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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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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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23）

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及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之

補充公告

茲提述港橋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二零一九
年四月二十六日刊發之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一八年
年報」）及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刊發之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報告（「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供
有關於二零一八年年報及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披露之本集團投資之額外資料如下：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約
2,027,121,000港元。當中，於二零一八年年報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內，非上市基金投資
1,397,187,000港元及會籍債權證4,191,000港元共同分類為非流動資產，而上市股權投
資332,743,000港元及衍生金融資產293,000,000港元分類為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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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載列本集團之主要非上市基金投資之詳情：

非上市基金名稱 附註 地點

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之

成本╱公平值
年內認購╱
（出售）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公平值

投資佔本集團
資產總值之
概約百分比

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回報

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公平值
收益╱（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Partners Special Opportunities Fund I 
（「博大基金」）

(a) 開曼群島 200,000 不適用 205,633 3.99% 不適用 5,633

Huarong International Fortune 
Innovation LP（「華融基金」）

(b) 開曼群島 340,000 不適用 零 6.60% 不適用 (340,000)

Hong Kong Bridge One Belt One 
Road Natural Resource Fund LP 
（「自然資源基金」）

(c) 開曼群島 220,000 375,000 595,777 11.57% 不適用 777

Hong Kong Bridge One Belt One 
Road Fixed Income Fund LP 
（「固定收益基金」）

(d) 開曼群島 220,000 375,000 595,777 11.57% 不適用 777

下文載列本集團之主要上市股權投資之詳情：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被投資公司名稱 附註 股份數目

所持有
權益之

概約百分比

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之

成本╱公平值 每股市價 市值

投資佔本集團
資產總值之
概約百分比 已收股息

出售收益╱
（虧損）

公平值收益╱
（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Qudian Inc.（紐交所股份代號：QD） 
（「趣店股份」） (e) 50,000 少於0.1% 4,88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1,179) 不適用

超人智能有限公司（聯交所 

股份代號：8176）（「超人智能」） (f) 41,666,666 8.23% 536,667 6.00 250,000 4.85% 不適用 不適用 (286,667)

華融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聯交所 

股份代號：2277）（「華融股份」） (g) 84,170,000 4.63% 135,553 0.37 31,143 0.60% 不適用 (7,061) (104,410)

皇冠環球集團有限公司（聯交所 

股份代號：727）（「皇冠股份」） (h) 60,000,000 1.75% 85,800 0.86 51,600 1.00% 不適用 (6,600) (34,200)

卓爾智聯集團有限公司（聯交所 

股份代號：2098）（「卓爾股份」） (b)及(i) 69,120,000 0.59% 不適用 4.25 293,000 5.69% 不適用 不適用 29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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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約440,610,000港
元。當中，於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內，非上市基金投資207,187,000

港元及會籍債權證4,191,000港元共同分類為非流動資產，而上市股權投資182,026,000

港元及衍生金融資產47,206,000港元分類為流動資產。

下文載列本集團之主要非上市基金投資之詳情：

非上市基金名稱 附註 地點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之

成本╱公平值
期內認購╱
（出售）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之

公平值

投資佔本集團
資產總值之
概約百分比

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回報

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

公平值收益╱
（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Partners Special Opportunities Fund I
（「博大基金」）

(a) 開曼群島 205,633 – 207,187 4.29% 不適用 1,554

Huarong International Fortune 
Innovation LP（「華融基金」）

(b) 開曼群島 零 – 零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Hong Kong Bridge One Belt One 
Road Natural Resource Fund LP 
（「自然資源基金」）

(c) 開曼群島 595,777 (595,777) 不適用 12.35% 不適用 不適用

Hong Kong Bridge One Belt One 
Road Fixed Income Fund LP 
（「固定收益基金」）

(d) 開曼群島 595,777 (595,777) 不適用 12.35%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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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載列本集團之主要上市股權投資之詳情：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被投資公司名稱 附註 股份數目
所持有權益之
概約百分比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之

成本╱公平值 每股市價 市值

投資佔本集團
資產總值之
概約百分比 已收股息

出售收益╱
（虧損）

公平值收益╱
（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超人智能有限公司（聯交所 

股份代號：8176）（「超人智能」） (f) 41,666,666 8.23% 250,000 3.50 145,833 3.02% 不適用 不適用 (104,167)

華融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聯交所 

股份代號：2277）（「華融股份」） (g) 84,170,000 4.63% 31,143 0.43 36,193 0.75% 不適用 不適用 5,050

皇冠環球集團有限公司（聯交所 

股份代號：727）（「皇冠股份」） (h) 60,000,000 1.75% 51,60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3,600) 不適用

卓爾智聯集團有限公司（聯交所 

股份代號：2098）（「卓爾股份」） (b)及(i) 44,958,000 0.38% 190,577 1.05 47,206 0.98% 不適用 (69,325) (143,371)

附註

(a) 根據博大基金之配售備忘錄，博大基金之投資目標乃為其股東產生長期資本增值，而博大基金

將主要透過投資於香港或其他地方之私營及上市公司之債務證券或股本證券或投資顧問可能

決定之有關其他金融工具而尋求達致其投資目標。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自博大基

金收取累計回報36,000,000港元。有關博大基金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

月二十五日之公告。

經參考博大基金之投資目標以及博大基金董事及管理人之豐富經驗及技能，董事會認為認購博

大基金將令本集團能夠把握投資機會，並進一步使本集團之投資組合更多元化。認購事項亦與

本集團透過投資高收益股本及債務產品以進行財務投資之擴展計劃一致，以盡量增加本集團之

長期投資回報。

(b) 根據華融基金之經修訂及重列有限合夥協議，華融基金之主要目的為收購不多於22.3億港元之

豐盛控股有限公司（該公司為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之公司（聯交所股份代號：607））股份及經股

東大會上之一致決議案或有權就有關事項投票之所有有限合夥人書面批准之有關其他資產。有

關華融基金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八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二零一八年七月三日、二零一八

年十月二日、二零一九年一月三日及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六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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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華融基金持有之上市證券之不利市價變動產生重大公平值虧

損，倘計算華融基金之分派銷售所得款項淨額，於華融基金之投資之公平值為零。然而。根據

與兩名若干質押人（其為本集團之獨立第三方）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訂立之股份質押協

議，已以本集團為受益人提供69,120,000股卓爾股份，作為全面及準時履行所有抵押責任之抵

押。本集團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卓爾股份公平值293,000,000港元為衍生金融資產。

為減低於華融基金之投資虧損，本集團知會質押人，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行使

承押人權利取得卓爾股份之管有權，並擬出售卓爾股份以償還抵押責任。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透過經紀出售24,162,000股股份以收回約33,097,609港元。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正在針對季昌群先生（作為被告人）進行訴訟，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該

訴訟之任何重大發展作出進一步公告。

(c) 根據自然資源基金之經修訂及重列有限合夥協議，自然資源基金之主要目的為主要透過有關能

源、礦業或農業業務或與任何前述有關之基建之股權、股權相關投資、固定收益證券、債務工具

及貸款之投資而達致長期資本增值。有關自然資源基金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

零一七年五月十四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之公告。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六日，自然資源基金之所有訂約方訂立諒解備忘錄，以協定一級有限合夥

人已撤出合夥企業，且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收取所有出資及回報後，不會於合夥企業擁

有進一步或持續權益。於有關情況下及根據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於自然資源基金之投資須即時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取消確認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並重新確認為應收貸款。

參考自然資源基金之投資目標，普通合夥人繼續尋找新一級有限合夥人以擴大基金投資業務。

董事會認為，透過於未來數年產生中期至長期投資回報及提升資產管理經驗，所有認購基金之

權益均對本集團及其股東整體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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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固定收益基金之經修訂及重列有限合夥協議，固定收益基金之主要目的為主要透過於固定

收益證券、債務工具及貸款（包括但不限於貸款、可換股債券、固定收益證券、貨幣市場、可換

股證券）之投資而達致長期資本增值。有關固定收益基金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四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二日之公告。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六日，固定收益基金之所有訂約方訂立諒解備忘錄，以協定一級有限合夥

人已撤出合夥企業，且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收取所有出資及回報後，不會於合夥企業擁

有進一步或持續權益。於有關情況下及根據本集團之會計政策，於固定收益基金之投資須即時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取消確認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並重新確認為應收貸款。

參考固定收益基金之投資目標，普通合夥人繼續尋找新一級有限合夥人以擴大基金投資業務。

董事會認為，透過於未來數年產生中期至長期投資回報及提升資產管理經驗，所有認購基金之

權益均對本集團及其股東整體有利。

(e) 趣店股份之主要業務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營運網上平台，以提供小額消費者信貸產

品。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本集團透過經紀出售總數50,000股趣店股份，代價約為3.70百萬港元。於

完成出售趣店股份後，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變現虧損總額1,180,000

港元。

(f) 超人智能股份之主要業務為提供工程產品與相關服務以及銷售美容產品及提供療程服務。

董事會注意到，中國機器人行業之蓬勃發展乃超人智能未來市場擴大的龐大潛力。依託人工智

能技術，智慧城市的建設如日中天。智能機器人的應用從警用開始廣泛深入服務安保等各個方

面。本集團之投資團隊認為，於未來實現及大規模擴大有關技術用途後，於超人智能股份之長

期投資將為本集團產生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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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華融股份之主要業務為直接投資、金融服務及其他，以及地基及下部結構建築服務。

董事會注意到，華融股份自直接投資及金融服務產生穩定收益，惟於金融投資方面蒙受重大減

值虧損。本集團之投資團隊認為，華融股份之核心業務營運將於未來有所改善。

(h) 皇冠股份之主要業務為於中國之物業投資、物業發展、酒店營運及金融顧問服務。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以出售餘下60,000,000股皇冠股份，

總代價為48.00百萬港元，相當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上市證券之

已變現虧損總額約3.60百萬港元之100%。

(i) 卓爾股份之主要業務為建設及運營消費品、農產品、化工、塑料原材料、黑色及有色金屬等B2B

交易平台，並基於交易場景和交易數據提供金融、物業、物流、跨境貿易及供應鏈管理等服務，

亦發展及經營大型專營消費品的批發商場業務。

作為華融基金投資之質押抵押，董事會將繼續評估收回投資本金額之風險。為將虧損減至最低，

本集團可能於未來數月透過經紀進一步出售卓爾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之補充資料外，二零一八年年報及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內之所有其他
資料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港橋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蘇志陽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廷安先生、卓可風先生及單用鑫先生；非執行
董事李永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文拱先生、劉斐先生及麥國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