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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HENG FAI 陳恒輝 
金融架構師、重組專家 q  

 

作為在環球商業領域磨礪逾 40 載，取得驕人成績的老行家，             

陳恒輝先生專攻金融重組和企業轉型領域，在為企業管理風險

的同時釋放價值與創業熱情。陳先生曾在不同行業和國家順利

進行過逾 35 次公司重組，其一手打造、幫助擺脫困境抑或轉型

的一些知名企業有 American Pacific Bank (USA)、在香港聯交所

上市的兩家公司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和恒輝企業控股有限公

司、Global Med Technologies, Inc.（美國醫用軟體公司，獲得

6000 萬美元後退出）、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Singhaiyi 

Group Ltd。關於陳先生個人成就和以往表現的詳細情況，請訪

問 http://fai185.com/。  

 

  

http://fai185.com/


表現驚人 

 

 

 

 

 

 

 

 

 

 

 

 

 

 

 

 

 

 

成績毋庸置疑 
 

 

 

 

 

 

 

 

 

 

 

 

 

 

 

 

 

關於正上方的“成績毋庸置疑”圖，每年的平均投資倍數和平均每年投資回報率不包括 InterAsia Travel Ltd 的業績。 

 
 
 
 
 

逾 45 年的豐富經驗 
屢創佳績 

7 家公司重組，橫跨 
7 個完全不同的行業 逾 45 年裡的年均投資倍數 

16 
平均每年 16 倍 

45 年來的平均每年投資

回報率達 436% 

逾 45 年的豐富經驗 
屢創佳績 

7 家公司重組，橫跨 
7 個完全不同的行業 逾 45 年裡的年均投資倍數 

1.2 
平均每年 1.2 倍 

45 年來的平均每年投資

回報率達 203% 



 
INTERASIA TRAVEL LIMITED 
 

 

歐亞旅行社是一家在全球擁有 13 個辦事處的國際旅遊公司，

1969 年由陳恒輝先生以一百英鎊創辦。公司總部設於倫敦，始

於當時陳先生在倫敦求學時，為香港和馬來西亞留學生在暑假

回國時提供服務。公司後期業務發展包括︰定期的國際長途包

機、特許旅遊、自助旅行及酒店房間銷售。成為一家擁有 14 個

國際辦事處和超過 300 名職員的旅遊公司。是 70 年代初其中一

間最成功的低成本運營範。1972 年陳先生將該公司售予新加坡

一家財務公司。 

 

 
 
 
AMERICAN PACIFIC BANK 
----------------------------------------------------------------------------------------------------------------------------- ---------------------- 

1987 年，陳先生以每股 0.25 美元的價格，收購了在美國提供全

面服務但卻面臨破產的商業銀行。在陳先生的領導下，透過資

本調整和營運改進，美國太平洋銀行成為一間在美國納斯達克

上市且品質卓越的高資產銀行，並創下連續 5年零壞賬率的記錄。

銀行出售前，在 <<西雅圖時報>> [Seattle Times] 舉辦的「年度西

北部 100 強上市公司」 [Annual Northwest’s Top 100 Public 

Companies] 評選中排名第 13 位，遠超 Nike、Microsoft、Costco、

AT&T Wireless 及 Amazon.com. 

網站連結︰https://www.riverviewbank.com/ 

 
 
 
 
 
 
CHINA GAS HOLDINGS LIMITED 
 

 
1997 年，陳先生以每股 0.50 港元 [0.06 美元] 收購了在港上市但

瀕臨破產的日本時裝零售公司。重組後專注於發展能源，現已

成為中國最大的天然氣分銷商之一。中國燃氣現在股價為 13.9

港元 [1.79 美元]；市值為 697 億港元 [90 億美元]。 

網站連結︰http://www.chinagasholdings.com.hk/. 

 
 
 
  

概要 

 Global Travel Company 

 市場：全球 

 由 1969年的 100英鎊擴增至

1972年的 14家分公司，在全

球範圍內有超過 300名員工，

以 100萬美元賣出 

 回報倍數：4,133.1倍 

 年投資報率：1605% 

概要 

 商業銀行 

 市場：美國 

 由 1987年的 0.25美元增加至

1997年的 16.0美元 

 回報倍數：64倍 

 年投資回報率： 151.57% 

 

概要 

 燃氣分銷 

 市場：中國 

 股價由 1997年的每股 0.50  

港元（合約 0.06美元）上漲 

至 2010年的每股 4.0港元 

 回報倍數：8倍 

 年投資回報率：117.0% 

https://www.riverviewbank.com/
http://www.chinagasholdings.com.hk/


 
GLOBAL MED TECHNOLOGIES, INC. 
 

 

陳先生自 1998 年起，為美國一間醫療科技公司的產品設計研發

注資，用於開發血庫，醫院和中央輸血中心的資訊管理軟體。

在他的引導下，該軟體銷售從零起步，一躍成為美國市埸領軍

企業，成功佔領市場份額的 28%。2010 年，美國大型上市醫療

保健公司，全球血液管理解決方案行業翹楚 Haemonetics Corp，

以 6 千萬美元的價格收購了該公司。 

公司網站︰http://www.globalmedtechnologies.net/. 

 

 
 
 
 
 
SINGHAIYI GROUP LTD 

 
 
陳先生于 2008 年接管 SingXpress Land Limited 後對企業進行重

組。將旅遊接待業務轉型為房地產開發。在短短三年內，公司

市值由 400 萬新加坡元激增至 5 億新加坡元。並於 2013 年出售

給海逸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及更改公司名稱為新海逸集團有限公

司。 

網站連結︰http://www.singhaiyi.com/. 

 
 
 
 
 
 
SKYWEST AIRLINES 
 
 

陳先生于 2004 年成功為一位在澳大利亞 - 柏斯當地的少數股東

策劃了對 Skywest Airlines 的敵意收購,，並對其進行資助。當時

該股東的持股量為 25%，由於衝突雙方間產生多次糾紛，不得

不申請仲裁，其次數之多；被一些人稱為是 「有史以來最具敵

意的收購」。Skywest 股份的出售於 2006年 8月完成，當時該股

東接受了 Advent Air Limited 的市場要價，出售了 Skywest 的所有

普通股。 

網站連結︰http://www.skywest.com/. 

 
 
 
 
 
 

概要 

 醫療資訊管理軟體。 

 市場：美國 

 表現：啟動融資額為 400萬  

美元，2010年賣出價達   

6000萬美元 

 回報倍數：15倍 

 年投資回報率：125.3% 

概要 

 建築和重組 

 市場：亞太地區 

 市值在三年內由 400萬美元增

加至超過 5億美元 

 回報倍數：125倍 

 年投資回報率：500% 

概要 

 航空業 

 市場：珀斯 

 “迄今最惡意收購”之一，從

Advent Air Limited接獲場外

收購建議 

http://www.globalmedtechnologies.net/
http://www.singhaiyi.com/
http://www.skywest.com/


 
HENG FAI ENTERPRISES LIMITED 
 

 
1995 年陳先生接管恒輝企業有限公司，並擔任執行主席。領導

企業由一間建築公司轉型為專注於企業重組及投資的控股企業。

公司資產值由 1992年之 3,000萬港元﹝380萬美元﹞增長至 2014

年 3 月之逾 16 億港元﹝2.05 億美元﹞。 

網站連結︰http://www.zhsuccess.com/. 

 
 
 
 
 

 
 
 
 
 
 
 
AMERICAN HOUSING REIT 
 

 

美國場外交易議價板掛牌公司 American Housing REIT Inc.

（“AHR”）擁有主要位於德州、弗羅裡達州和喬治亞州的獨棟

租房組合，致力於每季度支付高於平均水準的 8%的目標年化收

益。AHR 獲得了大型機構，如銀行和黑石集團（Black Stone 

Group）的鼎力支持。AHR目前還正在打算於 2017年之前進軍納

斯達克主要市場。 

 

 
 
 
 
 
 
 
GLOBAL MEDICAL REIT 
 

 

陳先生發起並向 Global Medical REIT Inc. 投入 3000 萬美元資本，

該公司原先於美國場外交易議價板掛牌。GMRE 迄今已形成了一

個醫療房地產組合，配備專業化、靈敏度高的醫療設備，且購

入了 16 家醫院。其支付 8%的年化收益，自 2014 年 7 月以來一

直穩定地分派每月股息。GMRE 於 2016 年 6 月提升其在紐約證

券交易所的上市地位，成功募資 1.6 億美元的額外資本，以購置

更多的醫療設備。  

網站連結：http://www.globalmedicalreit.com/ 

 

 

 

  

概要 

 重組和投資控股活動 

 在香港聯交所上買賣  

[股份代號：0185] 

 市值由 1992年的 3000萬港

元增長至 2014年 3月的 16

億港元。 

 回報倍數：53倍 

 年投資回報率： 119.8% 

 

概要 

 房地產投資信託 

 市場：美國場外交易議價板 

 每季度支付高於平均水準的

8%目標年化收益 

 

 

概要 

 醫療房地產投資信託 

 市場：紐約證券交易所 

 投入 3000萬美元，迄今已買

下 16家醫院，上市地位由場

外交易上升至紐約證券交易

所，募集資金達 1.6億美元，

獲得超額認購 3億 

 

 

http://www.zhsuccess.com/
http://www.globalmedicalreit.com/


 

當前公司 

Hengfai International, Inc. (“HFI”)  
 

 

沃倫巴菲特於 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設立上市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其股價由當初的 8美元不斷增長至超過 240,000美元

（內部收益率：+20%）。HFI 的目標從類似的商業理念著手，從

而使得 Berkshire Hathaway 成為投資界最偉大的成功案例之一。

其涉及管理有方、價值被低估的公司，這類公司具備產生經常

性收益的能力、資本升值和增長潛力。HFI 通過向中國及亞洲的

市場提供資本服務，利用三“桶”投資來加強這一商業理念。

這 3 桶指：  

1) 經營業務投資  

2) 戰略投資  

3) 提供資本服務  

 

 

 

資本與金融服務 
 
HENGFAI ASSET MANAGEMENT (“HFAM”)  
 

 

恒輝資產管理是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的一家交易成員，也是新加

坡金融管理局監管的一家註冊基金管理公司。該公司還是新加

坡證券交易所的股票指定做市者。恒輝資產管理的投資理念圍

繞保本和流動性，專注於通過市場波動創造穩定回報，同時保

本和向投資者維持合理水準的定期流動性。恒輝資產管理將由 4

檔基金組成：  

1. Global Systematic Multi-Strategy (GSMS) Fund  

2. Global Opportunity Fund (GOF)  

3. Global Property Development Fund (GPDF)  

4. Global Property Dividend Fund  

網站連結：http://www.hf-asset.com/main  

 

 

 
  

概要 

 基金管理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的交易成員

及新加坡金管局所監管的註冊

基金管理公司。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的股票指定

做市者 

 

概要 

 沃倫巴菲特投資理念 

 市場：全球 

 

http://www.hf-asset.com/main


 
BMI SECURITIES LIMITED 
 

 

邦盟匯駿證券有限公司作為邦盟匯駿集團的一家附屬公司運作，

為香港聯交所的交易成員，提供研究和投資資訊服務。該公司

提供網上交易和融資顧問服務。邦盟匯駿集團創辦於 1995 年，

專門向上市公司提供“一站式”量身打造的企業顧問服務，包

括企業融資、專業估值、企業服務、企業公關與活動管理、專

業翻譯、股份登記、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該集團服務超過 800

家企業，幫助超過 80 家公司上市。 

網站連結：http://www.bmisonline.com/ 

 
 
 
 
 
TRUE PARTNER FUND 
 

 

True Partner Advisor Limited（“TPA”）是一家開曼投資顧問公

司。True Partner Capital Advisor 是 TPA 的一家下屬顧問公司。

TPA 向 True Partner Fund（“TPF”）提供意見，該基金於 2011

年年中發起的一隻開曼全球波動套利基金  (“TPF” )。True 

Partner Fund 僅被允許與專業投資者進行業務往來。True Partner 

Capital 團隊成員通過自身的豐富實戰經驗，將一流的學術造詣

和理論知識帶入期權交易和交易軟體。其基金投資額高達 3億美

元。  

網站連結：https://www.truepartnercapital.com/ 

 

 
 
 
AMERICAN PACIFIC BANCORP INC. 
 

 

American Pacific Bancorp Inc.（ “APB” ）是德州的一家銀行控

股公司，從事收購經營不善的銀行和提供下列方面的專門知識：

全面企業重組、管理重組和資產負債表重組，以恢復盈利。目

前，該集團擁有弗羅裡達州一家銀行的多數股權，且正在辦理

擁有美國伊利諾斯州一家銀行控股股權的申請。 

 

 

  

American Pacific Bancorp 

 

概要 

 香港聯交所的交易成員 

 市場：香港 

 表現：服務超過 800家上市企

業，幫助超過 80家公司在香

港聯交所上市 

 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保薦超過

300家公司 

 

概要 

 資產管理公司 

 市場：香港 

 管理基金超過 3億美元 

 公認為 2015年亞洲同類最佳

對沖基金 

 

概要 

 銀行控股公司 

 市場：美國 

 美國兩家商業銀行的股東 

 

 

http://www.bmisonline.com/
https://www.truepartnercapital.com/


 

生物醫學 

 
SED BIOMEDICAL INC.  
 
 

SeD Biomedical Inc. 是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專注於為生物醫學行

業公司提供資金和重組專門知識。目前， SeD Biomedical 

International 從事以下四個分支：  

1) 神經學 

2) 腫瘤學  

3) 蚊蟲威懾  

4) 國際傳染病控制  

 

SeD Biomedical 正在與傑出科學家密切合作，其中一名科學家由

於在尖端有機化學和糖化學方面的工作而被兩次提名諾貝爾

獎。 

 

 

營養及其補充劑 

 
LITE FOODS INC.  
 
 

LiteFood 的最初研究和發現是在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的功能食

品中心開始的。其攜手歐洲麵包產業的智囊團共同在瑞士著手

研發。該公司立足美國，提供了通向眾多領先速食連鎖總部的

管道。LiteFood 的創新和開發中心為澳洲、美國和瑞士的研究者

提供合作便利。該公司旨在成為美國、香港、中國、印度、東

南亞和歐洲的市場領袖。Lite Foods 的 4 大產品為： 

1) Neusolite™ —減少炸薯條的飽和脂肪  

2) ZEROVIA™ —用無卡甜味劑替代糖  

3) GiLITE™ — 低升糖指數值麵包混合粉  

4) LITESALT™ — 低鹽而不影響口味 

網站連結：https://www.litefoodsinc.com/ 
 
 

  

概要 

 生物醫學業的投資控股公司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Singapore e-Development 

Ltd的一個部門 

 向生物醫學公司提供資金和重

組服務 

 

概要 

 研發 

 市場：全球 

 4 個主要方面：減少炸薯條的

飽和脂肪、用無卡甜味劑替代

糖、低升糖指數值麵包混合粉

和低鹽而不影響口味 

 

https://www.litefoodsinc.com/


 

IGALEN INTERNATIONAL INC. 
 
 

iGalen是全球首個網路行銷組織，提供一個可減少炎症的全面、

天然糖類管理系統。iGalen的願景是“活在炎症最少、可控的世

界，身體健康，延年益壽。”公司使命是教育人們瞭解炎症的

危害，提供自然 、經過科學驗證的解決方案和生活方式選擇。  

網站連結：http://igalen.com/ 

 
 
 
 
 
 
 
 
 
 
HOLISTA COLLTECH LIMITED 
 
 

Holista Colltech Limited（澳交所證券代號：HCT）是一家在澳洲

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屬研究型生物技術公司，其專注於研

究、開發及推動對天然藥物的需求。該公司是唯一一家使用專

利提取方法生產羊（羊族）膠原蛋白的公司，目前正在進行羊

膠原蛋白的納米化和封裝作業。陳先生為第二大股東兼任非執

行董事。 

網站連結：www.holistaco.com 

 
 
 
 
 
 
HOLISTA FOOD INC. 
----------------------------------------------------------------------------------------------------------------------------- ---------------------- 

 

Holista foods是由 Lite Food與Nadja Foods合資創辦的合資企業。

該公司首席執行官 Nadja Piatka 曾經是奧普拉秀的嘉賓，同時也

是各大食品連鎖的焙烤食品供應商。該公司將打算與美國政府

共同推銷，為學生及醫院提供健康膳食。公司管理層在向全球

大型食品連鎖推銷方面擁有豐富經驗。Holista foods 向麵包生產

廠家提供全天然原料（全天然）。其提供的產品如下： 

 

- 麵包 — 轉化與全麥麵包同樣健康的白麵包 

- 麵食 — 轉化為低升糖指數值的健康麵食 

- 披薩 — 將披薩麵團轉化為健康的低升糖指數值麵團 

- 焙烤產品 — 將所有焙烤類產品作健康化處理 

網站連結：http://www.holistafoods.com/ 

 

概要 

 生活方式解決方案提供商 

 最大程度減少和管理炎症 

 旗艦產品：Emulin+ 

 通過網路行銷進行分銷 

 

概要 

 食品連鎖和零售店的保健食品

供應商 

 客戶包括若干全球食品連鎖組

織 

 低升糖指數值白麵包，如三明

治、披薩、焙烤食品等。 

 

 

 

概要 

 研究型生物技術公司 

 市場：澳洲 

 研究、開發及推動對天然藥物

的需求 

http://igalen.com/
http://www.holistaco.com/
http://www.holistafoods.com/


技術 

 
HOTAPP INTERNATIONAL INC.（開發平臺） 
 
 

HotApp International Inc. 是一家動態資訊技術公司。其包括一個

可在安卓及 iOS 上使用的免費增值應用程式平臺，用以連接使用

者、社區及企業。統一的語音電話、即時通訊、社會群體和電

子商務、核心模組包括 HotCalls、HotChats、HotRooms 及

HotNearby。HotApp 旨在讓社會群體能夠安全、可靠地交流。

HotApp 向用戶提供以下開放式平臺： 

HotApp@ 

1) 商務 6) 酒店管理服務 11) 商務移動 

2) MLM 7) 旅行  智慧化 

3) 網路領導 8) 房產仲介 12) 銀行移動 

4) 家政 9) 保安  智慧化 

5) 社區 10) 小盤股（Small Cap ） 13) 醫療資訊 

Website Link: http://hotappinternational.com/. 

 

 

物業/土地開發 

SED HOME INTERNATIONAL INC. 
 

 

SeD Home International Inc.是一家美國物業開發公司，截至目前

的投資額超過 5000 萬美元。該公司的核心策略如下：  

1) 在購買土地之前向前 20 名購房者預售土地開發專案中的所

有地塊。 

2) 只在土地開發專案獲得政府基礎設施成本補貼的情況下參

與房屋建設。 

3) 以極其優惠折扣從銀行名下沒收擔保的物業開發專案。 

4) 利用開發管理費與全球夥伴著手辛迪加專案。 

5) 打造生態型、節能、智慧化及設計精巧的超值住房。 

網站連結：www.sed.com.sg 

 

概要 

 開發平臺 

 平臺即服務（“PaaS”） 

 針對商業解決方案 

 讓使用者安全、可靠地通信及

存儲資料  

 

概要 

 美國物業開發公司  

 市場：美國、新加坡、澳洲 

 目前在美國的投資額：5000

萬美元 

 通過積極的風險化解措施，建

造超值物業的核心策略 

 

 

 

http://hotappinternational.com/
http://www.sed.com.sg/


房地產投資往績記錄 
 

房地產投資﹝已實現投資﹞- 投資項目回報 

  
 

已實現投資 

Textile Centre • 投資者內部收益率達 36% 

2007年新加坡 • 投資倍數達 3.1倍 

商業房地產項目 • 出口總值 1,800萬新加坡元 

The Arcadia • 投資者內部收益率達 30% 

2006年新加坡 • 投資倍數達 4.3倍 

住宅房地產項目 • 出口總值 1,100萬新加坡元 

港公寓組合* • 投資者內部收益率達 58% 

2009年香港 • 投資倍數達 2.5倍 

住宅房地產項目 • 出口總值 1,900萬新加坡元 

港運大廈 • 投資者內部收益率達 30% 

2004年香港 • 投資倍數達 5.1倍 

商業房地產項目 • 出口總值 2,300萬新加坡元 

The Sail • 投資者內部收益率達 30% 

2004年新加坡 • 投資倍數達 1.7倍 

住宅房地產項目 • 出口總值 300萬新加坡元 

Suntec City Tower • 投資者內部收益率達 199% 

2006年新加坡 • 投資倍數達 5.4倍 

商業房地產項目 • 出口總值 2,600萬新加坡元 

Southbank* • 投資者內部收益率達 56% 

2011年新加坡 • 投資倍數達 2.6倍 

住宅／商業房地產項目 • 出口總值 1,200萬新加坡元 

The Central* • 投資者內部收益率達 49% 

2010年新加坡 • 投資倍數達 3.2倍 

商業房地產項目 • 出口總值 3,400萬新加坡元 

CityLife@Tampines * • 投資者內部收益率達 24% 

2012年新加坡 • 投資倍數達 2.2倍 

共管公寓開發專案 • 開發總值 5.28億新加坡元 

*所有往績記錄均適用于陳恒輝先生過往及目前經手管理的公司 

*該等投資房地產於出

售控股公司完成後即

被視為已獲兌現。 

房地產開發專案全部

為預售專案，內部收

益率為估計值。 

控股公司為一間須進

行年審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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