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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續）

百慕達股份過戶登記總處及轉讓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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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lvedere Building

69 Pitts Bay Road

Pembroke HM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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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大道中1號

滙豐銀行總行大廈

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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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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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園一期43樓

公司網站

www.1152.com.hk

股份代號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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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新融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及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4 57,593 8,582

銷售成本 (51,299) —

毛利 6,294 8,582

其他經營（開支）收入 4 (1,097) 5,454

銷售及分銷開支 (852) (787)

行政及其他開支 (15,220) (17,225)

融資成本 6 (7,719) (17,622)

除稅前虧損 (18,594) (21,598)

所得稅開支 7 (371) (531)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8 (18,965) (22,129)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除稅後虧損 9 (707) (11,474)

期內虧損 (19,672) (33,603)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轉換外國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5,703) 1,648

 可供出售投資的公平值收益 219 —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25,156) (31,955)

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虧損（港仙）
 基本及攤薄 11 (2.0) (3.5)

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虧損（港仙）
 基本及攤薄 (2.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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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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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17,277 19,560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 13 — 609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14 33,879 —

51,156 20,169

流動資產

 其他應收款項 15 8,968 20,967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14 73,576 78,035

 持作買賣投資 16 5,611 11,220

 可供出售投資 17 9,783 9,88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 147,235 219,553

245,173 339,655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9 24,943 34,263

 銀行及其他借貸 20 80,000 30,000

 融資租賃下的責任 — 於一年內到期 21 274 268

 應付所得稅 2,472 2,504

 可換股債券 — 即期 22 57,300 —

164,989 67,035

流動資產淨值 80,184 272,6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1,340 292,789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下的責任 — 一年後到期 21 47 186

 銀行及其他借貸 20 — 80,000

 可換股債券 22 — 55,804

 企業債券 23 8,204 8,554

8,251 144,544

123,089 148,24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4 4,910 4,910

 儲備 118,179 143,335

123,089 148,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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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股本
股份 

溢價

可換股
債券權益

儲備 重估儲備
其他 

儲備
匯兌 

儲備
保留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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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於2015年1月1日（經審核） 4,760 159,947 8,454 — 9,943 1,032 27,181 211,317

期內虧損 — — — — — — (33,603) (33,603)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1,648 — 1,648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 — 1,648 (33,603) (31,955)

因可換股債券獲轉換而發行

股份 50 9,974 (738) — — — — 9,286

因行使認股權證而發行股份 50 9,950 — — — — — 10,000

於2015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4,860 179,871 7,716 — 9,943 2,680 (6,422) 198,648

於2016年1月1日（經審核） 4,910 190,049 4,244 330 9,943 (6,332) (54,899) 148,245

期內虧損 — — — — — — (19,672) (19,672)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219 — (5,703) — (5,484)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219 — (5,703) (19,672) (25,156)

於2016年6月30日 

（未經審核） 4,910 190,049 4,244 549 9,943 (12,035) (74,571) 123,089

附註：其他儲備指根據集團重組購入附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與就購入該等附屬公司所付代價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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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36,521) 123,056

投資活動產生（所用）的現金淨額 5,900 (18,594)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36,715) (120,48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67,336) (16,020)

於1月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9,553 238,308

匯率變動的影響 (4,982) 338

於6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以銀行結餘及現金代表 147,235 22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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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地址披露於中期

報告的公司資料。

本公司作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融資租賃業務。

於2015年1月12日，董事會決定終止經營本集團之紡織分部。自此之後，本集團主要從事融資租賃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詳情載於附註9。相應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比較數字經已編製以單獨反映已終止經營

業務之業績。

融資租賃業務主要包括融資租賃業務、租賃業務、向國內外市場購買租賃資產、租賃資產的殘值處理及

維修、為租賃交易提供諮詢及擔保、設備進出口貿易、自動化系統工程、軟件系統工程及金屬及設備貿

易。

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人民幣」）。由於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位處香港，故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以

港元呈列。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

規定以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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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3.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物業及財務工具按公平值或重估金額（如適用）

計算則除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綜

合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並且由本集團2016年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起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2年至2014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8號之修訂

釐清可接納折舊及攤銷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41號之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內的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的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合營公司權益之會計處理

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中期期間及過往中期期間本集團之財務表現及狀況

及╱或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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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4. 收入及其他經營收入

收入指於會計期間確認的融資租賃收益、手續費收入以及金屬及設備貿易。

期內本集團之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金屬及設備貿易 51,709 —

 融資租賃 5,884 8,582

57,593 8,582

其他經營收入

 持作買賣投資的未變現（虧損）╱收益 (1,347) 5,400

 銀行利息收入 250 54

(1,097) 5,454

5.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負責分配資源及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而董事會因集體就分配及評估過程作出策略性決

定而被視為主要營運決策者。

終止經營針織分部後，本集團主要從事金融服務業務，以及金屬及設備貿易。就財務呈報而言，金融服

務業務及金屬及設備貿易已自2015年9月30日起合併為一個單一經營分部。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營運位於香港及中國。

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及2015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所有收入均源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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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分部資料（續）

地區資料（續）

本集團關於其非流動資產按資產地區劃分的資料詳情如下：

非流動資產（附註）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 15,615 18,102

香港 1,662 2,067

17,277 20,169

附註：非流動資產不包括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6.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利息開支：

 — 可換股債券 1,496 4,627

 — 貸款 5,874 2,762

 — 承兌票據 — 10,073

 — 企業債券 349 160

7,719 1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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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本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371 664

遞延稅項 — (133)

371 531

(i)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香港利得稅乃按自香港產生的估計溢利的16.5%（2015年：16.5%）計

算。截至2016年及2015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並無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

兩個期間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ii)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自2008年1月1日

起，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8. 期內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期內虧損已扣除下列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795 512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變動收益 — (110)

償清承兌票據的虧損 — 29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3 (274)

有關辦公室物業經營租賃的最低租賃付款 3,361 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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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9.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2015年1月12日，本集團宣佈董事會已決定終止經營本集團之針織分部，理由為針織業的市場情況及

經營環境持續轉差。該業務營運已於2015年9月30日完成終止經營。針織分部被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期內虧損載列於下文。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所載的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

重新呈列針織分部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 27,625

銷售成本 — (26,118)

毛利 — 1,507

其他經營收入 464 1,898

銷售及分銷開支 — (705)

行政及其他開支 (1,162) (14,104)

融資成本 (9) (40)

除稅前虧損 (707) (11,444)

所得稅開支 — (30)

期內虧損 (707) (11,474)

10. 股息

於中期期間，概無派付、宣派或擬派股息。董事不建議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

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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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每股虧損

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股東（「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虧損 (19,672) (33,603)

2016年 2015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82,000 955,591

由於行使可換股債券及認股權證可引致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虧損減少，故每股攤薄虧損

的計算方法並未有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及認股權證獲兌換。

持續經營業務

股東應佔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盈利數據按以下方式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虧損 (19,672) (33,603)

減：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707) (11,474)

就計算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虧損 (18,965) (22,129)

所使用之分母與上文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詳述者相同。

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於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約707,000港元（2015年：約11,474,000港元）及上文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

攤薄虧損所詳述的分母，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每股0.07港仙（2015年：每股1.20港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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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變動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的費用約4,000港元（截至2015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零）。期內出售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淨賬面值為零（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8,562,000港元）。

13.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約609,000港元已動用並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確認。

14.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指本集團的附屬公司山西華威融資租賃有限公司與其承租人訂立的相關融資租賃協

議。融資租賃的實際利率介乎13%至16%不等。租賃期內租約附帶之所有息率均於合約日按定息釐訂。

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於報告期末，已訂立的相關租賃協議約36,153,000港元（2015年：約

25,154,000港元）的賬齡為2年（2015年：1年）內。

於2016年6月30日，融資租賃應收款項總額約107,455,000港元（2015年：約78,035,000港元）包括即期應

收款項約73,576,000港元（2015年：約78,035,000港元）及非即期應收款項約33,879,000港元（2015年：零）。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乃以貨船、機器、固定資產、中國私人實體的股票或採礦權作抵押。

於融資租賃安排項下的應收款項及融資租賃安排項下的應計利息結清後，將在承租人以人民幣100元行

使購買權的情況下，把租賃資產的所有權轉讓予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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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其他應收款項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採購預付訂金 — 13,130

其他應收款項 8,163 6,962

預付款項 805 875

8,968 20,967

16. 持作買賣投資

持作買賣投資包括：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上市權益證券 5,611 11,220

5,611 11,220

17. 可供出售投資

可供出售投資包括：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工具，按公平值 9,783 9,880

9,783 9,880

可供出售投資指金融機構所發行的理財產品。此等產品的主要投資目標為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票據、政

策性銀行發行的債務證券、中國政府於全國金融市場上發行專為機構投資者而設的債務證券，以及其他

金融工具。

18. 銀行結餘及現金

銀行結餘及現金包括本集團持有的現金及原到期日為三個月或以下的短期銀行存款。截至2016年6月30

日止期間，銀行結餘按當時市場年利率介乎0.001%至0.4%計息（2015年：年利率0.001%至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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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9. 其他應付款項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預收款項 1,129 1,129

應付利息 1,973 9,208

應付增值稅 10,527 11,738

其他應付款項 11,314 12,188

24,943 34,263

20. 銀行及其他借貸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銀行及其他借貸為借貸期內按公平固定利率計息之無抵押貸款，且須於2017年6月

30日前償還。

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以其內部資源償還其他借貸30,000,000港元。

於2016年6月30日，銀行及其他借貸約80,000,000港元（2015年：約110,000,000港元）包括即期借款約

80,000,000港元（2015年：約30,000,000港元）及非即期借款零（2015年：約80,000,000港元）。

21. 融資租賃下的責任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融資租賃下的責任乃按約4.7%的固定利率計息，並由租賃資產中的出租人押記作為

抵押。

於2016年6月30日，融資租賃下的責任約321,000港元（2015年：約454,000港元）包括即期債務約274,000

港元（2015年：約268,000港元）及非即期債務約47,000港元（2015年：約18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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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2. 可換股債券

期內可換股債券的變動如下：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可換股債券 — 負債部分：

分析作呈報用途：

非流動負債 — 55,804

流動負債 57,300 —

流動負債（列入其他應付款項） — 3,000

57,300 58,804

23. 企業債券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已發行非上市企業債券餘額仍為10,000,000港元（2015年：10,000,000港元），

按年利率7%計息。企業債券將須於相關企業債券發行日期起計第九十個月屆滿當日予以償還。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分析作呈報用途：

 非流動部分 8,204 8,554

 流動部分（列入其他應付款項） 500 500

8,704 9,054

2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2015年12月31日及2016年6月30日每股0.005港元的普通股 2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15年12月31日及2016年6月30日每股0.005港元的普通股 982,000 4,910

自2015年12月3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概無任何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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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5. 非上市認股權證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本公司按1港元之現金代價向一名獨立第三方發行50,000,000份（2015年：

50,000,000份）認股權證（「認股權證」），該等認股權證未獲行使。每份認股權證附帶按行使價每股1.00港

元認購本公司一股每股面值0.005港元之普通股之權利。

未行使認股權證獲全部行使後將導致再發行約50,000,000股（2015年：5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5港元

之普通股。

26.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若干廠房及辦公室。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下有於以下期間到期的未來最低租賃付款：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4,269 5,653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134 4,140

6,403 9,793

27. 資本承擔

截至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概無任何資本承擔：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內 

撥備的資本開支 —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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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8. 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的酬勞

本集團於期內與關連人士訂立以下重大交易：

於截至2016年及2015年6月30日止兩個期間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1,926 2,068

退職福利 42 45

1,968 2,113

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由董事會經考慮個人的表現及市場趨勢後釐定。

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期間，概無其他關連人士交易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之界定予以披露。

29. 購股權計劃

根據2011年10月11日本公司股東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旨在鼓勵合資格參與者爭

取最佳表現及效率，使本集團受益。董事會可於該計劃生效日期起計10年內某營業日的任何時間，向任

何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

該計劃的合資格參與者包括：(i)本集團任何董事、僱員、諮詢人、專業人士、客戶、供應商、代理、合夥

人或顧問或承包商或本集團持有權益的公司或該公司的附屬公司（「聯屬人士」）；或 (ii)以本集團任何董

事、僱員、諮詢人、專業人士、客戶、供應商、代理、合夥人或顧問或承包商或聯屬人士為受益人的任何

信託或全權信託對象包括上述人士的任何全權信託的受託人；或 (iii)本集團任何董事、僱員、諮詢人、專

業人士、客戶、供應商、代理、合夥人、顧問或承包商或聯屬人士實益擁有的公司。

凡向本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其各自任何聯繫人士授出任何購股權，而截至各授出日期

（包括該日）止任何12個月內，有關人士的購股權合共佔已發行股份逾0.1%及總值（根據各授出日期的股

份收市價計算）逾5,000,000港元，均須經獨立非執行董事（但不包括身為建議承授人的任何獨立非執行董

事）批准，且進一步授出任何購股權必須經由本公司股東批准。

自該計劃採納以來及於本中期期間內，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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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及業務回顧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融資租賃業務錄得營業額約57,593,000港元，而2015年之營業額約為8,582,000

港元。

總括而言，本集團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約19,672,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虧損約

33,603,000港元。本集團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虧損主要由於：(i)前期企業債券配售相關專業費用

減少；(ii)結算承兌票據及其他借貸之利息開支減少。

前景

全球經濟

於2016年6月，受脫歐公投影響，全球市場遭受衝擊。預期全球經濟將繼續不溫不火，同時面臨下行風險，

影響高收入及新興市場，令2016年全球增長低於預計的2.4個百分點。受英國脫歐衝擊，高收入經濟體增長

勢頭受到抑制。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受到多種因素的逆行風險：石油及其他商品價格持續低迷；全球貿易

疲弱，中國經濟下行及再平衡；金融狀況收緊以及脫歐公投。大型新興市場經濟放緩使宏觀經濟面臨下行風

險，中國尤其明顯，經濟重新調整、商品價格走低、金融前景收緊以及英國脫歐協商可能出現混亂。

中國經濟

2016年第二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7個百分點，與第一季度相同。由於英國「脫歐」公投脫離歐盟可能

對中國造成負面影響。脫歐給早已放緩的全球復興增添了不確定因素，可能進一步抑制中國出口，同時加劇

資本流動波動。增長勢頭可能仍然疲弱，下半年需要以寬鬆政策應對經濟方面的不利因素。

公投後，人民幣兌美元面臨新一輪貶值壓力，6月兌美元下跌約1個百分點，加劇資本外流的擔憂。投資及製

造業疲軟，加上人民幣貶值，中國經濟未來表現引發市場憂慮。

然而，中國人民銀行強調，人民幣兌一籃子外幣匯率穩定，反對以人民幣貶值來促進出口。中國總理李克強在

2016年6月天津會議上指出，新經濟驅動高速發展，主要經濟指標穩定發展。李克強亦指出，中國將在財政、

金融及投資領域作出調整，支持實體經濟，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為私營企業提供更多渠道進入市場。李克強鄭

重表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關注降低產能、縮減庫存、削減債務及降低業務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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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金融服務行業

2015年，中國融資租賃行業保持迅猛增長，註冊融資租賃企業數目於年內增長約980間至約達3,180間，當中，

金融融資租賃企業約佔40間；內資租賃企業約佔190間；外商獨資租賃企業約佔2,950間。較2014年，融資租

賃合約金額結餘亦飆升約人民幣4,500億元至約人民幣3.6萬億元，升幅達14%。

展望2016年，儘管業內競爭將更為激烈，預期融資租賃合約將持續按兩位數速度增長。

公司策略

儘管預期2016年全球及中國經濟面對產業需求疲弱、企業經營低迷、產能不足、競爭激烈及產業信用評級下

降等挑戰，但憑著李克強總理在2016年6月舉行的天津會議上發表有關「中國經濟發展及穩定」的政府工作報

告中的有力聲明，管理層依然深信金融行業將繼續繁榮向前，實現高年增長率。

為應對2016年迎面而來的挑戰，本集團將繼續為尊貴客戶提供專業金融及諮詢服務，協助客戶加大系統創

新、加強生產能力以及增強企業發展，在不同行業開發創新的融資服務。同時，本集團將採取更審慎保守的策

略，強化本集團資產及風險管理的內部監控工作，務求維護資產的整體質素。

財務狀況及資本結構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錄得總資產約296,329,000港元，乃由內部資源約123,089,000港元及負債約

173,240,000港元提供資金。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147,235,000港元。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

以流動負債）由2015年12月31日的5.1倍減少至2016年6月30日的1.5倍。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銀行

透支、短期銀行貸款及未動用銀行融資的抵押存款。本集團的營運資金主要來自其經營活動產生的資金及借

貸。於2016年6月30日，借貸主要以港元（「港元」）計值，而本集團所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則主要以港元、

人民幣（「人民幣」）及美元（「美元」）計值。本公司全部借貸均按固定利率計息。

或然負債

於2016年6月30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23 新融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

本集團繼續管理及監控其利率及匯兌風險，確保以及時有效之方式實行適當措施。本集團之主要借貸按固定

利率計息。

由於辦公室位於中國及香港，故本集團的經營開支及主要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或美元計值。基於港元與

美元掛鈎，本集團預期短期內不會承受任何貨幣風險。此外，本集團已實施外幣對沖政策，透過訂立多份結構

性遠期合約監察外匯風險，本集團亦將因應需要考慮進一步對沖重大的外幣風險。

信貸政策

就融資租賃應收款項相關信貸風險而言，本集團會評估各潛在承租人的信貸質素，並於接受任何新融資租賃

前界定各承租人的限額。本集團如認為有需要，則會於訂立融資租賃安排時，亦要求某些融資租賃借款人除

標的租賃資產以外向本集團質押其他抵押品。此外，本集團亦會參照自融資租賃首次授出之日至報告日期的

還款時間表，監察各融資租賃承租人的融資租賃還款記錄，以釐定應收融資租賃款項的可收回性。另外，本集

團會持續評估及檢討抵押資產的公平值，確保相關抵押品之價值足以彌補授予客戶的融資租賃金額及任何未

獲償還的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資本開支

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作出投資（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無）。

資產質押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就融資租賃承擔抵押之資產包括賬面值約348,000港元（2015年：約583,000港元）之

一輛汽車。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聘有約40名員工，當中包括四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本集團每年參照當時的市況檢討薪酬政策、薪金及工資。本集團亦向其員工提供酌情花紅、醫

療保險、培訓計劃、社會保障基金及公積金。根據2011年10月11日的股東書面決議案，本公司已採納一項購

股權計劃（「該計劃」），目的在於激勵合資格參與者。自採納該計劃以來，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

司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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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重大投資

除於附屬公司的投資外，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及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公司的任何重大

股本權益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任何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

未來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計劃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會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2015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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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披露（續）

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6年6月30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或已

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的權益及╱或淡倉如下：

本公司：

董事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質
持有股份數目 

（附註1）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余學明先生 實益權益 9,830,000 (L) 1.00

薛由釗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2） 208,000,000 (L) 21.18

鄭強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3） 208,000,000 (L) 21.18

附註：

(1) 字母「L」表示董事於本公司股本權益的好倉。

(2) 薛由釗先生為恆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100%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人，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恆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

的208,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鄭強先生為Billion Mission Limited100%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人，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Billion Mission Limited所持有的

208,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6年6月30日，就董事所知，概無董事已登記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

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記錄或已根據標準守則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

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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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披露（續）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於2016年6月30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權益登記冊已記錄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

或以上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好倉：

股東名稱 身份及權益性質
持有普通股數目 

（附註1）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百分比

Integrated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附註2） 實益權益 173,398,000 (L) 17.66

恆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附註3） 實益權益 208,000,000 (L) 21.18

Billion Mission Limited（附註4） 實益權益 208,000,000 (L) 21.18

山西焦煤機電（香港）有限公司（附註5） 實益權益 58,800,000 (L) 5.99

附註：

(1) 字母「L」表示股東於本公司股本權益的好倉。

(2) 任德章先生為 Integrated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 100%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人，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 Integrated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所持有的173,398,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薛由釗先生為恆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100%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人，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恆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

的208,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4) 鄭強先生為Billion Mission Limited 100%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人，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Billion Mission Limited所持有的

208,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5) 山西焦煤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為山西焦煤機電（香港）有限公司100%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人，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山西焦

煤機電（香港）有限公司所持有的58,8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6年6月30日，並無任何人士（不包括董事，其權益詳情載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

股份的權益及淡倉」一節）已登記於本公司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

記錄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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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披露（續）

尚未轉換的可換股債券

債券持有人的名稱 兌換價

 

於本公司
相關股份中
的長倉總額

於本公司
相關股份中的 

長倉總額
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
普通股本的百分比

遠見環球有限公司（附註） 1.00港元 60,000,000 6.11

附註：Huarong (HK)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為遠見環球有限公司100%已發行股本的實益擁有人，而遠見環球有限公司於本金額為60百萬

港元的可換股債券中擁有權益，有關可換股債券可於悉數兌換時按每股面值1.00港元兌換為60,000,000股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的守則條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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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列的規定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

認，彼等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遵從操守守則載列的規定標準。

為加強本集團整體之企業管治，可能擁有有關本集團或本公司證券之未公開股價敏感資料之所有有關僱員均

須全面遵守書面指引，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之條文。本公司於回顧期間並未發現任何違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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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披露（續）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於2011年10月11日成立訂有書面職權範圍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的主

要職責為就本集團審核範圍內之事宜監察本公司與其外聘核數師之間的關係，以及檢討本集團的財務匯報程

序、本集團內部監控系統及風險管理系統的充分性及有效性。

委員會根據上市規則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與高級管理層討論

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以及本集團就編製本集團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

承董事會命

新融宇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余學明

香港，2016年8月26日


	封面
	目錄
	公司資料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