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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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INNOVATION INVESTMENT LIMITED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17）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公佈本
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二零
二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錄得出售證券之所得款總
額約為52,56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40,225,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錄得收益約為6,060,000港元，
主要包括：

(i) 香港上市證券通過派付股息錄得已變現收益淨額約2,014,000港元。

(ii) 出售香港上市證券投資錄得已變現收益淨額約2,446,000港元。

(iii) 自結構性產品收取利息錄得已變現收益淨額為1,560,000港元。

(iv) 本公司持有的香港上市證券錄得未變現虧損淨額約為2,584,000港元，
而持有的結構性產品錄得未變現收益淨額約為2,622,000港元。



– 2 –

簡明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證券所得款項總額 52,569 240,225
  

收益 3 6,060 12,791

其他收入 88 –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3,936) (2,526)
  

除稅前溢利 4 2,212 10,265

所得稅開支 5 – –
  

期內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212 10,265
  

期內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溢利 2,212 10,265
  

每股盈利

 基本 6 0.017港仙 0.080港仙
  

 攤薄 6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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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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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權資產 893 1,340
 物業、機器及設備 – –
 以公允價值入賬之股權投資 267,363 267,363  

268,256 268,703  

流動資產
 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投資 7 306,584 143,15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9,413 187,441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045 13,381  

346,042 343,979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50 29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34 915  

1,084 1,205  

流動資產淨值 344,958 342,77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13,214 611,477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475  

資產淨值 613,214 611,002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28,016 128,016
 儲備 485,198 482,986  

權益總額 613,214 611,002  

每股資產淨值 8 0.048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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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權益變動表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股本投資
重估儲備 購股權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28,016 655,342 (56,432) 8,890 (124,814) 611,00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2,212 2,212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28,016 655,342 (56,432) 8,890 (122,602) 613,21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128,016 655,342 (47,609) 8,890 (90,891) 653,748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10,265 10,265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28,016 655,342 (47,609) 8,890 (80,626) 66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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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456) (9,633)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3,576 6,478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56) (456)  

現金及等值現金減少淨額 (3,336) (3,611)

期初之現金及等值現金 13,381 16,816  

期末之現金及等值現金 10,045 13,205  

現金及等值現金結餘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045 1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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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
辦事處地址為Sinclair Group Centre, 3rd Floor Genesis Building, Genesis Close, P.O. Box 498,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06,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上環德
輔道西9號26樓。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期內，本公司之主要業務並無變動，主要從事投資業務。其主要投資目標為透過投
資主要位於香港（「香港」）及中國內地之上市及非上市公司，以達致中期資本增值。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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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本公
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且與其業務有關及於其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
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於本未
經審核中期簡明財務報表所述者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
無導致本公司之會計政策、本公司財務報表之呈列以及本期間及過往年度呈報之
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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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2 22

結構性產品收入 1,560 4,733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所得股息收入 2,014 1,770

出售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投資之
 已變現（虧損）收益淨額 2,446 963

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投資之
 未變現持有收益（虧損） 38 5,303

  

6,060 12,791
  

其他收入
政府補助 32 —

貨幣匯兌收益 56 —
  

88 —
  

6,148 12,791
  

4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除稅前溢利乃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使用權資產折舊 447 447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 工資、薪金及福利 696 424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5 15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2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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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錄得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約為2,21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0,265,000

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12,801,578,629股（二零二一年：12,801,578,629股）
計算。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乃
因本公司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權。

7 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投資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投資：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147,962 143,157

結構性產品，按公平值列賬 158,622 –
  

306,584 143,157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平值乃根據現行買入價計算。

「投資組合」一節中已提及投資組合的詳情。

8 每股資產淨值

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值為0.048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48港元）。每股
資產淨值乃按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淨值約613,214,000港元（二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611,002,000港 元 ）及 報 告 期 末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數 目
12,801,578,629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801,578,629股）計算。

9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 9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錄得出售證券之所得款總
額約為52,56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40,225,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錄得收益約為6,060,000港元，
主要包括：

(i) 香港上市證券通過派付股息錄得已變現收益淨額約2,014,000港元。

(ii) 出售香港上市證券投資錄得已變現收益淨額約2,446,000港元。

(iii) 自結構性產品收取的利息錄得已變現收益1,560,000港元。

(iv) 本公司持有之香港上市證券錄得未變現虧損淨額約2,584,000港元，持
有之結構性產品錄得未變現收益淨額約2,622,000港元。

香港上市證券及結構性產品分類為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溢利約為2,212,000港元，而二零
二一年同期之溢利則約為10,265,000港元。溢利原因是由於全球經濟逐漸
復蘇，導致本公司投資香港證券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資產之未變
現持有收益增加。

業務回顧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公司，而本公司之股份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21章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在
聯交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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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於非上市公司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持有於五間非上市公司太陽創建有限
公司、唯美視界有限公司、聯冠未來有限公司、奉天匯富有限公司及廣遠
星 空 有 限 公 司 之 投 資，而 該 等 投 資 之 賬 面 值 分 別 約 為45,236,000港 元、
81,605,000港元、54,359,000港元、24,651,000港元及61,512,000港元。截至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這五間非上市公司並無重大投資收購或資
產處置。

投資於上市公司

本公司亦投資香港上市公司作為中期投資。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 半 年 度，投 資 之 銷 售 所 得 款 總 額 為52,569,000港 元（二 零 二 一 年：
240,225,000港元）。

前景

本公司乃香港為數不多專注投資業務之投資公司。我們透過投資優質上
市及非上市企業，爭取在所投企業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獲取中期資本增
值收益，並以此作為主要經營策略及收益來源。

憑藉多年來在中國內地之經驗及廣闊人脈，本公司近期分別透過投資儲
能產品、光源產品、節能材料、健康通訊及資產管理，以節能減排為發展
目標，實現了在「新能源」、「新光源」、「新材料」、「新健康」及「新資本」五
個產業領域之實質項目突破。

「新能源」方面，本公司投資於太陽創建有限公司（「太陽香港」）。太陽香港
以太陽能電池技術為核心，制定「生產一代、研發一代、預研一代」之發展
戰略，研發、生產太陽能電池應用產品。

「新光源」方面，本公司投資於唯美視界有限公司（「唯美香港」）。唯美香港
以LED照明為主要產品，具有LED人機工程技術，研發的LED照明產品具
有節能、環保、壽命長、體積小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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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方面，本公司投資於聯冠未來有限公司（「聯冠海外」）。聯冠海外
從建築裝飾材料業務起步，圍繞綠色、健康、環保、便捷四大核心產品理念，
逐步拓展到各類剛需家居裝飾產品。

「新健康」方面，本公司投資於奉天匯富有限公司（「奉天香港」）。奉天香港
主要從事開發及銷售健康通訊產品。

「新資本」方面，本公司投資於廣遠星空有限公司（「廣遠香港」）。廣遠香港
主要為各類企業提供增加市值解決方案，以期獲得管理收益。廣遠香港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在中國上海核心區域持有一項全層辦公物業。

展望將來，本公司將繼續發掘投資機遇，以實現中期資本增值。

投資組合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持有以
下上市投資及衍生工具：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投資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147,962 143,157

結構性產品，按公平值列賬 158,622 –
  

306,584 143,157

即期部分 306,584 143,157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平值乃根據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及二零二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買入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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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21章已披露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主要香港
上市股本證券之詳情如下：

上市股本證券
所持

股份數目

擁有所
投資公司

之股本比例 成本 市值

未變現
持有收益╱
（虧損）

年內收取
之股息收入

投資應佔
目標公司
資產淨值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阿里巴巴集團控股
 有限公司 (09988.hk)

1 689,000 低於
0.01%

124,982 77,099 (47,883) – 39,913

中國移動香港
 有限公司 (0941.hk)

2 1,220,000 低於
0.01%

60,159 59,780 (379) – 80,961

1. 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
9988）。其主要業務是為商家、品牌、零售商及其他企業提供技術基礎設施以及營銷
平台，幫助其借助新技術的力量與用戶和客戶進行互動，並更高效地進行經營。於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為169,189,000,000美元（相當於
1,256,317,000,000港元）。

2.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
941）。其主要業務是於中國大陸及香港提供通信及信息相關服務（就本綜合財務報
表而言，中國內地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於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 三 十 一 日，其 未 經 審 核 綜 合 資 產 淨 值 約 為 人 民 幣1,210,292,000,000元（相 當 於
1,417,675,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持有的結構性產品投資包括與香港上
市的一籃子股票掛鈎的票據（於二零二二年年內到期）。詳情如下：

結構性產品 發行人
是否
上市 掛鈎對象 發行日 到期日

行使價
水平 成本 派息率 派息期 已派息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反向可換股票據 J.P. Morgan 

 Structured 
 Products B.V.

否 0011.HK/1299.HK/
 0388.HK

二零二二年
 四月一日

二零二二年
 十月三日

78.78% 78,000 12% 按月 1,560

獨立全球票據 BNP Paribas 否 2388.HK/0388.HK/
 0939.HK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八月三日

不適用 78,00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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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結構性產品乃按市價計量，以作呈報用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持有以下非上市投資：

(i) 太陽創建有限公司（「太陽香港」）於香港註冊成立，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太陽香港直接持有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公司之全部權益，該公司主
要從事與太陽能電池產品（作為其主要產品）相關業務。本公司持有2,710

股太陽香港無投票權「B」股股份，相當於太陽香港已發行股本67.75%

權益。期間內並無收取股息。

(ii) 唯美視界有限公司（「唯美香港」）於香港註冊成立，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唯美香港之主要資產包括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全資附屬公司。唯美
香港具有LED人機工程技術，研發的LED照明產品具有節能、環保、壽
命長、體積小等特點。本公司持有8,500股無投票權「B」股股份。

(iii) 聯冠未來有限公司（「聯冠海外」）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主要業務
為投資控股。聯冠海外直接持有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公司之全部權益，
聯冠海外從建築裝飾材料業務起步，圍繞綠色、健康、環保、便捷四
大核心產品理念，逐步拓展到各類剛需家居裝飾產品。本公司持有1,621

股聯冠海外無投票權「B」股股份，相當於聯冠海外已發行股本52.68%

權益。期間內並無收取股息。

(iv) 奉天匯富有限公司（「奉天香港」）於香港註冊成立，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奉天香港之主要資產包括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一間附屬公司之88%

股份連同其100%股份權益。奉天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開發及銷售健
康通訊產品。本公司持有奉天香港2,200股有投票權股份，佔奉天香港
已發行股本之25%權益。期間內並無收取股息。

(v) 廣遠星空有限公司（「廣遠香港」）於香港註冊成立，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廣遠香港持有於中國註冊成立附屬公司之全部權益，該附屬公司之
主要業務為提供資產管理。本公司持有5,400股廣遠香港無投票權「B」
股 股 份，相 當 於 廣 遠 香 港 已 發 行 股 本56.84%權 益。廣 遠 香 港 於 二 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在中國上海核心區域持有一項全層辦公物業。期
間內並無收取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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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現金及等值現金約為10,045,000港元。
所有現金及等值現金主要以港元計值。

於回顧期間內，本公司以其本身可動用之資金為其營運提供資金，並未
籌措任何銀行融資。就此而言，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處於淨
現金狀況及其資產負債比率（即負債淨額比對股東資金）為零。經考慮本
公司之現有財務資源，預期本公司將擁有充足財務資源以應付其持續營
運及發展之需求。

資本架構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資本架構變動詳情載於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8。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資本僅由普通股
組成。

外匯波動

本公司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進行業務交易。董事認為，本公司並無重大
外匯波動風險，並相信毋須對沖任何匯兌風險。然而，管理層將持續監察
外匯風險狀況，並將於未來採取任何被視為合適之審慎措施。

公司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抵押其資產，亦無任何重大或然
負債。

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有27名（二零二一年：27名）工作人員（其
中包括全職及兼職人員）。向工作人員支付之薪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約
為71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673,000港元）。總金額包括薪金、工資和津貼、
醫療和保險、養老金計劃供款、酌情花紅和以股份支付之款項。本公司確
保其僱員之薪酬按現時人力市場狀況及個別表現釐定，而本公司會定期
檢討其薪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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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權益披露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以下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
任何聯繫人士於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之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
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或根據上市規則項
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

(I)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權益 — 購股權

董事
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權益性質

每股
行使價

購股權
之相關

股份數目
權益概約
百分比

港元

向心 二零一四年
 七月六日

二零一四年七月六日至
 二零二四年七月五日

實益權益 0.0497 60,394,737(L) 0.47%

安靜 二零二零年
 四月十四日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四日至
 二零三零年四月十三日

實益權益 0.0497 30,000,000(L) 0.23%

張宇 二零二零年
 四月十四日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四日至
 二零三零年四月十三日

實益權益 0.0497 30,000,000(L) 0.23%

周贊 二零一八年
 四月四日

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至
 二零二八年四月三日

實益權益 0.0497 30,000,000(L) 0.23%

購股權計劃

根據股東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所舉行股東週年大會批准之購股權
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項下可供發行之股份數目為528,868,422股，
相當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4.13%。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
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任何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或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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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權益披露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本公司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之人士╱公
司（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姓名╱名稱 身份
持有已發行
股份數目

權益概約
百分比

Harvest Rise Investments 

 Limited（附註1）
實益 3,817,807,905(L) 29.82%

中國科技教育基金會
 （附註1）

受控制公司權益 3,817,807,905(L) 29.82%

附註：

1. Harvest Rise Investments Limited乃中國科技教育基金會（「基金會」）全資實益擁有之私
人公司。故此，基金會於Harvest Rise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
中擁有權益。基金會乃於二零零五年根據香港法例第151章社團條例第5A(1)條之條
文註冊之社團，為向香港及中國內地科技教育及就業提供慈善及財務資助之慈善
團體。向先生為基金會之理事長。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董事或本
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向本公司表示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
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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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局竭力建立及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提高公司透明度及捍衛本
公司股東權益。本公司致力奉行最佳企業管治常規，並在切實可行情況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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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

除下述偏離守則相應條文外，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區分及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惟彼等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
則之規定輪值告退，並將合資格重選連任。

期內，向心先生為本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此偏離守則第A.2.1條
守則條文有關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區分及不應由同一人擔任之規定。

經評估本公司目前狀況並考慮向先生之經驗及過往表現後，董事局認為
目前由向先生同時擔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角色之安排屬恰當及符合
本公司最佳利益，原因為此安排有助維持本公司政策之延續性及營運之
穩定性。

現任非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任期獲委任。此構成偏離守則第A.4.1條守則
條文。然而，全體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輪值告退。因此，董事局認為已採取充足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
常規不遜於守則所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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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

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由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成立，並獲
董事局授權處理有關本公司日常營運之所有事務。執行委員會由本公司
全體執行董事（即向心先生及陳昌義先生）組成。向心先生為執行委員會
主席。執行委員會於回顧財政年度內定期召開會議，以檢討、討論及評估
本公司之業務表現及營運事項。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根據守則所載職權範圍成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安靜女士、張宇先生及周贊女士）
組成。安靜女士為薪酬委員會主席。薪酬委員會釐定執行董事之薪酬政策、
評估執行董事表現及批准執行董事之服務合約條款。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八月根據守則所載職權範圍成立提名委員會（「提名
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董事（即向心先生、安靜女士及周贊
女士）組成。向心先生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就董事局成員的委任向董事局提供建議。提名
委員會負責物色合資格成為董事局成員的人選，並就提名個別人士擔任
董事作出挑選或向董事局提供建議。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根據守則所載職權範圍成立審核委員
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安靜女士、張
宇先生及周贊女士）組成。安靜女士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的主
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管本公司的財務報告流程、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系統
及向董事局提供建議及意見、監管審核程序及履行董事局不時可能指派
的其他職責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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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已
獲審核委員會審閱。

報告期後事件

於報告期後，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事件。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董事已符合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

足夠公眾持股量

根據本公司所得之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整個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按照上市規則規定維持足夠公眾持股量。

承董事局命
中國創新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向心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向心先生（主席）及陳昌義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戚薾珊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安靜女士、周贊女士及張宇先生。
龔青女士為向心先生之替任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