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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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

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之

補充公佈

茲提述遠東控股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年報」）。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

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根據於年報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所得資料提供有關本集團持作買賣投

資之額外資料。誠如年報所披露，本集團持作買賣投資包括 56項在香港上巿的股

本證券，當中 47項股本證券在聯交所主板上巿，餘下 9項股本證券在聯交所創業

板上巿。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持作買賣投資列述如下：

公司名稱╱
（股份代號）

本集團所持

股份數目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持股比例

於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賬面值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

未變現公平值

（虧損）╱收益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

股息收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公平值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佔持作買賣投資

總額之百分比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佔本集團資產

總值之百分比

附註

（附註 1）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

有限公司 (388) 2 261,896 0.02 50,527 (3,850) 1,302 47,979 7.1 5.8

東英金融投資

有限公司 (1140) 3 15,000,000 0.81 24,000 9,300 373 33,300 4.9 4.1

航空互聯集團

有限公司 (8176) 4 3,505,000 0.77 — 11,842 — 32,947 4.9 4.0

順龍控股

有限公司 (361) 5 100,000,000 1.92 22,800 8,200 — 31,000 4.6 3.8

鼎和礦業控股

有限公司 (705) 6 222,000,000 4.03 — 12,372 — 29,082 4.3 3.5

宏安地產

有限公司 (1243) 7 25,000,000 0.16 — 26,198 — 28,500 4.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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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股份代號）

本集團所持

股份數目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持股比例

於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賬面值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

未變現公平值

（虧損）╱收益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

股息收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公平值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佔持作買賣投資

總額之百分比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佔本集團資產

總值之百分比

附註

（附註 1）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 %

中國信息科技發展

有限公司 (8178) 8 190,000,000 3.33 42,750 (15,770) — 26,980 4.0 3.3

奧立仕控股

有限公司 (860) 9 35,244,000 1.44 — 15,823 — 26,081 3.8 3.2

中國海景控股

有限公司 (1106) 10 140,000,000 1.35 22,960 3,080 — 26,040 3.8 3.2

中國農產品交易

有限公司 (149) 11 20,000,000 1.72 — 16,800 — 25,200 3.7 3.1

HMV數碼中國集團

有限公司 (8078)

（前稱中國 3D數碼

娛樂有限公司） 12 31,600,000 0.58 14,378 9,954 — 24,332 3.6 3.0

恒大健康產業集團

有限公司 (708) 13 15,000,000 0.17 — (3,240) — 22,050 3.3 2.7

香港教育（國際）投資

集團有限公司

(1082) 14 20,000,000 3.65 — 13,575 — 22,000 3.2 2.7

恒騰網絡集團

有限公司 (136) 15 50,000,000 0.07 29,000 (9,500) — 19,500 2.9 2.4

拉近網娛集團

有限公司 (8172) 16 30,000,000 1.07 27,600 (8,100) — 19,500 2.9 2.4

華誼騰訊娛樂

有限公司 (419)

（前稱中國 9號健康

產業有限公司） 17 40,000,000 0.30 42,000 (23,200) — 18,800 2.8 2.3

中國新金融集團

有限公司 (412) 18 31,998,000 0.17 26,558 (8,639) — 17,919 2.6 2.2

光啟科學

有限公司 (439) 19 6,120,000 0.10 19,768 (2,264) — 17,504 2.6 2.1

新礦資源

有限公司 (1231) 20 18,886,000 0.47 14,165 1,133 — 15,298 2.3 1.9

康健國際醫療集團

有限公司 (3886) 21 12,000,000 0.15 19,200 (4,200) 117 15,000 2.2 1.8

環球大通集團

有限公司 (8063) 22 90,870,000 2.56 3,150 4,875 — 14,085 2.1 1.7

新昌集團控股

有限公司 (404)

（前稱新昌營造

集團有限公司） 23 35,000,000 0.61 26,950 (14,525) — 12,425 1.8 1.5

星凱控股有限

公司 (1166) 24 25,000,000 1.06 7,250 4,375 — 11,625 1.7 1.4

康宏環球控股

有限公司 (1019)

（前稱康宏金融

控股有限公司） 25 49,980,000 0.33 21,741 (10,196) — 11,545 1.7 1.4

雲鋒金融集團

有限公司 (376)

（前稱瑞東集團

有限公司） 26 2,000,000 0.08 — (2,710) — 11,140 1.6 1.4

其他 27 213,229 (42,064) 425 118,358 17.4 14.1

628,026 (10,731) 2,217 678,190 100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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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百分比乃參考可在聯交所網站公開獲得有關發行人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一個月

股份發行人的證券變動月報表計算。

2.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香港交易所集團」）擁有及經營香港唯一證券

交易所及期貨市場以及結算所。

根據香港交易所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交易所集團之收益及其他收益總額約為港幣11,116,000,000元，而股東

應佔溢利約為港幣 5,769,000,000元。香港交易所集團將繼續加強競爭力，為香港交易所集團

日後增長及成功作好部署，並繼續致力實現其願景，務使香港成為連接中國與全世界的環球

財富管理中心。

本集團相信，香港交易所集團可作出獨特貢獻，讓香港發展成為中國的離岸財富管理中心、

風險管理中心及全球資產價格中心，未來前景理想。

除以股代息為數約港幣1,300,000元之7,351股香港交易所集團股份外，回顧年內並無收購或出

售香港交易所集團股權。

3. 東英金融投資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東英金融集團」）主要從事投資於分散化全球投資

組合，包括上市和非上市公司，從而獲得中期至長期資本增值。

根據東英金融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東英金融集團錄得收益

約港幣 47,000,000元及全面收益總額約港幣 19,000,000元。展望將來，東英金融集團將遵循以

下原則為其股東締造價值及繼續投資於具有長遠戰略價值之平台，以取得財務回報及協同效

應。另一方面，東英金融集團繼續加強其直接投資之能力，並致力與業界領袖加強合作，以

獲取中短期商機。

本集團相信，東英金融集團擁有充足資金，並由資深管理團隊管理，可成為優秀跨境投資平

台，其未來業務前景正面及呈增長態勢。

回顧年內並無收購或出售東英金融集團股權。

4. 航空互聯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航空互聯集團」）主要從事銷售美容產品、提供療

程服務以及提供工程產品及相關服務。

根據航空互聯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航空互聯集團錄

得收益約港幣 62,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港幣 44,000,000元。航空互聯集團將於二零一七

年繼續發展工程業務，吸納機械人及自動化產品及服務，擴大業務之地理覆蓋。

本集團對航空互聯集團之前景感到樂觀，乃因其已取得中國民用航空局華南地區管理局授出

之機艙無線區域網絡部件製造商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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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收購 4,000,000股航空互聯集團股份，收購成本約為港幣 24,000,000

元。回顧年內，本集團已出售 495,000股航空互聯集團股份，以致錄得出售變現收益約港幣

500,000元。

5. 順龍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順龍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買賣高爾夫球設備、高爾

夫球袋及配件，以及於塞班島發展綜合渡假村。

根據順龍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順龍集團錄得收益約港幣

123,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港幣57,000,000元。展望未來，順龍集團將繼續慎重推行業務

舉措，密切監管高爾夫球設備業務及高爾夫球袋業務，把握其他發展契機，以提高其競爭

力，為股東帶來最豐厚回報。

本集團相信，順龍集團之營運表現將會得到改善，乃因其一直發掘機會作合適多元化業務發

展及╱或投資，以擴展收益來源並提升長期增長潛力。

除於二零一六年一月收取80,000,000股紅股外，回顧年內並無收購或出售順龍集團股權。

6. 鼎和礦業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鼎和集團」）主要業務為於馬來西亞霹靂州開採白

雲石及生產及銷售鎂錠、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Yogyakarta省勘探礦產資源以及於中國廣東省

裝瓶及銷售礦泉水。

根據鼎和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鼎和集團錄得收益約港幣

7,000,000元及全面收益總額約港幣 153,000,000元。鼎和集團已準備就緒進行下一步業務計

劃，除改善現有業務外，解決過往問題，進而整頓企業環境，亦放眼全球各地尋找新業務機

遇，包括但不限於戰略聯盟合作夥伴計劃、業務收購及投資。

本集團相信，鼎和集團之業務計劃將為鼎和集團股東創造價值。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收購222,000,000股鼎和集團股份，收購成本約為港幣17,000,000元。

7. 宏安地產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宏安集團」）主要從事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業務。

根據宏安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宏安集團錄得收益約港幣

60,000,000元及全面收益總額約港幣3,000,000元。宏安集團將繼續在政府舉行的土地競投中積

極投地，並尋找物業收購機會以補充土地儲備以持續發展房地產業務。就投資物業而言，宏

安集團將持續尋找不同地區的潛在物業以賺取經常性收入及資本增值。

本集團對房地產市場及宏安集團未來表現感到樂觀。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收購 2,500,000股宏安集團股份，收購成本約為港幣 2,000,000元。宏

安集團股份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拆細為十股，導致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持

股份增加22,5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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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國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中國信息集團」）主要從事軟件開發、系統集

成及證券投資業務。

根據中國信息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中國信息集團錄得收益

約港幣7,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港幣26,00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報告所述位於廣州之新總部以及合營安排及與時事通信社合作連同現有業務及未來其

他新的資訊科技相關項目，中國信息集團整裝待發以拓展於中國及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

地區之據點。

本集團相信，擴展中國信息集團之據點至東盟對中國信息集團之未來前景有正面影響。

回顧年內並無收購或出售中國信息集團股權。

9. 奧立仕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奧立仕集團」）主要從事珠寶產品、書寫工具及鐘錶

之出口及國內貿易以及零售與批發、開採、借貸及證券投資。

根據奧立仕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奧立仕集團錄得收益約港幣

393,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港幣58,000,000元。展望將來，預期中國及香港奢侈品市場環

境將仍然充滿挑戰，奧立仕集團將繼續嚴謹管理開支及物色新投資機遇以應對現時市場環

境，並抱持審慎態度持續檢討業務策略。

本集團相信，奧立仕集團之多元化業務策略於不久將來將繼續為奧立仕集團產生收益。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收購 35,244,000股奧立仕集團股份，收購成本約為港幣 10,000,000

元。

10. 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中國海景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包裝產品、

證券買賣及其他投資活動、票務代理業務以及放債業務。

根據中國海景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中國海景集團錄得收益

約港幣 266,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港幣 8,000,000元。憑藉於旅遊、娛樂及文化行業擁有

豐富經驗之強大管理團隊，中國海景集團對中國新項目及馬六甲（為馬來西亞其中一個增長

最迅速之城市）之房地產行業感到樂觀。預期此等新項目將於未來為中國海景集團產生可觀

回報。中國海景集團將繼續檢討業務組合之表現，並不時尋求其他潛在收購機會。

本集團預期中國海景集團將於未來受惠於新項目。

回顧年內並無購入或出售中國海景集團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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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國農產品交易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中國農產品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農產品交易

市場之物業管理及銷售業務。

根據中國農產品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中國農產品集團錄得收

益約港幣603,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港幣1,033,000,000元。展望二零一七年，中國農產品

集團以其在行業內的領導地位、可複製的業務模式、完善的管理系統、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及

優質客戶服務，將繼續打造一個全國性農產品交易市場網絡。

由於農業為中國中央政府最重要政策，故本集團相信中國農產品集團之未來前景得到保證。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一月收購20,000,000股中國農產品集團股份，收購成本約為港幣8,000,000

元。

12. HMV數碼中國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HMV數碼集團」）主要從事娛樂事業，專營

電視節目及影片製作、分銷、發行權、香港及中國影院經營及管理、藝人管理、借貸業務、

收購企業債券、優先股及證券投資業務。

根據HMV數碼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HMV數碼集團錄

得收益約港幣331,000,000元及全面收益總額約港幣30,000,000元。HMV數碼集團將繼續發展其

現有業務如藝人及模特兒管理業務、娛樂業務及借貸業務。此外，HMV數碼集團將持續製作

及推出電影，以及於市場上繼續收購電影發行權。為迎合瞬息萬變之市場，HMV數碼集團將

更專注於新近發展之電影娛樂及新媒體開發。

由於HMV數碼集團於中國廈門、廣州、吉石、重慶經營影院，且已於財政年度為HMV數碼

集團帶來收入，故本集團相信HMV數碼集團前景理想。

回顧年內並無收購或出售HMV數碼集團股權。

13. 恒大健康產業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恒大健康集團」）主要從事出版雜誌、發行雜

誌、數碼業務及提供雜誌內容，亦從事社區健康管理、國際醫院、養老及康復產業和醫學美

容及抗衰老。

根據恒大健康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恒大健康集團錄得收益

約港幣183,000,000元及全面收益總額約港幣14,000,000元。恒大健康集團將採取穩健發展的財

務政策，努力提高現金總額和主營業務利潤率。

由於恒大健康集團將於現有業務之成本管理及溢利管理方面採取目標管理方法，故本集團預

期恒大健康集團之營運表現將有所改善。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一月收購 15,000,000股恒大健康集團股份，收購成本約為港幣 25,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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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香港教育（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香港教育集團」）主要從事提供私人教

育服務、證券投資、物業投資及借貸業務。

根據香港教育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香港教育集團錄得

收益約港幣81,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港幣232,000,000元。展望未來，香港教育集團將加

強本地教育服務以產生更高收入。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香港教育集團成功推出智能電子學習系統，讓學生學習效率得到最大提

升。本集團相信電子學習系統可增強香港教育集團之競爭優勢及鞏固其業內之領導地位。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收購 20,000,000股香港教育集團股份，收購成本約為港幣 8,000,000

元。

15. 恒騰網絡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恒騰網絡集團」）主要從事互聯網社區服務、投資

及買賣證券、物業投資、製造及銷售照相及電子產品配件業務。

根據恒騰網絡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恒騰網絡集團錄

得收益約港幣 133,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港幣 700,000元。整體而言，恒騰網絡集團將緊

密監督並把握任何機會，以改善該分類之財務及經營狀況。

於二零一七年，恒騰網絡集團將繼續改善社區服務功能，並進一步涉足物業、電子商貿及金

融業務，以改善其平台之盈利能力，本集團相信恒騰網絡集團之未來前景得到保證。

回顧年內並無收購或出售恒騰網絡集團股權。

16. 拉近網娛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拉近網娛集團」）主要業務為提供藝人管理服務以

及電影、電視節目及網絡內容投資。

根據拉近網娛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拉近網娛集團錄得收益

約港幣 6,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港幣 102,000,000元。拉近網娛集團未來之重心將為最新

跨媒體項目「明星的誕生」。該項目乃關於才藝比拼及如何成為明星。該項目旨在發現及培養

新晉及有才華的藝人，同時錄制晉級過程並製作成 12集電視節目，並計劃將製作及拍攝同名

院線大電影，比賽中優勝的選手將參與這部電影的表演，更有機會參與拉近網娛集團投資的

多部影視作品。

本集團相信，「明星的誕生」項目將成為於中國取得成功之電視節目，於未來提升拉近網娛集

團之品牌影響力。

回顧年內並無收購或出售拉近網娛集團股權。

17. 華誼騰訊娛樂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華誼騰訊集團」）主要業務為娛樂及媒體業務；以

及提供線上線下健康及養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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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華誼騰訊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華誼騰訊集團錄得收益

約港幣 64,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港幣 52,000,000元。華誼騰訊集團目標將來與荷里活大

師級導演及頂尖工作室合作，投資開發或參與電影及電視項目製作，逐步儲備海外優質知識

產權資源，相信對華誼騰訊集團成功搭建以全球市場為目標的綜合平台大有裨益。

本集團相信，中國人民生活質素得到改善，將為電影業創造亮麗前景，有利於華誼騰訊集團

之未來。

回顧年內並無收購或出售華誼騰訊集團股權。

18. 中國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中國新金融集團」）主要從事不同類別的金融服

務，包括金融租賃、營運資產交易平台、證券投資、放債及投資控股。

根據中國新金融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中國新金融集團錄得

收益約港幣 114,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港幣 562,000,000元。中國新金融集團會繼續豐富

其金融服務的種類，為中國及香港市場提供服務，同時積極於大中華地區及世界其他地方尋

找有關金融服務的其他收購契機及開拓相關產業的投資，致力提升集團表現及增加股東價

值。

中國新金融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獲納入恒生綜合大中型股指數成份股。中國新金融集團有

限公司之股份將可透過滬港通計劃買賣。本集團相信，中國新金融集團獲納入兩大市場基準

指數，反映資本市場對中國新金融集團市值及交易流通量之肯定及信心，且將擴大中國新金

融集團之股東基礎及交易流通量，實現中國新金融集團之投資價值並提升中國新金融集團於

資本市場之聲譽。

回顧年內並無收購或出售中國新金融集團股權。

19. 光啟科學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光啟集團」）主要從事未來技術業務創新產品研發製造

以及其他創新技術服務解決方案業務；製造及買賣紙包裝品及紙製禮品與印刷紙製宣傳品；

以及物業投資。

根據光啟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光啟集團錄得收益約港幣

312,000,000元及全面收益總額約港幣71,000,000元。光啟集團專注於未來技術業務，通過研發

不同類型之顛覆式技術，如「未來空間」技術及「未來人工智能」技術等，從而提供全方位的服

務與解決方案，致力於打造未來智慧城市，旨在全面解決城市生態環境、生活便利以及生活

安全之問題。

本集團相信，多元化的創新科技可讓光啟集團於未來擴大其銷售網絡及增加收益。

回顧年內並無收購或出售光啟集團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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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新礦資源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新礦集團」）主要業務為於中國開採、加工及銷售鐵精

粉以及輝綠岩及石材產品。

根據新礦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新礦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

4,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人民幣23,000,000元。新礦集團亦繼續與當地村民探討能解決地

方問題的安排，希望能得到共識，並能於適當的時機重新恢復鐵精粉業務。

由於新礦集團管理層正積極尋求機會增加新礦集團之現金流量並擴大銷售及營銷，故本集團

相信其將增加新礦集團之收益及改善其未來前景。

回顧年內並無收購或出售新礦集團股權。

21. 康健國際醫療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康健集團」）主要於香港從事醫療保健業務，

包括醫療網絡管理業務、醫療及牙科診所之業務，以及提供醫學美容服務。康健集團另一主

要業務為中國醫療保健業務，包括提供醫院及牙科診所管理服務。康健集團亦參與投資業

務，包括直接投資於醫療行業以及投資於證券及物業。

根據康健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康健集團錄得收益約港幣

588,000,000元及全面收益總額約港幣49,000,000元。康健集團將繼續鞏固其領先的醫療網絡，

整合其上下游業務。同時，康健集團繼續物色合作機會和併購目標，進一步整合業務資源及

擴大業務規模。

由於中國經濟增長及人口漸趨老化以致對保健服務之需求增加，故本集團對康健集團之未來

前景感到樂觀。

回顧年內並無收購或出售康健集團股權。

22. 環球大通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環球大通集團」）主要從事提供及經營旅遊業務、

財資管理及放債業務。

根據環球大通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環球大通集團錄得收益

約港幣 21,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港幣 17,000,000元。環球大通集團繼續物色其他領域具

備穩定現金流入的合適投資機會及項目。環球大通集團管理層相信，日後證券交易及就證券

提供意見之新業務發展將與環球大通集團現有業務產生協同效應。

本集團相信，環球大通集團之新業務將擴大其收益來源，對其未來前景有利。

本集團分別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及二零一六年二月收購 30,290,000股及 60,580,000股環球大通

集團股份，收購成本分別約為港幣3,000,000元及港幣6,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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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新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新昌集團」）主要業務為樓宇建造、土木工程、機

電安裝工程、物業發展及投資。

根據新昌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新昌集團錄得收益約港幣

5,953,000,000元及全面收益總額約港幣 70,000,000元。新昌集團一直並將繼續鞏固其於香港的

市場地位及業務基礎，支持政府的基礎設施及樓宇規劃。新昌集團亦將傳承其追求卓越的傳

統，服務於高端的私營客戶，達致彼等之高期望。新昌集團已成為澳門基礎設施發展的主要

參與者，並預期將透過獲取更多新合約而進一步參與其中。

由於新昌集團為亞洲其中一家歷史最悠久之建築集團，故本集團認為其未來前景得到保證。

回顧年內並無收購或出售新昌集團股權。

24. 星凱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星凱集團」）主要從事電纜及電線之製造及買賣、銅桿

之製造及買賣、冶金級鋁土礦之買賣、投資物業、買賣證券、提供融資及管理服務以及持有

採礦權及勘探及評估資產業務。

根據星凱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星凱集團錄得收益約港

幣248,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港幣92,000,000元。星凱集團將密切留意市場資訊，審慎觀

察環球以至中國主要市場的經濟狀況，以能因應市場變化進行營運規劃，及鞏固星凱集團於

電線電纜業務市場之地位。星凱集團亦會研究及考慮增加其他礦產品的貿易業務，以擴大星

凱集團收入。

由於星凱集團自二零一七年二月起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發牌進行第 1類（證券交易）、第４

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 9類（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故本集團預期星凱集團於未來之證券

業務分部收益將有所增加。

回顧年內並無收購或出售星凱集團股權。

25. 康宏環球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康宏環球集團」）主要從事獨立理財顧問業務、借

貸業務、自營投資業務、資產管理業務、企業融資業務及證券交易業務。

根據康宏環球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康宏環球集團錄得收益

約港幣484,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港幣15,000,000元。為繼續力爭成為亞洲領先之金融理

財集團之一，康宏環球集團已制定三項短期任務， (i)於亞洲（尤其是香港及中國內地）建立全

面之金融理財服務平台； (ii)以不同業務分部及地點實現協同效應；及 (iii)改善康宏環球集團

之資本結構。

由於康宏環球集團具有清晰願景，故本集團對其未來前景感到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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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年內並無收購或出售康宏環球集團股權。

26. 雲鋒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雲鋒金融集團」）主要業務為財富管理、證券經

紀、員工持股計劃管理、企業融資諮詢及投資研究。

根據雲鋒金融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雲鋒金融集團錄得收益

約港幣27,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港幣221,000,000元。雲鋒金融集團將會集中在併購及其

他集資活動方面的顧問工作。同時，雲鋒金融集團將繼續跟進牌照申請，以在中國境內成立

合營證券公司。

本集團相信，有意在香港建立資本市場平台之中國企業之需求保持強勁，對雲鋒金融集團之

未來有利。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一月收購 2,000,000股雲鋒金融集團股份，收購成本約為港幣 14,000,000

元。

27. 其他包括 31項上巿證券，而該等投資概無佔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資產逾

1.4%。

其他包括2項上巿證券，即華瀚健康產業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587）及優派能源發展集團

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307），賬面值分別約港幣 14,000,000元及港幣 400,000元，乃以該等公司

股份暫停買賣前之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收巿價為依據。鑑於該等公司股份延長暫停買賣，已

就該等公司之投資減值作出全額撥備。

以上股本證券之未來前景或會受香港股市所影響。管理層預期，二零一七年股市

很可能因政治及經濟仍存在許多不明朗因素而動盪不穩。

誠如年報所披露，管理層將密切監察投資組合及審慎把握源自持作買賣投資的機

會，並平衡投資風險。投資組合的構成可能於財政年度內不時變動。考慮到隨著

香港推行滬港通、基金互認及深港通等利好金融政策，本集團對香港未來的股本

證券市場持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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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額外資料不會影響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而年報的內容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遠東控股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黃潤權

香港，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董事，其中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黃潤權博士（主

席）及余伯仁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關山女士、王鉅成先生及麥

家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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