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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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
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起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滙盈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址：http://www.vcgroup.com.hk

（股票代號：821）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滙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財務摘要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約為32,800,000港元，
較二零一一年同期下降約38%。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股東應佔綜合虧損約
24,3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一年同期則為綜合溢利約1,100,000港元。



2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滙盈控股有限公司作為擁有穩固基礎的金融服務集團，承諾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
及產品，以滿足大中華地區客戶在投資及財富管理方面的不同需要。本集團的專
業領域涵蓋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業務、與保薦及包銷首次公開發售及合併收購
相關之企業融資服務，以及資產管理。

業務回顧

二零零八年第四季爆發金融海嘯後，中國等多個國家的公共機關紛紛採取大規模
貨幣及財政措施，讓全球不少經濟體均已迅速復甦。該等措施在短期內確有助穩
定資本市場、刺激內需及支持全球經濟增長。然而，金融海嘯餘波在過去數年始
終縈繞不去，甚至蔓延至二零一二年。環球經濟仍面對種種挑戰及不明朗因素的
陰霾，諸如歐債危機升級，特別是西班牙及希臘尤為嚴峻，以及新興市場可能放
緩等。此等情況令環球股市大幅波動，市場情緒備受壓抑。再者，市場氣氛低迷
仍然窒礙世界各地，尤其是亞太地區的全球首次公開發售活動以及併購交易，亦
打擊投資氣氛。鑑於市況持續衰退以及市場沒有預期的大幅波動，令不少公司在
新上市或公開發售方面紛紛卻步。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亦難免受慘淡的宏觀環境影響。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
地股市波動不穩，香港每日成交量、市值及其他各類市場指數的呆滯表現充份
反映了陰沉的市場氣氛。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恒生指數收報19,441點，略
高於二零一一年底之18,434點，至於總市值則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
175,370億港元微升約5%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184,290億港元。然而，於二
零一二年上半年，港股每日平均成交額持續下跌，由二零一一年同期約736億港
元跌至約567億港元，跌幅約為23%。至於每日平均成交額亦由二零一二年首季約
632億港元跌至二零一二年第二季約502億港元，跌幅約為21%。與此同時，恒生
國企指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收報9,574點，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9,936點下跌約4%。此外，相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各項本地市場數據，諸如
總市值（211,040億港元）、恒生指數（22,398點）及恒生國企指數（12,576點），各方
面都反映市場不明朗因素仍嚴重打擊本地投資者在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市場情緒。
事實上，香港市場表現仍然遠遜於金融海嘯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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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核心業務及目標依然集中於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業務、與保薦及包銷
首次公開發售及合併收購相關之企業融資服務，以及資產管理。基於本集團核心
業務金融服務業之業務性質使然，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之業務表現仍受上述環球及
本地經濟及市況不景所影響。儘管如此，憑藉雄厚的資產以及傲視同儕的卓越投
資與財富管理服務及產品，我們相信，集團擁有絕對的競爭優勢，可繼續為股東
增值。本集團將致力爭取更佳表現，為未來的商機作好準備。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財務業績分析之詳情，敬請參閱
下列之「財務回顧」部分。

展望

前瞻未來，本集團預期二零一二年下半年仍然是金融業充滿挑戰的一年。歐洲債
務危機仍是全球主要的經濟問題，倘一直懸而未決又未能妥善處理，只會繼續帶
來市場揣測。預期市況將繼續波動，市場氣氛亦難以改善。

香港與中國內地在經濟關係上唇齒相依，於去年出台的中國十二五規劃，旨在提
倡更緊密的經濟夥伴安排及地區經濟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以及進一步加強中港澳三地的合作。有鑑於此，我們預期香港仍處於有利位置，
將可受惠於中國相對較樂觀的經濟前景。

本集團將繼續以卓越的運作能力為客戶提供專業服務，尋求業務多元化發展及恰
當的收購，推陳出新，以確保本集團能掌握稍後金融市場完全復蘇後所帶來的商
機，以及開拓國內市場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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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受市場氣氛欠佳所影響，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綜合
收益約為32,8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下降約38%。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股東應佔綜合虧損約24,3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一年
同期則為綜合溢利約1,100,000港元。

為便於省覽，謹將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所載之本集團分部資料重新
整理轉載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業績：
 經紀業務 (9,084) 8,612

 企業融資業務 (8,387) (900)

 資產管理業務 (481) (769)
  

集團經營（虧損）溢利 (17,952) 6,943

未分配支出 (6,605) (4,484)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103) –
  

除稅前（虧損）溢利 (24,660) 2,459

所得稅開支 (4) (1,455)
  

期內（虧損）溢利 (24,664) 1,004

非控股權益 327 74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24,337)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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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業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透過滙盈證券有限公司（「滙盈證券」）
及滙盈期貨有限公司（均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經營之經紀業務錄得約
30,600,000港元之收益，較去年同期之46,500,000港元減少約34%。經紀業務收益
減少之主要原因，為融資業務之利息收入由去年同期之18,700,000港元大幅下跌約
48%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9,800,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平均
貸款組合由去年同期約459,300,000港元減少約46%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245,800,000港元，以致來自利息收入的收益大幅下跌。再者，鑑於市
況不穩，本集團已加強信貸監控政策及程序，包括檢討客戶的信貸質素及信貸額，
藉以減低集團的信貸風險。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根據其
既訂信貸政策及程序，就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因進行證券交易而產生之應收賬款作
出額外減值5,7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無），有關政策及程序乃主要以無抵押呆
賬風險為基礎，並經評估本集團所持有客戶抵押品之公平值、評定可收回成數以
及客戶賬項之賬齡分析。

與此同時，本集團之經紀佣金亦由去年同期約23,900,000港元下跌至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7,800,000港元，跌幅約為26%，反映出香港股市的低迷
市場氣氛，並顯示上文「業務回顧」一節所述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每日平均成交額
持續下跌。經紀佣金淨收入亦由約9,600,000港元相應下跌約27%至7,000,000港元。

此外，本集團亦為客戶提供配售及包銷服務，並為多家香港上市公司出任集資活
動之配售代理及包銷商。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配售
及包銷佣金與其他收益一樣，輕微下跌至約3,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3,800,000

港元），此乃由於環球經濟波動導致第一及第二市場集資之步伐均有所放緩。儘
管如此，一待市場氣氛改善，本集團即會繼續致力掌握香港首次公開發售及其他
集資活動的機遇。

整體而言，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紀及相關業務的營運表現遠
遜去年。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經紀業務的除稅前及除稅後
經營虧損約為9,1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除稅前及除稅後溢利分別為8,600,000港
元及7,2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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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融資業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滙盈融資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獲香港多家上市公司委聘為多宗企業交易
的財務顧問，並以保薦人身份積極參與協助多位客戶尋求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及創業板上市。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企業融資顧問及相關業務錄得收
益合共約2,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6,700,000港元），而除稅前及除稅後經營虧
損則約為8,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900,000港元）。較之於二零一一年同期，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務表現有所下滑。誠如上文「業務回顧」一
節所述，由於市場氣氛一直欠佳，不少公司均延遲其首次公開發售計劃，甚至部
份收購合併交易自二零一一年下半年起一直擱置。因此，企業融資業務之經營表
現由二零一一年下半年開始已轉走下坡。儘管如此，本集團相信，只要牛市重臨，
市況利好，本集團可再捕捉更多商機。

總而言之，首次公開發售保薦業務將繼續為企業融資分部之主要收益來源，同時
亦為集團整體的股份配售及包銷業務創造更多商機。

資產管理業務

基於中國大陸的經濟強勁，加上本港金融服務市場根基穩固，本集團正積極尋求
有助拓展資產管理業務之新商機，藉以增強本集團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水平，以
迎合客戶漸趨多元化及與日俱增之需求。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主要透過滙盈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於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經營之資產管理業務錄得約
500,000港元之除稅前及除稅後經營虧損（二零一一年：800,000港元），主要為該
業務產生之一般經營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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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支出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分配支出約為6,600,000港元，
而二零一一年同期則約為4,500,000港元，主要包括未分配企業租金及水電開支、
員工成本及相關開支，以及專業費用等。本期間之未分配支出增加主要乃由於員
工成本增加，包括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授予本公司董事之購股
權確認之公平值約1,500,000港元。

融資成本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融資成本約為434,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430,000港元），其中全部均與經紀業務所動用之短期銀行貸款有關。

所得稅開支

由於在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作出香港
利得稅撥備（二零一一年：1,500,000港元）。上年度之所得稅開支乃主要就經紀業
務產生之溢利作出之所得稅開支撥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資本架構

本集團以內部資源、來自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收益、短期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為
其業務運作及投資提供資金。

本集團採取審慎的資金政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所有借款及幾乎全數銀
行結餘及現金均以港元定值。本集團擬致力減低外滙風險。此外，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所有銀行結餘及現金均存放於定期存款、儲蓄及往來賬戶。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滙盈證券獲一間銀行提供銀行
融資額130,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0,000,000港元），當中
80,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0,000,000港元）為一般短期貨幣市
場貸款及往來賬戶透支，現時須以40,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000,000港元）銀行存款作抵押，另外50,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50,000,000港元）則為保證金融資業務之短期貨幣市場貸款，一經動用須以滙
盈證券保證金客戶之上市證券作抵押。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動用
一般短期貨幣市場貸款40,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000,000港
元），其乃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年利率2厘計息，並以40,000,000港元（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000,000港元）銀行存款作抵押。



8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銀行存款及現金以及股東資
金（不包括客戶獨立賬戶）分別約為542,9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59,100,000港元）、314,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1,000,000港
元）及549,5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8,700,000港元）。於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維持於7.9（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5）的滿意水平。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405,244,829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99,736,829股，每股面值0.10港元）。於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的5,508,000股股份乃由於本公司董事及本
集團僱員行使購股權所致。

以每份認股權證（「認股權證」）0.05港元之發行價配售及發行79,900,000份認股權證
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完成，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該等認股權證尚未
行使。每份認股權證附帶權利可按認購價1.27港元認購一股本公司普通股（「認購
股份」），並可於認股權證發行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隨時行使。於認股權證所附帶
之認購權獲悉數行使後，本公司將發行79,900,000股認購股份，相當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經發行及配發該等認購股份擴大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16.5%。行使
認股權證所附帶認購權之最多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101,100,000港元。然而，於認
股權證之行使期內（即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至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並無認股
權證獲行使，因此，認股權證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到期。

集團資產押記

誠如上文所述，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40,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0,000,000港元）銀行存款向一間銀行抵押，以為滙盈證券取得
短期貨幣市場貸款及往來賬戶透支金額80,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80,000,000港元）。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即總借款（主要為銀行借款）
佔股東權益仍處於約0.07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7倍）之滿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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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滙風險

按照本集團政策，各經營實體均盡量以當地貨幣經營，以減低外滙相關風險。於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絕大部分的主要業務均以港元進行
及入賬。因此，外滙風險的影響極微，毋須為外滙風險作出對沖。鑑於營運需要，
本集團將繼續不時監察外滙風險，並採取必要行動以降低滙兌相關風險。

僱員人數及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合共118名僱員（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19名），其中107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8名）為於香港工作之僱
員，11名（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名）為於中國工作之僱員。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及員工銷售佣金
分別約為24,100,000港元及9,9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分別為21,000,000港元及
13,300,000港元）。前者包括以股本支付之以股份為基礎付款約1,500,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無）。有關詳情載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4。

本集團僱員的甄選、薪酬水平及擢升乃根據彼等的表現及資歷而定。除基本薪金
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外，其他僱員福利亦包括醫療保險、銷售佣金、酌情表現花
紅、酌情購股權及獎勵股份。本集團亦不時為僱員提供培訓及發展課程。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重大投資及其表現

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所述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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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就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落實任何已知計
劃。將來，當本集團未來開始尋求不同的投資或項目時，將會產生重大資本開支。
本集團將以其內部資源及╱或不同形式可供選擇之合適融資方式，為有關投資或
項目提供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添置物業及設備作出已訂約但未於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撥備之承諾約為39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就上文「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資本架構」一節
所述滙盈證券取得之銀行融資130,000,000港元向一家銀行提供為數130,000,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0,000,000港元）之財務擔保。於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滙盈證券已動用銀行融資40,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000,000港元）。

承董事會命
滙盈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夏樹棠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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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32,829 53,227
其他收入 3 1,073 146
員工成本 4 (33,983) (34,344)
佣金開支  (2,503) (2,367)
物業及設備折舊 9 (897) (1,056)
融資成本  (434) (430)
其他經營開支  (20,642) (12,717)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103) –
   

除稅前（虧損）溢利  (24,660) 2,459
所得稅開支 5 (4) (1,455)
   

期內（虧損）溢利 6 (24,664) 1,004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外國業務而產生之滙兌差額  (4) 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4,668) 1,007
   

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4,337) 1,078
 非控股權益  (327) (74)
   

  (24,664) 1,004
   

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4,341) 1,081
 非控股權益  (327) (74)
   

  (24,668) 1,007
   

每股（虧損）盈利（港仙）
 基本 8 (6.04) 0.27
   

 攤薄 8 (6.04)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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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交易權  – –
 物業及設備 9 1,899 3,563
 法定按金  2,992 2,988
 其他無形資產  1,547 1,547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 –
 可供出售投資  156 259
 租金及水電按金  – 2,432
   

  6,594 10,789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0 260,124 258,28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4,993 3,658
 可收回稅項  2,165 2,165
 已抵押銀行存款  40,000 40,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 314,344 321,018
   

  621,626 625,12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30,231 19,365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款  8,478 6,526
 應繳稅項  – 114
 短期銀行借款 13 40,000 40,000
   

  78,709 66,005
   

流動資產淨額  542,917 559,11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49,511 569,90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40,524 39,974
 儲備  508,987 528,75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49,511 568,729
非控股權益  – 1,179
   

權益總額  549,511 56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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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購股權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滙兌儲備  累計虧損  儲備   其他儲備 小計  權益應佔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1）    （附註2）

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經審核） 39,974 427,064 123,758 (942) (16,593) 14,637 202 588,100 1,542 589,642
          

期內溢利 – – – – 1,078 – – 1,078 (74) 1,00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3 – – – 3 – 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3 1,078 – – 1,081 (74) 1,007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9,974 427,064 123,758 (939) (15,515) 14,637 202 589,181 1,468 59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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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購股權  認股權證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滙兌儲備  累計虧損  儲備 其他儲備 儲備 小計  權益應佔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1）    （附註2） （附註3）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39,974 427,064 123,758 (929) (43,206) 18,403 (19) 3,684 568,729 1,179 569,908
           

期內虧損 – – – – (24,337) – – – (24,337) (327) (24,66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4) – – – – (4) – (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4) (24,337) – – – (24,341) (327) (24,668)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變動產生之差額 – – – – – – (748) – (748) (852) (1,600)

行使購股權 550 3,823 – – – – – – 4,373 – 4,373

因行使購股權
 而轉撥購股權儲備 – 1,160 – – – (1,160) – – – – –

因收回購股權
 而撥回購股權儲備 – – – – 8 (8) – – – – –

確認以股本支付之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 – – – – – 1,502 – – 1,502 – 1,502

股份發行開支 – (4) – – – – – – (4) – (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0,524 432,043 123,758 (933) (67,535) 18,737 (767) 3,684 549,511 – 549,511
           

附註：

(1) 根據於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生效之股本重組計劃，香港高等法院（「高院」）於二零零三
年五月二十七日批准削減本公司股本及註銷本公司之股份溢價賬。根據高院頒令，本公司
為數45,878,129港元之股份溢價賬已被註銷，而本公司之已發行及繳足股本亦透過削減本公
司股本面值而削減214,339,500港元。註銷股份溢價賬及削減股本所產生之進賬與累計虧損
136,459,429港元對銷後為123,758,200港元，已撥入本公司之資本儲備賬。就香港公司條例第
79C條而言，該資本儲備賬不會被視為已變現溢利，而被視為本公司之不可分派儲備，直至
及除非本公司於該頒令當日之應付賬已悉數償付為止。鑑於本公司已悉數償付結欠債權人
之有關債務，故本公司認為，此儲備已可分派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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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滙盈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十日完成分別以
1,600,000港元及600,000港元的現金代價出售本集團之兩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滙盈融資有
限公司（「滙盈融資」）及滙盈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滙盈資產管理」）各自之9.9%權益一事，
出售所得款項與轉撥至滙盈融資及滙盈資產管理非控股權益之金額分別約1,317,000港元及
681,000港元之間的差額分別約283,000港元及負81,000港元，已於其他儲備中確認。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滙盈資產管理發行3,000,000股每股面值1港元之新股份，該等
股份已由滙盈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悉數認購及繳款。因此，本集團於滙盈資產管理之權益由
90.1%增加至91.16%。於滙盈資產管理之權益變動產生之負差額約221,000港元已於其他儲備
中確認。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滙盈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完成分別以1,000,000港元及600,000港元的
現金代價收購滙盈融資及滙盈資產管理各自剩餘之9.9%及8.84%權益。收購代價與向滙盈融
資及滙盈資產管理非控股權益收購之金額分別約256,000港元及596,000港元之間的負差額分
別約744,000港元及4,000港元已於其他儲備中確認。

(3)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及二零一一年七月八日，本公司與一名配售代理分別訂立一項配售
協議及一項補充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透過配售代理按竭盡所能基準以每份認股
權證0.05港元之發行價配售最多79,900,000份認股權證。每份認股權證附帶權利可按認購價
1.27港元認購一股本公司普通股，可於認股權證發行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隨時行使。配售及
發行79,900,000份認股權證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四日完成，並可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前行使。發行認購權證收取之款項及發行開支分別約3,995,000港元及311,000港元已於認股
權證儲備中確認。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該等認股權證尚未行使。由於該等認股權證
於到期日仍未行使，因此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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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9,382) 79,62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於附屬公司之非控股權益 (1,600) –

 購買其他無形資產 – (1,000)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 – (500)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61) (168)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1,661) (1,668)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行使購股權之所得款項 4,373 –

 股份發行開支 (4) –
  

融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4,369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6,674) 77,961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21,018 115,478

以外幣持有之現金結餘之滙率變動影響 – 7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銀行結餘及現金 314,344 19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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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
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票據除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
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
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強制
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票據：披露－轉撥財務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於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
報之金額及╱或於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頒佈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下新
頒佈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乃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
表日期後頒佈，為已授權頒佈但尚未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政府貸款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合營安排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1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年度改善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載入二零零九年至
  二零一一年週期年度改善之多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1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納該等新頒佈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將不會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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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收益主要來自金融服務業務，其中包括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及買賣；提供首次公開發售、
合併與收購及其他企業融資相關顧問服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買賣證券及買賣期貨及期權合約所得經紀佣金
  及其他相關費用 17,784 23,929

 包銷、分包銷、配售及分配售佣金 3,047 3,841

 安排、管理、顧問及其他費用收入 2,241 6,779

 來自客戶之利息收入 9,757 18,678
  

 32,829 53,227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1,026 140

 雜項收入 47 6
  

 1,073 146
  

收入總額 33,902 53,373
  

本集團各經營業務乃按所提供產品及服務之性質分開組織及管理，各分部為一個策略業務，
其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所面對之風險及賺取之回報，有別於其他經營分部。本集團經營金融
服務業務，並將業務分為三個經營分部，即經紀業務、企業融資業務以及資產管理業務，並
據此向本集團執行委員會（即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彙報。上述三個經營及須予報告分
部之詳情概述如下：

(i) 經紀業務分部從事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及買賣、提供保證金融資、商業貸款服務予
公司客戶，以及配售及包銷服務；

(ii) 企業融資業務分部從事提供企業融資顧問服務；及

(iii) 資產管理業務分部從事提供資產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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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等經營分部之收益及業績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企業融資 資產管理
 經紀業務  業務  業務 分部總計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30,608 2,221 – 32,829 – 32,829
分部間銷售額 – – – – – –
      

 30,608 2,221 – 32,829 – 32,829
      

分部虧損 (9,084) (8,387) (481) (17,952) – (17,952)
      

集團內公司間成本對銷      6,843
中央行政成本      (13,448)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103)
      

期內除稅前虧損      (24,660)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企業融資 資產管理
 經紀業務  業務  業務 分部總計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46,508 6,719 – 53,227 – 53,227

分部間銷售額 – – – – – –
      

 46,508 6,719 – 53,227 – 53,227
      

分部溢利（虧損） 8,612 (900) (769) 6,943 – 6,943
      

集團內公司間成本對銷      6,798

中央行政成本      (11,282)
      

期內除稅前溢利      2,459
      

分部溢利或虧損指未計及集團內公司間成本對銷、中央行政成本及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前各分部所賺取之溢利╱產生之虧損。此乃向本集團執行委員會報告以供分配資源及評定
表現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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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間銷售額乃按主要市場水平收取。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收益10%或以上。
本集團之業務運作乃設於香港（註冊地）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對外客戶之收益主要源自香港。而本集團絕大部分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乃與香港業務有關。

由於分部資產及負債並無定期提供予本集團執行委員會，故並無呈列有關資料。

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員工佣金 9,877 13,343

薪金及工資 20,250 19,076

員工福利 1,187 826

招聘成本 1 349

終止聘用補償 400 17

提供長期服務金╱年假福利 215 15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51 578

確認以股本支付之以股份為基礎付款（附註15） 1,502 –
  

 33,983 34,344
  

5. 所得稅開支

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扣除之稅項款額乃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1,45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中國企業所得稅 4 –
  

 4 1,455
  

兩段期間之香港利得稅乃以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兩段期間之中國附屬公司須按
25%之中國企業所得稅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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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可扣稅臨時差額及估計未動用稅項虧損分別約814,000

港元及200,25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93,000港元及181,708,000港元）。於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有就該等可扣稅臨時差額及估計未動用稅項虧損確認遞
延稅項資產（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蓋因出現應課稅溢利足以動用可扣稅臨時
差額與之抵銷之機會不大，且未能確定日後是否有足夠未來應課稅溢利可供抵銷有關金額。

該等可扣稅臨時差額及估計未動用稅項虧損不設屆滿日，但須經香港稅務局批准，方可作實。

6. 期內（虧損）溢利

期內（虧損）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包含於其他經營開支：
 核數師酬金 479 504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 4,587 4,363

 應收款項呆賬準備，淨額 5,698 –

 出售╱撇銷物業及設備之虧損 821 –

 滙兌虧損淨額 4 –
  

包含於其他收入：
 滙兌收益淨額 – (1)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任何股息（二零一一年：
無）。本公司董事決定不會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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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之（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24,337) 1,078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403,155 399,737

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 221
  

就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3,155 399,958
  

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計入購股權及認股權證之
影響，因行使本公司之購股權及認股權證具有反攤薄影響。

9. 物業及設備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初╱年初賬面值 3,563 3,504

添置 93 2,049

折舊 (897) (1,960)

撇銷╱出售 (857) (35)

滙兌差額 (3) 5
  

期末╱年末賬面值 1,899 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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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因進行證券交易
  而產生之應收賬款（附註a）：

  結算所及經紀 205 17,960

  現金客戶 23,841 9,823

  保證金客戶 236,078 230,036

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因提供企業融資顧問、配售及
 包銷服務而產生之應收賬款（附註b） – 464
  

 260,124 258,283
  

本集團設有既訂政策及程序評估潛在客戶之信貸質素及釐定各客戶之信貸上限。接納客戶
的一切事宜及信貸上限須經指定批核人員依據有關客戶之信用審批。

應收賬款之信貸質素概述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逾期亦無減值 252,969 246,545

逾期但無減值（附註c） 1,290 2,263

已減值（附註d） 17,013 14,939
  

 271,272 263,747

減：減值準備（附註d） (11,148) (5,464)
  

 260,124 258,283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賬面值約252,96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6,545,000港元）之應收賬款為未逾期亦無減值，管理層對客戶之信用質素滿意，而本集團
就該等結餘持有之抵押證券之公平值一般均高於相關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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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因進行證券交易而產生之應收賬款之結算期為買賣日期後兩個交易日。

應收經紀之賬款乃按商業利率計息。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收現金客戶之賬款以客戶已抵押上市證券為抵押，當中
包括公平值約274,274,000港元關於未有減值之應收款項及公平值約79,000港元關於已
減值之應收款項（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299,456,000港元及74,000港元）。
本集團持有之抵押品不可再質押，惟可由本集團酌情決定出售以清償現金客戶結欠之
任何逾期未償還款項。已逾期之應收現金客戶賬款乃按商業利率計息。

一般而言，應收保證金客戶之賬款並無指定到期日，故列入「未逾期亦無減值」類別。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16,48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403,000

港元）應收保證金客戶之賬款已經減值，乃列入「已減值」類別。於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該等應收賬款以客戶已抵押上市證券為抵押，當中包括公平值約571,375,000

港元關於未有減值之應收款項及公平值約3,931,000港元關於已減值之應收款項（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為593,685,000港元及9,361,000港元）。證券均設有特定
保證金比率以計算其保證金價值。倘未償還應收賬款金額超過所寄存證券之合資格保
證金價值，則須提供額外資金或抵押品。所持有之抵押品可再質押最高至保證金應收
款項的140%，並可由本集團酌情決定出售以清償保證金客戶結欠之任何未償還款項。
應收保證金客戶之賬款須於要求時償還並按商業利率計息。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中約2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6,000港元）為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及董事以及該等董事之近親之賬戶進行證券交易
而應收彼等之款項。

除應收保證金客戶賬款外，該等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因進行證券交易而產生之應收賬款
之賬齡分析（按買賣日期計算）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22,687 25,722
31至90日 399 563
超過90日 960 1,498

  

 24,046 27,783
  



25

(b) 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因提供企業融資顧問、配售及包銷服務而產生之應收賬款乃自發單
日期起即時到期，但本集團給予其客戶之平均信貸期限為30日。該等應收賬款之賬齡
分析（按發票日期計算）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日內 – 261

31至90日 – 103

超過90日 – 100
  

 – 464
  

(c) 列入「逾期但無減值」類別者為於報告期末已逾期之應收客戶賬款，本集團並無就其作
出任何減值虧損撥備。賬齡分析（按買賣╱發票日期計算）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1至90日 377 666

超過90日 913 1,597
  

 1,290 2,263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逾期但無減值之應收現金客戶賬款約為1,290,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60,000港元）。因本集團就該等結餘持有之抵押證券之
公平值一般均高於相關賬面值，故並無作出減值虧損撥備。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逾期但無減值之應收賬款餘額約為203,000港元，乃
源自提供企業融資顧問服務。由於該等客戶信貸質素良好或與本集團仍持續有業務往
來，故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減值虧損撥備。該等延期還款情況於企業融資顧問行業乃
屬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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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本集團設有減值準備政策，主要乃根據對賬款之可收回成數之評估及賬齡分析，亦根
據管理層不同層面之判斷，包括客戶之信用、抵押品及過往收回記錄而作出。

於報告期間減值準備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初╱年初結餘 5,464 1,275

已確認減值虧損 5,698 5,189

作為不可收回款項撇銷之款項 (14) (1,000)
  

期末╱年末結餘 11,148 5,464
  

在確定該等應收賬款之可收回成數時，本集團會考慮自開始授出信貸之日至報告期末
應收賬款信貸質素之任何變化以及所持抵押品之公平值。此外，因客戶基礎較大且無
關連，故信貸風險不太集中。

11. 銀行結餘及現金

在經營受規管活動之日常業務過程中，滙盈證券有限公司、滙盈期貨有限公司及滙盈融資
充當受託人，代客戶及其他機構持有客戶款項。該等資產並非本集團之資產，故不計入其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因其正常業務交易之
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及買賣業務以及企業融資顧問業務而於香港期貨結算有限公司設立
獨立賬戶約1,12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60,000港元），及於認可財務機
構設立獨立賬戶約346,53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5,154,000港元），有關
賬戶不會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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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因進行證券交易
 而產生之應付賬款（附註a及b）：

 結算所及經紀 12,258 –

 現金客戶 16,584 17,302

 保證金客戶 1,389 2,046

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因企業融資顧問服務
 而產生之應付賬款 – 17
  

 30,231 19,365
  

附註：

(a) 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因進行證券交易而產生之應付賬款之結算期一般為買賣日期後兩個
交易日。本公司董事認為，鑑於全部該等應付賬款均須於買賣日期後兩個交易日即時
償還，故賬齡分析並無意義，因此並無披露賬齡分析。

(b)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應付賬款為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及董事以及該等董事
之近親之賬戶進行證券交易而應付彼等之款項（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4,000

港元）。

13. 短期銀行借款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 40,000 40,00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短期銀行借款乃以40,000,000港元
之已抵押銀行存款作抵押，並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年利率2厘計息。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加權平均實際利率為年利率2.18%（二零一一年：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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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法定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399,736,829 39,974

行使購股權 5,508,000 550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05,244,829 40,524
  

15.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向本公司若干董事授出可認購合共5,000,000股相關股份之購股權
已於授出日期全數歸屬。所授出購股權於當日之估計公平值約為1,502,000港元，乃採用二
項式期權定價模式根據獨立估值師編製之估值報告計算。該模式之輸入數據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
 六日授出之購股權

於授出日期之市價 0.99港元
行使價 1.04港元
預期波幅 74.126%

孳息率 0%

無風險利率 0.266%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授出之購股權之預期波幅乃採用本公司先前三年之歷史股價波幅釐定。
無風險利率乃參照於估值日期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三年期香港外匯基金票據之孳息率而釐定。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本公司根據二零零九年購股權計劃授出
之購股權確認開支總額約1,50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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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收購附屬公司之剩餘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滙盈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完成分別以1,000,000港元及600,000港元的
現金代價收購滙盈融資及滙盈資產管理各自剩餘之9.9%及8.84%權益，致使對兩間公司之控
股權益增加至100%。收購代價與向滙盈融資及滙盈資產管理非控股權益收購之金額分別約
256,000港元及596,000港元之間的負差額分別約744,000港元及4,000港元已於其他儲備中確認。

17. 財務擔保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就提供予附屬公司滙盈證券有限公司為數130,0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0,000,000港元）之銀行融資向銀行作出財務擔保。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滙盈證券有限公司已動用40,000,000港元銀行融資（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0,000,000港元）。財務擔保合約之公平值乃微不足道。

18.  關聯方交易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曾與關聯方進行以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向本集團若干董事或董事之近親所賺取之
 經紀佣金收入╱利息收入 78 223

  

與關聯方之往來結餘載於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以及附註10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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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達致及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確保維持高度透明及保障股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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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由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期間）及《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由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原則並符合該等守則之一切條文，惟下述各項偏離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上市公司的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
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由於董事會前主席李振聲博士於二零一二年五月
二十四日舉行的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二年度股東週年大會」）
上退任，因此董事會主席一職仍然留空。本公司現正物色合適人選以填補主席空
缺。本公司之行政總裁夏樹棠先生將肩負主席之職責，直至董事會新主席就任為止。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的委任須有指定任期，並須
接受重選。本公司全體非執行董事均不設指定任期。然而，根據本公司之章程細
則第92條，本公司全體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均須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
值退任及膺選連任，而各董事之實際任期平均為三年。本公司不相信明文限定董
事服務任期屬恰當之舉，蓋因董事須致力代表本公司股東之長遠利益，而非執行
董事之退任及膺選連任規定已給予本公司股東批准非執行董事續任的權利。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對公司
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本公司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因
海外事務而缺值二零一二年度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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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設立下列董事委員會，以確保維持最高之企業管治水平：

a. 執行委員會；
b. 審核委員會；
c. 薪酬委員會；
d. 提名委員會；
e. 財務委員會；及
f. 監察事務委員會。

上述所有董事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已於本公司網站「企業管治」一節內刊登。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以審查及監督本
集團之財務滙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業績，包括本集團所採納之
會計原則及慣例。審核委員會信納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適用會計準
則編製，並公平地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狀況及
業績。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刊載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vcgroup.com.hk刊載。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
告於稍後可在該等網站閱覽以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七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夏樹棠先生（行政總裁）、
周景輝先生、鄭子傑先生（投資總監）、蘇慧兒女士（財務總監）、林玉英女士、周
文韜先生及田家柏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為王英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分別為林國興先生、葉振忠先生及黃松堅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