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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小型及中型
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一般為小型及中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
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
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中國之

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就本報告

負全責，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

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報

告任何聲明或本報告有所誤導。

本報告將由刊登日期起最少7天於GEM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刊

載，亦將於本公司指定網站(www.irasia.com/listco/hk/chinatrustful/)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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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截至2020

年9月30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資料及其於2019年相應期間的未經審

核比較數字如下：

財務概要

•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經營所得收益為零港元（截至2019年9月

30日止九個月：約137,44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37,449,000港元或

100%。

•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之虧損約為599,935,000港元（截至2019年9月30

日止九個月之溢利：約1,60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601,544,000港元或

37,386%。

•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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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 19,793 – 137,449
銷售成本 – (3,822) – (103,022)    

毛利 – 15,971 – 34,427
利息收入 – 2 – 94
其他收益╱（虧損） 81 (1,307) 962 (354)
銷售及分銷開支 – (187) – (883)
行政開支 (1,206) (11,583) (8,062) (27,819)
其他開支 (17) – (592,832) –    

來自經營業務之（虧損）╱溢利 (1,142) 2,896 (599,932) 5,465
融資成本 (1) (94) (3) (369)    

除稅前（虧損）╱溢利 (1,143) 2,802 (599,935) 5,096
所得稅開支 4 – (1,807) – (3,487)    

期內（虧損）╱溢利 (1,143) 995 (599,935) 1,609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除稅後）：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 (17,596) – (18,182)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1,143) (16,601) (599,935) (1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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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143) (1,221) (599,935) (2,754)
非控股權益 – 2,216 – 4,363    

(1,143) 995 (599,935) 1,609    

期內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43) (18,328) (599,935) (20,395)
非控股權益 – 1,727 – 3,822    

(1,143) (16,601) (599,935) (16,573)    

每股虧損（港仙） 6
— 基本 (0.04) (0.04) (19.76) (0.10)

— 攤薄 (0.04) (0.04) (19.76)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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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換算儲備 注資 法定一般儲備
（累計虧損）╱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
（虧絀）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20年1月1日 60,724 543,325 (21,820) 12,144 – (19,109) 575,264 (212) 575,052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599,935) (599,935) – (599,935)
出售附屬公司 – – 21,820 (12,144) – – 9,676 212 9,888         

於2020年9月30日 60,724 543,325 – – – (619,044) (14,995) – (14,995)
         

於2019年1月1日 53,508 504,135 (23,022) 12,144 5,693 85,268 637,726 10,904 648,630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的影響 – – – – – (165) (165) – (165)         

於2019年1月1日（經重述） 53,508 504,135 (23,022) 12,144 5,693 85,103 637,561 10,904 648,465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 – (17,641) – – (2,754) (20,395) 3,822 (16,573)
配售時發行股份 1,216 30,190 – – – – 31,406 – 31,406         

於2019年9月30日 54,724 534,325 (40,663) 12,144 5,693 82,349 648,572 14,726 66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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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中國之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0年6月14日根據百慕達1981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
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並且其股份自2011年1月26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聯交所」）GEM上市。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其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九龍
長沙灣青山道500號百美工廠大廈12樓C座8室。於報告期末後，其主要營業地點已於2021
年3月15日變更為香港灣仔盧押道23號鳳凰城16樓1603室。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除另有指明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以本公司功能貨幣港元（「港元」）呈列，且

各項數據均按四捨五入方式調整至最接近之千位（千港元）。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已於2021年5月12日獲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批准刊發。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集團2020年1月1日開始之財政期
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於編製截至2020年9
月30日止九個月的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2019年12月31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述當中獲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截

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應用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

料造成重大影響。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就對會計政策的應用、資產及負債的呈報金

額及收入及開支之影響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業績可能不同於該等估計。管理層

因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所作出之重大判斷及估計不確定因素之主要來源與截至2019年12
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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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就銀器業務而言，本集團於中國的兩間附屬公司浙江通銀貴金屬經營有限公司（「浙江通銀」）

和杭州銀鑫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之所有資產（包括但不限於），賬簿和會計記錄、憑證、電腦、

公司印、相關存貨等（「該記錄和檔案」）已被中國公安部查封，該記錄和檔案是儲存在一

位已辭任的執行董事章根江先生的共享辦公樓內，章根江先生擁有浙江通銀49%股權，而
章根江先生已被拘留，其個人其他業務亦被查封（「特殊情況」）。本公司未從中國公安部

收到任何正式文件，亦未從中國政府其他相關部門收到任何正式文件，該特殊情況僅在

2020年1月由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的相關職員通知本公司。本公司已檢查中國工商局及其
他非官方公司搜尋引擎的相關資訊以驗證特殊情況，惟除於2020年1月浙江通銀的股權被
凍結外，並無任何其他資訊。

本公司已取得中國律師出具的調查報告，中國律師在報告中告知，因公安現正對該記錄

和檔案進行刑事調查，故無法收回被查封的記錄和檔案。根據公安發佈的公告，本公司

前執行董事及浙江之信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控制人章根江先生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而被拘留。公安已查封與嫌疑人有關之多項物業、資產、現金及其他物品。誠如中國律師

告知，根據中國法律，本集團經營銀器業務的附屬公司及經營電動汽車業務的附屬公司

被視為與嫌疑人有關連。誠如中國律師進一步告知，被查封的記錄和檔案僅於相關刑事

調查或法庭審理結束後方可處理。除公安發佈的公告外，中國律師無法獲得關於公安調

查的任何進一步資料。

就電動汽車業務而言，於中國經營電動汽車業務之附屬公司亦就有關該特殊情況正接受

中國公安部調查（「受調查電動汽車業務附屬公司」）。

於2020年7月，本公司接獲一家在中國經營電動汽車業務的附屬公司口頭通知，政府網站
資料披露，於2020年初該附屬公司的一塊土地根據政府的命令已被出售（「該土地處置」）。
在這種情況下，本公司僅最近才獲悉此事件，本公司實際上未收到任何正式文件，因此

本公司對該土地處置的情況一無所知。因此，本公司已立即採取適當行動委任中國律師

進行調查，收集證據並採取適當行動，將根據中國律師的建議，以核實該土地處置是否

不當並盡最大努力保留該附屬公司的資產，以及本集團可否向法院提出請願，對該土地

處置提出上訴，以取回本集團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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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此外，本公司接獲一家在中國經營電動汽車業務的附屬公司通知，其電動汽車業務附屬

公司的銀行賬戶已被限制任何提款，該限制與中國公安部調查已辭任執行董事章根江先

生有關。本公司將尋求中國律師的法律意見，以讓本公司採取適當行動，包括但不限於

取消限制。本公司了解到，限制該銀行賬戶的提款功能會持續至2021年2月8日，並可依
據中國公安部規定進一步延長。

截至本報告日期，中國律師仍在處理上述事項，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2月19日、
2020年8月17日及2020年9月7日之公佈。

取消綜合入賬若干附屬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本集團存置的賬簿及記錄編製。董事獲悉，該等賬簿及記錄大

部分存置於中國。然而，由於該等賬簿及記錄自2020年1月起被中國公安部門查封，故查
閱該等賬簿及記錄的途徑有限，且該等賬簿及記錄因高級管理人員（包括相關董事、法律

代表和財務經理）的離任而遺失。

董事認為，自2019年起已失去對下列附屬公司的控制權。該等附屬公司的業績、資產、
負債及現金流量自2019年起不再於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綜合入賬。

取消綜合入賬之主要附屬公司如下：

(i) 杭州銀鑫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ii) 浙江通銀貴金屬經營有限公司

(iii) 上海銀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iv) 上海食巽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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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董事認為，自2020年1月起已失去對下列附屬公司的控制權。該等附屬公司的業績、資產、
負債及現金流量自2020年1月起不再於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資料綜合入賬。取消綜合入
賬之主要附屬公司如下：

(v) 湖州信成電動汽車有限公司

(vi) 湖州信馳電動汽車有限公司

(vii) 湖州信宇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

(viii) 江西信成電動汽車有限公司

(ix) 肇慶信遠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

(x) Ecological Green Transportation Limited（於英國註冊成立）

(xi) 易通達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

(xii) 中國之信能源化工投資有限公司

(xiii) 香港之信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xiv) Ultimate Growth Investments Limited

(xv) 珈盈實業有限公司

(xvi) 海灣能源（中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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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

客戶合約收入之分拆：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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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品銷售：

— 銀器及瓷器 – 6,593 – 15,983
— 電動汽車及相關產品 – 13,200 – 43,211
— 能源及石油化工相關產品 –  – – 78,255    

客戶合約收入 – 19,793 – 137,449    

分部資料

該等業務各自的主要產品及服務如下：

(1) 銀器業務—於中國零售及批發奢侈品牌銀器、銀質餐具及奢侈品；

(2) 電動汽車業務—研發、生產及銷售充電電池、電動汽車及相關產品以及提供相關服
務；及

(3) 能源及石油化工業務—提供營銷及管理服務、銷售及分銷能源及石油化工相關產品，
包括但不限於液化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產品以及許可經營石油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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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有關本集團可報告經營分部的資料（包括除稅前（虧損）╱溢利的對賬）如下：

銀器業務
電動

汽車業務

能源及
石油化工

業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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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可報告分部收入 – – – –    

可報告分部溢利 – – – –   

利息收入 –
企業收入及開支 (599,935) 

除稅前虧損 (599,935) 

經調整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

銷前盈利（「經調整除 
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 
盈利」） – – – –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九個月

可報告分部收入 15,983 43,211 78,255 137,449    

可報告分部溢利 10,263 5,184 2,536 17,983   

利息收入 94
企業收入及開支 (12,981) 

除稅前溢利 5,096 

經調整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

銷前盈利 10,688 16,569 2,536 29,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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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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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 1,815 – 3,432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 (8) – 1,14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 – (1,092)    

– 1,807 – 3,487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2,000,000港元溢利將按8.25%的稅率徵稅，而超
過2,000,000港元的溢利將按16.5%的稅率徵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資格的集團實體的溢
利將繼續按16.5%的統一稅率徵稅。本公司董事認為，實施利得稅兩級制所涉及的金額對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而言並不重大。

由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在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九個月，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

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須按25%的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5. 股息

本公司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任何股息（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九
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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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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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 
虧損 (1,143) (1,221) (599,935) (2,754)    

截至9月30日止三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九個月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3,036,200 2,720,666 3,036,200 2,697,545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9月30日止九個月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
不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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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業績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零港元，較2019年同期減少100%

（2019年9月30日：約137,449,000港元）。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錄得

虧損約599,935,000港元（2019年9月30日：溢利約1,609,000港元）及其他全面收益零

港元（2019年9月30日：虧損約18,182,000港元），即期內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

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599,935,000港元，而去年同期虧損約為2,754,000港

元；每股基本虧損為19.76港仙（2019年9月30日：虧損0.10港仙）。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行政開支總額由去年同期約28,702,000港元減少至截

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約8,062,000港元。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就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包括但不限於電動

汽車業務以及能源及石油化工業務）錄得其他開支約592,832,000港元。更多資料載

於附註2取消綜合入賬附屬公司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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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汽車業務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於電動汽車業務錄得分部收益零港元（2019

年9月30日：約43,211,000港元），佔本集團所產生總收益的0%（2019年9月30日：

31.4%）。此分部錄得分部溢利0港元（2019年9月30日：約5,184,000港元）及分部溢利

率0%（2019年9月30日：12.0%）。

能源及石油化工業務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能源及石油化工業務錄得收入零港元（2019年9月30

日：約78,255,000港元），佔本集團總收益的0%。（2019年9月30日：56.9%）。此分

部錄得分部溢利零港元（2019年9月30日：約2,536,000港元）及分部溢利率0%（2019

年9月30日：3.2%）。

銀器業務

本集團已失去對浙江通銀及杭州銀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控制權，並於截至2019年

12月31日止年度取消綜合入賬。更多資料載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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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儘管如此，董事會矢志繼續經營電動汽車業務。本公司認為，鑒於政府政策利好及

市場需求不斷增長，中國電動汽車的前景大有可為。本集團將聚焦於在汽車配件供

應領域為中國客戶提供定制化的一站式解決方案。

資本結構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並無變動。

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任何股息（2019年9月30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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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
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0年9月30日，董事於本公司股本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必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包括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a) 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前任董事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現有
已發行股本

的概約百分比    

費杰先生 公司權益（附註1） 811,950,000 26.74%

章根江先生 公司權益（附註2） 528,809,327 17.42%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相聯法團璟灃有限公司及定金創投有限公司持有。

2. 該等股份由相聯法團佳福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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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相聯法團股份的權益

前任董事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持股比例
     

費杰先生 璟灃有限公司 公司權益及實益 

擁有人（附註1）

50,000,000 100%

定金創投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附註1） 100 100%

章根江先生 佳福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 100%

附註：

1. 璟灃有限公司分別由定金創投有限公司及費杰先生直接擁有90%（45,000,000股股份）
及10%（5,000,000股股份），而定金創投有限公司由費杰先生全資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0年9月30日，本公司董事概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必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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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的權益

於2020年9月30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主要股東登記冊顯示，

除上文所披露有關若干董事的權益外，以下股東已通知本公司於本公司的已發行股

本中擁有相關權益。

好倉

本公司的普通股及相關股份

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現有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璟灃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附註1） 811,950,000 26.74%

定金創投有限公司 公司權益（附註1） 811,950,000 26.74%

費杰先生 公司權益（附註1） 811,950,000 26.74%

吳雯女士 於配偶的權益（附註2） 811,950,000 26.74%

佳福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附註3） 528,809,327 17.42%

章根江先生 公司權益（附註3） 528,809,327 17.42%

附註：

1. 璟灃有限公司分別由費杰先生及定金創投有限公司直接擁有10%及90%，而定金創投有限
公司由費杰先生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定金創投有限公司及費杰先生

被視為於璟灃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811,95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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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等股份由璟灃有限公司持有，而璟灃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費杰先生（吳雯女士

的配偶）間接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吳雯女士被視為於全部811,950,000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佳福控股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章根江先生全資及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章根江先生被視為於佳福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全部528,809,327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0年9月30日，概無其他人士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或須另行知會本公

司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於2020年9月30日，概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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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公司的董事、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

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於導致或可能導致與本集團業務發生重大競爭或致使或可能

致使該等人士與本集團出現任何其他利益衝突的業務中享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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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資料，並認為該等資料符合適用的會計準則、聯交所及法律要求且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中國之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駱皇世

香港，2021年5月12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駱皇世先生及陶樺瑋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胡超先生、王樂民先

生及盧卓飛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