)）。投資於非上市公司方面，本集團於本期間開始探索機
會以投資於中國內地不同行業中具有發展潛力之公司。目前，我們已與從事創業科技
公司孵化、培育及投資、供應鏈管理、煤化工等不同業務領域之公司簽署多份戰略合
作意向書╱諒解備忘錄。

該等潛在投資項目於二零二一年下半年方始開始，本公司仍在與該等潛在投資對象
就投資計劃進行磋商，特別是尋找是否有任何行業領頭羊共同投資於該等潛在投資
對象。同時，本公司聘請了中國專業諮詢服務公司對該等項目進行盡職調查，鑑於新
冠病毒疫情以及中國目前實施出行限制，此安排將減少本公司管理層頻繁前往中國
與潛在投資對象會面之需要。

本公司已開始審核相關潛在投資對象之財務狀況並研究相關資料。於本期末後，本集
團已完成對從事果蔬種植、收穫等農業技術創新之潛在投資對象之盡職調查，且其產
品已通過歐盟有機食品認證，並相信業務板塊有發展前景。在本公司與投資對象訂立
正式投資協議之時，有關按金將被確認為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而已
付按金將在簽署正式投資協議時轉為投資金額。

於本報告日期，除了完成對農業技術項目之盡職調查外，對其他潛在投資對象之相關
盡職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中，本公司尚未與任何潛在投資對象訂立任何正式投資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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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本期間，本集團收益為2,4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零港元），較去年同期間大幅增
加。相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虧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收益約
為5,789,000港元。主要由於(i)本集團所付合共29,000,000港元的可退還按金減值虧損撥
回，(ii)按公平值計入在損益處理之財務資產利息收入收款增加，及(iii)換算以外幣計
值的餘額所致的匯兌收益。

本期間每股溢利為0.3港仙（二零二零年虧損：0.02港仙）。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本集團每股資產淨值為0.098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0.039港元）。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其他應收款項及已付按金主要為就潛在投資項
目支付之可退還按金，金額約為66,185,000港元。該等按金涉及若干潛在投資對象，涵
蓋中國之數字煤炭交易平台、物業開發及管理服務、供應鍊及物流服務行業以及果蔬
種植。本公司僅是按照行業慣例向潛在投資對象提供定金╱按金，希望可以降低收購
成本，以及加快磋商進程。

於本報告日期，除了完成對農業技術項目之盡職調查外，對其他潛在投資對象之相關
盡職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中，本公司尚未與任何潛在投資對象訂立任何正式投資協議。
倘投資不進行，本公司有權要求退還按金。

集資活動－供股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四日，本公司建議按股東每持有兩股現有股份可獲發一股供股股
份的基準，以供股方式按每股供股股份0.2港元價格發行最多634,892,864股供股股份，
供股活動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日完成，供股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22,000,000港元，
本公司將供股所得款項淨額作以下用途︰

(i) 約100,000,000港元將根據本公司的投資目標用於潛在投資；及

(ii) 約17,00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所得款項餘額5,000,000港元尚未動用，存放於聲譽良好之持牌財務機構的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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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資源及流動資金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每股面值 0 . 0 1港元之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
1,904,678,593股（二零二零年：1,296,785,729股）。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68,50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8,504,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
及資產淨值分別約為144,19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9,902,000港元）及約
187,30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49,331,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
日，本集團其他借貸為45,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計算）約為
3.62（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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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有需要時採取適當行動。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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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幣計值之財務衍生工具。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資產，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員工成本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計聘用14名僱員（二零二零年：7名僱員）。於本期
間，本集團之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2,491,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341,000
港元）。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4守則條文第B.1.2(c)(ii)條所載模式，作為釐定董事薪
酬的酬報模式。此模式規定薪酬委員會應向董事會建議個別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之薪酬待遇。本公司薪酬委員會釐定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時，將考慮（其中包括）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職務及職責以及目前市況。

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旨在獎勵合資格人士，包括本集團董事、僱員、顧問、供應
商及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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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於本期間，本集團通過精簡結構成功克服全球經濟波動所帶來的挑戰。然而，預期金
融市場的運營環境仍不明朗。本集團將繼續尋求融資機會以及在具潛力的企業中物
色投資機會。

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的爆發擾亂了全球經濟及社會秩序。該等混亂狀況大大影響全
球市場，令經濟前景陰霾不定。儘管如此，由於疫苗研發工作已見良好進展，而中國
政府在防疫方面表現出色令國內疫情受控，我們預期經濟終會得以漸漸復甦。

本集團的投資策略將仍保持多元化，旨在物色具有資產增值潛力的合適投資機會。本
集團將採取務實進取的方針來部署投資策略，以期為股東帶來理想回報。

權益披露及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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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姓名 持有權益之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佔股權
概約百分比
（附註）

韓正海 實益擁有人 96,541,857 5.07%
朱治錕 實益擁有人 45,760,000 2.40%
李疆濤 實益擁有人 10,280,000 0.54%
高雲 實益擁有人 5,960,000 0.31%

附註： 股權百分比乃按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1,904,678,593股股
份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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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權益

董事╱行政總裁姓名 身份
所持相關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
之百分比

陳昌義 實益擁有人（附註） 8,821,857 0.463%
韓正海 實益擁有人（附註） 8,821,857 0.463%
楊曉秋 實益擁有人（附註） 8,821,857 0.463%
閆　鵬 實益擁有人（附註） 8,821,857 0.463%
李疆濤 實益擁有人（附註） 8,821,857 0.463%
鄧東平 實益擁有人（附註） 8,821,857 0.463%
劉立漢 實益擁有人（附註） 8,821,857 0.463%
莫　莉 實益擁有人（附註） 882,185 0.050%
簡溢傑 實益擁有人（附註） 882,185 0.050%
駱昭塵 實益擁有人（附註） 882,185 0.050%

64,399,554 3.380%

附註：

該等相關股份指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因行使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而董事將獲發行
及配發之股份。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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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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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除於「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
權益」一節所披露之董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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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5%以上權益或淡倉之人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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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正海 實益擁有人 96,541,857 5.07%
盧達榮 實益擁有人 105,000,000 5.51%
Micah Holdings Limited（附註2） 實益擁有人 109,188,000 5.73%
季潔（附註2） 受控法團之權益 109,188,000 5.73%

附註：

1. 股權百分比乃按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1,904,678,593股股份計算得
出。

2. Micah Holdings Limited為英屬維京群島註冊成立之私人有限公司，由季潔全資實益擁有。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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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計劃」），旨在為提升本集團利益作出貢獻及努力不懈之合
資格參與者提供獎勵及獎賞。計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採納，除非另行註銷
或修訂，計劃自採納日期起計維持十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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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該購股權計劃項下仍未行使之購股權的詳情如下：

已授出之購股權涉及的相關股份數目

參與者之姓名或類別 授出購股權之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於二零二一年

四月一日 期內授出

已行使╱
已註銷╱
已失效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港元

董事名稱
陳昌義 2/8/2021 3/8/2021－2/8/2024 0.50 – 8,821,857 – 8,821,857
韓正海 2/8/2021 3/8/2021－2/8/2024 0.50 – 8,821,857 – 8,821,857
楊曉秋 2/8/2021 3/8/2021－2/8/2024 0.50 – 8,821,857 – 8,821,857
閆　鵬 2/8/2021 3/8/2021－2/8/2024 0.50 – 8,821,857 – 8,821,857
李疆濤 2/8/2021 3/8/2021－2/8/2024 0.50 – 8,821,857 – 8,821,857
鄧東平 2/8/2021 3/8/2021－2/8/2024 0.50 – 8,821,857 – 8,821,857
劉立漢 2/8/2021 3/8/2021－2/8/2024 0.50 – 8,821,857 – 8,821,857
黎遠彪 2/8/2021 3/8/2021－2/8/2024 0.50 – 882,185 (882,185) –
莫　莉 2/8/2021 3/8/2021－2/8/2024 0.50 – 882,185 – 882,185
簡溢傑 2/8/2021 3/8/2021－2/8/2024 0.50 – 882,185 – 882,185
駱昭塵 2/8/2021 3/8/2021－2/8/2024 0.50 – 882,185 – 882,185

其他合資格參與者
合計 2/8/2021 3/8/2021－2/8/2024 0.50 – 22,936,817 (1,764,370) 21,172,447

總計 – 88,218,556 (2,646,555) 85,572,001

加權平均行使價（港元） – 0.5 0.5 0.5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本期間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八日建議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配售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八
日完成，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56.6百萬港元。概無於報告期間動用根據一般授權配售
的所得款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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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
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分開，不應由同一人兼
任。自林雨丹女士於二零二一年七月十二日辭任本公司行政總裁後，本公司並無行政
總裁。本公司之決策由董事集體作出。董事會認為，目前之安排使本公司能夠有效地
作出及執行決策以應對不斷變化之環境。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於本期間，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違反標準守則
所載規定標準的情況。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負責審閱本集團之財務資料以及監督本集
團之財務申報系統及內部監控程序。委員會亦負責在向董事會推薦批准前審閱本集
團之中期及末期業績。委員會在履行職責時，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觸人員、記錄以及外
聘核數師及高級管理層。

本期間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然後方向董事會推薦批准。

承董事會命
中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韓正海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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