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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度  

 

 

 

 

 

 

 

 

 

 

 

 

 

 

 

  

 

➢ 期內營業收入︰一億三千八百萬港元  

 
➢ 期內股東應佔虧損淨額︰一億一千一百萬港元  

 
➢ 每股基本虧損︰0.209港元  

 
➢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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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提呈金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於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之營業收入為 138,250,000 港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則錄得

208,913,000 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為 110,946,000 港元，對

比二零一九年上半年錄得虧損淨額 3,574,000 港元。虧損淨額增加主要由於（1）受到 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爆發全球大流行影響，營商情緒偏低，導致來自運費及船租

之營業收入減少及船隊使用率下降；（2）於二零二零年初 COVID-19 全球大流行病觸發不

利全球金融市場之拋售期間，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之重大未變現公

平價值虧損；及（3）船務相關開支上升，尤其燃油相關開支，由於本集團自置船舶上燃油

價格虧損，以及由於自置船舶於船舶之期租租船合約之間前往接載貨物使燃油消耗增加。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為 0.209 港元，對比二零一九年同期

之每股基本虧損為 0.007 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經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建議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無）。  

 

 

業務回顧  

運費及船租。  本集團透過本公司擁有約 55.69%權益之附屬公司 Jinhui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 Limited 經營其全球航運業務，其股份於挪威奧斯陸證券交易所上市。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出乎意料外及不幸地爆發之 COVID-19 於初期被認為對公共衛生造

成中等程度風險，惟隨著該病毒擴散速度超越專家們之預期，世界衛生組織（「世衛」）就

該病毒最初影響中國，及後迅速影響到不同地區及至全球不同國家，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宣

佈 COVID-19 之爆發為全球大流行病。鑒於商業信心被突然侵蝕，負面情況已導致散裝乾

貨商品需求大幅下跌，其中包括鐵礦砂、煤炭及若干次要散裝貨物，並打擊散裝乾貨航運之

市場情緒。因需求增加及由於國際海事組織二零二零年之新規定下船舶拆卸有所增加致使

船舶供應有限，散裝乾貨貨運市場自五月下旬起取得一些積極勢頭。波羅的海航運指數於

一月初以 1,090 點開市，及於六月底以 1,799 點收市。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波羅的海航運指數

平均為 685 點，對比二零一九年同期為 89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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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平均之相對期租租金 

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 

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 二零一九年 

 美元 美元 美元 

超巴拿馬型船隊 7,382 7,473 9,628 

超級大靈便型船隊 5,096 8,376 9,522 

平均 5,293 8,277 9,533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來自運費及船租之營業收入對比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之 208,913,000 港元

減少 34%至 138,250,000 港元。收入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之自置船舶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所

賺取之每天平均之相對期租租金下降 36%至 5,293 美元（約 41,000 港元），對比二零一九

年上半年為 8,277 美元（約 65,000 港元）。  

 

航運業務之主要表現指標 

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 

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每天平均之相對期租租金 41 65 74 

    

船舶每天營運成本 30 29 31 

船舶每天折舊 17 17 16 

船舶每天財務成本 2 3 3 

 49 49 50 

平均使用率 97% 99% 99% 

 

船舶每天營運成本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之3,709美元（約29,000港元）上升3%至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之3,823美元（約30,000港元）。船舶每天財務成本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之445美元（約

3,000港元）減少33%至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之300美元（約2,000港元）。吾等將會繼續努力減

低成本，並致力於與其他市場持分者比較下，維持具高度競爭力之成本架構。船隊使用率由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99%下降至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之97%。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十八艘自置船舶如下：  

 

  自置船舶數目  

超巴拿馬型船隊  2 

超級大靈便型船隊  16 

船隊總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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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報告日後，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訂立一份協議，以 3,950,000 美元（約 30,810,000 港

元）之代價收購一艘載重量 50,259 公噸之超級大靈便型船舶，該船舶已於二零二零年七月

十六日交付予本集團。本集團目前擁有十九艘散裝乾貨船舶，其中包括兩艘超巴拿馬型船

舶及十七艘裝備抓斗之超級大靈便型船舶。  

 

 

財務回顧  

營業收入及經營虧損。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來自運費及船租之營業收入對比二零一九年上半

年之208,913,000港元減少34%至138,250,000港元。營業收入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之自置船舶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所賺取之每天平均之相對期租租金下降 36%至5,293美元（約41,000港

元），對比二零一九年同期為8,277美元（約65,000港元）。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之經營虧損主要由於（1）受到 COVID-19爆發全球大流行影響，營商情

緒偏低，導致來自運費及船租之營業收入減少及船隊使用率下降；（ 2）於二零二零年初

COVID-19全球大流行病觸發不利全球金融市場之拋售期間，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處

理之財務資產之重大未變現公平價值虧損；及（3）船務相關開支上升，尤其燃油相關開支，

由於本集團自置船舶上燃油價格虧損，以及由於自置船舶於船舶之期租租船合約之間前往接

載貨物使燃油消耗增加。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淨額為 110,946,000 港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則錄得

為 3,574,000 港元。期內之每股基本虧損為 0.209 港元，對比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之每股基本虧

損為 0.007 港元。  

 

其他經營收入。 由於本期間並無確認賠償收入及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

產收益淨額，其他經營收入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之 47,429,000 港元減少至二零二零年上半

年之 21,514,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之其他經營收入包括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

處理之財務資產收益淨額 19,239,000 港元、來自有關一位租船人毀約而產生之賠償收入

4,789,000 港元及出售持作出售資產（已出售船舶）之收益淨額 4,746,000 港元。鑑於中美貿

易戰之負面影響將不穩定性推高，加上展望利率會出現變動，吾等會保持謹慎態度。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對比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之12,297,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之

20,465,000港元。利息收入增加乃由於來自應收貸款之穩定利息收入，此等資產抵押融資有

助減輕核心航運業務之週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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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務相關開支。 期內船務相關開支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之 120,750,000 港元增加至二零二零

年上半年之 167,516,000 港元。開支增加主要包括燃油相關開支為五千三百萬港元，由於本

集團自置船舶上燃油價格虧損，以及由於自置船舶於船舶之期租租船合約之間前往接載貨

物使燃油消耗增加。船舶每天營運成本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之 3,709 美元（約 29,000 港元）

增加至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之 3,823 美元（約 30,000 港元）。吾等將會繼續努力減低成本，

並致力於與其他市場持分者比較下，維持具高度競爭力之成本架構。  

 

其他經營開支。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之其他經營開支對比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之 20,734,000 港

元增加至 80,398,000 港元。開支增加主要由於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

虧損淨額 60,209,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包括於其他經營收入之按公平價值列

賬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收益淨額 19,239,000 港元）。期內其他經營開支亦包括專業

費用約三百九十萬港元、董事袍金約三百三十萬港元、有關核數服務之核數師酬金約八十

萬港元，而其餘乃各種辦公室行政開支。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之 18,565,000 港元下降至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之

17,530,000 港元。財務成本下降主要由於對比二零一九年同期利率有所下降。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按公平

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之投資組合為 308,809,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510,605,000 港元），其中 236,559,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34,833,000 港元）為上市股本證券投資、70,449,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75,772,000 港元）為上市債券投資，及 1,801,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投資基金之投資。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之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

虧損淨額為 60,209,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處理之

財務資產收益淨額 19,239,000 港元），  而來自財務資產之利息收入及股息收入總額為

26,088,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8,590,000 港元）。鑑於地緣政治緊張之負面影

響加劇全球金融市場之動盪，及近期 COVID-19 於不同地區爆發，加上展望利率會出現變

動，吾等會保持謹慎態度。  

 

應收貸款。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應收貸款為 331,713,000 港元（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0,500,000 港元）。本集團之應收貸款來自資產抵押融資，以美元為

單位，並以借方提供之抵押品作為抵押、計息範圍由年率 8%至 10%及須於與借方議定之固

定期限內償還。管理層已於報告日對該等應收賬項作出檢討，根據目前之借貸能力及還款

統計作出評估，以評核其減值撥備，而管理層並不認為存在減值。惟由於抵押船舶之市值輕

微下跌，吾等已根據貸款協議於二零二零年六月要求償還貸款之差額補足，而該等差額補

足還款會導致應收貸款之短期部份有所增加。此等應收貸款之賬面值被視為其公平價值之

合理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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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

付賬項為147,07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3,891,000港元），其中包括應付貿

易賬項2,58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44,000港元），應計費用10,121,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223,000港元）及其他應付賬項134,368,000港元（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3,824,000港元）。其他應付賬項主要包括有關自置船舶之船舶營運成本

及船舶經營開支123,63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1,122,000港元）之應付賬項、

來自租船人之預收船租3,92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69,000港元）、應付貸

款利息2,065,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75,000港元）及應計僱員福利應付賬項

1,58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43,000港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充裕營運資金

43,428,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1,986,000港元），而本集團之股本及債務

證券、銀行結存及現金總值減少至 593,89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08,308,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於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業務所用之現金為

140,8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於營運資金變動前來自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為

56,914,000港元），而於營運資金變動後來自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淨額為70,843,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於營運資金變動後經營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為262,523,000港元）。

營運資金變動主要由於股本及債務證券之減少，及有關六份貸款協議之應收貸款。  

 

本集團之有抵押銀行貸款總額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1,188,193,000港元減少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之1,090,961,000港元，其中56%、11%及33%分別須於一年內、一年至

兩年內及兩年至五年內償還。期內，本集團已提取新增循環貸款及有期貸款 149,079,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402,268,000港元）及償還246,31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164,778,000港元）。銀行借貸為以美元為單位之船舶按揭貸款，及以港元及美元

為單位之循環貸款、有期貸款及物業按揭貸款。所有銀行借貸均按浮動利率基準訂定。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增加至 26%（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

此比率乃以負債淨值（計息債務總額減股本及債務證券、銀行結存及現金）除以權益總值計

算。計及本集團持有之現金、有價股本及債務證券，以及可供動用之信貸，本集團有足夠財

務資源以應付其債項承擔及營運資金之需求。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能力履

行其債務責任，包括本金及利息付款。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賬面淨值合共

1,587,49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19,289,000港元），投資物業之賬面值合

共371,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1,500,000港元），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

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219,64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2,340,000港元）及

存放於銀行之存款40,378,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810,000港元），連同轉

讓二十間（二零一九年：二十間）附屬公司之收入及兩間（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兩

間）附屬公司之應收貸款300,51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9,300,000港元）

均已抵押，以作為本集團動用信貸之保證。此外，十間（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間）

船舶擁有之附屬公司之股份已就船舶按揭貸款而抵押予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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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支出及承擔。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新增之機動船舶及資本化之進

塢成本之資本支出為 27,454,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55,869,000 港元），及新增

之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資本支出為 18,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326,000 港

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新增投資物業之資本支出為 33,773,000 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日，本公司擁有約55.69%權益之間接附屬公司（「共同投資者」）訂

立共同投資文件以共同投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靜安中央商務區金融街中心一期 A 座

（「A 座」或以往稱為「T3物業」）之物業項目，而根據共同投資文件，共同投資者承諾以

10,000,000美元（約 78,000,000港元）購入共同投資公司之控股公司 Dual Bliss Limited 

(「Dual Bliss」 ) 之無投票權及可參與分紅之 A 類股份。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共同投資

者根據共同投資文件之條款及條件已支付1,420,000美元，相等約11,071,000港元（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2,678,000美元，相等約20,884,000港元），而於報告日，本集團已訂立合同

但未撥備之資本支出承擔為1,075,000美元，相等約8,39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2,495,000美元，相等約19,464,000港元）。根據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簽訂之補充

備忘錄以認購4,276,915股 Dual Bliss 之已發行無投票權及可參與分紅之 A 類股份（「共同

投資附加資本募集」），共同投資者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初，進一步提供額外 4,276,915美元，

相等約33,36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無）作為共同投資附加資本募集。於二零

二零年三月，共同投資者根據股份購回計劃取得合共4,276,915美元，而該等根據共同投資

附加資本募集項下之4,276,915股 Dual Bliss 之已發行無投票權及可參與分紅之 A 類股份已

獲購回及註銷。  

 

如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所公佈，共同投資者於二零二零年五月接獲 Phoenix 

Property Investors Limited（「投資經理」）更新有關共同投資情況。由於意料之外之

COVID-19 全球大流行病已廣泛地影響不同經濟界別，投資經理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

日通知共同投資者，A 座之賣方同意將收購延至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完成。吾等將適時及相

應地為本公司全體股東更新投資最新重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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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現已擴展至同時要求公司披露對每

一項佔其資產總值5%或以上之重大證券投資之詳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上市股本及債務證券之投資，而其公平價值分別為

236,559,000 港元及 70,449,000 港元。此等公司之主要業務包括主要為銀行集團所提供之放

債及金融服務；證券買賣及投資；物業發展及投資；船務及運輸、以及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為

用戶提供增值服務及網絡廣告服務。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此等股本證券及債務證券

之個別公平價值佔本集團之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少於 5%。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為四億一千八百萬港元，及由按

經營租約持有以賺取租金或∕及持作資本增值用途之物業及停車位所組成。此等物業及停

車位乃按長期租約持有及位於香港。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每一項此等投資物業之公

平價值佔本集團之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少於 5%。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佔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資產總

值及資產淨值超過 5%之重大投資或投資物業，而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內並無執行任

何重大收購及出售。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 67 名（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7 名）全職僱

員。本集團會因應僱員之表現、經驗以及當時業內慣例釐定僱員薪酬，並提供一般之額外福

利包括醫療保險及公積金供款。本集團亦按董事之酌情權及根據本集團之財務表現而給予

僱員購股權及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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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  

本報告可能包括前瞻性之陳述。此等陳述基於不同之假設，而此等假設其中不少是基於進

一步之假設，其中包括本公司管理層對過去營運趨勢之調查。雖然本公司相信作出此等假

設時，此等假設屬於合理，但由於假設本身受到顯著不明確因素支配，並且難以或無法預計

及不受其控制，本公司不能確保可以完成或實現此等期望、信念或目標。  

 

可能引致實際業績與本報告內所討論者有重大差異之主要風險因素將包括（但不限於）未

來全球經濟、貨幣及利率環境之發展、一般市場狀況包括船租租金及船舶價值之波動、金融

市場狀況包括有價證券價值之波動、交易對方風險、散裝乾貨市場需求改變、經營開支變動

包括燃油價格、船員成本、進塢及保險成本、可供使用之融資及再融資、於流動資金達至低

谷時未能向貸款者取得重組或重新設定債項安排、政府條例與規定之改變或管理當局採取

之行動、尚未了結或未來訴訟之潛在責任、一般本地及國際政治情況、意外、海盜事故或政

治事件引致航道可能中斷、及本公司不時提交之報告內所說明之其他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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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由於全球經濟活動放緩，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之貨運市場充滿挑戰，這情況更被 COVID-19

全球大流行病進一步加劇。  

 

全球對世界公共衛生關注意味著所有行業之市場參與者十分緊張。鑒於商業信心被突然侵

蝕，此等負面情況已導致散裝乾貨航運市場活動大幅減少。一些國家已開始放寛全國封鎖

及其他控制病毒擴散措施，全面恢復正常之路途崎嶇，惟吾等仍有信心吾等能夠共同克服

此挑戰，經濟活動未來會慢慢回復。  

 

從積極角度而言，作為一間公司，吾等一直就此保持警惕，以確保吾等之營運與在岸或海上

之同事將絕對不受COVID-19之負面影響。吾等已採取措施，以確保吾等所有同事健康及保

持積極，以於市場形勢轉好後立即採取行動。此段時間船員交替尤具挑戰，而吾等特別感謝

吾等船上所有船員之耐心及理解。由於未來日子可見全球政府及公共衛生機構對COVID-19

之擴散加緊控制，吾等對於商業活動能於較短期內復甦保持審慎樂觀。  

 

作為全球生產供應鏈之重要角色，中國迄今為最大原料進口國。吾等對於中國將繼續恢復

商業及工業活動保持審慎樂觀。吾等繼續觀察到人們按秩序地分批復工，並對公共衛生及

於工作地點採取必須措施有極為高度之警覺。吾等希望有序復工將能於並無過多新負面意

外之情況下持續，從而全球貿易能開始回復正常，惟吾等但願速度可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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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吾等對人類應對事件及塑造更好未來之能力充滿信心，吾等必須關注日漸頻密之意料

以外之經濟、政治或其他不可預見事件，會對吾等業務表現及吾等船舶資產及財務資產之

賬面值帶來波動。吾等現時並無新造船舶合同之資本支出承擔，亦於此刻無租賃船舶合約，

並將繼續專注於採取明智及果斷之措施以維持穩固之財務狀況。  

 

本人謹代表本公司董事會向各位客戶及有關各方一直以來之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吳少輝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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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守則條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而其偏

離之處於以下數段闡述。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 A.2.1 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 A.2.1 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

同時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間職責之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  

 

吳少輝先生及吳錦華先生為兄弟，分別出任本公司之主席及董事總經理。吳少輝先生除執

行其主席之職責外，亦負責制訂本集團之策略性計劃及監察本集團之整體運作。由於其部

份職責與董事總經理（實際上為行政總裁）之職責重疊，因此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第 A.2.1 條。  

 

作為本集團其中一名創辦人，吳少輝先生對本集團之核心業務擁有豐富經驗及知識，而其

監察本集團整體運作之職責顯然對本集團有利。董事會亦認為，由於董事會三份之一成員

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出任，及董事會將定期開會以考慮影響到本集團營運之重要事宜，而

且本公司全體董事（「董事」）對董事會會議上所提出之事宜亦適時收到足夠、完備及可靠

之資料以致全體董事均有足夠之通報，所以此安排不會損及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權

力及授權之平衡。目前之架構具靈活性，亦於面對經常轉變之競爭環境時可提高決策過程

之效率。  

 

由於主席之主要職責是管理董事會，而董事總經理之主要職責是管理本集團之業務，董事

會認為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職責清晰及分明，因此並無必要有書面條文。雖然主席及董事

總經理之有關職責並無以書面列載，權力與授權並未集中於任何一個人，而所有重要決定

均會諮詢董事會成員及適合之董事會轄下之委員會，以及高級管理人員。  

 

日後，董事會將定期檢討此安排之有效性、董事會之組成，以及職責之分配，以改善本公司

及其股東之最佳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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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 A.4.2 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 A.4.2 條，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之董事應在接受

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應輪流退任，

至少每三年一次。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除主席及董事總經理外，所有董事均須最少每三年輪值

退任一次，而任何獲委任以填補董事會臨時空缺或新增空缺之新任董事，須於獲委任後之

股東週年大會上由股東選舉。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輪值退任，故此偏離企業管治守

則之守則條文第 A.4.2 條。董事會認為，主席及董事總經理之領導對本集團業務之持續及穩

定性尤其重要，因此兩者的繼任過程需有計劃及有條不紊。由於持續性為成功執行本公司

之業務計劃及策略之主要因素，任何出任主席或董事總經理之董事因而毋須輪值退任，亦

不須在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董事會相信此安排對本公司及其股東最為有利。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 C.2.5 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 C.2.5 條，本集團應設立內部審核功能。基於本集團之規模

及營運架構簡單，以及現行之內部監控程序，董事會決定暫不成立內部審核部門。當有需要

時，董事會轄下之審核委員會將執行內部審核功能，以檢討本集團之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

制度是否足夠及有效。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巿規則附錄 10 所載之上巿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作為其有

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

原則及實務，並討論有關審核、風險管理、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之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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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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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收入 2 138,250 208,913 

其他經營收入 3 21,514 47,429 

利息收入 4 20,465 12,297 

船務相關開支  (167,516) (120,750) 

員工成本  (47,027) (46,889) 

其他經營開支 5 (80,398) (20,734) 

折舊及攤銷前之經營溢利（虧損） 6 (114,712) 80,266 

折舊及攤銷  (60,464) (62,447) 

經營溢利（虧損）  (175,176) 17,819 

財務成本  (17,530) (18,565) 

除稅前虧損  (192,706) (746) 

稅項 7 - - 

期內虧損淨額  (192,706) (746)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溢利或虧損之項目︰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其他全面收益表處理之 

  財務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不可轉回） 

 

(2,279) 1,007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溢利或虧損之項目︰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其他全面收益表處理之 

  財務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可轉回） 

 

- (3,400)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94,985) (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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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應佔溢利（虧損）淨額︰  
 

 

本公司股東  (110,946) (3,574) 

非控股權益  (81,760) 2,828 

  (192,706) (746) 

    

期內應佔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股東  (112,215) (6,413) 

非控股權益  (82,770) 3,274 

  (194,985) (3,139) 

    

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0.209)港元 (0.007)港元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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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597,302 1,630,272 

投資物業 10 418,100 418,100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其他全面收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 11 82,692 73,900 

應收貸款 12 239,334 312,347 

無形資產  955 977 

  2,338,383 2,435,596 

流動資產    

存貨  12,624 12,580 

應收貸款 12 92,379 38,153 

應收貿易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13 65,995 84,041 

按公平價值列賬及在損益表處理之財務資產 14 308,809 510,605 

已抵押存款  40,378 65,810 

銀行結存及現金  286,885 297,703 

  807,070 1,008,892 

流動負債    

應付貿易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15 147,073 153,891 

有抵押銀行貸款 16 616,569 643,015 

  763,642 796,906 

流動資產淨值  43,428 211,98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381,811 2,647,582 

非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貸款 16 474,392 545,178 

資產淨值  1,907,419 2,10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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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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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381,639 381,639 

儲備  721,786 834,001 

  1,103,425 1,215,640 

非控股權益  803,994 886,764 

權益總值  1,907,419 2,102,404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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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 

股本 

其他資產 

重估儲備 

按公平價值 

列賬及在其 

他全面收益 

表處理之 

財務資產 

儲備 留存溢利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值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381,639 1,739 17,333 825,190 1,225,901 880,719 2,106,620 

        
全面收益（虧損）        
期內虧損淨額 - - - (3,574) (3,574) 2,828 (746)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其他 
  全面收益表處理之財務 
  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 - - (2,839) - (2,839) 446 (2,393)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2,839) (3,574) (6,413) 3,274 (3,139) 

        
附屬公司已派付予 
  非控股權益之末期股息 

 
- 

 
- 

 
- 

 
- - (8,686) (8,686)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381,639 1,739 14,494 821,616 1,219,488 875,307 2,094,795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381,639 3,806 8,455 821,740 1,215,640 886,764 2,102,404 

        
全面虧損        
期內虧損淨額 - - - (110,946) (110,946) (81,760) (192,706) 
        
其他全面虧損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其他 
  全面收益表處理之財務 
  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 - - (1,269) - (1,269) (1,010) (2,279)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1,269) (110,946) (112,215) (82,770) (194,985)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381,639 3,806 7,186 710,794 1,103,425 803,994 1,907,419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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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    

於營運資金變動前來自經營業務所得（所用）之現金  (140,800) 56,914 

營運資金之減少（增加）  229,882 (300,535)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之現金  89,082 (243,621) 

已付利息  (18,239) (18,902)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70,843 (262,523)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23,435 8,400 

已收股息收入  5,247 5,769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27,472) (57,195) 

購買投資物業  - (33,773) 

非上市股本投資付款  (11,071) (20,884) 

出售持作出售資產所得之款項淨額  - 23,325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9,861) (74,358) 

    

融資活動    

新增有抵押銀行貸款  149,079 402,268 

償還有抵押銀行貸款  (246,311) (164,778) 

已抵押存款之減少（增加）  25,432 (4,303) 

附屬公司已派付予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8,686)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71,800) 224,50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淨額  (10,818) (112,380) 

    

於一月一日結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97,703 393,271 

於六月三十日結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86,885 28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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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經本集團核數師致同

（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 2410 號「由實體之獨

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核數師已發出毋須修訂之審閱結論。  

 

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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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 內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此等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載作為比較資料之截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屬於本公司該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資

料數據來自該等財務報表。根據香港法例第 622 章公司條例第 436 條規定而須予披露關於此等法定財

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法例第 622 章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之規定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送呈公司註冊處。  

 

－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提交報告。獨立核數

師報告書並無保留意見，亦無載有核數師於其報告無提出保留意見之下強調任何須予注意事項之提

述，亦無載列根據香港法例第 622 章公司條例第 406(2)、407(2)或 (3)條作出之陳述。  

 

除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開始生效之年度期間採納新頒佈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

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及以往期間之財務表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

及呈列方法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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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為本集團之自置船舶及租賃船舶所產生之運費及船租收入。期內已確認之營業收入如下︰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運費及船租收入︰   

  期租租船之船租收入 1 121,962 208,913 

  航租之運費收入 2 16,288 - 

   
 138,250 208,913 

 

 附註︰ 

1. 期租租船之船租收入乃按經營租約入賬，並按每份期租租船合約期間以直線法確認。  

 

2. 航租之運費收入乃根據租船人之貨物裝船之日起計提至貨物卸貨之日期間，並按完成航程之百分比

為基準入賬，其計算乃按每份航租合約之時間比例計量。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訂立航租租船合約，以充分拓展潛在商機，而期內所賺取之運費收入為

16,288,000港元。此等航租租船合約乃以若干以少於十二個月之短期租約之租賃船舶完成，而此等租約

已全部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完成。  

 

3. 其他經營收入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之收益淨額 - 19,239 

其他航運業務經營收入 11,302 9,567 

投資物業經營租約所得之總租金收入 3,890 2,540 

股息收入 5,623 6,293 

有關毀約而產生之賠償收入 - 4,789 

出售持作出售資產收益淨額 - 4,746 

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款賬項之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 16 

雜項收入 699 239 

   
 21,514 47,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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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息收入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利息收入︰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 4,638 8,147 

  銀行及其他財務機構之存款 1,103 3,204 

  計息票據及應收貸款 14,724 946 

 20,465 12,297 

 

5. 其他經營開支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之其他經營開支主要包括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虧損淨額約六

千二十萬港元、專業費用約三百九十萬港元、董事袍金約三百三十萬港元、有關核數服務之核數師酬金

約八十萬港元，而其餘乃各種辦公室行政開支。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之其他經營開支主要包括董事袍金約三百三十萬港元、專業費用約二百三十萬港元、

有關核數服務之核數師酬金約八十萬港元，而其餘乃各種辦公室行政開支。  

 

6. 折舊及攤銷前之經營溢利（虧損）  

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已變現收益 (3,018) (14,759)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未變現虧損（收益） 63,227 (4,480)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虧損（收益）淨額 60,209 (19,239) 

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 (16) 

出售持作出售資產之收益淨額 - (4,746) 

股息收入 (5,623) (6,293) 

 

7. 稅項  

由於本集團期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提撥準備。董事認為，本集團大部份收入均

非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故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本集團在其他有經營業務之司法權區一概毋須繳納

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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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淨額 110,946,000 港

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3,574,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30,289,480 股（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530,289,480 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存在，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9. 中期股息  

董事會經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建議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無）。  

 

10. 投資物業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418,100 386,610 

添置 - 40,519 

租約土地及樓宇重新分類 - 6,670 

公平價值變動 - (15,699) 

 418,100 418,100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以公平價值列賬及由按經營租約持有以賺取租金或∕及持作資本增值用途之物業及

停車位所組成。此等物業及停車位乃按長期租約持有及位於香港。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並未由獨立估值師作出重估，管理層知悉物業市場狀況可

能有所改變，及考慮本集團投資物業之賬面值，並認為該等賬面值與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釐

定之公平價值並無重大差異。因此，本期間並無確認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或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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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其他全面收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本投資   

共同投資物業項目   

於一月一日 51,056 35,504 

添置 11,071 20,884 

根據特殊資本募集之額外投資 3 33,360 - 

根據股份購回計劃出售投資 4 (33,360) - 

公平價值變動 1 (2,279) (5,332) 

   
 59,848 51,056 

   
非上市會所債券   

於一月一日 20,000 25,800 

公平價值變動 2 - (5,800) 

   
 20,000 20,000 

   

非上市會所會籍   

於一月一日 2,844 3,039 

公平價值變動 2 - (195) 

   
 2,844 2,844 
   

 82,692 73,900 

 

附註︰  

1.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溢利或虧損之項目。  

 

2.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溢利或虧損之項目。  

 

3. 本公司擁有約 55.69%權益之間接附屬公司（「共同投資者」）根據一份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

簽訂之補充備忘錄（「備忘錄」）以認購 4,276,915 股 Dual Bliss Limited 之已發行無投票權及可

參與分紅之 A 類股份（「共同投資附加資本募集」），於二零二零年二月初提供額外 4,276,915 美

元，相等約 33,360,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無）作為共同投資附加資本募集。Dual Bliss 

Limited（「Dual Bliss」）全體股東及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靜安中央商務區金融街中心一期 A 座

（「A 座」或以往稱為「T3 物業」）共同投資之所有其他投資者，須按比例繳付此項共同投資附

加資本募集，目的為以此項共同投資附加資本募集所得之特殊資金（「特殊資金」）暫時為共同投

資工具現有結構內之全資擁有外國附屬公司及在岸附屬公司解除公司間之應收／應付貸款，以便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為共同投資取得銀行融資。解除應收／應付貸款乃提取銀行貸款之先決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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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投資工具現有結構內之全資擁有外國附屬公司及在岸附屬公司使用特殊資金以解除公司間之

應收／應付貸款，而於符合成功提取銀行貸款之先決條件後，根據備忘錄按強制性股份購回計劃機

制之股份比例已將特殊資金於獲取所有適用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監管機構之批准後退還至各

股東。  

 

4.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共同投資者根據強制性股份購回計劃已取得合共 4,276,915 美元，相等約

33,360,000 港元，而該等根據共同投資附加資本募集下之 4,276,915 股 Dual Bliss 之已發行無投票

權及可參與分紅之 A 類股份已獲購回及註銷。  

 

根據共同投資文件，共同投資者承諾以10,000,000 美元（約78,000,000港元）購入共同投資公司之控股公司

Dual Bliss 之無投票權及可參與分紅之 A 類股份。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共同投資者根據共同投資文件

之條款及條件已支付1,420,000美元，相等約11,07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2,678,000美元，

相等約 20,884,000港元），而於報告日，本集團已訂立合同但未撥備之資本支出承擔為 1,075,000美元，

相等約8,39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95,000美元，相等約 19,464,000港元）。  

 

如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八日所公佈，共同投資者於二零二零年五月接獲 Phoenix Property 

Investors Limited（「投資經理」）更新有關共同投資情況。由於意料之外之 COVID-19 全球大流行病

已廣泛地影響不同經濟界別，投資經理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通知共同投資者，A 座之賣方同意將

收購延至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完成。吾等將適時及相應地為本公司全體股東更新投資最新重要情況。  

 

非上市股本投資於活躍市場上並無市場價格之報價。該等投資之交易非定期發生。本集團使用其資產淨

值釐定其公平價值，因本集團確認此乃股東認購及贖回有關投資之公平價格，或以普遍接納之定價模式

釐定其公平價值。非上市股本投資之公平價值計量可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所訂之公平價值三層

架構中分類為第三階層，及期∕年內概無公平價值三層架構之間之轉移。  

 

按公平價值列賬之非上市會所債券及非上市會所會籍乃會所債券及會所會籍之投資，其公平價值可按

直接參考於活躍市場上已刊載之報價而釐定，並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所訂之公平價值三層架構

中分類為第一階層，及期∕年內概無公平價值三層架構之間之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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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貸款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350,500 - 

已發放新貸款總額 - 361,770 

還款 (18,787) (11,270) 

個別減值撥備 - - 

扣除撥備後之應收貸款 331,713 350,500 

減︰一年內可回收數額 (92,379) (38,153) 

一年後可回收數額 239,334 312,347 

 

應收貸款（已扣除減值虧損）之到期日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92,379 38,153 

第二年 39,026 40,578 

第三年至第五年 200,308 271,769 

 331,713 350,500 

 

本集團之應收貸款來自資產抵押融資，以美元為單位，並以借方提供之抵押品作為抵押、計息範圍由年

率 8%至 10%及須於與借方議定之固定期限內償還。本集團一般授出貸款成數不多於用作抵押之船舶之

估值報告所載估值之 70%。董事經參照船舶市值後，認為持作抵押之船舶大幅減低應收貸款所產生之信

貸風險。  

 

管理層已於報告日對該等應收賬項作出檢討，根據目前之借貸能力及還款統計作出評估，以評核其減值

撥備，而管理層並不認為存在減值。惟由於抵押船舶之市值輕微下跌，吾等已根據貸款協議於二零二零

年六月要求償還貸款之差額補足，而該等差額補足還款會導致應收貸款之短期部份有所增加。此等應收

貸款之賬面值被視為其公平價值之合理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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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項 7,673 12,93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58,322 71,104 

 65,995 84,041 

 

應收貿易賬項（已扣除減值虧損）按付款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1,679 10,114 

三個月以上至六個月內 1,808 - 

六個月以上至十二個月內 1,363 - 

十二個月以上 2,823 2,823 

 7,673 12,937 

 

管理層就批准信貸限額訂有信貸政策，並會監察信貸風險，按持續基準檢討及跟進任何未償還應收貿易

賬項。凡要求超逾若干信貸金額之客戶均須接受信貸評估，包括評估客戶之借貸能力及財務狀況。  

 

給予租船人之信貸期由 15 日至 60 日不等，視乎船舶租用形式而定。  

 

由於應收貿易賬項及其他應收賬項於短期內到期，故該等賬項之賬面值被視為其公平價值之合理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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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按公平價值列賬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財務資產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買賣   

股本證券   

於香港上市 131,611 191,176 

於香港以外上市 104,948 143,657 

 236,559 334,833 

   

債務證券   

於香港上市 17,724 71,510 

於香港以外上市 52,725 104,262 

 70,449 175,772 

   

於初步確認時指定為︰   

投資基金 1,801 - 

 308,809 510,605 

 

於報告日，上市股本證券及上市債務證券之公平價值計量乃參考於活躍市場上買入報價而釐定，並按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所訂之公平價值三層架構中分類為第一階層，而投資基金之公平價值計量乃參

考於金融機構提供之相關投資市場報價，並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所訂之公平價值三層架構中分

類為第二階層。期∕年內概無公平價值三層架構之間之轉移。  

 

15. 應付貿易賬項及其他應付賬項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項 2,584 2,844 

應計費用 10,121 7,223 

   

其他應付賬項   

  有關船舶營運成本及船舶經營開支之應付賬項 123,635 131,122 

  預收船租 3,926 3,369 

  應付貸款利息 2,065 2,775 

  應計僱員福利 1,581 4,343 

  其他 3,161 2,215 

 134,368 143,824 

 
147,073 15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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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貿易賬項按付款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三個月內 164 1,023 

三個月以上至六個月內 524 - 

六個月以上至十二個月內 75 - 

十二個月以上 1,821 1,821 

 2,584 2,844 

 

16. 有抵押銀行貸款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船舶按揭貸款 456,897 488,497 

其他銀行貸款 634,064 699,696 

   

有抵押銀行貸款總額 1,090,961 1,188,193 

減︰於一年內償還之數額 (616,569) (643,015) 

於一年後償還之數額 474,392 545,178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已提取新增循環貸款及有期貸款 149,079,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402,268,000港元）及償還246,31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64,778,000港

元）。  

 

於報告日，船舶按揭貸款以美元為單位，其他銀行貸款包括循環貸款、有期貸款及物業按揭貸款以港元

及美元為單位。所有有抵押銀行貸款均按浮動利率基準訂定。  

 

17. 資本支出及承擔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新增之機動船舶及資本化之進塢成本之資本支出為27,454,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55,869,000港元），及新增之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資本支出為 18,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32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新增投資物業之

資本支出為33,773,000港元。  

 

根據共同投資文件，共同投資者承諾以 10,000,000 美元（約78,000,000港元）購入共同投資公司之控股

公司 Dual Bliss 之無投票權及可參與分紅之 A 類股份。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共同投

資者根據共同投資文件之條款及條件已支付 1,420,000美元，相等約 11,071,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

十日︰2,678,000美元，相等約 20,884,000港元），而於報告日，本集團已訂立合同但未撥備之資本支出

承擔為 1,075,000美元，相等約 8,39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95,000美元，相等約

19,46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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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與關連方之交易  

期內，本集團曾進行與主要管理人員報酬有關之與關連方之交易如下︰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及其他福利 33,130 33,17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772 1,772 

 34,902 34,950 

 

其他應付賬項包括應付予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應計僱員福利 119,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952,000 港元）。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及第 14A 章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經修訂）「與關連方之披

露」之規定，並無與關連人士或本集團任何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及主要股東有關之其他結餘或交易須予

披露。  

 

19. 報告日後事項  

繼報告日後，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日訂立一份協議，以 3,950,000 美元（約 30,810,000 港元）之

代價收購一艘載重量 50,259 公噸之超級大靈便型船舶，該船舶已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六日交付予本集

團。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訂立一份協議，以 19,500,000 港元之代價收購一項物業作為投資用

途。該物業之收購事項將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或之前完成。  

 

20.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報方式。  

 

 



刊登財務資料  

 

金輝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業績 32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載有一切詳盡資料，將於適當時

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可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

公司之網站 www.jinhuiship.com 瀏覽。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吳少輝、吳錦華、吳其鴻及何淑蓮；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崔建華、徐志賢及邱威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