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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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遠東控股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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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18,409 23,468
租賃經營成本 (314) (191)

  

租金收入淨額 18,095 23,277
其他收益 194 577
其他盈利及虧損淨額 4 13,236 2,785
行政開支 (1,998) (3,149)
財務成本 5 (8,261) (12,863)

  

除稅前溢利 21,266 10,627
所得稅開支 6 – (51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7 21,266 10,115
  

已終止業務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8 – 6,154
  

本期間溢利 21,266 16,269
  

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879)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時撥回匯兌儲備 – (5,717)

  

本期間其他全面虧損 – (6,59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1,266 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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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可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14,736 3,225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 3,138
  

14,736 6,363
  

 非控股權益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6,530 6,890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 3,016

  

6,530 9,906
  

21,266 16,269
  

全面收益╱（虧損）總額可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虧損） 14,736 (2,492)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 2,690

  

14,736 198
  

非控股權益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6,530 6,890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 2,585

  

6,530 9,475
  

21,266 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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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10
 持續經營業務 1.35 0.30
 已終止業務 – 0.29

  

攤薄（港仙） 10
 持續經營業務 1.35 0.30
 已終止業務 –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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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1 1,552,800 1,552,8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7,526 17,450

  

1,570,326 1,570,250
  

流動資產
公司債券 1,000 2,667
持作買賣之投資 12 286,537 278,583
應收租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22,846 7,688
可收回稅項 190 190
於金融機構持有之存款 12 3,136 109
銀行結存及現金 415 14,589

  

314,124 303,826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4 20,800 19,526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2,966 2,868
銀行借貸 16 461,871 472,135
承兌票據 15 185,200 –

  

670,837 494,529
  

流動負債淨值 (356,713) (190,70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13,613 1,379,547
  

非流動負債
承兌票據 15 – 187,200

  

資產淨值 1,213,613 1,192,34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7 632,610 632,610
儲備 113,579 98,84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46,189 731,453
非控股權益 467,424 460,894

  

權益總額 1,213,613 1,19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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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匯兌儲備
物業重估

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非控股
權益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32,610 – 3,283 95,560 731,453 460,894 1,192,347
       

本期間溢利 – – – 14,736 14,736 6,530 21,26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14,736 14,736 6,530 21,266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32,610 – 3,283 110,296 746,189 467,424 1,213,613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632,610 6,165 3,283 2,121 644,179 512,931 1,157,110
       

本期間溢利 – – – 6,363 6,363 9,906 16,269
       

本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 (448) – – (448) (431) (879)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時撥回
  匯兌儲備 – (5,717) – – (5,717) – (5,717)

       

本期間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6,165) – 6,363 198 9,475 9,673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 – – – – – (17,721) (17,721)
已付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3,687) (3,687)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32,610 – 3,283 8,484 644,377 500,998 1,14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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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2,449 34,449
  

投資活動
提取於金融機構持有之存款 4,000 3,29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33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16 –
已收利息 176 373
就註銷一間附屬公司向非控股權益還款 – (17,721)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3,862 (14,052)
  

融資活動
償還銀行借貸 (10,264) (10,263)
已付非控股權益股息 – (3,687)
償還承兌票據 (2,000) (21,000)
已付利息 (8,319) (12,862)
已付租金資本部分 – (147)
已付租金利息部分 – (1)
非控股權益之墊款 98 –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0,485) (47,96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4,174) (27,563)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589 33,911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指銀行結存及現金 415 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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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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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隨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比較數字已予重列，以單獨反映已終止業務之業績（附註8）。

載入本公佈作為比較資料之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
成本公司該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卻是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與此等法定財
務報表有關的其他資料須根據公司條例第436條作出以下披露：

本公司已按照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要求，向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截
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報告。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
於其報告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情況下，提請注意任何引述之強調事項；亦不載有根據公司
條例第406(2)、407(2)或 (3)條作出之陳述。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倘
適用）除外。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與編製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其營運有關且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所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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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向本集團執行董事，即首席營運決策者（「首席營運決策者」）匯報以供資源分配用途及評
估分部表現之資料乃組織成為下列分部，其集中於不同類別行業並與本集團之組織基準
一致：

證券投資 — 短期證券投資
物業投資 — 物業投資
工業 — 成衣製造及銷售

(a) 分部收益及業績

下表為本集團按經營及可申報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之分析：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證券投資 物業投資 工業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分部及外部收益 – 18,409 – 18,409
    

分部業績 13,403 14,480 – 27,883
   

其他收益 194
未分配之開支 (6,811)

 

除稅前溢利 21,266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證券投資 物業投資 工業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分部及外部收益 – 23,468 – 23,468
    

分部業績 (2,944) 15,567 5,045 17,668
   

其他收益 6,294

未分配之開支 (8,290)
 

除稅前溢利 1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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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乃指各分部溢利╱（虧損），扣除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各分部直接應佔行政
開支，並未分配其他收益及企業開支。未分配項目包括並非特定可報告分部直接應
佔之企業開支。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向首席營運決策者呈報之計量方法。證
券投資分部之分部業績包括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產生之收益或虧損、源自持
作買賣投資之股息收入及行政開支。

4. 其他盈利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13,236 (2,932)

註銷一間附屬公司產生之收益（附註19） – 5,717
  

13,236 2,785
  

已終止業務

撥回應收非控股權益款項之減值虧損 – 5,030
  

5. 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借貸利息 3,617 7,688

承兌票據利息 4,644 5,174

租賃負債利息 – 1
  

8,261 1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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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稅項 – 51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 512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本期間稅項抵免總額 – (1,109)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期間的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港幣2,000,000元溢利按8.25%稅率課稅，而超過港
幣2,000,000元的溢利按16.5%（二零二零年：16.5%）的稅率課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的香
港集團實體的溢利繼續按16.5%的統一稅率課稅。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產生應課稅溢利，因
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就已收江蘇繽
繽股息確認中國稅項港幣512,000元。

根據中國有關企業所得稅之法例（「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條例，本集團
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7. 本期間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目：

持續經營業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54 15

使用權資產折舊 – 143

董事薪酬及其他員工成本 1,347 1,530

法律及專業費用 83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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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四日，本公司擁有51%權益之附屬公司江蘇繽繽西爾克製衣有限公
司（「江蘇繽繽」）接獲江蘇政府通知並與海門市人民政府訂立協議，內容有關收回江蘇繽
繽所擁有地塊之國有土地使用權。根據該協議，江蘇繽繽就資產及業務損失獲發補償約
港幣45,406,000元（相當於人民幣40,005,000元），而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及二零二
零年一月悉數收取有關補償。江蘇繽繽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七日完成註銷。

接獲海門市人民政府通知後，董事會決定終止江蘇繽繽旗下業務及成衣製造工業業務。
江蘇繽繽之銷售額、業績及現金流量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終止業務
收益 – –

銷售成本 – –
  

毛利 – –

其他收益 – 80

其他盈利淨額 – 5,030

行政開支 – (65)
  

除所得稅前溢利 – 5,045

所得稅抵免 – 1,109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 6,154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 (156)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 (14,295)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 (7,525)
  

現金流出淨額 – (21,976)
  

員工成本 – (61)
  

9. 股息

於本期間，概無派付、宣派或擬派股息。董事決定將不會就本期間派付股息（二零二零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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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之本期間溢利 14,736 6,363

減：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 3,13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14,736 3,225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89,118,593 1,089,118,593

  

港仙 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 1.35 0.30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 – 0.29
  

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發行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
故每股攤薄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之變動

於本期間，本集團動用港幣330,000元（二零二零年：無）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當管理層將該物業用途更改為經營辦公室用途時，本集團已
將該投資物業轉作物業，廠房及設備作自用用途。於更改當日，該物業之公平值為港幣
17,700,000元。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乃由董事根據市場法釐定。本集團投
資物業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由與本集團並無關連的獨立合資格專業
測量師羅馬國際評估有限公司（「羅馬國際評估」）基於按巿場法進行之估值於該日期計算。
羅馬國際評估為香港測量師學會會員，擁有合適資格，近期亦有於有關地區評估類似物
業之經驗。

市場法使用比較物業之市場交易價格及所得之其他相關資料。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概無於損益確認（二零二零年：無）。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分類為公平
值層級之第三級。本期間概無轉入或轉出第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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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持作買賣之投資╱於金融機構持有之存款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上市股本證券：
 香港 286,537 278,583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已參考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可得之市場報價釐定。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五大持作買賣投資佔本集團持作買賣投資約94%，而
該等投資貢獻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收益約港幣15,347,000元，且已於本期間之損益確認。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金融機構持有之存款以證券買賣戶口之形式持有，
以進行本集團之證券投資業務。

13. 應收租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並無給予租戶任何信貸期（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租金 20,850 6,70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996 987

  

22,846 7,688
  

按發票日期計算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0日 2,825 2,800

31至60日 2,825 2,800

61至90日 2,825 1,101

91至180日 8,475 –

181日以上 3,900 –
  

應收租金總額 20,850 6,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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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800 19,526
  

20,800 19,526
  

15. 承兌票據

承兌票據本金額為港幣361,000,000元，按年息5%計息，將於自發行日期二零一九年四月
一日起計第三週年到期。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承兌票據結餘為港幣185,200,000元（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87,200,000元）。

16. 銀行借貸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
銀行借貸（附註） 461,871 472,135

  

附註： 銀行借貸以為數港幣1,430,000,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1,430,000,000元）的本集團投
資物業作擔保，並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1.4%之年息計息。貸款協議載有按要求
還款條文，給予銀行無條件權利隨時催繳貸款，因此，就上述到期組合而言，有關
總額分類為「按要求」。

不論任何按要求償還條款的影響及根據到期條款，有關銀行借貸應償還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第一年內 20,528 20,528
第二年內 20,528 20,528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61,582 61,582
五年以後 359,233 369,497

  

461,871 472,135
  

17.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發行及繳足 1,089,118,593 1,089,118,593 632,610 63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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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部份金融工具於各報告期終按公平值計量。下表提供有關根據公平值計量的輸入
數據的可觀測程度如何釐定該等金融工具之公平值（特別是所使用的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
及公平值計量所劃分之公平值級別水平（1至3級）之資料。

• 第一級公平值計量乃自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得出；

• 第二級公平值計量乃除第一級計入的報價外，自資產或負債可直接（即價格）或間接（自
價格衍生）觀察輸入數據得出；及

•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乃透過計入並非以可觀察之市場數據為基礎的資產或負債之輸
入數據（不可觀察之輸入數據）之估值技術得出。

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之公平值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公平值 公平值
估值技術及
主要輸入數據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1. 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
分類為持作買賣之投資之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

286,537 278,583 第一級 活躍市場之報價

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內第一級、第二級與第三級之間概無轉換。

董事認為，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攤銷成本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其
公平值相若。

本集團因對上市股本證券之投資（分類為持作買賣投資）而面對股本價格風險。於本期間，
香港股市之股價減值，導致於損益確認未變現公平值虧損。

19. 於上一期間註銷一間附屬公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註銷一間附屬公司江蘇繽繽西爾克製衣有
限公司。有關註銷盈利港幣5,717,000元於簡明綜合損益表中確認，主要來自於簡明綜合
權益變動表撥回相同金額之匯兌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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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連方交易

除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期間有下列關連方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

下述為有關本集團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1,078 1,272

離職後福利 – –
  

1,078 1,272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關係 交易種類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一間附屬公司之董事 向一間附屬公司之董事出售
 物業、廠房及設備（附註） – 200

  

附註： 交易按公平磋商基準進行。

21. 中期賬目之審閱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 18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公司業績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益約為港幣18,400,000元（二零二
零年：約為港幣23,500,000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減少約22%。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之溢利約為港幣14,700,000元（二
零二零年：約港幣6,400,000元）。本集團於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
業務之全面收入總額約為港幣21,300,000元（二零二零年：約為港幣9,700,000元），
主 要 來 自 物 業 投 資 租 金 收 入 約 為 港 幣18,400,000元（二 零 二 零 年：約 為 港 幣
23,500,000元）及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之持作買賣投資之
公平值收益約港幣13,200,000元（二零二零年：公平值虧損約港幣2,900,000元）。
於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為1.35港仙（二零二零年：0.30港
仙）。

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務回顧

本集團繼續於香港從事其核心業務，主要活動包括物業投資及證券投資。於
二零二零年，本集團已取消註冊於中國服裝製造業務的已終止業務。

物業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投資物業組合包括位於香港賬面值約港幣1,552,800,000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1,552,800,000元）之商業單位。於本期間，
本集團錄得租金收入約港幣18,400,000元（二零二零年：約港幣23,500,000元）。管
理層將持續檢討投資物業組合，並不時尋求潛在收購及╱或出售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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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租金收入詳細分析如下：

租金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百分比

增加╱（減少）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物業地點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10–116號
 永恒商業大廈9樓 (1) 510 715 (28.7%)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10–116號
 永恒商業大廈10樓 (2) 824 824 –
香港香港仔大道234號富嘉工業大廈
 4樓 5號工作室 (3) 126 180 (30%)
香港威靈頓街1號荊威廣場地下低層、
 地下高層、一樓、二樓、三樓之商業
 平台（商舖）、四樓之辦公室及天台 (4) 16,949 21,749 (22.1%)

   

18,409 23,468 (21.6%)
   

附註：

(1) 該物業目前分為五個租賃單位及一個會議室。會議室由物業租戶共享。於本公佈日期，
該物業五個租賃單位其中兩個出租予兩名不同租戶，租約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及二零
二三年七月屆滿。管理層正積極尋求與該等租戶續約，惟於本公佈日期尚未落實續
約條款。本期間租金收入減少主要由於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四月變更註冊辦事處及
自此本公司佔用兩個租賃單位作為其主要營業地點所致。

(2) 該物業全層已出租予一名租戶，租約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屆滿。於本期間，租金收入
並無變動。

(3) 該物業為出租予一名租戶的工業單位，租約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屆滿。租金收入減
少主要由於本期間續租之市值租金收入減少所致。

(4) 該物業為出租予一名租戶之商業平台，租約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屆滿。租金收入減
少主要由於本期間向租戶提供租金優惠所致。

(b) 管理層不時檢討其投資物業及租戶組合，旨在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及
資本增值。考慮到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症的影響，已向從事提供
醫療復康業務或餐飲及酒吧業務的租戶提供若干租金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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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

本期間，由於香港股市波動不穩，本集團因未變現收益約港幣13,700,000元及
已變現虧損約港幣500,000元錄得持作買賣投資公平值收益約港幣13,200,000元（二
零二零年：公平值虧損約為港幣2,900,000元）。本期間並無錄得來自持作買賣
投資之股息收入（二零二零年：零）。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持作買賣投資為約港幣286,500,000元（二零二零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約 為 港 幣278,600,000元）。該 價 值 代 表 由19項（二 零 二 零 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0項）在香港上市股本證券組成之投資組合，當中13項（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項）股本證券於╱曾於聯交所主板上市，6項（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項）股本證券於聯交所GEM上市。本集團之持作買
賣投資呈列如下：

公司名稱（股份代號） 股份數目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之股權
百分比*
（附註1）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賬面值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

未變現公平值
收益╱（虧損）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之公平值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佔持作買賣
投資總額之

百分比*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佔本集團
資產總值
百分比*

附註 %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 %

中國恒大新能源汽車集團
 有限公司 (708) 2 8,034,000 0.08 243,714 (10,444) 232,183 81.0 12.3
其他 3 34,869 24,156 54,354 19.0 2.9     

278,583 13,712 286,537 100.0 15.2     

* 百分比可能因四捨五入而存在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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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股權百分比乃參考聯交所網站上可公開獲得有關股票發行人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月份之證券變動月報表計算。

2. 中國恒大新能源汽車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恒大集團」）主要從事健康管理。
恒大集團經營兩個業務板塊。健康管理板塊之業務包括「互聯網+」社區健康管理、國際
醫院、養老及復康產業、醫學美容及抗衰老業務，以及銷售護理空間。新能源汽車板塊參
與研究、開發、生產及銷售新能源汽車，包括銷售鋰電池及汽車組件以及提供技術服務。

 根據恒大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恒大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
幣15,500,000,000元及全面虧損總額約人民幣4,900,000,000元。於二零二零年，恒大集團之
新能源汽車業務正按照既定目標紥實推進。恒大集團現正加速籌備建設恒馳汽車示範體
驗中心、銷售中心及售後保養維修中心，包括36間恒馳示範體驗中心、1,600間恒馳銷售
中心以及3,000間自營及特許售後保養維修中心，從而建立一個龐大汽車銷售渠道及售後
服務門店網絡。本集團相信業務擴展將為恒大集團股東創造價值。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出售36,000股恒大健康集團股份，錄得已變現虧損約港幣100,000元。

3. 其他包括15項上市證券及3項已除牌證券，而該等投資概無佔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之總資產逾0.6%。

展望

展望未來，預期爆發COVID-19繼續對本集團物業投資及證券投資造成不利影響。
同時亦預期投資物業及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可能波動。鑒於上文所述，管
理層將密切監控投資組合，審慎把握機會並平衡本集團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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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銀行結存及現金以及於財務機構存
款約為港幣3,6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港幣14,700,000元）。
基本上，本集團的資金政策是以內部產生之現金、銀行借貸及金融工具為其
業務營運撥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計息銀行借貸約港幣
462,0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72,000,000元）及承兌票據約
港幣185,000,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87,000,000元）按年利率5%
計息。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按債務總額（包括銀行借貸及承兌
票據）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之百分比呈列）為86.7%（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90.14%）。資產負債比率下跌主要由於本期間償還銀行借貸及承兌
票據所致。

資本結構

本集團主要依賴經營現金流、借貸及股本為其營運撥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1,089,118,593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089,118,593股）。

外匯波動風險

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任何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本集團之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約港幣1,430,000,000元之投資物業已質押作為本集
團 銀 行 借 貸 約 港 幣462,000,000元 之 擔 保（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港 幣
472,000,000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或然負債（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資本承擔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並 無 重 大 資 本 承 擔（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無）。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進行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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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四日，因中國江蘇省人民政府（「江蘇政府」）已批准海門
市監管詳細規劃，於接獲江蘇政府通知後，本公司擁有其51%權益之附屬公司
江蘇繽繽西爾克製衣有限公司（「江蘇繽繽」）與海門市人民政府已於二零一九
年十月十四日訂立協議，內容有關收回江蘇繽繽所擁有一幅位於中國海門市
人民中路380號之地塊之國有土地使用權，該地塊佔地總面積為9,368.9平方米。
鑑於其業務及收益大幅下跌以及服裝製造工業分部錄得分部虧損，故董事會
接獲江蘇政府通知後決定終止江蘇繽繽之業務及服裝製造工業業務。於二零
二零年四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完成於中國取消註冊江蘇繽繽。已終止業務之
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8。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聘用約8名僱員（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在香港聘用8名僱員）。本集團按行業慣例及個別僱員表現提供具
競爭力的薪酬待遇，或會向表現良好的僱員派發年終酌情花紅以茲鼓勵。

中期股息

於本期間，並無派付、宣派或擬派股息。董事會已決定本期間不會派付股息。

董事擁有股份、相關股份或任何相聯法團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
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具有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
期貨條列」）第XV部所賦予之涵義）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須登記於
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
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存置之主要
股東登記冊顯示概無股東曾經向本公司表示於本公司5%或以上已發行股本
中直接或間接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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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及截至
本公告日期任何時間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或本公司之主要行政人員
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擁有任何權利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證券或透過購買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
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已向全
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彼等確認於本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定之標準。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所載所有守則條文，惟偏離以下守則：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能應予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責任分工，應清楚確立及以書面列明。

本公司並無正式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責及本集團業務之日常營運由執行
董事集體處理。董事會認為，雖然並無行政總裁，但通過由具備豐富經驗人
士組成之董事會運作及由董事會不時開會討論影響本集團營運事宜，已確保
權責平衡。由於各董事權責清晰，行政總裁之空缺對本集團營運概無重大影響。
隨著業務持續發展，董事會將繼續審視本集團架構之效能，以評估是否需要
作出任何變動，包括委任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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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披露董事之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董事之資料於本公司二零二零年年報日期後之
變動載列如下：

董事姓名 變動詳情

達振標先生
 主席兼執行董事

辭任華人飲食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272）執行董事，
 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起生效。

獲委任為積木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187）獨立
 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起生效。

商光祖先生
 執行董事

獲委任為德泰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559）
 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八日起生效。

獲委任為積木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187）
 執行董事，自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起生效。

王鉅成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辭任中國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178）
 執行董事，自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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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已設立審核委員會，並訂定與企業管治守則相關條文所載者一致之書
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關山女士（審核委員會主席）、
王鉅成先生及麥家榮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
商討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項，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遠東控股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達振標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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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振標先生（主
席）及商光祖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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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