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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材料仅供参考之用，并不构成购买或出售金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 ）任何证券的要约或邀请。本演示材料的任何部分亦不

构成任何合约或承诺的基础。请勿就任何合约或承诺依赖本演示材料的任何部分。

本材料载有与本公司业务、财务表现、战略及业绩有关的若干前瞻性陈述。前瞻性陈述为有关未来情况及业绩的陈述，以及不属于过往事实

的任何其他陈述。 在某些情况下，前瞻性陈述使用诸如“预期”、“预测”、“打算”、“计划”、“目标”等类似词语。本材料所载的前瞻性

陈述基于多个假设，存在不确定性，并受风险影响。本公司、其联属公司、顾问、代表，或任何该等人士的高级职员、雇员均不保证与前瞻性陈

述有关的假设不存在错误，亦不就本材料所载前瞻性陈述在未来的准确性或所预测的情况是否实际发生承担责任。本公司明确表示其概不负责或

承诺因所预期的情况发生任何变动或前瞻性陈述所依据的事件、条件、假设或情况发生任何变动而发布本材料所载前瞻性陈述的更新数据或修订

版本。概不就本材料中的任何错误、遗漏或不准确陈述承担任何责任。

您出席此次交流会议，即确认您将自行分析并评估本公司可能在未来实现的业务表现，亦确认您对市场及本公司作出的评估承担责任。

请勿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复制、拷贝、分发、共享、传播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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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司概览



集团介绍

公司概览

 金禧国际控股集团是一家具有全球化视野的公司，业务集证券、基金、资产管

理、保险、清洁能源及医疗器械及疫情防护物资产品等多元化产业布局于一身

的综合性企业。

 公司于1981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 00091.HK)，立足香港

40年，于2020年3月更名为“金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于2020年6月迁入香港地标——时代广场45楼全层，为集团总部。

使命
集团致力整合全球优质资源，打造全球化综合性产融平台，为全球

客户和合作伙伴更好地创造、管理及传承财富

业务 清洁能源、金融、医疗器械及疫情防护物资产品

金融牌照

证券、期货、投资建议、资产管理及保险经纪公司

CE编号：BJD 407金禧国际证券（香港）有限公司（第1，2类牌照）

CE编号：BJD 406金禧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第4，5，9类牌照）

IA编号：FB 1617金禧国际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1981

发展历程

1998

兄弟公司——盛大金禧集
团于湖南成立，提供一体的多
元化金融服务管理平台。

2007

2008

上市集团成功收购英发能源
100% 股权进入中国煤层

气勘探开发领域。

2014-2020

2013-2014

2020

2020

安徽宿南煤层气项目正式进
行勘探和深度开发。



管理团队

盘继彪先生 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于2019年12月获委任为本公司主席及执行董事，

并于2020年9月获委任兼任行政总裁。彼拥有20年于中国管理及投资金

融及库务服务的经验。

 盛大金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慈善家 。

 永州市金禧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之创办人及湖南盛大金禧金融服务有限公

司之创办人。

董事局成员

黎建强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土木工程哲学博士，于2020年4月获委任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彼亦为本

公司提名委员会主席，以及分别为本公司审核委员会及薪酬委员会成员。

 现为中国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及香港大学工业及制造系统工程系荣誉教授。

萧恕明先生 非执行董事

 香港城市大学会计学学士，并为香港会计师公会成员，于2020年3月获委任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于企业融资、并购、首次公开发售及集资活动等方面拥有超过20年经验。

陈炎波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
 于2011年7月获委任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彼亦为本公司薪酬委员会主席，以及分别为本公

司审核委员会成员及提名委员会成员。

 于1996年成立其本身之律师行杨锦园陈汉标陈炎波律师行，目前为该律师行之合伙人。

高级管理层成员

李健辉先生 首席财务官及公司秘书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并为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计师。

 拥有超过20年的财务管理、收购合并和公司秘书经验及曾任多间上市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杨志伟先生 独立非执行董事

 于2020年4月获委任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彼亦为本公司审核委员会主席，以及分别为薪

酬委员会成员及提名委员会成员。

 拥有逾30年会计、财务及审计经验，为杨志伟会计师楼有限公司之创办人兼董事。

冯辉先生 首席人才官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统计学学士及英国华威大学工程管理学硕士

 拥有超过20年环球金融市场的薪酬战略，人才发展，以及各种激励计划设计以及实际操作的经验。

曾任多家跨国管理咨询公司董事、中国业务总监及亚太区咨询总监。
李建昊先生 首席投资官

 北京大学法律学硕士及香港城市大学 MBA 学位。彼为注册会计师、律师。

 拥有15年私募基金、投资银行和律师服务经验。曾任职于飞马金控基金、香港南华资产、申万

宏源证券及海通证券。管理资产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

邵艳霞女士 执行董事

 中南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山东财政学院经济学学士，于2020年4月

获委任为执行董事。邵女士于企业管理及投资领域有丰富经验。

 于2015年至2019年期间担任方正证券（香港）有限公司销售交易部之

执行董事，负责管理香港业务。



02 公司业务



实业

业务

◆ 2020年5月集团正式进军医疗器械及疫

情防护物资产品业务。

◆ 首阶段主要负责生产及销售一次性口罩

及用作口罩过滤层之熔喷布。

◆ 已成功收购10条熔喷布生产线，将于中

国湖南省投入试产。

◆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令全球对医疗

需求大增，大众也更注重健康卫生，根

据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印 发 《 健 康 中 国

2030规划纲要》预计到2030年，市场

规模将超过16万亿。

◆ 医疗器械及疫情防护物资产品业务正成

为极具经济价值和开发潜力的“朝阳产

业”。

◆ 医疗器械及疫情防护物资产品业务布局，

预计为集团带来新的可持续的业务增长。

“实业+金融”双轮驱动

◆ 煤层气属环保且高效的天然气能源，有

效减低温室气体排放，提高环境效益。

◆ 2008年收购加拿大英发能源，并与中

海油下属——中联煤层气有限公司，签

署为期30年的勘探开发淮南地区煤层气

资源的《战略合作协议》，能源储量为

数百亿立方级。

◆ 以先进技术进行勘探及开发煤层气

◆ 煤层气属国家高度关注的战略资源，并

被纳入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长期

战略，在“十二五规划”中更以“多增

多补”优惠政策推动煤层气开发。

◆ 发展煤层气符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和趋势，更是具有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

的双重价值和意义。

煤层气
医疗器械及
疫情防护物
资产品



业务 煤层气项目——安徽宿南煤层气

项目总面积567.843平方公里，
已探明储量为31.58亿立方。

已累计投入人民币约2亿多元。

新型钻井装置：液压顶驱
DQ20-LHY-Y，集机、电、液
于一体。

集团“AAA级”项目，重点打造“211”工程
 “2”：致力在合作区内与淮北和皖北两大煤业集团全方位合作
 “1”：实现储量百亿立方米
 “1”：目标日产气百万立方米

合作伙伴：集团旗下全资
子公司加拿大英发能源有
限公司、中联煤层气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中能万祺
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业务

金融 集团拥有不同金融牌照，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金融平台

✓ 香港证监会授出金融牌照：

• 第1类 证券交易；

• 第2类 期货合约交易；

• 第4类 就证券提供意见；

• 第5类 就期货合约提供意见；

• 第9类 提供资产管理。

✓ 香港保险业监管局授出：保险经纪公司牌照

✓ 公司注册处和香港警务处核发：放债人牌照

策略

✓ 集团投资均采取审慎的态度，物色

合适的投资组合，以赚取短期至中

期收益。

✓ 密切审视市场发展，以发掘具吸引

力之投资机遇，务求为股东带来良

好投资回报。

“实业+金融”双轮驱动



03 投资亮点



• 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前景日益明晰

煤层气是赋存在煤矿中的优质、清洁、高效天然气资源，有利于防范煤矿事

故、减少空气污染，且能缓解能源短缺矛盾，提供清洁能源保障，因此，国

家政策会鼓励天然气生产、消费，鼓励煤层气勘探开采。

据国际能源机构(IEA)估计，全世界煤层气资源量达260万亿立方米，其中中

国煤层气资源量达36.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未来开发潜力巨大。

• 充分利用香港市场不断释能金融潜能

公司正朝着建设成为全牌照持有的金融服务平台全速发力，将藉助上市公司

的平台优势，积极推进海内外业务联动，为广大客户提供一站式跨境金融服

务，真正实现全球畅通的资产配置。致力于打造成为“实业+金融”双轮驱

动、产融结合的多元化集团。

1. “实业+金融”双轮驱动

投资亮点



• 拥有先进的勘探技术

公司的技术顾问大都在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拥有丰富的经验。宿南煤层气项目

开发设备使用的顶部驱动钻井装置：液压顶驱DQ20-LHY-Y，是最新型的

钻井装置，适用丛式定向钻井、大斜度井、水平井，更适合于深井、超深井，

可有效节省钻井时间，保障作业的安全性。

• 与中海油旗下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透过全资附属公司加拿大英发能源有限公司，本集团与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

公司（一间现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控股70%之国有专营公司）达成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安徽省宿南之煤层气项目。

中国海油集团是中国一家主要从事海上石油、天然气开发的特大型中央企业，

是中国第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充分体现了本公司的业务

能力深受行业认可。

2. 强大的技术团队

投资亮点



投资亮点

长沙集团总部大厦 广州分公司

云南分公司

3. 构建了全方位的金融平台

• 依托兄弟公司丰富的内地资源网络

本集团兄弟公司——湖南盛大金禧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盛大金禧集

团」 ），起源于1998年，历经22年发展，由本集团主席盘继彪先生创立，

旗下拥有100多家分公司，投资用户超过500万人，已发展为以股权投资服

务为核心的多元化综合型金融服务平台。盛大金禧集团在内地累积了丰富的

管道资源，将会成为金禧国际控股集团不断发展的有力保障。

• 获得大股东财政支持

本集团主席盘继彪先生是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博士；盛大金禧金融集团创

始人、董事长，湖南省投融资商会会长、湖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引入大股

东财政支持，将帮助本集团实现业务突破。



• 多牌照优势助力金融业务布局

公司旗下子公司分别拥有1，2，4，5，9类金融牌照、保险经纪公司牌照及

放债人牌照，打造全方位金融平台，推动金融业务发展。

• 立足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域优势

金禧国际控股集团立足香港、连接内地、辐射全球，自1981年上市以来，

通过几十年来积累的服务底蕴和金融实力，始终关注高成长性产业投资与运

营，持续在新区域、新领域积极探索。

3. 构建了全方位的金融平台

投资亮点



04 发展战略



展望未来
拓展全球市场，为全球华人和“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提供金融服务；进一步巩固开拓国际业务。

打造“实业＋金融”双轮驱动的全球化综合性
产融平台，整合优质资源，为集团创造更多新
机遇。

深耕内地实业。集团已在战略资源领域占有先机
和一席之地。未来将会继续适应市场、发挥优势，
投资拓展新型实体经济。

持续发展香港金融牌照业务。为投资者提供证
券经纪、就证券提供意见、财富管理、资产配
置等合资格有信誉高效能的专业服务。

展望未来



立足香港、依托内地、面向全球



05 问答环节



金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香港：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一座45楼

（852）2802-0006

深圳：深圳市福田区卓越时代广场2706

（+86）0755-88377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