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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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72）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保德國際發展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客戶合約 573,046 1,229,198
 利息 4,531 3,742
 租金 203 1,735  

總收入 577,780 1,234,675
銷售成本 (572,715) (1,223,315)
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1,111 35,085
金融工具之（虧損）收益淨額 4 (281,483) 433,321
行政開支 (25,327) (24,750)
財務成本 (792) (317)
攤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48,563) 3,801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虧損 10 (345,687) (100,000)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695,676) 358,500
稅項 6 (134) (431)  

期間（虧損）溢利 (695,810) 358,069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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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411) (2,249)
 攤佔一間聯營公司其他全面開支 (28,246) (47,448)
 出售附屬公司時轉出儲備之重新分類調整 978 (6,597)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攤佔一間聯營公司其他全面開支 (7,171) (11,517)  

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35,850) (67,811)  

期間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731,660) 290,258  

期間（虧損）溢利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95,443) 357,808
 非控股權益 (367) 261  

(695,810) 358,069  

期間全面（開支）收益總額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731,293) 289,997
 非控股權益 (367) 261  

(731,660) 290,258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盈利 8
 基本 (34.46) 17.73  

 攤薄 不適用 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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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28,214 2,724
使用權資產 9 19,682 –
應收貸款 14 24,700 –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10 117,478 547,145
按攤銷成本列賬之債務票據 11 – 200,000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2 247,083 551,725  

437,157 1,301,594  

流動資產
存貨 72,061 1,094
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13 8,186 32,266
應收貸款 14 – 39,000
按攤銷成本之債務工具 11 200,000 –
持作買賣之權益投資 6,992 6,572
短期銀行存款、銀行結存及現金 105,732 65,553  

392,971 144,485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之資產 15 – 42,086  

392,971 186,57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 16 10,755 3,609
合約負債 62,246 –
應付稅項 311 331
租賃負債 – 於一年內到期 7,304 –  

80,616 3,940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之負債 15 – 6,818  

80,616 10,758  

流動資產淨額 312,355 175,813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49,512 1,477,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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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於一年後到期 1,031 –  

資產淨額 748,481 1,477,40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0,183 20,183
股本溢價及儲備 721,132 1,452,4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41,315 1,472,608
非控股權益 7,166 4,799  

權益總額 748,481 1,477,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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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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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規定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六有關披露之規定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之功能貨幣港元（「港元」）呈列。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及投資物業乃按公平價值計量。

除下文所述者及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所導致之會計
政策變動外，截至二零一九年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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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沿
用者相同。

收購不構成業務之附屬公司

當本集團收購一組不構成業務之資產與負債，本集團首先按該等資產及負債各自之公平價
值將購買價分配至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隨後按於購買日期各自之相對公平價值將購買價
餘額分配至其他個別可識別資產及負債，藉此識別並確認所收購之個別可識別資產及所承
擔負債。該項交易並無產生商譽或議價收購收益。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

於本期間，本集團於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且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
其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具有負補償特徵之提前付款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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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期間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
期間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之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
了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以及相關詮釋。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進行之過渡及產生之影響概要

租賃之定義

本集團已選擇可行權宜方法，就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 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識別為租賃之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而並無對先前並未識別為包括租賃之合約應用該準則。因此，本集團並無重新評估
於首次應用日期前已存在之合約。

就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之合約而言，本集團於評估合約是否包含租賃
時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載之規定應用租賃之定義。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累計影響於首次應用日期（二零一九年四月
一日）確認。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本集團透過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C8(b)(ii)號過渡條文按相
當於相關租賃負債之金額確認額外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於首次應用日期之任何差額於
期初累計溢利確認且比較資料不予重列。

於過渡時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之經修訂追溯方法時，本集團按逐項租賃基準
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且與各租賃合約相關之租賃應用以下可
行權宜方法：

(i) 依賴經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對租賃是否有相當價
值進行之評估作為減值檢討之替代方法；

(ii) 選擇不就租賃期於首次應用日期起計12個月內結束之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iii) 於首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撇除初始直接成本；及

(iv) 就類似經濟環境內相似相關資產類別對類似剩餘租期之租賃組合應用單一貼現率。
具體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物業若干租賃及香港物業若干租賃之貼現率乃
按組合基準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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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賃，當確認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已應用於首次應用日期相關
集團實體之遞增借款利率。所用相關集團實體之加權平均遞增借款利率介乎4.35%至5.63%。

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披露之經營租賃承擔 13,707 

按相關遞增借款利率貼現之租賃負債 13,057

減： 可行權宜方法 – 租賃期於首次應用日期起計12個月內屆滿 

 之租賃 (471)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確認
 之經營租約相關之租賃負債 12,586 

分析為：
 流動 4,262

 非流動 8,324 

12,586 

使用權資產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賬面值包括以下各項：

使用權資產

千港元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確認與經營租賃有關
 之使用權資產 12,586

對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租賃訂金之調整 112 

12,698 

按類別：
 辦公室物業 12,698 

附註：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之前，本集團將已付可退還租賃訂金視為應用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之租賃項下之權利及責任，並呈列於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項下。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項下之租賃付款定義，該等訂金並非有關相關資產使
用權之付款，故獲調整以反映過渡之貼現影響。因此，112,000港元已獲調整至已付可
退還租賃訂金及使用權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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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出租人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過渡條文，本集團毋須就本集團作為出租人之租賃作出任
何過渡調整，惟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自初步應用日期起為該等租賃入賬，而就
此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前，已收之可退還租賃訂金視作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

號之租賃之權利及責任。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租賃付款之定義，有關訂金並
非與資產使用權相關之付款，並已作出調整反映過渡之貼現影響。於過渡時已收租賃訂金
之貼現影響並不重大。

已對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之金額作出以下調整。並無載入未
受變動所影響之項目。

先前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報告之賬面值 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
之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 12,698 12,698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32,266 (112) 32,154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一年內到期 – (4,262) (4,262)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一年後到期 – (8,324) (8,324)

就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以間接法呈報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而言，營運資
金變動根據上文所披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期初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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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收入

本集團本期間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合約收入
 – 貿易收入 572,418 1,227,656

 – 管理及其他相關服務收入 628 1,542  

573,046 1,229,198  

利息收入
 – 提供融資之利息收入 2,525 1,425

 – 投資之利息收入 2,006 2,317  

4,531 3,742  

租金收入
 – 物業租金收入 203 1,722

 – 其他 – 13  

203 1,735  

577,780 1,23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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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合約收入之分析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貨品或服務類別

貿易收入
 – 金屬 567,913 1,206,538

 – 漁業產品 4,505 18,790

 – 農產品 – 2,328  

572,418 1,227,656

管理及其他相關服務收入 628 1,542  

573,046 1,229,198  

地理位置

香港 418,394 917,183

中國，不包括香港 149,315 289,355

加拿大 832 1,542

斯里蘭卡 4,505 21,118  

573,046 1,229,198  

倘貨品之控制權於交付貨品時轉移至客戶，則來自商品貿易之收入即時確認。來自提供管
理及其他相關服務之收入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採用投入法按時間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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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來自客戶合約收入與分部資料所披露金額之對賬。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貿易 融資 長期投資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收入 572,418 – – – 572,418
管理及其他相關服務收入 – – – 628 628     

來自客戶合約收入 572,418 – – 628 573,046     

提供融資之利息收入 – 2,525 – – 2,525
投資之利息收入 – – 2,006 – 2,006     

利息收入 – 2,525 2,006 – 4,531     

租金收入 – 物業租金收入 – – – 203 203     

總收入 572,418 2,525 2,006 831 577,780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貿易 融資 長期投資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收入 1,227,656 – – – 1,227,656
管理及其他相關服務收入 – – – 1,542 1,542     

來自客戶合約收入 1,227,656 – – 1,542 1,229,198     

提供融資之利息收入 – 1,425 – – 1,425
投資之利息收入 – – 2,317 – 2,317     

利息收入 – 1,425 2,317 – 3,742     

物業租金收入 – – – 1,722 1,722
其他 – – – 13 13     

租金收入 – – – 1,735 1,735     

總收入 1,227,656 1,425 2,317 3,277 1,23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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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分部乃根據就分配資源及表現評估用途而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士（「主要營運
決策人士」，即本公司執行董事）呈報之資料劃分如下：

貿易 – 商品貿易
融資 – 貸款融資服務
長期投資 – 投資項目包括長期債務票據及權益投資
其他投資 – 投資於證券買賣
化學品 – 化學品儲存服務*

其他 – 投資物業租賃、出租汽車及管理服務

*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透過收購附屬公司獲得可使用一幅開墾
土地之權利及其上若干化學品儲存及相關設施，以提供化學品儲存服務。分部於本
報告期末尚未投入營運。

有關上述經營分部（亦為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之資料呈報如下。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於回顧期內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劃分之本集團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貿易 融資 長期投資 其他投資 其他 分部總計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對外銷售 572,418 2,525 2,006 – 831 577,780 – 577,780        

業績

分部業績 (4,442) 1,816 (280,188) (274) (5) (283,093) – (283,093)       

中央行政成本 (17,602)

其他收入、其他收益
 及虧損 61

財務成本 (792)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
 業績 (48,563)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
 減值虧損 (345,687) 

除稅前虧損 (695,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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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貿易 融資 長期投資 其他投資 其他 分部總計 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對外銷售 1,227,656 1,425 2,317 – 3,277 1,234,675 – 1,234,675        

業績

分部業績 2,222 1,270 435,290 102 365 439,249 – 439,249       

中央行政成本 (17,934)

其他收入、其他收益
 及虧損 33,701

財務成本 (317)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
 業績 3,801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
 減值虧損 (100,000) 

除稅前溢利 358,500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之業績，惟不分配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薪酬）、若干其他收入、其他
收益及虧損、財務成本及與於聯營公司權益有關之項目。

4. 金融工具（虧損）收益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減少）增加 (281,209) 433,219

持作買賣權益投資公平價值（減少）增加 (274) 102  

(281,483) 43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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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溢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95 929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4,063 –

根據租賃物業之經營租賃須作出之最低租賃額 – 4,595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330 –

並已計入：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34,63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103  

6.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134 431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法案（「法
案」），實施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該法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簽訂成為法律，並於
次日刊憲。在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下，符合資格的集團實體的首2,000,000港元之利潤將按
8.25%徵稅，而超過2,000,000港元之利潤將按 16.5%徵稅。不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資格
之集團實體之利潤將繼續以16.5%之統一稅率徵稅。由於本集團在兩個期間並無來自香港
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企業所得
稅乃按中國附屬公司應課稅溢利之25%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由於相關附屬公司並無相關應課
稅溢利，故並無就所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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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派

於本中期內並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本公司董事議決不會就本中期期間派付任何
股息。

8.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期內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695,443) 357,808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股份數目 2,018,282,827 2,018,282,827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本公司及本集團之聯營公司並無潛在已發行普通
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本集團聯營公司之購股
權及認股權證（如適用）獲行使，此乃由於假設行使會導致每股盈利增加。

9.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之變動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集團分別使用 3,09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2,427,000港元）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此外，本集團透過收購附屬公司獲得可使用位於中
國南通洋口港用海範圍上所建設一幅開墾土地之權利，以及位於所建設土地上之在建中化
學品儲存及相關設施之若干在建工程。海域使用權之餘下租期為42年，並將於二零六一年
屆滿。於附屬公司收購日期分配予海域使用權（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在建工程（確認為物業、
廠房及設備）之代價分別為11,239,000港元及23,77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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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攤佔於香港上市之一間聯營公司之綜合資產淨值 946,988 1,030,968

商譽 1,177 1,177  

948,165 1,032,145

已確認累計減值虧損 (830,687) (485,000)  

117,478 547,145  

香港上市證券市值： 117,478 178,828  

聯營公司之減值評估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一間在香港上市之聯營公司（即保華集團有限公司（「保
華」））之權益之賬面值高於其上市證券之市場價值。本公司董事使用使用價值計算法評估
聯營公司權益之可收回金額，以評估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釐定聯營公司權益之估計使用
價值時，本公司董事已估計預期將自其聯營公司收取之股息及自最終出售聯營公司所產生
之估計未來現金流之現值，所用貼現率為年率 7%。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於損
益確認減值虧損100,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就本集團於聯營公司權益
已確認累計減值虧損485,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進行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評估，並釐定可收回金額
為公平價值減出售成本（乃根據直接分類為公平價值等級第一級之相同資產於活躍市場上
所報價格得出），原因是公平價值減出售成本高於使用價值。

為評估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使用價值，就減值測試而言，本公司董事已考慮預期將
自其聯營公司收取之股息及自最終出售聯營公司所產生之估計未來現金流之現值。本公司
董事預計，保華將繼續專注於撤資港口及物流業務，並重新專注具更高增長潛力之其他大
宗商品業務，尤其是液化天然氣業務，而非透過於可見將來宣派股息來向股東回饋撤資之
收益。因此，本公司董事修訂將從保華獲取之未來股息估計，並釐定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
十日聯營公司權益之使用價值低於其公平價值減出售成本。因此，使用公平價值減出售價
值作為聯營公司權益之可收回金額。

由於聯營公司權益之可收回金額低於其賬面值，進一步減值虧損 345,687,000港元已於截至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損益中確認，而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已確認之累計減
值虧損為830,68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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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攤銷成本列賬之債務票據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本集團與一名第三方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本集團（作為認購人）同
意認購而該名第三方（作為發行人，「發行人」）同意配發及發行100股優先股，總認購價為
200,000,000港元。優先股賦予本集團權利收取累計固定優先股息，直至二零二零年四月十
六日贖回日期為止有關股息按認購價2%的年利率計算。優先股由發行人之唯一股東作出
擔保，其就本集團利益以發行人全部股份簽立股份押記。

優先股以持有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之業務模式持有，而優先股之合約條款令於指定日期
產生之現金流量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息。因此，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所認購優先股入賬為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票據。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優先股產生之股息 2,006,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1,841,000港元）於損益中確認為投資之利息收益（計入收入）。

12.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基金（附註 (a)） 231,483 536,125

非上市權益投資（附註 (b)） 15,600 15,600  

247,083 551,725  

附註：

(a) 非上市基金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本集團與若干獨立第三方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本集團
同意作為有限合夥人，以現金 2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 156,000,000港元）之總代價認購
於韓國成立之私募股權基金（「該基金」）之股份。該基金主要投資於韓國交易所上市
公司之股份。該基金由一名基金經理管理，而該基金之有限合夥人無權參與該基金
之管理。本集團作為該基金之有限合夥人，無權參與該基金之財務及經營決策。因此，
本集團對該基金並無重大影響力，而該基金並無入賬為一間聯營公司。於二零一九
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該基金之股份佔該基金已發行股本約29.71%（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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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該基金入賬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於二
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該基金之公平價值為 231,48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536,125,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已於損益中確認公平價
值虧損281,209,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公平價值收益433,219,000港元）。本公司董事認為，
該基金持有作長期策略投資目的，因此，該投資分類為非流動。

(b) 非上市權益投資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本集團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作為有限合夥人，以
現金2,000,000美元（相當於約15,600,000港元）之總代價認購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的獲豁免有限合夥公司之股份（「投資事項」）。投資事項主要投資於在韓國從事韓國
流行音樂學院及經理人業務的私營實體。本集團作為於投資事項之有限合夥人，無
權參與投資事項之財務及經營決策。因此，本集團對投資事項並無重大影響力，而投
資事項並無入賬為一間聯營公司。有關認購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完成。本集團持有投
資事項之股份佔投資事項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 20%（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20%）。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投資事項入賬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於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投資事項之公平價值為 15,6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
一日：15,600,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公平價值收益╱
虧損於損益中確認。本公司董事認為，投資事項持有作長期策略投資目的，因此，投
資事項分類為非流動。

13. 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 貨品及服務 – 1,932

 – 利息 3,038 4,170  

3,038 6,102  

預付供應商款項 – 1,025

預付開支、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148 25,139  

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5,148 26,164  

8,186 3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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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根據發票╱送貨單日期所作之賬齡分析：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0–30日 1,361 4,901

 31–60日 340 224

 61–90日 340 106

 90日以上 997 871  

3,038 6,102  

14. 應收貸款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有抵押 11,700 39,000

無抵押 13,000 –  

24,700 39,000  

就申報目的分析為：
 流動資產 – 39,000

 非流動資產 24,700 –  

24,700 39,000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應收貸款按合約年利率（亦相等於實際利率）介乎7%至10.5%計
算固定利息，須於相關貸款協議兩週年當日或之前任何時間償還。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
日之有抵押應收貸款11,700,000港元以借款人所持可換股債券之金融工具之抵押品作抵押。

由於應收貸款於報告期末尚未逾期，本公司董事認為，結餘之信貸風險自首次確認以來未
有顯著上升。因此，本集團以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評估相當於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12個月
預期信貸虧損」）之減值結餘。貸款已於報告期末後獲悉數償付。由於本集團之信貸虧損風
險極小，並無確認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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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貸款來自獨立於本集團之實體Eastern Yangtze Development 

(HK) Limited（「EYD(HK)」）。應收貸款以美元計值，按合約利率（亦相等於實際利率）計算固
定利息，年利率為10%，並以與EYD(HK)股份相關之股份押記作抵押。應收貸款須於二零一
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計一年內償還。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EYD(HK)以現金向本集團償還貸款本金額及利息分
別15,600,000港元及3,900,000港元。就償付欠本集團餘下未償還應收貸款及應收利息分別
23,400,000港元及1,210,000港元而言，EYD(HK)透過貸款資本化發行及配發 9,000,000股新股
份予本集團。於完成交易後，本集團獲得EYD(HK)及其附屬公司之控制權，EYD(HK)及其
附屬公司成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

15. 出售持作出售組別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正在出售若干附屬公司（合稱「Illuminate Investment 
Group」）的全部股權，Illuminate Investment Group之主要業務為持有位於加拿大作自用及賺取
租金之辦公物業，以及提供管理及其他相關服務。本集團已與有意人士進行磋商，而本公
司董事已承諾在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後十二個月內出售於附屬公司之股權。附屬公司
應佔之資產及負債已獲重新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組別，並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分開呈列（見下文）。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分類為持作出售之附屬公司主要類別資產及負債如下：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4,923

投資物業 34,408

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1,689

短期銀行存款、銀行結存及現金 1,066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總資產 42,086 

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 (2,340)

遞延稅項負債 (4,478)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總負債 (6,818)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已完成出售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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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 523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 10,755 3,086  

10,755 3,609  

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按發票╱送貨單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0–30日 – 257

 31–60日 – 221

 90日或以上 – 45  

–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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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財務表現回顧

於本期間，本集團仍然以投資控股業務為主，當中包括於保華集團有限公司（「保
華」）的策略性投資、於其他金融資產和證券的投資、提供融資、物業投資及商品
貿易業務。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695,443,000港元（二零一八年：收
益357,808,000港元）及每股基本虧損 34.46港仙（二零一八年：每股基本盈利 17.73港
仙）。本期間虧損之主要原因為 (a)金融工具公平價值虧損，尤其是本公司於AFC 
Mercury Fund之投資、(b)分佔聯營公司業績之虧損、及 (c)於本集團聯營公司保華
之權益之減值虧損。

上述公平價值虧損或減值虧損為非現金性質，對本集團經營現金流量並無任何
影響，董事會對本集團前景仍然樂觀。

上市策略性投資項目

保華

保華以香港為基地，專注於中國長江流域之港口和基礎建設之開發及投資，以
及港口和物流設施之營運，亦從事與港口及基礎建設開發相關之土地和房產開
發及投資，以及證券及庫務投資業務，並通過其聯營公司保華建業集團有限公司，
提供全面之工程及物業相關之服務。

保華於本期間錄得擁有人應佔虧損205,348,000港元。於本期間，本集團分佔保華
虧損48,563,000港元（二零一八年：溢利3,801,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保華之權益約為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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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融資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融資業務繼續貢獻有溢利之分部業績，呈報溢利為1,816,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1,270,000港元），較上一個期間增加 43%。於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貸款組合金額為24,7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39,000,000港元）。

商品貿易

於本期間，本集團繼續經營其貿易業務，專注於商品貿易，包括電解銅、鎳餅及
漁業產品。此業務產生收入 572,41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227,656,000港元），並
錄得分部虧損4,442,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分部溢利2,222,000港元）。

於本期間，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開展金屬貿易業務，並由上海一具備豐富及獨
到的金屬貿易營運經驗之管理團隊所經營。金屬貿易業務仍為本集團主要收入
來源之一。於本期間，大宗商品市場陷入停滯，導致整體收入下降。此乃主要由
於中美貿易戰之緊張局勢使中國及亞洲之製造業繼續進一步減弱。

長期投資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長期投資錄得收入2,006,000港元（二零一八年︰2,317,000港
元）及分部虧損280,18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分部溢利435,290,000港元）。本期
間之分部收入及分部虧損主要由於有關千洋投資有限公司之優先股股息及AFC 
Mercury Fund之未變現虧損所致。

其他投資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其他投資貢獻分部收入為零（二零一八年︰無）及分部虧損
274,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分部溢利102,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股權投資組合金額為 6,992,000港元（二零一
九年三月三十一日︰6,572,000港元），並由一間於香港上市之公司之股份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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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於本期間，本集團其他業務貢獻分部收入831,000港元（二零一八年：3,277,000港元）
及分部虧損5,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分部溢利365,000港元）。本集團其他業務主
要為出租位於加拿大的辦公室處所及共管酒店及於加拿大提供物業代理服務。

於本期間，本集團獲得物業租金收入203,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722,000港元）及
管理服務收入62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542,000港元）。於本期間，出售主要從
事持有上述物業及提供物業代理服務之附屬公司經已完成。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為830,128,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1,488,16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44.2%。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本 公 司 擁 有 人 應 佔 權 益 為 741,315,000港 元（二 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472,608,000港元），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減少
731,293,000港元或49.7%，有關減少主要是由於金融工具公平價值虧損及本集團
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虧損所致。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的融資及庫務政策管理其流動資金需要。目標為保持有充
裕資金應付營運資金所需，以及於機會來臨時把握投資良機。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為392,971,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86,571,000港元）及 80,61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
一日：10,758,000港元）。因此，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約為4.9（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
一日：17.3）。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存款、銀行結存及現金為105,732,000港元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65,553,000港元），以及銀行及其他借款為零港元（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無）。由於本集團處於淨現金狀況，故於二零一九年九
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為零。資產負債比率按借
款淨額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借款淨額乃借款扣除銀行存款、銀行
結餘及現金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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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或出售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本集團宣佈訂立協議，以出售 Illuminate Investment Group的
全部股權，Illuminate Investment Group之主要業務為持有位於加拿大作自用及賺取
租金之辦公物業，以及提供管理及其他相關服務。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已與有意人士進行磋商，而本公司董事已承諾在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後十二個月內出售於附屬公司之股權。於本期間，已完成出售附屬公司。

於本期間，本集團透過貸款資本化完成收購EYD(HK) 90%股權。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五日，保德信貸有限公司（「保德信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
EYD(HK)訂立 (i)貸款資本化契據，據此，EYD(HK)及保德信貸同意將貸款未償還
總額為數4,000,000美元及未償還應計利息約 286,016美元資本化為資本化股份，
即9,000,000股EYD(HK)股份（相當於EYD(HK)經擴大股本之90%），將配發及發行
予保德信貸或其代名人。完成後，EYD(HK)成為本公司之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五日之公佈。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回顧期內並無其他重大之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之收購及出售。

外匯管理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加拿大元、人民幣及美元
為單位。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外匯遠期合約、貨幣掉期或其他金融衍
生工具作對沖用途。然而，管理層不時監察外匯風險。倘匯率波動加劇時，本集
團將採取適當的措施。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抵押資產以獲得任何銀行貸款（二零一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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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建設化學品儲存及相關設施以經營
EYD(HK)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位於中國之化學品儲存業務而訂立之建築合約之
資本承擔為55,839,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已發行證券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共有2,018,282,827股已發行股份。於本期間本公司之
資本架構並無變動。本公司之股本僅包括普通股。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本期間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共 35名僱員。本集團酬金政策是為確保
本集團設有合適以及與本集團之方針及目標相符之薪酬架構。僱員薪酬乃因應
僱員之技能、知識及對本公司事務之參與程度，並參考本公司之表現與業界之
薪金水平及當時市況而釐定。酬金政策最終旨在確保本集團有能力吸引、挽留
及鼓勵高質素之團隊精英，彼等對本公司之成功尤為重要。本集團亦提供福利
予僱員，包括酌情花紅、培訓及公積金。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乃為合資格參與者
（包括僱員）設立。於本期間並無授出購股權，且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於本
公佈日期概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間後及截至本公佈日期並無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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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未來，在下半年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下，全球經濟仍具挑戰。中美貿易糾紛
使到經濟及貿易摩擦持續加劇，導致國際貿易流疲弱及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增加。
然而，市場波動或會為全球貿易模式帶來變化及新趨勢，兩者均迎來新機遇。本
集團將繼續重新分配資產，對現有資產組合進行重新分配及大力推行本集團的
新業務策略。此項新的業務策略將帶領本集團重回正軌，邁向增長及可持續發展。

於本期間，本集團透過收購中國一個項目作出策略投資，以獲授予使用位於中
國江蘇省南通洋口港之海域使用權，並正於其上興建營運化學品儲存的基建設
施。有關投資加強本集團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一旦化學品儲存業務投入營運，
將於可見將來為本集團開拓新的收入流。

宏觀前景方面，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比其他新興亞洲國家仍處於較低水平。
中國處於經濟增長起飛的時期，預計此趨勢長遠而言將會持續，令中國成為未
來引領全球經濟的火車頭。有關增長亦受惠於中國「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倡議
等基建設施及貿易通道網絡穩步擴張，以及於全球不少國家的策略定位。本集
團有充分信心繼續制定策略，於未來幾年抓緊一帶一路倡議的機遇壯大業務。

面對全球經濟動盪，本集團將在艱難的宏觀環境下採取堅實的投資策略，並審
慎透徹考慮目前經營業務的類別、投資成本及資本架構，致力於商機出現時抓
緊合適的投資機遇，銳意為股東帶來最大回報，同時降低虧損。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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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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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除外，原因為：

守則條文第A.2.1條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列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須予區分，不
應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區分須清楚訂明並以書面方式列出。

偏離

由於本公司執行董事程民駿先生自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起兼任董事會主席及
本公司董事總經理兩個職位，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角色，
令規劃及實施商業計劃更有效率及見效，董事會亦相信已適當確保權力及權利
之平衡。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已持續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
出具體查詢後，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標準。

審閱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並未經審核，惟已由核數師德
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由
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以及本公司的審計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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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佈已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上市公
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之網站www.ptcorp.com.hk 「投資者關係」一頁刊登。中期報
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內刊登。

承董事會命
保德國際發展企業有限公司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程民駿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程民駿先生（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蘇家樂先生、許微女士、楊劍庭先生及葛侃寧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任廣鎮先生、黃以信先生及林易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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