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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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BLE CENTURY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仁 瑞 投 資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22）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仁瑞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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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492,805 571,287

銷售成本 4 (1,464,662) (563,689)
  

毛利 28,143 7,598

其他收入 329 5,190

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變動虧損 (17,375) (1,500)

行政費用 4 (18,614) (9,921)
  

經營（虧損）╱溢利 (7,517) 1,367
融資成本 (1,072) –

  

除稅前（虧損）╱溢利 (8,589) 1,367

稅項 5 (4,265) (1,236)
  

本期間（虧損）╱溢利 (12,854) 131
  

其他全面收益：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14,826) (889)

  

期間總全面虧損 (27,680) (758)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虧損）╱溢利：
 本公司持有人 (12,100) 131
 非控股權益 (754) –

  

本期間（虧損）╱溢利 (12,854) 131
  

以下人士應佔期間總全面虧損：
 本公司持有人 (26,624) (758)
 非控股權益 (1,056) –

  

期間總全面虧損 (27,680) (758)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溢利 7 (0.33)港仙 0.00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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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設備及器材 129,280 132,315
 投資物業 11,638 –
 商譽 18 2,083 1,000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8 87,699 70,322
 應收貸款 10 39,157 441

  

269,857 204,078
  

流動資產
 存貨 14,350 668
 應收貿易賬款 9 269,016 22,790
 應收票據 60,362 62,369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11,248 285,406
 持作買賣投資 44,580 61,955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8 14,386 13,639
 應收貸款 10 61,363 5,133
 現金及銀行結存 11 281,768 499,817

  

857,073 951,777
  

資產總值 1,126,930 1,155,855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73,612 73,612
 儲備 776,797 804,073

  

 本公司持有人權益 850,409 877,685
 非控股權益 (441) 87

  

權益總額 849,968 87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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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3 89,403 5,208
 應計費用、其他應付款項及已收按金 14 111,951 159,518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6 6,735 39,482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17 1,059 8,020
 應付稅項 7,452 3,487
 銀行借貸，有抵押 15 60,362 62,368

  

總負債 276,962 278,083
  

權益及負債總額 1,126,930 1,155,855
  

流動資產淨額 580,111 673,69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49,968 87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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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仁瑞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於香港聯合
交 易 所 主 板 上 市。本 公 司 註 冊 辦 事 處 地 址 位 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本公司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灣仔港灣道26號華潤大廈22樓2202室。

本公司主營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船舶租賃、貿易、
借貸及融資租賃。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獲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本公
司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及新增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須連同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
報表一併閱讀。

除以下所披露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之統稱）外，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致。

採用新準則、修訂及詮釋

(a) 採用修訂及詮釋的影響

在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
本及詮釋，並於本集團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澄清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修訂本）

農業：產花果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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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聯合經營權益之會計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年度改進計劃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採納以上經修訂準則不會對本集團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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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仍未生效亦無提早採用之新準則及修訂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或經修訂準則及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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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2011)（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資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收益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本） 澄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
 合約收益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3

1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生效日期有待釐定。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採納上述新訂、經修訂或經修改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之相關影響。
本集團尚未能確定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會否因而出現重大變動。

3 收入及分類資料

本公司董事會作為主要營運決策人，審視本集團之內部報告，從而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
管理層乃按此等報告劃分營運分類。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為獨立架構及按業務性質作出獨立管理。本集團的各須呈報經營分類
代表為策略性業務單位，有別於其他須呈報經營分類所承受的風險及回報。

本集團之呈報及經營分類如下：

• 船舶租賃分類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東南亞地區從事船舶租賃；

• 貿易分類於香港及中國從事商品貿易；

• 借貸分類分別從事於香港提供貸款融資及於中國提供委託貸款融資；及

• 融資租賃分類於中國從事融資租賃及售後回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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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溢利╱（虧損）指各分類在並無分配
屬非經常性質且與本集團之經營表現無關之收入或開支（包括中央行政費用、董事酬金、
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變動及以股份支付之款項）之情況下，所賺取之溢利或錄得之（虧損）。

就監察分類表現及於分類間分配資源而言，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類（持作買賣投資、
現金及銀行結餘及其他行政資產除外）。

董事會根據營運分類之相關經營溢利╱（虧損）評估其表現，分類之相關經營溢利╱（虧損）
乃指未計入稅項之利潤╱（虧損）。

(a) 分類收入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船舶租賃 貿易 借貸 融資租賃 總計

分類收入及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 2,395 1,481,078 3,894 5,438 1,492,805
     

分類業績 (1,169) 14,917 3,401 1,633 18,782
    

企業開支 (10,044)

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
 變動虧損 (17,375)

 

經營虧損 (8,637)

企業收入 48
 

除稅前虧損 (8,589)

稅項 (4,265)
 

本期間虧損 (12,854)
 



– 8 –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船舶租賃 貿易 借貸 融資租賃 總計

分類收入及業績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類收入 9,239 557,599 570 3,879 571,287
     

分類業績 (1,184) 4,647 569 4,944 8,976
    

企業開支 (6,329)

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
 變動虧損 (1,500)

 

經營溢利 1,147

企業收入 220
 

除稅前溢利 1,367

稅項 (1,236)
 

本期間溢利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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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類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及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船舶租賃 貿易 借貸 融資租賃 總計
分類資產及負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設備及器材 42,611 115 3 80,878 123,607
 商譽 – 1,083 – 1,000 2,083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 – – 87,699 87,699
 應收貸款 – – 39,157 – 39,157

     

42,611 1,198 39,160 169,577 252,546

流動資產 69 439,289 61,367 14,493 515,218
     

分類資產 42,680 440,487 100,527 184,070 767,764
    

未分配：
現金及銀行結存 281,768
其他 77,398

 

資產負債表資產總值 1,126,930
 

分類負債 27,443 231,332 768 8,519 268,062
    

未分配：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6,735
其他 2,165

 

資產負債表負債總值 276,962
 

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開支 – 15 – 4,080 4,095
未分配資本開支 12,348

 

16,443
 

折舊 1,112 12 1 1,664 2,789
未分配折舊 1,081

 

3,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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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資產及負債 船舶租賃 貿易 借貸 融資租賃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設備及器材 34,881 – – 99 34,980

 商譽 – – – 1,000 1,000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 – – 56,737 56,737
     

34,881 – – 57,836 92,717

流動資產 4,485 40,930 10,163 63,500 119,078
     

分類資產 39,366 40,930 10,163 121,336 211,795
    

未分配：
現金及銀行結存 233,099

其他 47,739
 

資產負債表資產總值 492,633
 

分類負債 1,698 96,583 232 5,427 103,940
    

未分配：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98,907

其他 1,088
 

資產負債表負債總值 203,935
 

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開支 – – – – –

未分配資本開支 1,564
 

1,564
 

折舊 458 – – 6 464

未分配折舊 828
 

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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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收入來自五大客戶如下：

截止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客戶甲* 1,040,983 557,508

客戶乙* 305,666 –

客戶丙* 78,055 –

客戶丁* 30,573 –

客戶戊* 25,802 –

客戶己 # – 3,992

客戶庚 # – 2,126

客戶辛 # – 1,572

客戶壬 # – 1,499  

1,481,079 566,697
  

* 貿易業務客戶

# 船舶租賃業務客戶

(d) 地區資料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及其非流動資產按下列地區劃分：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於
九月三十日

於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79,766 661 17,310 7,483

中國 1,413,039 566,536 252,547 196,595

全球性 – 4,090 – –
    

1,492,805 571,287 269,857 204,078
    

客戶的地理位置乃基於送達貨物的所在地而決定。非流動資產的地理位置乃基於該
資產的實際位置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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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劃分之支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燃料成本 1,286 5,050
存貨銷售成本 1,461,261 553,72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8,192 5,479
匯兌虧損，淨額 493 –
折舊 3,870 1,292
保險 122 507
經營租賃辦公室租金 2,425 1,477
碼頭費用 – 2,003
專業費用 2,643 822
維修及保養 53 15
船舶管理費用 180 313
其他 2,751 2,927

  

銷售成本及行政費用總額 1,483,276 573,610
  

5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 香港利得稅 2,701 94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564 1,142

  

4,265 1,236
  

香港利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16.5%）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有關中國大陸業務營運之中國企業所得稅已根據現行法例、詮釋及有關慣例就本期間估
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

已分派╱未分派溢利之預扣稅

自2008年1月1日開始，除非根據稅務條約予以減少，中國稅法規定中國附屬公司因產生
盈利而向其中國境外直接控股公司分派股息須繳納10%預扣稅。

由於本集團能夠控制暫時性差異撥回的時間，而且該暫時性差異很可能於可見未來不會
動用，因此關於中國附屬公司分派保留溢利所引申的暫時性差異之相關遞延稅項並沒有
於財務報表中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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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本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無）。

7 每股盈利╱（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股東應佔（虧損）╱溢利 (12,100) 131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附註） 3,680,600 1,959,185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0.33)港仙 0.007港仙
  

附註：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完成之股份拆細（附註12(b)(iii)），於兩個期間內用以計算每股基
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作出追溯調整。

於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概無具有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
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8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即期部分 14,386 13,639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非即期部分 87,699 70,322
  

102,085 8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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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租賃款項 最低租賃款項現值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24,354 19,101 14,386 13,639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95,381 79,576 87,699 70,322
    

119,735 98,677 102,085 83,961

減：未實現融資收益 (17,650) (14,716) 不適用 不適用
    

最低應收租賃款項現值 102,085 83,961 102,085 83,961
  

減：應收融資租賃款項即期部分 (14,386) (13,639)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非即期部分 87,699 70,322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融資租賃款項所抵押之租賃
資產多為機器及設備。

本集團之所有應收融資租賃款項均以人民幣計值，而且各融資租賃合同到期日一般不超
過5年。於整個租賃期內，租賃利率以合同日期所釐定者為準。實際年利率約為5%至18%（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5%至18%）。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並無融資租賃項下已出租資產之未擔保剩餘價值 (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零 )。於報告期末，應收融資租賃款項既未逾期亦未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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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269,016 22,790
  

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包括應收一名客戶金額約為137,523,000港元，其股東於隨後本期
間內成為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之少數股東。

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之信貸期一般為30至90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30至90日）。
於報告期末，已承受最大信貸風險乃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
品作為擔保。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166,657 13,581
31至60日 25,517 9,209
61至90日 47,820 –
91至120日 25,553 –
120日以上 3,469 –

  

269,016 22,790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貿易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既未逾期亦末減值 209,675 22,790
逾期但未減值
 0至30日 15,851 –
 31至60日 33,325 –
 61至90日 7,663 –
 90日以上 2,502 –

  

269,016 22,790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以人民幣計值。



– 16 –

10 應收貸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 61,363 5,133

非流動 39,157 441
  

100,520 5,574
  

分析如下：
一年內 61,363 5,133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9,157 441
  

100,520 5,57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貸款 97,717 5,570

應收利息 2,803 4
  

100,520 5,574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貸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既未逾期亦未減值 99,764 5,574

已逾期但未減值
 少於1個月 539 –

 1至3個月 217 –

 3個月至1年 – –
  

756 –
  

100,520 5,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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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貸款之賬面值以下列貨幣計值：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40,728 5,574
人民幣 59,792 –

  

100,520 5,574
  

未逾期亦未減值的應收貸款及利息的信貸質素乃參考有關對手方違約率的過往資料進
行評估。

已逾期之貸款乃主要由於偶爾延遲還款所導致，並沒跡象顯示此等貸款之信貸質素顯著
惡化。因此，就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有關逾期貸款，本集團並無作出個別減值撥備。

應收貸款以約4%至18%（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4%至18%）計息，並於與本集團客戶
議定的固定期限內償還。各貸款合同到期日一般不超過4年。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除了金額為528,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574,000港元）外，其他應收貸款為無
抵押。本公司董事認為，應收貸款的公允值與其賬面值並無重大差異。於各報告日期所
面臨的最大信貸風險，為上文所述應收款項的賬面值。

1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及手頭現金 281,768 499,817
  

現金及銀行結存之賬面值以下列貨幣計值：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102,373 390,475
美元 10,375 25,339
歐元 5,002 35,369
人民幣 164,018 48,634

  

281,768 499,817
  

將人民幣結餘兌換為外幣並將此等外幣銀行結餘及現金匯出中國，須遵守中國政府就外
匯管制頒佈之相關規則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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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a) 法定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 100,000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 100,000

股份拆細（附註 (iii)） 4,000,000,000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0,000 100,000
  

(b) 已發行及繳足之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337,600,000 33,760

配售新股份（附註 (i)） 67,520,000 6,752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405,120,000 40,512

配售新股份（附註 (ii)） 331,000,000 33,100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736,120,000 73,612

股份拆細（附註 (iii)） 2,944,480,000 –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 3,680,600,000 73,612
  

附註：

(i)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七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每股配售股份以
配售價1.0港元配售最多67,52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份予不少於六名
承配人。配售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六日完成。因此，本公司已將其已發行股本按
面值增加6,752,000港元，所得款項淨額約65,500,000港元，並且已全數用於本集團
融資租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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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公司完成配售合共331,000,000股普通股股份，所得款項總淨額約628,500,000港元，
其詳細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七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每股配售股份以
配售價1.70港元配售最多81,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份。本公司股份
於當天之收市價為1.92港元。配售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五日完成，合共總面值為
8,100,000港元之81,000,000股普通股份已配發予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所得款
項淨額約134,100,000港元已悉數用於本集團貿易業務。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本公司再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每股配售股
份以配售價2.00港元配售最多25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份。本公
司股份於當天之收市價為3.60港元。配售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八日完成，合共總面
值為25,000,000港元之250,000,000股普通股份已配發予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所
得 款 項 淨 額 約494,400,000港 元， 於 截 至 本 報 告 日 當 中 約344,300,000港 元 及
42,800,000港元已分別用作業務發展及營運資金。

(iii)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通過之普通決議案，
每一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本公司股份拆細為五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拆細股份。

所有於期內發行之股份於各方面與本公司現有股份享有相同地位。

13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88,628 5,208

91至180日 – –

181至365日 775 –
  

89,403 5,208
  

14 應計費用、其他應付款項及已收按金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收貿易按金（附註 (i)） 46,080 110,02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附註 (ii)） 65,871 49,497
  

111,951 15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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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此金額指從一名顧客收到甲醇貿易按金。

(ii)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中包含一筆人民幣24,000,000元（相當於約27,800,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000,000元）需由本集團承擔有關本集團於截至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內就收購船舶601號及船舶602號而轉移原由賣方欠一間國
內銀行之銀行貸款（「船舶貸款」）。由於本集團、賣方及該國內銀行未能訂立三方協議，
因此，本集團與賣方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訂立補充協議，據此，本集團將直
接向國內銀行償付該船舶貸款。該船舶貸款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尚未償付，並
因此列作其他應付款項處理。船舶貸款以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面值為
42,600,000港元之船舶作抵押。

(iii) 應計費用、其他應付款項及已收按金以下列貨幣列值：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 2,159 3,673

美元 69,006 13,707

歐元 368 96,683

人民幣 40,418 45,455
  

111,951 159,518
  

15 銀行借貸，有抵押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銀行借貸 60,362 62,368
  

分析為：
償還期：
 一年內或 60,362 62,368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
  

總計 60,362 62,368
  

流動部份 60,362 62,368

非流動部份 – –
  

60,362 6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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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本集團之貿易融資授信額度為3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233,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5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388,000,000港元）），當中人民幣52,000,000元（相
當 於 約60,400,000港 元）（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人 民 幣52,000,000元（相 當 於 約
62,400,000港 元））於 結 算 日 已 使 用 並 由 本 集 團 金 額 為 人 民 幣52,000,000元（相 當 於 約
60,400,000港元）之應收票據作抵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2,000,000元（相
當於約62,400,000港元））。

(ii)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銀行貸款約人民幣52,000,000元（相當於約60,400,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2,000,000元（相當於約62,400,000港元））以人民幣計值。
銀行貸款之到期日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及按年利率3.5厘計算利息（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利率3.5厘）。

16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時償還。該等結餘之賬面值以港元計值，並
與其公允值相若。

17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按要求時償還。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該等結
餘之賬面值以人民幣計值，而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則以港元，並與其公允值相若。

18 商譽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成本及賬面值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1,000

 收購深圳福至（附註） 1,083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2,083
 

商譽由 (i)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九日收購Comercializadora Ven 2010 C.A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之
100%股本權益；及 (ii)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收購深圳市福至進出口有限公司（「深圳福至」）
70%股本權益（附註）所產生。

商譽已就減值測試目的而分配至以下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

— 融資租賃業務（「融資租賃分部」）；及

— 冷凍食品貿易（「貿易分部」）。

由貿易分部及融資租賃分部之現金產生單位產生的商譽的可收回金額乃根據使用價值
進行計算（基於董事所批准涵蓋5年期間之財政預算，使用每年8%之貼現率以現金流預測
法進行計算）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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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預算期間的現金流預測基於相近的毛利率及整個預算期內價格上漲。董事認為，截至
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無須減值虧損。董事相信，可收回金額所依
據的關鍵假設的任何合理可能變動，不會造成本集團單位賬面值超過其可收回金額總額。

附註：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本集團以代價人民幣700,000元收購一間持有於中國進口冷凍肉
類牌照之公司70%股本權益。

詳細可確認資產及負債之公允值及於收購日之商譽如下：

千港元

已收購資產及負債
 設備及器材 1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應收一名股東款項 1,637

 現金及銀行結存 32

 銀行借貸 (1,83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92)
 

按公允值計算之可辨認淨負債總值 (347)

非控股權益 104

收購產生之商譽 1,083
 

840
 

以現金支付收購代價 (840)

從附屬公司收購的現金淨額 32
 

由收購所產生之現金流出 (808)
 

於收購日期確認之非控股權益乃參考非控股權益應佔被收購方可辨認負債淨值已確認
金額之比例計量。

19 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報酬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付或應付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3,503,000港元（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3,22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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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承擔

(a) 資本承擔

本公司於報告期末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 收購公司 – 16,339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不可撤銷的經營租賃項下之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遲於1年 2,945 2,945

遲於1年但不遲於5年 3,615 5,221
  

6,560 8,166
  

概無租賃包含或然租金。

21 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末後在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一獨立第三方（「賣方二」）訂立一
份諒解備忘錄 (「諒解備忘錄二」)。根據諒解備忘錄二，本公司可能收購一間主要於中國
從事典當、委託貸款及其他相關業務之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不少於51%股本權益（「可能
收購事項二」）。

可能收購事項二之代價有待本公司及賣方二進一步磋商，並預期代價將由本公司以現金、
按每股作價0.83港元配發及發行本公司新股份及╱或發行附帶權利可按初步換股價每股0.83

港元兌換為新股份之可換股債券支付，或結合上述任何方式支付，或採用任何其他代價
形式。

22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經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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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收入約1,492,800,000港元及
毛利約28,100,000港元，比較於二零一五年同期則分別錄得約571,300,000港元及
約7,600,000港元，分別約為去年同期間之2.6倍及3.7倍。

本集團之行政費用從去年同期間約9,900,000港元增加至本期間約18,600,000港元，
乃由於業務擴展所致。

本期間錄得除稅前虧損約8,600,000港元，而上年度同期則錄得溢利約1,400,000
港元。本期間虧損主要要乃由於香港股票市場波動而引致持作買賣證券投資
的公允值虧損上升約港幣15,900,000元所致。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之 未 經 審 核 總 資 產 及 淨 資 產 分 別 為 約
1,126,9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155,900,000港元）及約850,0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877,800,000港元）。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
付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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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船舶租賃

誠如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報披露，由於市場環境改
變及船舶寶鑫號之船齡關係，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出售寶鑫號並購入另
外兩艘船舶亦即船舶601號及船舶602號作為替代。船舶601號及般舶602號為多
用途甲板貨船，其於5年前建造及專注於由香港運載建築材料及廢料至中國。

縱使香港建造業早期受惠於香港政府積極推出之一系列基建工程，但受到公
共開支撥款批准遇阻的困擾，以致本期間內本港大型基建工程數量大幅減少，
亦引致於本期間內對建築材料及廢料貨運需求減少。因此於本期間內船舶
601號及船舶602號改為於中國從事海上工程並帶來約2,400,000港元收入及約
1,200,000港元虧損，而上年度同期從寶鑫號則錄得收入約9,200,000港元及約
1,200,000港元虧損。預期於2017年，航運市場將繼續低谷運行，更加不明確及
謹慎因而導致之市場情緒。本集團船舶租賃業務將面臨較為惡劣的市場環境。
董事會將採用審慎的措施對本集團船舶租賃業務之營運效率作出密切監察。

貿易業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貿易業務錄得約1,481,100,000港
元 收 入 及 約14,900,000港 元 溢 利，與 二 零 一 五 年 同 期 比 較 則 分 別 錄 得 約
557,600,000港元及約4,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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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貿易

甲醇對於化工業是一種重要原料，能用作運輸燃料及應用於各種各樣的產品，
由膠粘劑至塗料及聚酯。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從
甲醇貿易錄得約1,041,000,000港元收入及約16,100,000港元溢利，與上年度同期
比較則分別錄得約557,600,000港元及4,700,000港元。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國際原油價格觸底反彈，國內甲醇市場價格也隨之呈現
波動回暖態勢。此外，國內甲醇產量約2,113萬噸，同比增長了約10%；淨進口
量同比大幅增加72%至425萬噸。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甲醇價格於二零一六
年上半年由每噸人民幣1,607.6元上升至每噸人民幣1,907.7元。歸因於以上之因
素，甲醇貿易之收入及溢利於本期間內顯著提升。本集團將繼續圍繞發展消
費市場拓展終端客戶以促進甲醇貿易。

海鮮、凍肉及電子產品貿易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海鮮、凍肉、電子及其他商業產品
貿易為本集團帶來相關收入約440,100,000港元及約1,200,000港元虧損。由於海鮮、
凍肉及電子產品業務於去年中期報告日後才正式展開，故此業務分類於二零
一五年同期只錄得約91,000港元收入及約121,000港元虧損。

海鮮及凍肉

本集團海鮮貿易之目標市場主要為中國，受近年來中國食品安全事件影響，
國內消費者對於水海產品的需求日益旺盛，尤其是一些高端產品廣受歡迎。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更預計到了二零二零年，中國內地的人均海產消耗量
將從目前的每人12公斤增加至36公斤。而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水產品類居
民消費指數於上半年財政年度保持穩定。

本集團將不斷拓展不同海鮮產品並開發新客戶及供應商。本集團於本期間內
對海鮮供應市場進行考察調研。本集團之長期計劃以海洋專屬捕撈、海洋養
殖及海產加工的產業鏈為目標，憑藉原產地直供、海量採購的優勢，本集團
相信能從中降低成本及達到更大的利潤空間。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本集團透過收購一間已獲授權進口凍肉至中國之公司
70%股本權益以進入中國凍肉市場。本集團主要從巴西、阿根廷及波蘭進口冷
凍家禽肉類並銷售至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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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國內肉類食品行業在快速發展，但品種總體選擇不夠豐富及中高端產品
供應不足，並未能滿足高端消費者的需要。受益於 (i)肉類進口口岸的逐步開放；
(ii)國際肉價低位優勢；(iii)雙邊自由貿易政策；及 (iv)國內生肉市場供應緊張
等因素的影響下，二零一六年進口肉量大幅增加。鑑於消費者對健康及食品
安全意識不斷提高，國內對進口凍肉的需求亦相應急速上升。而且中國當局
實施更嚴格的進口規例後，客戶現時傾向於向可靠的供應商購買更高質素的
食品。本集團將會調配更多資源以培植及擴展其凍肉貿易業務。

電子產品

本集團主要從事通訊設備零件的貿易（主要為行動電話元件）。中國智能手機
市場近年銷量急劇增加，預期未來數年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將持續增長，故本
集團相信電子產品貿易業務可獲受惠並為本集團提供穩定收入來源。

鑑於市場的良好前景，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與現有其中一名客戶（「合營
夥伴」）簽訂協議，據此，(i)本集團將就一間公司（「合營公司」）將其註冊資本由
人民幣10,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幣200,000,000元後，向其注資人民幣150,000,000
元（相當於約174,000,000港元），以佔其經擴大後股本的75%及 (ii)提供營運資金
授信人民幣90,000,000元（相當於約104,400,000港元）以用於其業務營運。於截至
本報告日，本集團尚未支付注資款項。

合營公司將專注於在中國買賣行動電話主機板、記憶卡及顯示屏幕。合營夥
伴於香港及中國智能手機元件貿易方面積逾10年經驗，並於買家及賣家市場
建有強大網絡，對合營公司業務發展攸關重要。本集團將大力拓展客戶群及
增加貿易量，但同時保持審慎風險管理理念，以監控相關之經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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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業務

本集團之借貸業務於本期間內發展穩定。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貸款組
合尚未到期之本金額合共為97,700,000港元。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錄得利息收入合計約3,900,000港元，
而上年度比較為993,000港元。

本集團採取審慎的風險管理政策，借貸分部持續對所有現有客戶展開定期信
貸風險評估。即使本集團將積極開拓優質借貸客戶源以壯大業務規模，其將
繼續採納保守的策略以確保其借貸業務健康發展。

融資租賃業務

融資租賃業務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內為本集團帶來約5,400,000
港元收入及約1,600,000港元溢利，與上年度同期比較則分別錄得約3,900,000港
元及4,900,000港元。

二零一六前兩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約6.7%，第三季度的社會用
電量、鐵路運輸量及貸款發放行量之反彈，以致城鎮新增就業超過1,000萬人，
反映市場整體呈回暖跡象。基於大環境經濟數據以及設備採購需求增加，本
集團將跟隨年初設定的戰略方向，加快資金投放及業務推展速度。

本集團繼續針對現金流較好的新能源新材料行業、教育行業、冷庫冷鏈行業
此三類行業拓展業務。作為新能源新材料行業，二零一六年中期國家發改委
對新能源標杆上網電價的明朗化，以分佈式太陽能項目迎來機會；作為教育
行業而言，除了職業教育的硬軟件升級工程外，學生教育網絡、校園通訊網
絡和智慧校園工程，以及幼兒教育硬軟件升級，都將迎來規模化發展機遇；
作為冷庫冷鏈業務，以專業冷庫為基礎，為大型消費品牌提供城市短距配送
將成為較佳的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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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縱向行業深耕，本集團亦開始嘗試橫向拓展新的業務模式，如在行
業中挑選優質項目以融資租賃及產業基金，或以融資租賃及商業保理形式參與，
延伸利潤增長點。

本集團對於融資租賃業務持續發展及擴展持樂觀態度及充滿信心。本集團將
進一步投放資源以發展此業務，並相信這將為本集團成為一成功之金融服務
提供者奠定穩固的基礎。

其他投資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變動之未實現虧損約17,400,000港元
比較於二零一五年同期則為1,500,000港元。由於上半年度投資市場波動，因此
本集團採納更審慎策略，及於本期間內沒有進一步投資於證券。管理層將會
密切監控股票市場之變化及不斷尋找實現集團之投資組合整體收益的機會。

於報告期未後在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一獨立第三方就可能
收購一間主要於中國從事典當、委託貸款及其他相關業務之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不少於51%股本權益（「可能收購事項」）訂立一份諒解備忘錄。

本集團相信可能收購事項將提高本集團專業知識及增加於金融行業之業務發
展機會，並與本集團現有融資租賃及借貸業務相輔相成。本公司一直物色合
適 投資機會，於中國建立全面而領先之金融控股平台。本集團認為可能收購
事項乃實 現本公司願景之踏腳石。

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積極尋求其他的投資及業務機會，以擴大其資產及收入
基礎。本集團將審慎地尋找投資機會，從而使本集團的長期業績有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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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負債比率

本集團一般以產自內部之資源應付營運資金需求。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結存約281,800,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499,800,000港元）及總借貸約67,100,000港元（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101,900,000港元）。於本期間末，本集團之負債比率（按借貸
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為7.9%（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1.6%）。於二零
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的比率，為3.1（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3.4）。

本集團負債比率之改善，乃由於本期間內償還借貸所致。流動比率於本期間
內並無重大變動。

外匯風險

本集團業務主要以港元、人民幣、歐元及美元計值，而其收入、開支、資產、
負債及借貸主要以港元、人民幣、歐元及美元為單位。

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外匯風險之工具。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匯率變化，並
會採取適當行動降低匯兌風險。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本期間之中期股息。

資本結構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通過之普通決議
案，每一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本公司股份已拆細為五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
拆細股份。因此，已發行之普通股份數目已由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736,12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股份，通過增加2,944,480,000股股份至二零一六
年九月三十日之3,680,60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股份。

所有發行之股份於各方面與本公司現有股份享有相同地位。

除上文所披露外，本公司之資本結構於本期間內並沒有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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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資活動及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每股配售股
份以配售價2.00港元配售最多25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份。本
公司股份於當天之收市價為3.60港元。配售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八日完成，合共
總面值為25,000,000港元之250,000,000股普通股份以每股配售股份淨價1.98港元
及所得款項淨額約494,400,000港元已配發予不少於六名獨立承配人。截至本
報告日所得款項之原擬及實際用途詳細如下：

載於日期為
二零一六年
一月十五日

通函內
所得款項

原擬之用途

載於日期為
二零一六年

五月二十六日
公佈內

所得款項
經修訂之用途

載於日期為
二零一六年
八月四日
公佈內

所得款項
經修訂之用途

截至本報告日
所得款項之
實際用途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租賃業務 171,600 171,600 171,600 133,750
貿易業務
 — 煉油產品 140,000 100,000 – –
 — 海鮮及電子產品 140,000 140,000 140,000 139,380
 — 煉油、海鮮及電子產品 – – 100,000 32,650

280,000 240,000 240,000 172,030

借貸業務 – 40,000 40,000 38,500
營運資金 42,800 42,800 42,800 42,800

    

494,400 494,400 494,400 387,080
    

重大收購及出售資產

除載於本公告附註18所披露外，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 32 –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以下資產作為其他應付款項及銀行貸款之
抵押，其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14及15。

千港元

應收票據 60,362
船舶 42,611

 

102,973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承擔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承擔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20。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了約77名僱員。本集團繼續向僱員
提供合適及定期培訓，以維持及加強工作團隊之實力。本集團主要根據行業
慣例及個人表現與經驗向董事及僱員發放薪酬。除一般薪酬之外，亦會根據
本集團表現以及個人表現而給予合資格員工酌情花紅及購股權。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良好的企業管治，提高股東價值。本公司已採納符合聯交所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規定。本公司於截至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完全遵守守則所載所有條文，惟下文所
闡述有關守則條文A.6.7條之偏離情況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
以中肯態度瞭解股東意見。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因其他公務而未能出席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及股
東特別大會。本公司將完善股東大會之規劃程序，給予全體董事充足時間提
前安排工作，並為彼等出席及參與大會提供一切所需支援，以便全體董事出
席本公司日後舉行之股東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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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董事之合約權益及競爭業務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及直至本公告日期，陳志遠先生（「陳
先生」）為中持基業控股有限公司（「中持基業」）（一家於創業板上市之公司）（股
份代號：8125）之主席兼執行董事，其有一間附屬公司從事借貸業務，因此陳
先生被視為於與本集團之業務存在競爭或可能存在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須根據上市規則第8.10條予以披露。

中持基業於本期間剛開展借貸業務，而且中持基業借貸業務之收入及貸款金
額並不顯著。另外，相關貸款需經信貸委員會審理及發放。陳先生亦已確認
其全面知悉及已履行其對本公司之授信責任以避免利益衝突。如有任何利益
衝突，陳先生將不得參與決策制定過程及於董事會會議就相關董事會決議案
放棄投票。鑒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不太可能存在與本集團業務有重大競爭
之業務。

另外，陳先生亦為亞洲能源物流集團有限公司（「亞洲能源」）（一家於主板上市
之公司）（股份代號：351）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其有一間附屬公司從事船舶租賃），
因此陳先生被視為於與本集團之業務存在競爭或可能存在競爭之業務中擁有
權益，須根據上市規則第8.10條予以披露。

鑒於陳先生為亞洲能源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並不參與亞洲能源之日常業務運
營，董事認為不太可能存在與本集團業務有重大競爭之業務。陳先生已確認
其全面知悉及已履行其對本公司之授信責任以避免利益衝突。如有任何利益
衝突，陳先生將不得參與決策制定過程及於董事會會議就相關董事會決議案
放棄投票。

除載於上文及本公告附註19所披露者外，概無存在任何由本公司或其附屬公
司參與訂立而董事在其中擁有直接或間接重大權益之有關本集團業務之重大
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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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證
券交易守則」），作為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對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證券交易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季志雄先生（主席），
余伯仁先生及萬國樑先生。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
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了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未經審
核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刊發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 集 團 之 本 期 間 業 績 公 佈 分 別 刊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網 站
(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noblecentury.hk)。本公司將於適
當時間向股東寄發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並同時上載於上述網站。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感謝所有股東、僱員、客戶及供應商一直以來之支持。

承董事會命
仁瑞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鄭菊花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鄭菊花女士及陳志遠先生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萬國樑先生、余伯仁先生及季志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