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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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ocoon Holdings Limited
中國天弓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28）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報

補充公佈

茲提述中國天弓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刊發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報（「二零一八年年報」）。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二零一八
年年報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除二零一八年年報所披露的資料外，本公司謹此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以
下補充資料：

如二零一八年年報「集資活動」一節所述，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根
據一般授權完成配售（「配售」），產生所得款項淨額約19.73百萬港元。董事會
謹此披露配售所得款項淨額中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之擬定用途連同相關未動
用所得款項淨額的預計動用時間表如下：

公佈日期 事項
籌集所得款項
淨額

所得款項淨額擬定
用途 所得款項實際用途

二零一八年 
九月二十一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月十二日完成）

根據本公司一般授
權配售19,980,000
股普通股

約19,730,000 
港元

(i) 約10,000,000 
港元用於投資上
市及╱或非上市
證券

約10,000,000港元用
於投資非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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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日期 事項
籌集所得款項
淨額

所得款項淨額擬定
用途 所得款項實際用途

(ii) 約9,730,000港元
用於償還本集團
應付款項及作為
本集團一般營運
資金

約5,030,000港元用於
償還本集團應付款
項及經營開支，而
餘額約4.7百萬港
元存於本集團銀行
賬戶，並將按擬定
用途用作本集團於
二零一八年年報刊
發日期後七個月內
的一般營運資金

所持有重要投資及表現

本公司謹此提供有關本集團重要投資（其詳情載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1至23以及二零一八年年報「所持重要投
資及表現」一節）之表現及前景的進一步討論。根據上市規則第21.12條訂明的
規定，本公司披露其十項最大的投資，及所有價值超過本公司總資產5%的單
項投資，連同被投資公司的簡要說明如下：

非上市可轉換債券投資 — 盈健財務有限公司（「盈健」）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本公司認購一項由盈健發行的可轉換債券（「可轉
換債券2」），初始到期日為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三日，隨後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八
日經本公司與盈健雙方同意而延長至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三日。

盈健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主要對香港公司及私人客戶從事放債業務。
盈健根據香港放債人條例獲發牌為香港持牌放債人。盈健持續專注通過向客
戶（包括個人及公司）提供已抵押及無抵押貸款進行放債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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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持有可轉換債券2，按9%的固定年利率計息。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自可轉換債券2確認的利息收入約為1.8百萬港元。基於
盈健的最新管理賬目，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虧損
淨額約為78,000港元，主要由於香港放債業務的激烈競爭及香港經濟的下行風
險所致。盈健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負債淨額約為5.7百萬港元。鑑於
(i)盈健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流動資產約為14.2百萬港元，且其於二零
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主要負債為應付本公司的可轉換債券2，因此，盈健的
流動資產足以應付可轉換債券2的大部分本金金額，及(ii)隨著當前全球利率顯
現下行趨勢，放債行業將受惠於低利率，香港放債行業受到香港整體經濟狀況
的影響，對信貸融通的需求與消費者的消費慾及企業的投資慾以及利率水平
相關，本集團認為可轉換債券2的違約風險較低。此外，直至其到期日，可轉
換債券2一直為本集團產生利息收入。

非上市可轉換債券投資 — 匯富金融集團（香港）有限公司（「匯富」）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認購一項由匯富發行的可轉換債券（「可
轉換債券5」），初始到期日為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隨後於二零一九年七
月二十六日經本公司與匯富雙方同意而延長至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八日。

匯富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主要從事證券經紀業務及資產管理業務。
本集團持有可轉換債券5，按8%的固定年利率計息。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自可轉換債券5確認的利息收入約為1.6百萬港元。基於
匯富的管理賬目，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虧損淨
額約為15.0百萬港元，主要由於香港股票市場的波動及香港經紀證券業務的競
爭所致。匯富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約為52.6百萬港元。鑑
於(i)儘管證券經紀業務競爭激烈，但滬港通及深港通推出後業務增加，可能為
證券經紀業務創造更多空間及機會，且香港證券市場與中國證券市場的新合
作亦為資產管理業務創造機會，及(ii)匯富的資產淨值遠高於可轉換債券5的本
金金額，本集團認為可轉換債券5的違約風險較低。此外，直至其到期日，可
轉換債券5一直為本集團產生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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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基金投資 — HF Pre–IPO Fund（「該基金」）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本集團認購一個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私募基
金的39.25%，本金價值為約19.0百萬港元。

該基金主要從事於香港、中國及東南亞投資擬於聯交所主板或GEM上市的中小
型企業。HF Pre–IPO Fund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允值約為13.5百萬
港元。本集團認購HF Pre–IPO Fund權益的39.25%，即HF Pre–IPO Fund資產淨值
的約13.5百萬港元。本集團就於HF Pre–IPO Fund之投資確認的未變現虧損約為5.5
百萬港元，主要由於股票市場於年內的波動所致。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收到任何股息。本集團考慮到HF Pre–IPO Fund的表
現受到二零一八年近期股票市場波動的影響，董事會認為，香港股票市場將恢
復正向增長。董事會相信HF Pre–IPO Fund的表現將與股票市場的走向一致。

私募股權投資 — HF Finance Limited（「HF Finance」）

HF Finance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私營實體，主要從事提供放債業務。本集
團持有HF Finance 18.18%的股權。基於HF Finance的管理賬目，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虧損淨額約為4.0百萬港元，主要由於香港放債業務
的競爭激烈所致，而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負債淨額約為101,000港元。
基於採用收入法估值之獨立估值師進行的估值，本集團就於HF Finance之投資
確認的未變現虧損約為1.8百萬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並無收到任何股息。由於本集團僅於六個月前才作出該項投資，董事
會需更多時間監察HF Finance的表現。董事會認為，隨著全球利率均顯現下行
趨勢，放債行業將受惠於低利率。本集團將密切關注HF Finance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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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權投資 — Perfect Path Limited（「Perfect Path」）

Perfect Path為一間於安圭拉註冊成立的私營實體，主要從事金礦開採業務。本
集團持有Perfect Path的20.00%股權。儘管本集團持有Perfect Path 20.00%投票權，
但根據合約安排，由其他股東控制董事會構成，並對Perfect Path擁有控制權。
Perfect Path於泰國擁有一處金礦。因Perfect Path並未開展業務，於截至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產生任何收入。Perfect Path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約為151.5百萬港元。Perfect Path將於基礎設施準備就緒（預
期為三年後）後投入生產。黃金價格在過去十年整體呈上升趨勢，二零零八年
至二零一八年間的複合年增長率約為2.64%。董事會認為，黃金價格將保持過
去十年的趨勢，Perfect Path所持金礦升值，本集團可從中獲利。

上市證券投資 — 安悅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安悅」）

安悅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聯交所GEM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
8245）。安悅於二零零一年成立，為雙向無線對講機產品設計及製造商。安
悅的收入主要來自按原設計製造基準設計、製造及銷售雙向無線對講機及嬰
兒監視器產品。基於安悅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淨利潤約為5.4百萬港元。與截至二零
一七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淨額約6.5百萬港元相比，截至二零一八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明顯改善，主要是由於安悅推進成本重組方案，部署
更多的分包安排，以加強固定成本承擔方面的靈活性，從而降低生產成本及勞
工成本的或然負債。安悅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的資產淨值約為78.2百萬港
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收到任何股息。根據
安悅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的中期報告，其總收入的約50%來自美
國市場。美國的雙向無線對講機及嬰兒監視器產品市場乃全球最大的市場，對
於安悅而言，專注於美國市場乃適當的營銷策略。董事會認同安悅於期內的有
效營銷策略且讚賞其日益改善的表現，本集團將持有於安悅的投資，從而使資
本升值。本集團將密切關注安悅日後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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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證券投資 — Classified Group (Holdings) Limited（「Classified」）

Classified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聯交所GEM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
8232）。Classified主要於香港經營餐館。基於Classified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期內虧損淨額約為9.1百萬港元。與截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淨額約21.1百萬港元相比，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大幅改善，主要是由於於二零一七年九月關閉一間錄
得虧損的餐廳，使得員工成本、物業租金及相關開支與折舊減少。Classified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淨值約為107.8百萬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收到任何股息。Classified餐廳為一間歐式休
閒系列咖啡室，主營手工麵包、芝士及精品葡萄酒，並以其早餐及全天候美
食菜單著稱。Classified在大部分門店提供休閒座位區，鼓勵鄰里街道間互動。
Classified於香港主要商業區設有超過十間餐廳。根據Classified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其計劃(i)開設四間新餐廳；(ii)改善及提升其
現有餐廳設施；及(iii)加強優質食品及精品葡萄酒計劃以吸引較高消費的顧客
前來餐廳。董事會認為，相關策略適用於消費者市場，且Classified於期內的表
現已有起色，本集團將持有對Classified的投資，並將密切關注Classified的表現。

上市證券投資 — 倢冠控股有限公司（「倢冠」）

倢冠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聯交所GEM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
8606）。倢冠主要從事於香港及澳門提供信息技術解決方案、維護及支持服
務。基於倢冠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該期間內的虧
損淨額約為3.7百萬港元。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淨利潤約
42,000港元相比，倢冠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淨利潤下降，主
要是由於(i)收入增加約17.8百萬港元；(ii)銷售成本增加約12.0百萬港元；(iii)銷
售開支增加約0.6百萬港元；(iv)行政及一般開支增加約3.2百萬港元；及(v)上市
開支增加約5.4百萬港元的淨影響所致。倢冠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
淨值約為40.8百萬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
收到任何股息。由於倢冠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淨
額的主要原因之一為期內產生一次性上市開支，因此，預期倢冠的未來表現將
不會受到有關一次性開支的影響。信息技術諮詢服務行業既面臨挑戰又充滿
無限機遇，倢冠可藉助良好的業務戰略及地位在信息技術浪潮中遨遊。根據倢
冠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其將繼續專注於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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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並為客戶提供創新及一體化的信息技術諮詢服務，以使其企業及機構客
戶能夠從其信息技術業務中獲取最大價值。董事會相信倢冠能抓住機遇，因此
本集團將持有對倢冠的投資，並將密切關注倢冠的表現。

非上市貸款票據投資 — 中大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中大」）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八日、二零一七年四月五日及二零一八年四月九日，本集團
已認購三期由中大（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消費電子產
品貿易）發行的港元貸款票據。本集團持有貸款票據1、貸款票據2及貸款票據
3，按8.5%的固定年利率計息。於二零一八財政年度，本集團自貸款票據1、貸
款票據2及貸款票據3確認的利息收入分別為255,000港元、255,000港元及342,000
港元。於年內已分別確認減值虧損514,000港元、514,000港元及943,000港元。基
於中大的管理賬目，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虧損淨
額約為7.4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同期約為5.3百萬港元。虧損淨額增加主要由
於行政開支及財務費用分別增加約1.3百萬港元及約0.7百萬港元所致。行政開
支增加乃主要由於有關建議收購及復牌建議的法律及專業費用增加所致。此外，
財務費用增加乃主要由於就法律及專業費用的額外營運資金貸款支付利息以
及就建議收購支付按金所致。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中大的負債淨額約為
30.7百萬港元。董事會認為，持有貸款票據的固定利息收入有利於本集團獲得
穩定的現金流入。

非上市貸款票據投資 — 深圳達隆通用包裝機械有限公司（「達隆通用」）

本集團已認購達隆通用（一間於中國成立的私營實體，主要從事機械設備的開
發與設計）發行的一項貸款票據。近十年來，達隆通用一直致力開發及生產智
能垃圾收集系統及生產設備。貸款票據4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發行，並
將於發行日期起計三年後到期。貸款票據4按10%的固定年利率計息，並按攤
銷成本計量。本集團自貸款票據4確認的利息收入為316,000港元。於年內已確
認減值虧損1,604,000港元。基於達隆通用的管理賬目，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淨利潤約為15.5百萬港元。達隆通用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為15.4百萬港元。董事會認為，智能垃圾收集系統
及生產設備行業發展蓬勃，董事會預期達隆通用於日後將因而保持增長勢頭。
因此，持有貸款票據的固定利息收入有利於本集團獲得穩定的現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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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上市貸款票據投資 — 深圳達隆包裝機械設備有限公司（「達隆包裝」）

本集團已認購達隆包裝（一間於中國成立的私營實體，主要從事提供包裝設備
的綜合研發、設計、銷售及售後服務）發行的一項貸款票據。貸款票據5於二
零一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發行，並將於發行日期起計三年後到期。貸款票據5按
10%的固定年利率計息，並按攤銷成本計量。本集團自貸款票據5確認的利息
收入為315,000港元。於年內已確認減值虧損1,417,000港元。基於達隆通用的管
理賬目，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淨利潤約為15.6百
萬港元。達隆包裝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為15.4百萬港元。
根據Global Market Insights Inc.的最新研究報告，包裝設備市場將由目前市值超
過380億美元增長至二零二四年的超過470億美元。包裝設備的需求主要受到節
能設備的開發、越來越多自動化包裝機械的採用及個人護理用品的消費需求
增長而推動。董事會認為，包裝設備行業潛力龐大，預期達隆包裝於日後將保
持增長勢頭。因此，持有貸款票據的固定利息收入有利於本集團獲得穩定的現
金流入。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二零一八年年報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天弓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胡銘佳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胡銘佳先生及陳詠欣女士；三名 
非執行董事，分別為葉偉其先生、陳雅博先生及黃中仁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
別為陳敏儀女士、梁燕婷女士及蔣謙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