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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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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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00188）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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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富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現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出售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財務資產╱負債及 
 重新計量公平值之收益淨額  57,788,083 44,937,816
佣金及費用收入  47,512,214 41,442,319
利息及股息收入  5,197,392 4,103,078
   

  110,497,689 90,483,213
其他收入 2 3,423,329 515,805
   

  113,921,018 90,999,018

經營開支
佣金開支  (9,917,458) (9,891,774)
一般及行政開支  (57,901,332) (42,562,325)
融資開支  (398,999) (665,042)
   

  45,703,229 37,879,877
出售組別之減值虧損  – (2,427,39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096,674 2,907,083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 (1,074,716)
   

除稅前溢利 3 46,799,903 37,284,852
所得稅（開支）╱扣減  4 (21,611) 121,969
   

期內溢利  46,778,292 37,406,821
   

應佔：
　本公司股東  46,784,419 37,407,450
　非控股權益  (6,127) (629)
   

期內溢利  46,778,292 37,406,821
   

每股基本盈利 6 1.4仙 1.2仙
   

每股攤薄盈利 6 1.4仙 1.2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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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46,778,292 37,406,821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額  (816,841) (25,197)
應佔聯營公司已確認之換算匯兌差額  (8,119) (340)
持作自用土地及樓宇之重估盈餘  4,815,024 1,407,831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變動  (76,226)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3,913,838 1,382,294
   
   

期內全面收益  50,692,130 38,789,115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
　本公司股東  50,698,257 38,789,744
　非控股權益  (6,127) (629)
   

期內全面收益  50,692,130 38,78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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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31,372,803 26,955,547
無形資產  2,331,141 2,331,14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2,205,279 31,116,724
可供出售投資  19,423,774 –
其他財務資產  9,910,284 9,670,137
   

  95,243,281 70,073,549
   

流動資產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財務資產  253,894,017 314,977,473
應收賬款、貸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7 170,050,950 274,063,690
應收關聯公司之款項  9 17,80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6,541,038 198,799,944
   

  730,486,014 787,858,911
   

流動負債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財務負債  1,836,000 –
應計款項、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8 129,220,277 296,383,976
銀行貸款  3,657,464 757,938
融資租賃承擔  379,284 629,492
本期稅項  1,450,324 1,450,324
   

  136,543,349 299,221,730
   
   

流動資產淨值  593,942,665 488,637,18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89,185,946 558,710,730
   

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銀行貸款  – 3,275,788
非流動融資租賃承擔  – 55,569
遞延稅項負債  326,810 305,199
   

  326,810 3,636,556
   
   

資產淨值  688,859,136 555,074,17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68,104,391 324,822,391
儲備  320,601,283 230,092,194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688,705,674 554,914,585
非控股權益  153,462 159,589
   

總權益  688,859,136 555,07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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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重要會計政策

除持作自用之土地及樓宇、可供出售投資及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財務資產╱負債以重估值或公平值計量（如
適用）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而編製。

多項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正及詮釋於本集團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採用該等新訂或經修訂準
則、修正及詮釋對編製及呈列本集團本期間及以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除下文所述者外，本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呈列方式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
財務報表貫徹一致。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乃指定可供出售或並未分類為貸款和應收款項或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財務資產或持至到期
投資之非衍生工具。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於年結日以公平值計量。公平值之變動於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及於投資重估儲備中累積。當該財
務資產出售或被認定為減值時，於投資重估儲備中累積之損益，將重新分類到損益中。

如可供出售股權投資於活躍市場沒有市場報價且公平值不能可靠計算，及與股權投資掛鉤且必須以該等沒有報價股
權投資作交收之衍生工具，則於年結日按成本價扣除任何已識別減值虧損計量。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減值
若可供出售股權投資之公平值顯著或長期低於其成本價，則被視為需作減值之客觀證據。

當可供出售財務資產需作減值時，於投資重估儲備中累積之損益，將於該期間重新分類到損益中。

可供出售股權投資已於損益中確認之減值虧損不能通過損益撥回。任何於減值後出現之公平值增加將於其他全面收
益中確認及於投資重估儲備中累積。

權益票據
權益票據乃證明企業於扣除負債後之資產中擁有剩餘權益之任何合約。由本集團發行之權益票據以扣減直接發行成
本後所收之代價入賬。

若認股權證之交收是以固定金額之現金或財務資產換取固定數目之公司權益票據，則分類為權益票據。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用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正及詮釋。本集團正評估此等新訂及經修訂準
則、修正及詮釋所構成之影響，惟現時仍未能合理估計其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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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下列為本集團於本期間按營運分部呈列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企業融資及
 證券投資 結構性投資 經紀 資本市場 資產管理 其他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分部收益） 61,165,978  – 35,593,678 13,330,044 43 407,946 110,497,689
內部收益 281 – 1,932,621 1,662,266 – 8,962,521 12,557,689
其他收入 46,400 – 252,127 704,644 – 2,420,158 3,423,329
       

 61,212,659 – 37,778,426 15,696,954 43 11,790,625 126,478,707
      

撇銷       (12,557,689)
       

總收入       113,921,018
       

分部業績 53,469,164 (197,564) (4,951,074) 1,894,224 (231,343)  (4,280,178) 45,703,229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 997,408 99,266 – – – 1,096,674
       

除稅前溢利       46,799,903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企業融資及
 證券投資 結構性投資 經紀 資本市場 資產管理 其他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分部收益） 30,216,860 15,979,034 33,859,100 9,057,707 23,410 1,347,102 90,483,213
內部收益 15 – 416,395 – – 8,392,302 8,808,712
其他收入 – – 264,722 17,014 – 234,069 515,805
       

 30,216,875 15,979,034 34,540,217 9,074,721 23,410 9,973,473 99,807,730 
      

撇銷       (8,808,712) 
       

總收入       90,999,018
       

分部業績 28,255,576 15,786,048 (2,915,348) 579,965 (809,560) (3,016,804) 37,879,877
      

出售組別之
 減值虧損 – (2,427,392) – – – – (2,427,392)
應佔聯營公司
 溢利╱（虧損） – 2,729,723 329,941 – (152,581) – 2,907,083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 (1,074,716) – – – – (1,074,716) 
       

除稅前溢利       37,28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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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為本集團按營運分部呈列之資產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證券投資 260,238,488 317,729,832

結構性投資 38,781,412 18,368,348

經紀 402,963,626 400,351,011

企業融資及資本市場 8,466,197 7,880,686

資產管理 855,766 875,408

其他 114,423,806 112,727,175
  

總分部資產 825,729,295 857,932,460
  

3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計入╱（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出售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財務資產╱負債及
 重新計量公平值之收益淨額
 － 股票證券 54,846,386 44,917,976

 － 衍生工具及其他 2,941,697 19,840

上市股本證券之股息收入 3,126,397 1,187,272

利息收入來自
 － 銀行存款 139,143 134,235

 － 孖展及首次公開招股融資 1,930,970 2,022,546

 － 其他 882 759,025

員工成本 (39,594,681) (24,698,960)

經營租賃支出－土地及樓宇 (5,028,633) (4,777,368)

折舊 (1,315,925) (1,396,232)

利息開支來自
 － 銀行貸款及透支 (366,842) (600,001)

 － 融資租賃承擔 (32,023) (64,973)

 － 其他 (134) (6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虧損回撥╱（減值虧損支銷）（淨額） 2,319,452 (500,854)

匯兌收益（淨額） 950,750 3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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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簡明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遞延稅項開支╱（扣減）
 －期內稅項 21,611 (121,969)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及過往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計算。本集團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5,100萬港元
（二零零九年：4,300萬港元）已被過往年間之稅務虧損全數抵扣，故無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由於在有關之稅務司法權區及就有關公司而言，不大可能有未來應課稅溢利以抵銷可供動用之稅項虧損，故本集團
並無就累計稅項虧損約 3.26億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3.72億港元）確認遞延稅項資產。根據現行稅務規例，
稅務虧損不會到期。

5 股息

本期間確認派付之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就過往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0.7港仙
 於本期間批准及派付（二零零九年：每股0.7港仙） 22,737,567 22,737,567
  

於中期結算日後，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四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宣派中期股息每股0.33港仙（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每股 0.33港仙），按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四日已發行之股份數目計算，總額為12,147,445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0,719,139 港元）。

6 每股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元 港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本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46,784,419 37,407,450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3,295,883,254 3,248,223,906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認股權證 14,059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3,295,897,313 3,248,223,906
  

附註：

於過往期間內並無潛在的可發行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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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賬款、貸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應收賬款及貸款

應收經紀及結算所之款項 (a) 40,465,229 171,658,135

應收孖展客戶賬款 (b) 55,290,372 31,079,627

應收現金客戶賬款 (c) 73,793,319 70,106,839

其他應收賬款 (d) 2,115,345 7,782,943
   

  171,664,265 280,627,544

減：減值虧損  (3,616,636) (9,135,136)
   

  168,047,629 271,492,40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03,321 2,571,282
   

  170,050,950 274,063,690
  

附註：

(a) 應收經紀及結算所之款項須根據有關市場慣例或交易所規則於交收日清償。

 本集團將日常業務經營中買賣期權及期貨合約所產生之客戶款項以信託方式存放在香港聯交所期權結算所有限
公司（「期權結算所」）及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期貨結算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為客
戶以信託方式於期權結算所及期貨結算公司之賬戶分別持有3,421,610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2,875,405

港元）及7,015,161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5,105,050港元），該款額並無計入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中。

(b) 股票經紀業務之孖展客戶須將證券抵押品抵押予本集團，藉以取得買賣證券之信貸額。給予彼等之信貸額乃按
本集團認可之證券折讓價值釐定。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孖展客戶貸款之證券抵押品總市值約為
1.89億港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2.02億港元）。應收孖展客戶賬款須於通知時償還及以商業息率計息。

(c) 除卻首次公開招股認購之再融資，股票經紀業務之現金客戶不會獲授信貸額。彼等須根據有關市場慣例或交易
所規則於交收日清償證券交易結餘。

(d) 來自正常業務交易之應收聯營公司結餘金額為無（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8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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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及貸款（已扣除減值虧損）按發票╱墊款╱交易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即期及一個月內 167,497,645 269,908,377

一個月以上但三個月內 320,000 700,612

三個月以上 229,984 883,419
  

 168,047,629 271,492,408
  

8 應計款項、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應付賬款
 （須於即期及一個月內償還）

應付經紀及結算所之款項 39,226,174 33,272,450

應付客戶賬款（已扣除獨立客戶
 賬戶內之銀行及結算所結存） 65,602,583 238,970,330

其他 1,622,176 5,027,902
  

 106,450,933 277,270,68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2,769,344 19,113,294
  

 129,220,277 296,38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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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

西方金融市場受到美國聯邦儲備局第二階段量化寬鬆及若干歐元區國家債務危機的影響，波幅相對
於以往狹窄。中國市場受政府實施的各種貨幣緊縮行政措施影響，較其他主要市場表現為弱。人民
幣兌美元恢復升值亦為中國企業增加很大財政壓力。基於開放的經濟體系，香港市場受到不同形勢
之影響，於本期間並無明確方向。

恒生指數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底收報23,035點，而二零一零年六月底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底之指數
則分別為 20,129點及 21,873點。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
年」），主板之每月平均成交額約為15,810億港元，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下半年則為12,750億港元。於二
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透過主板首次公開招股所籌集之資金為 3,940億港元，幾乎為二零一零財政
年度下半年所籌集的500億港元的八倍。

財務摘要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溢利4,700萬港元，而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上半年則為3,700萬
港元。出售財務資產及重新計量公平值之淨收益由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上半年4,500萬港元上升至二零
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 5,800萬港元，主要由於股市復甦所致。金融中介業務之佣金及費用收入由二零
一零財政年度上半年4,100萬港元上升至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4,800萬港元，主要由於市場活動增
加所致。本集團分別自出售投資及企業財務顧問費之應收款項收回 160萬港元及 120萬港元。該等應
收款項於以往年間被部分撇銷，因此本集團於期內確認減值虧損撥回 230萬港元。一般及行政開支自
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上半年的4,300萬港元增加至5,800萬港元。該增加主要是因為本集團表現良好而需
支付較高的僱員成本（包括基本及酌情）。

經紀

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該部門之總收入為3,780萬港元，而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上半年則為3,450
萬港元。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透過主板首次公開招股所籌集之資金及每日平均交投量分別較二
零一零財政年度上半年增加74%及12%。隨著集資市場復甦及由此產生的市場活動增加，二零一一財
政年度上半年的佣金收入有所改善。但員工成本及其他行政開支主要因租金成本及對優質員工需求
上升而急速上升，導致分部虧損進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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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機構銷售團隊獲東亞銀行有限公司委任為代理人，替其所發行的結構性產品提供流動性。
該部門不斷推出新產品及服務，藉此為客戶提供最佳的投資機會。

滙富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在Asiamoney Brokers Poll的香港最佳本地經紀商組別中名列三甲。滙富榮
幸於過去六年一直獲得此項殊榮。

企業融資及資本市場

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該部門總收入為1,570萬港元，較上年同期增長 73%。

該部門於期內參與若干包銷及配售活動。該部門亦參與若干項目，包括擔任若干公司首次公開招股
之保薦人。預算其中一個首次公開招股上市的項目將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內完成，該部門的收入將
會因而錄得增長。

該部門與一名客戶訂立一項和解協議並同意收取總金額 120萬港元作為未償還應收款項 600萬港元的
結算。該部門於過往年度已為此應收款項作出特別撥備550萬港元，因此於期內確認減值虧損撥回70
萬港元。

資產管理

該部門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並無營業額，現正尋求合適的投資機會以設立新私募股權基金。

證券投資

於二零一一財政年度上半年該部門錄得總收入6,120萬港元，而於二零一零財政年度上半年則為3,020
萬港元。

恒生指數上升顯示股票市場正在復甦，投資組合之表現亦隨之然有所改善。該部門致力使投資組合
更多元化，以降低個別股票的集中風險。

結構性投資

於上年出售合營公司及所有股權投資後，該部門於本期間投資於一個非上市私人基金。該基金業績
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及於投資重估儲備累計。於出售該基金時，累計之收益或虧損將重新分類至收
益表中。

該部門目前正尋找合適的機會並將於日後收購更多非上市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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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集團計劃於上半年所取得業績的基礎上繼續努力。有跡象顯示本公司提供的財務諮詢服務需求有
所上升，本集團正增加人力以滿足該預期需求。本公司透過完成股份配售取得更強大資本基礎亦為
投資活動提供更多資源。本集團計劃透過多樣化投資渠道及產品以降低本集團投資的波動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底，資產總值為8.26億港元，其中約88%屬流動性質。流動資產淨值為5.94億港
元，佔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底之資產淨值約86%。

本集團一般使用內部資源為營運融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底，借貸總額約 400萬港元，包括下列項
目：

－ 以本集團於北京及深圳的辦公室物業作抵押的按揭貸款約360萬港元及

－ 辦公室設備之融資租賃承擔約40萬港元。

本集團賬面值 2,700萬港元之物業以予抵押，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貸款之擔保。於期終，按銀行借貸
相對於股東權益的百分比計算，本集團之負債比率約為 1%。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將按揭貸款360萬港元全數歸還，以減輕融資開支。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本公司完成了 432,820,000股新股配售及完成 216,410,000份認股權證配售，並
獲得所得款項淨額1.06億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等認股權證尚未被持有認股權證之
人仕行使，而該等認股權證被行使後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為 7,100萬港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資產主要位於香港及中國，而本集團大部分貨幣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計值。而本集團投資
監控程序之其中一環，是每日監察以外幣折算之財務資產（包括股本及債務投資）連同該等投資之市
值變動。倘投資經理認為必要，將採用對沖工具作為整體投資策略之一部分。本集團已於中國購買
物業作自用。鑑於人民幣兌港元匯率穩步升值，本集團認為，毋須對沖該等以人民幣計值之資產。
管理層將密切監察情況，並將於出現任何不利變動時採取合適之對沖措施。本集團並無承受其他重
大匯率波動風險，亦無採用任何對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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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全職僱員數目為 133名（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137名）。
自刊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報以來，本集團之聘用、培訓或發展政策並無重大變
動。舊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二日到期，而新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日
獲批准。新購股權計劃之詳細資料已於本集團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二日所發出之通函中詳載。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為每股普通股 0.33港仙（截至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0.33港仙），股息將於或約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星期三派發予於二
零一一年三月四日星期五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股東登記冊之股東。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原則及遵守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就回顧期
間六個月內任何未有遵守標準守則之情況，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彼等已全部確認彼等已遵
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星期五（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停股份
登記，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為確定享有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
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以作登記，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1712 至171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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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回顧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實務準則，並討論財務報告事宜，其中包括
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審核委員
會之職權範圍可應要求向本公司股東提供。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任
何本公司之股份。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疇

本集團之外聘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
財務信息的審閱」對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進行審閱。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獨立審閱報
告已載於將送呈股東之中期報告內。

代表董事會
行政總裁
蔡冠明

香港，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主席蔡冠深、副主席兼執行董事林黃玉羡、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蔡
冠明、非執行董事關穎琴及林家禮、獨立非執行董事史習陶、高鑑泉及吳偉驄。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