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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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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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
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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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收益 3 4,796 4,808
銷售成本 (3,614) (4,294)

  

毛利 1,182 514
源自持作買賣之投資股息收益 545 794
其他收益 904 647
其他盈利及虧損 4 (58,161) (131,864)
銷售及分銷成本 (26) (51)
行政開支 (4,305) (4,758)

  

除稅前虧損 (59,861) (134,718)
所得稅項抵免 5 – 12,657

  

本期間虧損 6 (59,861) (122,061)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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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352)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305 (352)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59,556) (12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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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虧損可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59,473) (121,393)
 非控股權益 (388) (668)

  

(59,861) (122,061)
  

全面開支總額可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59,320) (121,573)
 非控股權益 (236) (840)

  

(59,556) (122,413)
  

每股虧損
 基本（港仙） 8 (5.46) (11.15)

  

 攤薄（港仙） 8 (5.46)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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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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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02,615 52,516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20,170 20,61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66 481  

123,251 73,609  

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9 19
持作買賣之投資 10 562,270 678,190
存貨 1,898 1,98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771 1,844
應收非控股權益款項 4,764 5,542
可收回稅項 – 8
於金融機構持有存款 10 55,893 48,758
銀行結存及現金 12,179 11,726  

638,794 748,07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3,699 3,778
應付稅項 97 97  

3,796 3,875  

流動資產淨值 634,998 744,19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58,249 817,80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80 780  

資產淨額 757,469 817,02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632,610 632,610
儲備 117,911 177,2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50,521 809,841
非控股權益 6,948 7,184  

權益總額 757,469 81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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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匯兌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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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632,610 6,233 170,998 809,841 7,184 817,025      

本期間虧損 – – (59,473) (59,473) (388) (59,861)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
 差額 – 153 – 153 152 305      

本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153 (59,473) (59,320) (236) (59,556)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32,610 6,386 111,525 750,521 6,948 757,469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632,610 6,773 224,885 864,268 8,330 872,598      

本期間虧損 – – (121,393) (121,393) (668) (122,061)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
 差額 – (180) – (180) (172) (352)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180) (121,393) (121,573) (840) (122,413)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32,610 6,593 103,492 742,695 7,490 75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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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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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入本公佈作為比較資料之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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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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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載有根據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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歴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倘
適用）除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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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有關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間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年度改進之一部分

於本中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或
所載列披露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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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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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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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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工業 證券投資 物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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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3 – 1,293 4,796
    

分部業績 (941) (57,436) 1,115 (57,262)
   

其他收益 904
未分配之開支 (3,503)

 

除稅前虧損 (59,861)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工業 證券投資 物業投資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分部及外部收益 4,088 – 720 4,808
    

分部業績 (1,622) (131,070) 663 (132,029)
   

其他收益 1,367
未分配之開支 (4,056)

 

除稅前虧損 (134,718)
 

分部業績乃指源自各分部（虧損）溢利並無分配其他收益、集團開支、融資成本、出售物業、
廠房及設備之虧損、出售衍生金融工具、附屬公司及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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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源自持作買賣投資之股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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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盈利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58,161) (131,864)
  

5. 所得稅項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遞延稅項：
 香港利得稅 – 1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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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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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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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概無產生
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出企業所得稅撥備。

6. 本期間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目：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之攤銷 15 2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37 749

董事薪酬及其他員工成本 4,287 4,380

法律及專業費用 187 432
  

7.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概無派付、宣派或擬派股息。本公司董事決定不會就本中期期間派付股息（二
零一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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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虧損之虧損 (59,473) (121,393)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89,118,593 1,089,118,593

  

9.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之變動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將港幣3,000元（二零一六年：港幣40,000元）用於購置物業、廠房及
設備。於期內透過收購附屬公司收購資產獲得投資物業港幣50,099,000元（二零一六年：無），
詳情載於附註5。

本集團投資物業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乃由本公司董事根據市場法釐定。本
集團投資物業於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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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值乃根據市場法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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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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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年：無）。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分類為公平
值層級之第三級。期內概無轉入或轉出第三層。

10. 持作買賣之投資╱於金融機構持有存款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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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270 678,190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已參考有關證券交易所可得之所報市場購買價釐定。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五大持作買賣投資佔本集團持作買賣投資約34.6%，而
該等投資佔本中期期間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收益約港幣27,076,000元，已於損益確
認。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金融機構持有之存款存置於一間（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一間）金融機構，以進行本集團之證券投資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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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商品銷售方面，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平均90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日）付款期。
於報告期終，扣除呆賬撥備，下述為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1,188 711

逾期：
 1至30日 44 180

 31至60日 93 555

 61至90日 131 –

 多於90日 52 –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1,508 1,446

其他應收款項 263 398
  

1,771 1,844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47 4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652 3,732
  

3,699 3,778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有貿易應付款項之賬齡據發
票日期超過90日。

13.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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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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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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及輸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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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報未調整價格得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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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評估技術得出。

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之公平值

於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公平值
公平值
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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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270 678,190 第一級 活躍市場買盤報價

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內第一級與第二級之間概無轉換。

本公司董事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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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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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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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收購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九日，本集團收購Lead Power Investments Limited（「Lead Power」）100%已
發行股本，現金代價為港幣53,424,800元。Lead Power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物業投資，其
主要資產為於香港之辦公室單位（分類為投資物業）。是次交易已入賬為收購資產，因為
收購事項不符合業務合併之定義。

於交易中收購的資產淨值如下：

港幣千元

投資物業 50,099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
其他應收款項 13
銀行結餘及現金 3,778
其他應付款項 (486)

 

53,425
 

以下列支付：
 已付現金代價 53,425

 

收購事項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已付現金代價 53,425
 已收購銀行結餘及現金 (3,778)

 

49,647
 

16. 關連方交易

除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地方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期內擁有下列關連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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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990 990
離職後福利 – –

  

990 990
  

17. 中期賬目之審核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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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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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公司業績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經營收益約為港幣4,800,000元（二零一六年：約為港幣
4,800,000元（經重列）），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減少0.2%。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
之本期間虧損約為港幣59,500,000元（二零一六年：約為港幣121,400,000元）。本
集團於本期間之全面開支總額約為港幣59,600,000元（二零一六年：約為港幣
122,400,000元），主要由於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的持作
買賣股本證券投資的公平值減少所致。本期間每股虧損為5.46港仙（二零一六年：
11.15港仙）。

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務回顧

本集團繼續於中國及香港從事其核心業務，主要活動包括製造及出口服裝產品、
物業投資及證券投資。

服裝製造工業

江蘇繽繽西爾克製衣有限公司（「江蘇繽繽」）

於本期間，江蘇繽繽錄得收益約為港幣3,500,000元，較二零一六年同期減少
14.3%。

由於此項業務正面對重重挑戰，如材料及勞工成本不斷上升以及單件售價下跌，
管理層於本期間實行成本控制，並將繼續精簡有關業務及尋求增加收入之來源，
以抵銷虧損。

物業投資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投 資 物 業 組 合 包 括 位 於 香 港 賬 面 值 約 港 幣
102,600,000元的商業單位（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港幣52,500,000元）。
結餘增加乃由於本期間收購Lead Power所致。此外，本集團錄得租金收入約港
幣1,300,000元（二零一六年：約為港幣700,000元）。管理層將竭力再物色其他物
業投資機遇，以為本集團提高及創造穩定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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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

本集團自成立其全資附屬公司金天投資有限公司以來，一直專注於短期證券
買賣。本期間，由於香港股市波動不穩，本集團因未變現虧損約港幣40,600,000
元及已變現虧損約港幣17,600,000元而就持作買賣投資錄得公平值虧損約港幣
58,200,000元（二零一六年：約為港幣131,900,000元）。期內錄得來自持作買賣投
資之股息收入約港幣500,000元（二零一六年：約為港幣800,000元）。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持作買賣投資為約港幣562,300,000元（二零一六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約 為 港 幣678,200,000元）。該 價 值 代 表 由51項（二 零 一 六 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56項）在香港上市股本證券組成之投資組合，當中42項（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項）股本證券於聯交所主板上市，餘下9項（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項）股本證券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本集團之持作
買賣投資列述如下：

公司名稱╱股份代號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之持股比例

本期間之
未變現公平值
收益╱（虧損）

本期間之
股息收入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之公平值

佔持作買賣
投資總額
之百分比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佔本集團
資產總值
之百分比

%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88） 0.02 5,451 535 53,430 9.5 7.0
宏安地產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243） 0.16 10,500 – 39,000 6.9 5.1
東英金融投資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140） 0.79 5,700 – 39,000 6.9 5.1
航空互聯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176） 0.75 (377) – 31,865 5.7 4.2
奧立仕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60） 0.77 5,802 – 31,056 5.5 4.1
順龍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61） 1.92 – – 31,000 5.5 4.1
香港教育（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082） 3.65 7,800 – 29,800 5.3 3.9
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106） 1.18 2,100 – 28,140 5.0 3.7
中國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178） 3.33 (2,280) – 24,700 4.4 3.2
恒大健康產業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708） 0.17 1,500 – 23,550 4.2 3.1
HMV數碼中國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078） 0.47 (6,636) – 17,696 3.2 2.3
光啟科學有限公司（股份代號：439） 0.10 (551) – 16,952 3.0 2.2
新礦資源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231） 0.47 (1,133) – 14,165 2.5 1.9
華誼騰訊娛樂有限公司（股份代號：419） 0.30 (5,600) – 13,200 2.4 1.7
拉近網娛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172） 0.71 (6,900) – 12,600 2.2 1.7
新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404） 0.61 (175) – 12,250 2.2 1.6
鼎和礦業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705） 3.36 (17,760) – 11,322 2.0 1.5
星凱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166） 1.06 (1,000) – 10,625 1.9 1.4
中國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412） 0.17 (7,360) – 10,559 1.9 1.4
雲鋒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76） 0.08 (2,200) – 8,940 1.6 1.2
康健國際醫療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886） 0.16 (6,840) – 8,160 1.5 1.1
中國農業生態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166） 0.82 2,350 – 8,000 1.4 1.1
環球大通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063） 1.71 (1,393) – 7,997 1.4 1.0
國際娛樂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009） 0.34 2,680 – 7,520 1.3 1.0
中國城市基礎設施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349） 0.35 1,850 – 6,500 1.2 0.9
其他（附註） (26,110) 10 64,243 11.4 8.4     

(40,582) 545 562,270 100 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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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其代表26項（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項）上市證券，而該等投資概無佔本集團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總資產逾1%（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

展望

由於證券賬目投資為本集團資產總值之主要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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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本期間證券
投資的整體營運業績處於虧損狀態，惟本集團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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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公司一直探索合適機會在香港收購投資物業，以為本集團
帶來更穩定的經常性租金收入。儘管如此，成本控制仍為服裝工業的重點。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銀行結存、現金及於財務機構存款
約港幣68,100,000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港幣60,500,000元）。基本
上，本集團的資金政策是以內部產生之現金對業務營運融資。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計息銀行借貸（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資產負債比率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計息銀行貸款且處於淨現金狀
況，故並無呈列資產負債比率（由債務總額佔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之百分比
表示）資料（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流動性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性比率（流動資產相對流動負債）下降
至168.3（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3.1）。整體而言，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
流動資金維持強健穩定。

股本結構

本集團主要依賴其股本及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為其營運撥資。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1,089,118,593股（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089,118,593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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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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資產抵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資本承擔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並 無 重 大 資 本 承 擔（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就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資本承擔約港幣53,000,000元）。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本期間，本集團收購Lead Power（一間於香港從事物業投資業務的公司）之全
部股權，現金代價約為港幣53,000,000元，而Lead Power成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該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七年一月
十九日之公佈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5。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共聘用約93名僱員（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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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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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擁有股份、相關股份或任何相聯法團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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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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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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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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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證券或透過購買本公司或其任何其他法人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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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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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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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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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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於黃潤權博士自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起
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前，概無任何人士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主席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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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總裁及董事會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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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營運事宜，已確保權責平衡。由於各董
事權責清晰，行政總裁及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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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守則條文E.1.2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誠如上文所述，於黃潤權博士自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起獲委任為董事
會主席前本公司並無正式主席。全體董事均有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出
席股東週年大會及一名執行董事獲選為前述大會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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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之董事資料披露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本公司二零一六年年報日期後董事之資料變動
列載如下：

董事姓名 變動詳情

黃潤權博士
 主席兼執行董事

由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起由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調任為執行董事，及委任為董事會主席，並不
再擔任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
員會各自之成員。

關山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由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審核
委員會主席，並不再擔任本公司提名委員會主席
及繼續擔任提名委員會成員；

由二零一七年五月起辭任天成國際集團控股有限
公司（股份代號：109）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由二零一七年五月起辭任粵首環保控股有限公司（股
份代號：1191）之執行董事

王鉅成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由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主席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及投資委員會各自之成員。

麥家榮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由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起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提名委員會主席及審核委員會及薪
酬委員會各自之成員。

霍志德先生
 執行董事

由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起辭任執行董事。

陳銘燊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由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八日起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並不再擔任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主席
及投資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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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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關山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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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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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潤權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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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