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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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87）

Shineroad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欣 融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收益為人民幣2.777
億元，相較於二零一九年同期的人民幣2.490億元增加11.5%。

‧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毛利為人民幣3,960
萬元，相較於二零一九年同期的人民幣4,350萬元下跌9.0%。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溢利為人民幣830萬元，相較於二零一九年同期的人民幣1,360萬元下跌
39.0%。

‧ 未經審核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人民幣0.01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0.02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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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欣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且各自為一名「董事」）會（「董
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回顧期」）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上
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中期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277,714 249,039
銷售成本 (238,121) (205,490)  

毛利 39,593 43,549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2,358 4,342
銷售及分銷開支 (12,630) (13,754)
行政開支 (16,889) (15,410)
其他開支 (386) (39)
融資成本 (227) (168)  

持續經營產生的除稅前溢利 11,819 18,520

所得稅開支 5 (3,527) (4,901)  

持續經營產生的年內溢利 8,292 13,619  

期間溢利 8,292 1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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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8,292 13,619
非控股權益 — —  

8,292 13,619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期間溢利（以人民幣列示） 7 0.01 0.02

其他全面收益
於後續期間將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
收益淨額：
將財務報表換算為呈列貨幣之匯兌差額 421 74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421 74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8,713 13,693  

以下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8,713 13,693
非控股權益 — —  

8,713 1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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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88 1,148
使用權資產 3,552 4,413
其他無形資產 10 35
遞延稅項資產 325 683  

非流動資產總額 4,875 6,279  

流動資產
存貨 59,917 69,222
貿易應收款項 8 74,880 93,53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975 19,692
應收關聯方款項 384 959
結構性存款 — 33,800
已抵押存款 21,705 12,86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8,539 144,124  

流動資產總值 365,400 374,18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9 33,965 47,70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820 16,460
應付關聯方款項 4,645 4,117
租賃負債 1,948 2,724
應繳稅項 2,879 3,928  

流動負債總額 56,257 74,937  

流動資產淨值 309,143 299,25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14,018 30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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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219 1,445  

非流動負債總額 1,219 1,445  

資產淨值 312,799 304,086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5,681 5,681
儲備 307,118 298,405  

權益總額 312,799 304,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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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註冊成立為投資
控股公司。本公司的註冊子公司位於ApplebyTrust (Cayman) Ltd.的子公司，
地 址 為P.O. Box 1350, 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Grand Cayman KY1–1109, 
Cayman Islands。本集團主要從事分銷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劑。

2. 編製基準及重大會計政策

2.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
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的一切所需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有關編製本集團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的修訂 重大的定義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會計準則的修訂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所報告的金額及本集團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並無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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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劑分銷。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
其產品營運一個業務單位，並擁有一個可呈報分部，即食品原料及食品添
加劑分銷。

有關地理區域的資料

由於本集團超過99%的收益來自中國內地的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劑分銷，
且本集團逾91%的可識別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內地，故並無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8號 — 經營分部呈列地區資料。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持續經營業務的收
益分別約為人民幣16,121,000元及人民幣13,363,000元，均來自對單一客戶
的銷售（包括向已知受該客戶共同控制的一組實體的銷售額）。

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銷售商品 277,714 24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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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I) 分列收益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分部 食品原料 食品添加劑 包裝材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品或服務類型
銷售貨品 138,372 115,985 23,357 277,714    

地理區域市場
中國大陸 137,018 115,391 23,357 275,766
越南 1,354 594 — 1,948    

138,372 115,985 23,357 277,714    

收益確認的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轉讓的貨品 138,372 115,985 23,357 277,714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分部 食品原料 食品添加劑 包裝材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品或服務類型
銷售貨品 132,905 101,763 14,371 249,039

    

地理區域市場
中國大陸 132,905 101,763 14,371 249,039

    

收益確認的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轉讓的貨品 132,905 101,763 14,371 249,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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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372 1,969
結構化存款利息收入 257 —
政府補助* 502 1,451
諮詢服務收入 — 115
匯兌差額淨額 — 223
撥回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 445
其他 227 139  

2,358 4,342  

* 已確認的政府補助概無未達成之條件及其他或然情況。

5.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所得稅開支的主要組成部
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中國即期所得稅 3,169 4,617
有關產生及撥回暫時差額的遞延所得稅開支 358 284  

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3,527 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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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規則和法規，本公司及其若干子公司無須
繳納任何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本集團基於25%的法定稅率（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釐定）對其子公司應課
稅溢利計提中國即期所得稅撥備。

於香港之子公司法定稅率為16.5%。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於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本集團子公司
之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6. 股息

本公司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零）。

7.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680,000,000
股（二零一九年：680,000,000股），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80,000,000股（二零一九年：680,000,000股）計算，經調整以反映期內供股。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潛在攤
薄已發行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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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母公司 
擁有人應佔溢利 8,292 13,619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的加權平均數 680,000,000 680,000,000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01 0.02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元） 0.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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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76,143 91,275
應收票據 — 4,811
減值 (1,263) (2,555)  

74,880 93,531  

本集團力求對其尚未收回應收款項維持嚴格的監控以盡可能降低信貸風
險。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逾期結餘。鑒於上文所述及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
項及應收票據與各類不同客戶有關，故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本集團並
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增信。貿易應收款項及
應收票據並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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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並扣除虧損撥備後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68,890 86,470
3至6個月 5,990 7,053
6個月以上 — 8  

74,880 93,531  

9.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交易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33,911 47,654
3至6個月 — —
6至12個月 — —
超過1年 54 54  

33,965 47,708  

貿易應付款項為不計息且一般於7至90天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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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概覽

我們乃亞洲食品原料及添加劑分銷行業領先的分銷商之一。我們出色的研發
能力使我們能從本行業競爭者中脫穎而出，並使我們在建立聲譽及多元化客
戶網絡時獨具優勢。我們憑藉研發能力，將繼續與我們的客戶建立長期戰略聯
盟及共同發展，以堅持「成為食品行業最可靠的合作夥伴」的使命。

就國際環境和國內經濟而言，二零二零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新型冠狀病毒性
肺炎（「COVID-19」）的爆發引發了全球範圍內前所未有的經濟及商業運營停擺，
包括食品行業。隨著疫情的改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食品生產商自二
零二零年第二季度開始逐步恢復生產和經營。本集團已對此情況做出快速反
應並積極部署戰略措施，以穩定業務，包括對我們的短生命週期產品庫存實施
管理。

中國業務

自本公司股份（「股份」）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主板上市（「上市」）以來，除了上海、北京及廣州的子公司外，已分別在廈
門、青島、西安、成都、武漢及鄭州建立了六個子公司。我們預計，隨著這些
新子公司的建立，我們產品需求增長，因為每個子公司中駐紮的銷售人員將確
保在該地區有效實施銷售及營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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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我們與全球供應商建立了牢固的關係。例如瑞士的雀巢、日本的三菱、
美國的森馨及德國的瑞登梅爾，這些主要供應商均已與我們合作了近20年。同
時，本集團近年來成功獲得了新的代理權，並與以下供應商成為戰略合作夥伴：

年份

二零一九年 — 從愛爾蘭的凱愛瑞獲得各種食品添加劑產品的代理權
二零二零年 — 從泰國的泰華獲得各種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劑產品的代理

權

每一個新的品牌代理權象徵著一座里程碑，意味著更豐富的產品組合、更精進
的研發技術和更大的食品行業市場份額。

另一方面，多年來本集團已在中國建立並維持穩固的客戶基礎。根據不同的食
品應用領域，我們的核心客戶如下：

類別 業務性質 主要客戶

乳製品生產商 生產乳製品及冰激凌 光明、雀巢、新希望及伊利

飲料生產商 生產飲料 可口可樂、三得利、娃哈哈、 
旺旺及統一

休閑食品生產商 生產糖果、巧克力及
零食

不二家、徐福記、瑪氏、好麗友
及百事 

油脂生產商 生產植物牛油及起 
酥油

AAK、嘉吉、中糧及嘉里糧油 

依靠我們廣泛的客戶網絡，我們能夠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保持穩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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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業務

在中國之外，我們一直在積極尋找東南亞國家的投資機會和業務擴展。於二零
一九年十月，我們於越南胡志明市成立了第一家海外子公司，並投資建設了食
品研究所，用於開發食品原料及添加劑的新解決方案及應用。另外，我們將根
據COVID-19疫情情況來計劃對泰國子公司的投資和運作。

展望及前景

面對尚未解決的COVID-19疫情，我們的精力和資源將用在不可預測及充滿挑
戰之時期保持運營的彈性。我們將繼續實施我們的業務戰略，通過在中國及海
外建立新的子公司來擴大市場份額，提高我們的研發能力，通過更有保障的代
理權實現產品組合多樣化，並通過參與推廣及營銷活動擴大品牌影響力。

展望未來，董事會對本集團的核心能力及前景充滿信心，並致力於為本公司股
東創造長期價值。

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指經扣除退貨及交易折扣撥備之售出商品發票淨值。本集團的
收益主要來自在中國分銷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劑及包裝材料。本集團於回顧期
所錄得的收益為人民幣27,770萬元，相較於上年同期的人民幣24,900萬元增加
11.5%。收益增加乃由於與上年同期相比我們產品組合的擴展及多樣化，帶來
了更好的銷售業績。



– 17 –

收益淨額之分析乃示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益
食品原料 138,372 132,905
食品添加劑 115,985 101,763
包裝材料 23,357 14,371  

277,714 249,039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僅指已售貨物成本，主要為向供應商購買食品原料及食品
添加劑的成本。本集團於回顧期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23,810萬元，相較於上年
同期的人民幣20,550萬元增加15.9%。銷售成本增加乃由於銷售收入增加及匯率
波動。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於回顧期的毛利下降人民幣390萬元至人民幣3,960萬元（上年同期：人
民幣4,350萬元），而回顧期的毛利率減少至14.3%（上年同期：17.5%）。毛利率
的減少主要是由於庫存管理時短保產品的折價銷售以及毛利率較低的包裝材
料的銷售增加。

其他收入及利益

其他收益及利益主要包括銀行利息收入、政府補助、服務費收入及其他。其他
收入由上年同期的人民幣430萬元減少人民幣190萬元或44.2%至回顧期的人民
幣240萬元，主要是由於銀行利息收入和政府補助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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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之分析乃示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1,372 1,969
結構性存款利息收入 257 —
政府補助* 502 1,451
其他 227 139
諮詢服務收入 — 115
匯兌差額淨額 — 223
撥回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 445  

2,358 4,342  

* 已確認之政府補助概無未達成之條件及其他或然情況。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主要包括員工薪金及福利、運輸開支、差旅費、租金及差餉及
其他。銷售及分銷開支由上年同期的人民幣1,380萬元減少人民幣120萬元或8.7%
至回顧期的人民幣1,260萬元。該減少主要由於因COVID-19爆發，差旅及營銷
活動減少。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折舊、交際應酬費、租金及差餉、研發、員工薪金及福利及
其他。行政開支由上年同期的人民幣1,540萬元增加人民幣150萬元或9.7%至回
顧期的人民幣1,690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成立及營運新的子公司。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指其他貸款的利息。融資成本由上年同期的人民幣17萬元增加人民幣
6萬元至回顧期的人民幣23萬元。該增加主要是由於匯率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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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上年同期的人民幣490萬元減少人民幣140萬元至回顧期
的人民幣350萬元。該減少主要由於回顧期除稅前溢利低於上期。

本集團於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中所得稅開支之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中國即期所得稅 3,169 4,617
有關出現及撥回暫時差額的遞延所得稅開支 358 284  

本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3,527 4,901  

回顧期純利

鑒於上述，回顧期純利由上年同期的人民幣1,360萬元減少人民幣530萬元或
39.0%至回顧期的人民幣830萬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資本結構

期內，本公司的資本結構未發生任何變化。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
的資本為313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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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在聯交所主板成功上市，並於上市時
以股份發售形式按每股股份0.75港元的發售價發行合共170,000,000股股份。就
上市進行的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為9,370萬港元（相當於人民幣7,830萬元）。

所得款項淨額（人民幣百萬元）
可供動用 已動用 未動用

(i) 在中國多個省份設立六個子公司 35.8 35.8 0

(ii) 償還尚未償還金額為人民幣1,500萬元
的委託貸款（實際年利率為5.22%，於
二零一九年四月到期人民幣500萬元
及二零二零年四月到期人民幣1,000萬
元）

15.0 15.0 0

(iii) 採購規定水平的存貨以供分銷相關產
品

12.0 12.0 0

(iv) 拓展技術中心 4.1 2.9 1.2
（附註1）

(v) 參加宣傳及營銷活動 2.0 1.9 0.1
（附註2）

(vi) 一般營運資金 7.9 7.9 0

總計 76.8 75.5 1.3

附註：

1.  約人民幣120萬元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左右用於擴展技術中心及招聘專業人士。

2.  約人民幣10萬元將到二零二零年用於促銷和營銷活動視中國的COVID-19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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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公告日期，董事並不知悉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十四日的招
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載計劃所得款項擬定用途有重大變動。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本集團應收款項週轉天數保持梘對穩定，自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52天
增加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55天。

現金狀況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為人民幣19,850萬元，
相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14,410萬元增加人民幣5,440萬元，
主要由於營運現金流量增加。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債項包括銀行借款人民幣0萬元及應付關
聯公司款項人民幣460萬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銀行貸款
人民幣0萬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
無抵押債務。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按債務除以總權益加債務計算）為
15.5%，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比率則為20.1%。債務包括計
息貸款及其他借款。總權益包括母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應佔權益。

本集團權益結餘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30,400萬元增加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31,300萬元，乃歸因於期內純利。

庫務政策

本集團已就其庫務政策採納審慎的財務管理方法，因而在回顧期內一直維持
穩健的流動資金狀況。本集團致力透過對其客戶的財務狀況進行持續的信貸
評估與評核，降低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的
流動資金狀況，確保本集團的資產、負債及其他承擔的流動性結構可符合其不
時的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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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經營活動主要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所面臨的外幣風險主要來自以
外幣採購貨品及以外幣計值的銀行存款。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幣對沖政策，但會
對外幣風險進行監控，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幣風險。

本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資產押記。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71名員工。薪酬乃經參考現行市場條款
並根據每名員工的工作範圍、崗位職責及表現釐定。

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據此本集團董事及僱員有權參與該計劃。本地僱員亦
有權基於彼等各自之表現及本集團盈利能力收取酌情花紅。

報告期後事項

於期後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概無發生任何重大事件。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當時股東批准並有條件地採納一項購股
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以使本公司可向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以激勵及
獎勵彼等對本集團作出貢獻。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款概述於招股章程附錄四「購
股權計劃」一節。直至本中期報告日期，概無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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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之重大投資

除於子公司之投資外，期內，本集團概無持有於任何公司股權的任何重大投資。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本集團並無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其他計劃。

子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回顧期概無子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保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以保障其股東利益，提升公司形象及問責
性。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企業管治慣例，並信納本公司於期內已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本公司將繼
續提升適用於其業務操守及增長的企業管治慣例，並不時檢討有關慣例，確保
其符合企業管治守則並與最新發展一致。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本
身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已確認彼已於期內遵守標
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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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於考慮宣派股息時參考本集團整體經營業績、財務狀況及資本需求。董
事會不建議就回顧期派付任何股息。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陳偉成先生、
陳家傑先生及孟岳成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期內的中期業
績以及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審計、內部控制、風險管理及財務
報告事宜進行討論，包括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認為中期業績已遵循所有適用會計準則及上市規則。審核委員會
亦已審閱本中期公告。

發佈詳盡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在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shineroad.com發
佈。本公司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全部資料的二零二零年度中期報告將於適當
時候寄交本公司股東，並會上載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欣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海曉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海曉先生、黃欣融女士及戴毅輝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陳偉成先生、陳家傑先生及孟岳成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