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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陳進財（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陳釗然（副主席）
盧素華（Lo So Wa Lucy，
 前稱盧素華(Lu Su Hua)）

獨立非執行董事
葉家強
林勁恒
張文富

審核委員會
葉家強（主席）
林勁恒
張文富

薪酬委員會
林勁恒（主席）
葉家強
張文富

提名委員會
張文富（主席）
林勁恒
葉家強

公司秘書
梁慧姬

主要往來銀行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中環
皇后大道中99號
中環中心11樓

核數師
華融（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港灣道6-8號
瑞安中心3樓313-316室

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Codan Services Limited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22樓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九龍
尖沙咀東部
科學館道9號
新東海商業中心1609室

股份代號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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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幅
千港元 千港元 %

營業額 3,301 5,086 (35.1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 (6,457) (10,666) (39.46)

每股虧損 (0.75)仙 (1.24)仙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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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致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已審閱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貴集團」）列
載於第6頁至第23頁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相關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
全面收入報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若干解釋附註。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須根據當中相關條文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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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中期財務資料。　貴公
司董事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本核數師之
責任是根據本核數師之審閱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結論，並按照本核數師經協定
之委聘條款，僅向　閣下整體報告本核數師之結論，除此以外，本報告不可用作其他用
途。本核數師概不就本報告之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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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閱報告

審閱範圍

本核數師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
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審閱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
及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並應用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式。審閱範圍遠少於根據香港核
數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故本核數師無法保證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識別的所有重大事項。
因此，吾等並不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基於本核數師之審閱，本核數師並無注意到有任何事項致使本核數師相信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於所有重大方面並無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華融（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林植棠
執業證書編號：P05612

香港灣仔
港灣道6-8號
瑞安中心
3樓313-316室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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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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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4 3,301 5,086

利息收入 1,618 1,751
其他 1,683 3,335

銷售成本 (1,576) (3,225)

毛利 1,725 1,861
其他收入 33 47
銷售及分銷開支 (902) (5,402)
行政開支 (7,823) (6,970)

分佔一間合營企業虧損 (8) –

經營虧損 (6,975) (10,464)
財務費用 – (37)

除稅前虧損 (6,975) (10,501)
所得稅開支 6 (167) (186)

期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7 (7,142) (10,687)

以下應佔期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457) (10,666)
 非控制性權益 (685) (21)

(7,142) (10,687)

每股虧損
 基本（港仙） 9 (0.75) (1.24)

 攤薄（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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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877 2,251

預付租賃款項－非流動部分 11,615 11,805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502 –

預付款項－非流動部分 300 1,200

應收貸款及利息－非流動部分 11 1,514 278

15,808 15,534

流動資產
存貨 10,284 11,995

應收貸款及利息 11 13,857 10,58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906 14,809

預付租賃款項 381 381

一間合營企業欠款 9 –

銀行結餘及現金 3,139 10,073

39,576 47,844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097 2,607

已收按金 5 5

欠一名董事款項 494 2,003

欠一名少數股東款項 4,889 4,889

應付稅項 479 312

8,964 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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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30,612 38,02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6,420 53,56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859 859

儲備 46,891 53,34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7,750 54,207

非控制性權益 (1,330) (645)

總權益 46,420 5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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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其他儲備 累積虧損 小計
非控制性

權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859 158,099 710 – (86,611) 73,057 (555) 72,502

期內虧損，即期內
 全面開支總額 – – – – (10,666) (10,666) (21) (10,687)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59 158,099 710 – (97,277) 62,391 (576) 61,815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859 158,099 710 (4) (105,457) 54,207 (645) 53,562

期內虧損，即期內
 全面開支總額 – – – – (6,457) (6,457) (685) (7,142)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59 158,099 710 (4) (111,914) 47,750 (1,330) 46,420

附註：

繳入盈餘指根據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之重組所收購附屬公司之股份公平值超過因交換而發行之本公司股份
面值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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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耗用現金淨額 (4,906) (359)

投資業務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 (1,380)

給予一間合營企業之資本出資 (510) –

一間合營企業欠款增加 (9) –

投資業務所耗用現金淨額 (519) (1,380)

融資活動
償還銀行借貸 – (6,000)

欠一名董事款項減少 (1,509) (691)

融資活動所耗用現金淨額 (1,509) (6,691)

現金及等同現金減少淨額 (6,934) (8,430)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10,073 18,917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代表銀行結餘及現金 3,139 1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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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1. 一般資料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根據百慕達公司法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
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本公司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部科學館道9號新東海商業中
心1609室。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之功能貨幣相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從事投資控股、買賣汽車及放債
業務。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
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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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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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3.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惟下文所述者除外，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
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與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相關之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的會計處理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澄清可接受的折舊及攤銷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的權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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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所呈報之金
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13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4. 營業額

營業額代表買賣汽車及從事放債業務之已收及應收所得款項總額。以下為本集團營
業額之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買賣汽車 1,683 3,335

來自貸款融資之利息收入 1,618 1,751

3,301 5,086

5. 分部資料

向本公司董事會（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匯報的資料重點載述所交付貨物或所提供服
務，供其用作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的評估。主要經營決策者在設定本集團報告分部
時並無匯合所識別的經營分部。具體而言，本集團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下的
報告及經營分部如下：

買賣汽車 － 買賣及經銷汽車
放債 － 放債及信貸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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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5. 分部資料（續）

分部營業額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報告及經營分部劃分的營業額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買賣汽車 放債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683 1,618 3,301

分部業績 (6,213) 1,361 (4,852)

未經分配公司開支 (2,123)

除稅前虧損 (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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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5. 分部資料（續）

分部營業額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買賣汽車 放債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335 1,751 5,086

分部業績 (9,840) 1,489 (8,351)

未經分配公司收入 22

未經分配公司開支 (2,135)

財務費用 (37)

除稅前虧損 (10,501)

上文所呈報之分部營業額代表自外部客戶所產生之營業額。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並無分部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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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5. 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本集團按報告及經營分部劃分的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買賣汽車 放債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19,013 17,837 36,850

未經分配公司資產 18,534

總資產 55,384

分部負債 5,448 – 5,448

未經分配公司負債 3,516

總負債 8,964



17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5. 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及負債（續）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買賣汽車 放債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5,185 19,933 45,118

未經分配公司資產 18,260

總資產 63,378

分部負債 4,907 – 4,907

未經分配公司負債 4,909

總負債 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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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 167 186

7. 期內虧損

期內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核數師酬金：
 －審核服務 8 –

 －其他服務 118 110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1,576 3,225

預付租賃款項之攤銷 190 19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74 907

撇減存貨（計入行政開支內） 1,711 89

經營租約項下就租賃物業之最低租賃付款 540 776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124 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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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8. 股息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股息予本公司普
通股股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本公司董事決定，不會就中
期期間派付任何股息。

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約6,457,000港
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666,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859,146,438股（截至二零一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59,146,438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具攤薄潛在效應之普通
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約1,38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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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11. 應收貸款及利息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應收貸款及利息 15,371 10,864

分析為：
 流動 13,857 10,586

 非流動 1,514 278

15,371 10,864

貸款融資業務產生之有抵押應收貸款及利息乃以位於香港之物業作抵押，並按每年
介乎16.5%至30%（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7%至30%）之固定利率計息。
與客戶訂立之貸款的年期介乎1個月至180個月（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個
月至60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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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11. 應收貸款及利息（續）

下表說明於報告期間結算日之未償還應收貸款及利息（扣除累計減值虧損）根據提
取貸款日期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三個月 7,096 8,004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六個月 4,158 508

超過六個月 4,117 2,352

15,371 1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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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12. 股本

每股面值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千港元

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0.001 152,055,864,000 152,056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0.001 859,146,438 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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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

13. 關連人士交易

(a) 董事結餘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欠一名董事之非貿易結餘 494 2,003

(b) 主要管理人員之補償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董事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袍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479 47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6 16

495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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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業績

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營業額約為3,301,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上個期間」）減少35.10%（上個期間：5,086,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未
經審核虧損淨額約6,457,000港元，較上個期間改善39.46%。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上個期間：無）。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買賣汽車及放債。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核心業
務為汽車銷售及主要從事買賣及分銷二手左 汽車。核心業務之主要市場為中國內地。
於二零一四年發展之放債業務擴闊了本集團之營業額來源。

本期間內，全球經濟環境不穩定及中國內地市場增長放緩使汽車業務面臨挑戰。中國內
地汽車產能過剩引發的供需失衡導致新車售價下降並影響二手汽車的需求。本集團透過
與內地多個汽車分銷商的合作提升了在中國的品牌知名度及促進汽車業務的發展。即使
中國經濟增長可能放緩，本集團將採取積極審慎的管理策略以面對挑戰。

未來前景

全球經濟環境復甦緩慢加上中國內地市場發展放緩、二手汽車需求下降等，可能會於未
來一年持續影響本集團的二手左 汽車業務。放債業務將持續產生穩定收益。

本集團已與獨立第三方註冊成立新的合營企業於香港買賣全新的知名進口左 汽車，藉
此拓展中國大陸業務至廣東省以外。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25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董事會將盡最大努力物色新業務及投資機會，務求擴闊本集團之營業額來源。本集團亦
將繼續施行嚴格的成本控制、質量保證及開支控制，務求致力減省營運成本。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借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無）。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概無任何未履行的重大承擔。

於本期間結束時之流動比率為4.41（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87）。於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由於本集團並無借貸（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故於二零一
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經比較本集團之借貸總額與總權益後得出之資本負債比率（二零一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應收貸款及利息約為15,371,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864,000港元），並無應收貿易賬款（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及應付貿易賬款（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存貨約為10,284,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995,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為30,61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8,028,000港元）及資產淨值約為46,42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53,562,000港元）。同日，本集團銀行結存及現金約為3,139,000港元（二零一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73,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銀行
及其他借貸（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本公司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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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各分部項目金額，乃根據就分配資源予本集團各
項業務及地區分部及評估其表現而定期提供予本公司董事會（即主要經營決策者）之財
務資料而確定。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主要源自兩項業務。買賣汽車分
部之分部業績錄得虧損約6,213,000港元，而放債分部之分部溢利則約為1,361,000港
元。分部資料之詳情載列於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5。

鑑於本公司主要在香港經營業務，故並無呈列地區分部資料。

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有九名（上個期間：七名）僱員。員工薪酬與本
集團之財務業績及個別員工之表現有關。本集團之僱員薪酬政策會定期檢討。本期間內
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1,124,000港元（上個期間：1,099,000港元）。本公
司亦會為有需要之員工提供非經常性但必要的足夠在職培訓。

本集團自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起遵守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條例規定，為僱
員實行公積金計劃。

本集團已採納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正式批准的購股
權計劃，供參與者（包括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的董事及僱員）參與。自該計劃獲批准
以來，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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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將總賬面值約為13,52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3,733,000港元）之樓宇及預付租賃款項抵押，以就集團獲授的銀行借貸
作出抵押。

未來重大投資計劃及預期資金來源

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並無未來重大投資計劃。然而，管理層將繼續密切關注行業發展
及經營條件。遇有合適的對象或時機，本集團將尋求可為本集團帶來協同效應的公司或
項目進行投資。此外，管理層在彼等認為對本集團未來有利的情況下亦可能投資新業務
項目。鑑於未來業務發展，管理層或會通過集資或貸款為新項目提供資金。

外匯風險

本集團於香港營業，絕大部分交易以港元（「港元」）及英鎊（「英鎊」）計值及結算。本
集團外幣主要為英鎊及日圓（「日圓」）。外匯風險來自以本集團實體之功能貨幣以外的
貨幣計值的金融資產及交易。本集團擁有以日圓計值之銀行結餘及現金。本集團現時並
無外匯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會密切監察外匯風險，並將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
幣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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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披露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討論內部控制及包括審
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業績在內的財務報告事宜。

本公司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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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財務報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無）。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本中之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
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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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i) 本公司

董事姓名 所持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陳進財（附註a、b） 330,350,152 38.45%

盧素華（附註b、c） 330,350,152 38.45%

陳釗然（附註b） 202,575,000 23.58%



　華多利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報告29

其他資料披露

(a) 32,843,457股股份由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Eternal Victory Enterprises Inc.（「EVEI」）以單位
信託受託人身分持有，而該信託之單位由陳進財先生（「陳先生」）之家族成員所設立之一項全權信託持
有。陳先生持有EVEI全部已發行股份。

(b) 202,575,000股股份由永昌利投資有限公司（其股份之98%由陳先生持有，而陳先生妻子盧素華（Lo So 
Wa Lucy，前稱盧素華(Lu Su Hua)）及其兒子陳釗然各分別持有1%）實益持有。

(c) 盧素華（Lo So Wa Lucy，前稱盧素華女士(Ms. Lu Su Hua)）被視為於其配偶陳進財先生擁有的股份中
擁有權益。

(ii) 相聯法團

相聯法團名稱 董事姓名
所持

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權益類別

華多利汽車有限公司 陳進財 100,000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 個人
陳進財 2,800,000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 公司

 （附註）
陳釗然 2,800,000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 公司

 （附註）

附註：

該等2,800,000股無投票權遞延股份由華志半導體照明有限公司（前稱華多利生化有限公司及廣鴻興企業有
限公司）持有，而陳進財先生及陳釗然先生共同持有華志半導體照明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
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短倉。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所知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存置之
登記冊所記錄者，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以外的下列人士為本公司主要股東（定義
見上市規則），並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下列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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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披露

好倉

姓名 所持股份數目 持股百分比

永昌利投資有限公司（附註） 202,575,000 23.58%

林輝文 196,880,000 22.92%

附註：

永昌利投資有限公司由董事陳進財先生、盧素華女士（Lo So Wa Lucy，前稱盧素華(Lu Su Hua)）及陳釗然先生
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悉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
以外的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
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或短倉。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的守則
條文（「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2.1及A.4.2條者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分開，不應由同一名
人士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責任必須清楚劃分並以書面列明。於本期間內，陳進財先
生同時出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董事會相信，由同一名人士同時擔任主席及行政總
裁可確保本公司強勢一致的領導，使規劃及實施業務決策及策略時效益及效率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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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4.2條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特定任期的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
次。根據本公司細則第87(1)條，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及╱或董事總經理無需輪值退任或
於釐定退任董事人數時計算在內。董事會認為，穩定及延續性乃成功實施業務計劃之關
鍵因素。董事會相信，主席及董事總經理可持續履行其職務對本集團有利，因此，董事
會認為主席及董事總經理現時不應受到此安排之規限。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具體查詢有關董事是
否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實務準則。本公司信納全體董
事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應收或然代價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四日、二零一二年一月六日及二零一二年四月五
日的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六日的通函，本集團與Long Triumph 
Holdings Limited（「賣方」）及梁藹蘭女士（「擔保人╱梁女士」）就收購Jumbo 
Chance全部已發行股本（「Jumbo Chance收購」）訂立買賣協議（「該協議」），總代價
為60,000,000港元。代價將於完成時由本公司以i）現金38,000,000港元；及ii）發行
22,000,000港元承兌票據（「承兌票據」）支付。承兌票據為免息及不可轉換為本公司股
份。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本集團完成Jumbo Chance收購。

根據該協議，賣方及擔保人已共同及個別向本公司作出不可撤回及無條件之保證、擔
保及承諾，按本公司所接納執業會計師所編製Jumbo Chance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四月
一日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一年期間（「首個有關期間」）及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
日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一年期間（「第二個有關期間」）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所示，Jumbo Chance集團於該等期間之綜合純利不得少於15,000,000港元（「目標數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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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Jumbo Chance集團於首個有關期間及第二個有關期間各自之純利少於目標數額，則
本公司有權於發佈Jumbo Chance集團於首個有關期間及第二個有關期間之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後的七個營業日內，收取按目標數額減有關年度之純利計算得出之現金數額
（「不足金額」）。

不足金額將自根據承兌票據應付賣方之任何未付金額中扣除，倘仍不足以彌補不足金
額，則賣方須於刊發Jumbo Chance集團於有關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後七個營業
日內以現金支付予本公司。賣方及擔保人根據該協議須支付之不足金額在任何情況下均
不得超過30,000,000港元。

就首個有關期間而言，由於Jumbo Chance集團產生綜合虧損約3,962,000港元，且未
能達致目標數額，本集團於首個有關期間有權收取約18,962,000港元的不足金額。根
據該協議，本集團及賣方同意透過抵銷約18,962,000港元的承兌票據清償不足金額。

就第二個有關期間而言，由於Jumbo Chance集團亦產生綜合虧損約25,695,000港
元，且未能達致目標數額，本集團於第二個有關期間有權收取約11,038,000港元的不
足金額。根據該協議，本集團及賣方同意透過抵銷約3,038,000港元的承兌票據清償不
足金額，而不足金額（為賣方所結欠）的餘額4,000,000港元分類為其他應收款項（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00,000港元）。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陳進財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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