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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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ge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匯嘉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28）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Huge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匯嘉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摘要概述如下：

－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收入為4,254,000港元，
而去年同期則為1,771,000港元。

－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
125,665,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溢利156,357,000港元。

－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之每股基本虧損為3.22

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每股基本盈利4.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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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交易證券的所得款項總額  6,825 77,778
   

收入 2 4,254 1,771
其他收入 2 5 –
其他收益及（虧損） 2 (122,545) 160,998
   

  (118,286) 162,769

僱員福利開支  (1,303) (1,87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9) (79)
財務費用 3 (747) –
其他經營開支  (5,240) (4,454)
   

扣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溢利 4 (125,665) 156,357
所得稅開支 5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溢利  (125,665) 156,357
   

其他全面收益：
以後可重新分類進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價值
 變動虧損  – (3)
將重新分類進損益的項目：
於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時
 將公平價值虧損轉往損益  – (2,192)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 (2,19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25,665) 154,162
   

  港元 港元
每股（虧損）盈利 7
基本  (3.22) 4.00
攤薄  (3.22)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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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結算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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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157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8 18,396 11,580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  367,903 444,710
銀行結餘及現金  4,093 53,749
   

  390,392 510,039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9 9,864 5,334
   

流動資產淨值  380,528 504,70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80,621 504,862
   

非流動負債
可轉換債券  18,340 17,681
承付票  765 –
   

  19,105 17,681
   

資產淨值  361,516 487,1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9,059 39,059
儲備  322,457 448,122
   

總權益  361,516 487,181
   

每股資產淨值  9.26港元 12.4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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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遵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
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編製。此外，中期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所規定的適用披露。

中期財務報表並無包括本集團全年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及披露，應連同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除下文所述者外，於編製中期
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互相一致。

採用新制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國際財務匯報準則」）－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起生效：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修訂） 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年度改善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循環）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主動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及國際 對可接受的折舊和攤銷方法的澄清
 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單獨財務報表中的權益法

採用此等新制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用任何已發出但尚未生效的新制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匯報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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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本集團主要投資於在認可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證券及包括由企業實體發行之權益證券及可轉
換債券等非上市證券。在期內確認之收入、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2 19

 －應收貸款及可轉換債券 4,252 1,715

股息收入
 －上市投資 – 37
  

 4,254 1,771
  

其他收入：
雜項收入 5 –
  

其他收益及（虧損）：
匯兌虧損，淨額 – (191)

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價值（虧損）收益：
 －交易證券 (122,582) 146,590

出售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賬之金融資產
 的已變現收益淨額：
 －交易證券 37 6,913

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收益 – 3,913

轉回先前就貸款和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 – 500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 3,273
  

 (122,545) 160,998
  

 (118,286) 162,769
  

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只有一個經營分部，即投資控股。因此，本集團的收入、其他收入、其
他收益及虧損、期間（虧損）溢利及總資產均歸屬於投資控股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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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可轉換債券的利息 659 –

已付利息 73 –

承付票利息 15 –
  

 747 –
  

  

4. 扣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溢利

扣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管理費 1,759 1,657

退休金成本－定額供款計劃供款 32 58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1,406 977
  

5. 所得稅開支

於本期間內，由於本集團並無產生任何應評稅利潤，因此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準備。

6. 股息

董事會並無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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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虧損）盈利的計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計算中所用的（虧損）盈利 (125,665) 156,357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計算中所用的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39,059 39,059
  

 港元 港元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3.22) 4.00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3.22) 4.00
  

於本期間內，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溢利及根據已發行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本公司的可轉換債
券獲轉換，原因為其行使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每股攤薄（虧損）盈利金額與每股基本（虧損）
盈利相同，原因是於該期間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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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項 – 240

其他應收款項 221 652
  

扣除減值虧損撥備後的應收款項 221 892

按金 17,786 10,350

預付款項 389 338
  

 18,396 11,580
  

根據到期日，應收款項（於扣除減值虧損準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並無逾期亦無減值的結餘 221 892
  

9.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項 9,860 5,330

尚未領取的應付股息 4 4
  

 9,864 5,334
  

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9,860 5,330
1年後 4 4
  

 9,864 5,334
  



9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收入4,254,000港元，而去
年同期則為1,771,000港元，增加約140.2%。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錄得其他收益及虧損為虧損淨
額122,545,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為收益淨額160,998,000港元。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扣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為125,665,000

港元，去年同期則為溢利156,357,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125,665,000

港元，去年同期則為溢利156,35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虧損乃主要由於交易證券的公平價值虧損所致。

前景及未來計劃

過去六個月為難熬的時期，大陸股票市場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崩盤，加上去年中國
經濟放緩，中國之經濟增長進一步下跌至二零一六年第一及第二季度之每年6.7%。
其為過去七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最慢的季度。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英國表決脫離歐洲聯盟（「歐盟」）之結果增加了環球金融市場
之不明朗因素。市場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得悉表決脫離歐盟之消息，英鎊
兌美元下跌至31年低位。在香港，恒生綜合指數因英國公投表決脫離歐盟之結果
而下滑。恒生綜合指數因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之表決結果而應聲急挫609點，
跌幅為2.92%。預期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英國決定脫離歐盟之進一步影響以及環
球經濟存在不明朗因素，此等因素均對香港股票市場及中國股票市場構成重大影響。

展望二零一六年下半年，本公司將會保持專注投資於具潛力及前景的上市證券、
私募基金、金融業、電子付款開發及私營企業。我們的策略為因應市場波動採取
適時及恰當的投資策略，從而提升投資組合及實現淨資產增值。董事會將會密切
注視宏觀趨勢，並尋找於中國、香港及海外投資的機會。本公司將繼續實施其風
險管理政策，務求為股東取得穩定的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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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有可供動用銀行結餘及現金4,093,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3,749,000港元），主要存放在銀行作一般營運資金。本集團所持有之銀行結餘及
現金主要乃以港元計價。

本集團之股東資金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為361,516,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487,181,000港元，減少約25.8%。

目前，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信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開支承擔。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供股之普通決議案已獲獨立
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本公司根據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一(1)股現有股份
可獲發一(1)股供股股份之基準以認購價每股供股股份2.00港元進行之供股配發及
發行39,058,614股供股股份。配發供股股份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九日完成。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資本架構並無任何其他重大轉變。

所持重要投資及表現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確認之利息收入合共為4,254,000

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1,734,000港元，增加約145.3%。利息收入包括2,000港元由
銀行存款賺取以及4,252,000港元由可轉換債券賺取。上市證券產生的股息收入為
零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7,000港元）。收入為4,254,000港元，
而去年同期則為1,771,000港元，增加約140.2%。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出售了若干公開交易證券，導
致出現已變現收益淨額37,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6,913,000港元，減少約
99.5%。由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香港股票市場表現欠佳，本集團持有之公開交易
證券及衍生金融工具錄得重大未變現虧損122,582,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未變現收益146,59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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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收益為零港元（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913,000港元）。本期間收回就貸款和應收款項確
認的減值虧損為零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00,000港元）。匯
兌虧損淨額為零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淨額191,000港
元）。本期間並無就貸款和應收款項計提減值虧損（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零港元）。本期間因收取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款項而錄得出售附屬公司的
收益零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273,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非上市投資（為可轉換債券）為數111,893,000

港元，而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07,641,000港元，增加約3.95%。非上
市投資增加乃主要由於可轉換債券應收利息增加所致。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為數18,396,000港元，而於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1,580,000港元，增加約58.9%。增加乃主要由於其他
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淨增加7,000,000港元所致。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交易證券及指定為按公平價值於損益賬列
賬的可轉換債券合共367,903,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444,710,000港元，減少約17.3%。減少乃主要由於：(1)在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購買證券，其總額為48,293,000港元；(2)出售若干證券，其成本為
6,770,000港元；及(3)上市證券之市場價值下降淨額為122,582,000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股份。本公
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
守則》（「該守則」）內所列載的所有守則條文，作為其本身之企業管治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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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該守則內所列載的守則
條文，惟以下偏離事項除外：

該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及責任應有區分。

在周博裕博士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辭任後，本公司行政總裁之職位一直懸
空。在委任新行政總裁前，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將繼續監督本集團業務及營運的日
常管理。

董事會將會繼續監察及檢討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符合該守則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曾就財務申報
等事宜進行討論，當中包括與董事一同審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Huge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匯嘉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偉興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周偉興先生及胡銘佳先生；兩
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葉偉其先生及麥興強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
別為蕭震然先生、羅少雄先生及王青雲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