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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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公
佈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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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GLE RID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鷹 力 投 資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01）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鷹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業績（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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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益 (4) – 350,000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 
收益淨額 – 154,789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4) 489,166 497,253
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 (16,103,850) (23,337,288)

  

經營虧損 (5) (15,614,684) (22,335,246)
財務費用 (6) (5,999,424) (2,474,343)

  

除稅前虧損 (21,614,108) (24,809,589)
所得稅開支 (7)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及 
全面開支總額 (21,614,108) (24,809,589)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簿 (9) (1.20)仙港元 (1.38)仙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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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傢俬、裝置及設備 17 1,513
使用權資產 13,070,460 –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10) 16,619,154 16,540,214
租賃按金 – 2,372,498

  

29,689,631 18,914,225
  

流動資產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50,515,790 882,335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10) – –
現金及銀行結餘 3,036,127 14,446,518

  

53,551,917 15,328,853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3,679,887 2,969,696
租賃負債 4,255,030 –
無抵押借貸 (11) 19,839,156 21,977,858
公司債券 (12) 10,050,259 –

  

37,824,332 24,947,554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15,727,585 (9,618,70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5,417,216 9,295,52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7,700,850 –
無抵押借貸 (11) 54,327,796 4,013,389
公司債券 (12) 57,696,280 57,975,737

  

119,724,926 61,989,126
  

負債淨值 (74,307,710) (52,693,60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22,544,485 22,544,485
儲備 (96,852,195) (75,238,087)

  

資本不足 (74,307,710) (52,693,602)
  

每股股份負債淨值 (9) (0.0412) (0.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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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資料（「中期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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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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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財務資料不包括全份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資料，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本中期財務資料為未經審核，惟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獲批准刊發。

持續經營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錄得虧損淨額約21,614,000港元，且截至該日，
本集團錄得負債淨值約 74,308,000港元。於編製該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本公司的董事會
對本集團的未來流動性給予審慎的考慮。本公司的董事已採用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該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及已實施以下措施以改善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和流動性及現金流量狀況。

— 胡海松先生（「最終控制方」）確認儘管尚欠的貸款於十二個月內到期，惟於本集團在
財務上有能力償還款項前並不會要求本集團還款以及他願意向本集團提供持續財
務支援以供本集團應付其財務需要；及

— 本公司考慮以發行額外權益或債務證券的方式募集資金。

經考慮上述措施，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以撥付其營運及到期之財務
責任，故信納以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做法為恰當的。

倘本集團無法繼續按持續基準營運，則須按清算基準作出調整以將資產價值撇減至其可
收回金額，為可能產生之任何進一步負債作出撥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
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此等潛在調整之影響並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反映。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允價值計量之若干財務工具則除外。

除應用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編製本期間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所使用之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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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的預付款特徵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改、削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合營、聯營企業中的長期權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不確定事項的處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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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相關準則及修訂的過渡條文採用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會計政
策、已呈報金額及╱或披露的變動如下文所述。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及會計政策變動

本集團於本期間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詮釋。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產生的會計政策主要變動

租賃的定義

倘合約附帶於一段時間內控制所識別資產的用途以交換代價的權利，則合約為或包含租
賃。

就於首次應用日期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項下的定義於初始或修改日期評估該合約是否為或包含租賃。除非合約的條款及條件其
後出現變動，否則有關合約將不予重新評估。

作為承租人

分配代價至合約組成部分

就包含一項租賃組成部分及一項或多項額外租賃或非租賃組成部分的合約而言，本集團
根據租賃組成部分的相對單獨價格及非租賃組成部分的單獨價格總和將合約代價分配
至各個租賃組成部分。

作為實務處理方法，當本集團合理預期對財務報表的影響與組合內的單獨租賃並無重大
差異時，性質相似的租賃按組合基準入賬。

非租賃組成部分及租賃組成部分按彼等相對獨立的價格分開。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

本集團將短期租賃確認豁免應用於其停車位及員工宿舍的租賃，有關租賃的租賃期為自
開始日期起十二個月或以下並且不包括購買選擇權。其亦應用確認豁免於低價值資產租
賃。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的租賃付款在租賃期內按直線法確認為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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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產

除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外，本集團於租賃開始日期（即相關資產可供使用當日）確
認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計量，並於租賃負債重新
計量時作出調整。

使用權資產的成本包括：

• 租賃負債的初步計量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的任何租賃付款，減任何已收租賃優惠；

• 本集團產生的任何初始直接成本；及

• 本集團於拆解及搬遷相關資產、復原相關資產所在場地或復原相關資產至租賃的條
款及條件所規定的狀況時產生的成本估計。

使用權資產以直線法於其估計使用年期及租期以較短者為準內計提折舊。

本集團將使用權資產呈列為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的獨立項目。

可退回租賃按金

已付的可退回租賃按金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計算，並初步按公允價值計量。
初步確認公允價值的調整被視為額外租賃款項，並計入使用權資產的成本內。

租賃負債

於租賃開始日期，本集團按該日未付的租賃付款現值確認及計量租賃負債。本集團使用
租賃開始日期的增量借款利率計算租賃付款的現值。

租賃付款包括：

• 固定付款（包括實質性的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

• 視乎指數或比率而定的可變租賃付款；

• 根據剩餘價值擔保預期將支付的金額；

• 本集團合理確定行使購買權的行使價；及

• 於租期反映本集團會行使選擇權終止租賃時，終止租賃的相關罰款。

於開始日期後，租賃負債根據利息增長及租賃付款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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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的修改

倘出現以下情況，本集團會將租賃的修改作為單獨租賃入賬：

• 該項修改通過增加使用一項或多項相關資產的權利擴大了租賃範圍；及

• 租賃代價增加，增加的金額相當於範圍擴大對應的單獨價格，加上為反映特定合約
的實際情況而對單獨價格進行的任何適當調整。

就未作為一項單獨租賃入賬的租賃修改而言，本集團基於透過使用修改生效日期的經修
訂貼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付款的經修改租賃的租期重新計量租賃負債。

稅項

就計量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關租賃負債的租賃交易的遞延稅項而言，本集團首先
釐定稅項扣除是否歸屬於使用權資產或租賃負債。

就稅項扣減可歸因於租賃負債的租賃交易而言，本集團將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的
規定應用於整筆租賃交易。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的暫時性差額按淨額基準評估。使用
權資產的折舊超出租賃負債本金部分租賃付款的差額會導致產生可扣減暫時性淨差額。

因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及產生的影響概要

租賃的定義

本集團已選擇就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或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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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為租賃的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所載的
可行權宜方法。故此，本集團並不會對先前並未識別為包括租賃的合約應用該等準則。
因此，本集團並無重新評估於首次應用日期前已存在的合約。

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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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所載的規定應用租賃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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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一
月一日）確認。於首次應用日期的任何差額於期初累計溢利確認且比較資料不予重列。本
集團已計量 (i)餘下租賃付款的租賃負債現值，並就於初始應用日期採用遞增借貸利率貼
現；及 (ii)金額等同於租賃負債的使用權資產，並就緊接初始應用日期前於簡明綜合財務
狀況表確認的租賃相關的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金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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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渡時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的經修訂追溯方法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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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租賃應用以
下可行權宜方法：

• 通過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作為減值審閱的替代方法，
以評估租賃是否屬有償；

• 選擇不就租期於首次應用日期起計12個月內結束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 於首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撇除初始直接成本；及

• 就類似經濟環境內相似類別相關資產的類似剩餘租期的租賃組合應用單一貼現率。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使用以下選擇性實際權
宜辦法：

• 對於租期自首次應用日期起12個月內終止之租賃應用短期租賃豁免。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產生之影響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港元

已披露之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租賃承擔 1,800,469
 

減：
確認豁免— 低價值資產 (162,884)
確認豁免— 短期租賃 (1,637,585)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租賃負債 –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使用權資產賬面值包括以下各項：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港元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與已確認經營租賃相關的使用權資產 808,000
重新分類自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372,498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計入傢俬、裝置及設備的款項 –

減：
確認豁免— 短期租賃 (3,180,498)

 

–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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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收益及虧損淨額主要來自
投資於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本公司董事認為，由於
該等交易面對相同風險及享有共同回報，因此，該等業務構成一項業務分類。鑑於本集
團之經營性質為投資控股及買賣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提供經營虧損之業務
分類分析意義不大。

地區分類

本集團本期間╱年內之分類資產及負債（包括傢俬、裝置及設備、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
財務資產、無抵押借貸及公司債券）按地區市場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新加坡 香港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資產 16,619,154 17 16,619,171
未分配資產 66,622,377

 

資產總值 83,241,548
 

分類負債 – 141,913,491 141,913,491
未分配負債 15,635,767

 

負債總值 157,549,258
 

（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新加坡 香港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分類資產 16,540,214 1,513 16,541,727

未分配資產 17,701,351
 

資產總值 34,243,078
 

分類負債 – 83,966,984 83,966,984

未分配負債 2,969,696
 

負債總值 86,93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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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收益及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元 港元

收益
來自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債券利息收入 – 350,000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淨額
來自共用辦公室之收入 120,000 480,000

利息收入 291,395 103,640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76,921 (86,507)

其他收入 850 120
  

489,166 497,253
  

5. 經營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元 港元

經營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投資管理費 1,110,000 1,110,000

傢俬、裝置及設備之折舊 1,496 654,258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1,188,224 –

租賃負債之利息開支 77,300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76,921) 86,507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收益淨額 – (154,789)

下列項目之經營租約租金：
 — 短期租賃 140,100 –

 — 最低租賃付款 – 4,294,568

董事酬金及員工成本
 — 薪金、津貼及其他實物福利 5,830,289 6,568,412

 — 強積金計劃供款 68,419 9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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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元 港元

下列各項之利息：
董事之貸款 308,746 308,817

持牌放債公司貸款 419,033 494,447

第三方貸款 2,399,159 262,436

公司債券（附註12） 2,795,186 1,408,643

租賃負債 77,300 –
  

5,999,424 2,474,343
  

7.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
故並無於該兩個期間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8. 股息

本期間概無派付、宣派或建議宣派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
元）。

9. 每股股份負債淨值及每股虧損

每股股份負債淨值

每股股份負債淨值的計算方法為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包括的負債淨值74,307,710港
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負債淨值 52,693,602港元）除以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1,803,558,784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03,558,784股）。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期間虧損21,614,108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4,809,589港元）及於報告期末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1,803,558,784股（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803,558,784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尚未行使的潛在普通股，故
每股攤薄虧損金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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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非流動資產
於海外非上市股本投資 16,619,154 16,540,214

  

流動資產：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投資 – –

  

本集團擁有下列股本投資：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接受投資公司名稱
登記╱註冊
成立地點

所持
股份數目

有效的
股權權益 賬面值

重估所
產生之
未變現

收益（虧損） 匯兌收益
公允價值╱
市場價值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非上市股本投資
E-Com Holdings Pte. Ltd. 

（「E-Com」）
新加坡 1,259,607 23.70% 16,540,214 – 78,940 16,619,154

      

上市股本投資
德普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德普」）
開曼群島 17,634,000 0.22% – – – –*

國能集團國際資產控股 

有限公司 

（「國能國際資產」）

百慕達 896,000 0.12%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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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接受投資公司名稱
登記╱註冊
成立地點

所持
股份數目

有效的
股權權益 賬面值

重估所
產生之未
變現虧損 匯兌虧損

公允價值╱
市場價值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非上市股本投資
E-Com 新加坡 1,259,607 23.70% 18,424,082 (1,585,152) (298,716) 16,540,214

    

上市股本投資
德普 開曼群島 17,634,000 0.22% – – – –*

國能國際資產 百慕達 896,000 0.12% 465,920 (465,920) – –#
    

465,920 (465,920) – –
    

* 聯交所已自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九日起暫停買賣德普的股份，且於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其仍處於停牌狀態，因此，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市場價值被認為為零港元。

# 茲提述國能國際資產日期為 (i)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一日及十五日以及二零一八年九
月十八日及十九日有關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決定在首次退市階段安排國能國際資產
的公告；(ii)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及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及十三日有關上
市（覆核）委員會第二次審閱；及 (iii)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有關上市（覆核）委員會作出
第二次審閱以支持決定暫停買賣國能國際資產的股份，因此，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國能國際資產的市值被視為零港元。

聯交所已自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起暫停買賣國能國際資產的股份，且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其仍處於停牌狀態，因此，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市場價值被認為
為零港元。

11. 無抵押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流動負債
— 董事之貸款 a 11,304,787 10,996,041
— 持牌放債公司貸款 b 7,533,335 9,985,535
— 第三方貸款 c 1,001,034 996,282

  

19,839,156 21,977,858
  

非流動負債
— 第三方貸款 c 54,327,796 4,013,389

  

74,166,952 25,99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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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董事之貸款

來自最終控制方的貸款按固定年利率6%計息及須於一年內償還。

(b) 持牌放債公司貸款

貸款來自獨立持牌放債公司，按固定年利率 10%計息及為期一年。實際年利率介乎
10.47%至10.58%。

(c) 第三方貸款

貸款來自獨立第三方，按固定年利率介乎6%至8%計息及為期一至五年。實際年利率
介乎8.78%至19.03%。

12. 公司債券

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31,447,683

發行債券（經扣除交易成本） 25,350,000

實際利息開支 3,228,054

利息支付 (2,050,000)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57,975,737
發行債券（經扣除交易成本） 8,350,000
實際利息開支（附註6） 2,795,186
利息支付 (1,374,384)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7,746,539
 

即期部分 10,050,259
非即期部分 57,696,280

 

67,746,539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即期部分 –

非即期部分 57,975,737
 

57,975,737
 

債券之實際年利率介乎6.99%至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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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每股面值
0.0125港元
之普通股數 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80,000,000,000 1,00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1,803,558,784 22,544,485

  

本期間內，本公司之股本並無任何變動。

14. 關連方披露

(a) 交易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在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下列重大的關連方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關連方名稱 交易性質 港元 港元

財富榮耀資產管理有限
公司

投資管理費 1,110,000 1,110,000
來自共用辦公室之收入 (120,000) (480,000)

最終控制方 貸款利息開支 308,746 308,817
  

(b) 結餘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關連方名稱 結餘性質 港元 港元

財富榮耀 其他應收款項  
— 應收來自共用辦公室之收入 160,000 40,000

最終控制方 來自董事之貸款 (11,304,787) (10,996,041)
  

15.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獲一間受規管證券
經紀行授予孖展信貸，當中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市場價值零港元被質押為
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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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鷹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之投資工具將會以從事（但
不限於）石油行業之上市及非上市公司之股本證券、股本相關證券或債務相關
工具之形式制訂。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多元化之投資組合，涵蓋教育及證券
投資等不同業務板塊。本集團資產總值為約83,242,000港元，其中非流動部分
及流動部分分別為約 29,690,000港元及53,552,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資產淨值為約 15,728,000港元，其中包
括應付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和應付款項約 3,680,000港元、來自持牌放債公司
的無抵押貸款約 7,533,000港元、董事之貸款約11,305,000港元及來自第三方的
無抵押貸款約 1,001,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負債淨值為
約74,308,000港元。

本集團充份瞭解負債淨值狀況。因此，為了扭轉狀況，本集團將會探討各種
方法以加強財務狀況及優化資本結構，包括可能集資。

財務回顧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債券利息收入零港元（截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5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
為約21,614,000港元，因為本期間行政及其他營運開支減少，較去年同期虧損
淨額約24,809,000港元，虧損淨額減少約3,195,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約3,036,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4,447,000港元）。此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錄得虧損淨額約21,614,000港元，且截至該日，本集團錄
得負債淨值約 74,308,000港元。本公司的董事對本集團的未來流動性給予審慎
的考慮。本公司的董事已實施以下措施以改善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和流動性及
現金流量狀況。

1. 本集團將尋求獲得額外資金，包括但不限於借貸、發行額外股本或債務證
券；

2.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最終控股股東胡先生以書面確認，儘管尚欠的貸款
於十二個月內到期，惟於本集團在財務上有能力償還款項前並不會要求
本集團還款以及他願意向本集團提供持續財務支援以供本集團應付其財
務需要。



– 17 –

經考慮上述措施，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以撥付其營運及
到期之財務責任，故信納以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
做法為恰當的。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並無獲一間受規管證券經紀行授予孖展信貸（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零港元），當中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之市場價值
約零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零港元）被質押為抵押品。

本公司因擁有財務資產外幣投資而須承受外匯風險。本集團主要承受新加坡
元波動之影響。關於新加坡元兌換港元，董事會認為其外匯風險極微。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本期間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
元）。

資產負債比率

資 產 負 債 比 率（總 借 貸╱總 資 產）為179.74%（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245.21%）。

訴訟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概無獲悉任何尚未了結之訴訟（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並 無 任 何 或 然 負 債（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無）。

僱員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 9名僱員，包括一名執行董事，而於其二
零一八年年報所載之有關人力資源之資料並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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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展望未來，預期二零一九年下半年投資市場仍將面臨挑戰。儘管如此，本集
團將繼續採取及維持審慎的投資方針，並把握市場脈搏，以靈活投資風險的
策略，確保為其股東帶來最佳回報。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載列之
原則、守則條文及建議最佳常規而作出。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
治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及（如適用）若干建議最佳常規，惟下文所闡釋之
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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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股東之意見有公正之了解。全體董事獲鼓勵出席本公司之股
東大會及各董事均盡力出席。然而，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非執行董事
由於須處理其他私人事務，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五日舉行之股
東週年大會。

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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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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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證券交易之規定標準。經本公司
作出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之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
內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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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財務資料

本期間之本集團中期財務資料為未經審核，惟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刊載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業 績 公 佈 於 本 公 司 網 站www.eaglerideinvestment.com及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刊載。本公司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於上述
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鷹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董樹新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八名董事。執行董事為陳耀彬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胡海松先生、董樹新先生、黨銀良先生及丁世國先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桂生悅先生、王憲章先生及熊敬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