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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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二零一二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滙盈控股有限公司為擁有穩固基礎的金融服務集團，致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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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回顧
二零零八年底爆發金融海嘯後，全球的主要金融市場均面對各種不同程度的不明朗
因素。自二零一二年第四季起，環球經濟環境繼續推行若干量化寬鬆措施，亞太區
市場亦有穩定熱錢流入，這對新上市及公開發售活動以及合併收購交易的增長，均
起了正面作用。這在短期內確有助改善及穩定環球投資氣氛，然而，環球經濟始終
欠缺增長動力以維持市場復甦。於二零一三年第二季，全球資本市場仍然表現呆滯
甚至出現倒退，尤其是當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伯南克於六月宣佈，聯邦儲備局計劃
退出量化寬鬆措施，並會於今年稍後開始，情況更見嚴峻。這導致大部份亞洲股市
動盪不穩，再次陷於大幅波動。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難免受到陰沉宏觀環境中的各種挑戰及不明朗因素所影響。
本港股市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仍然波動不穩，港股每日成交額、市值及其他各項市
場指數的呆滯表現亦能充份反映出黯淡的市場氣氛。自二零一二年第四季起，有
穩定熱錢流入香港市場，而香港股市亦陸續出現新公司上市及公開發售活動。市場
對此反應熱烈，大部分首次公開發售均錄得超額認購，而關於併購活動的消息亦與
日俱增，使大市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底能以22,656點的十六個月高位收市，至二零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更推進至23,822點的新高位。此增長勢頭一直維持於二零一三年
初，這情況亦反映於集資額中，二零一三年上半年香港總集資額（包括首次公開發售）
為1,336億港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之1,283億港元輕微增長約4%，其中，二零一三
年上半年首次公開發售之集資額為395億港元，較二零一二年同期之309億港元上升
近28%，顯示出上市及公開發售活動已在香港股市重新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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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至二零一三年第二季，隨著上述環球金融狀況下滑，市場亦相應走下坡。於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恒生指數收報20,803點，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22,656點下跌約8%，而恒生國企指數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則收報9,311點，較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1,436點下跌約19%。總市值亦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219,500億港元下跌約6%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約207,060億港元。

幸而，儘管該等市場指數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均告下挫，惟港股每日平均成交額於
期內整體卻大幅上升。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港股每日平均成交額由二零一二年同
期約567億港元增至約683億港元，升幅達約20%。這主要受惠於二零一三年第一季
的強勁復甦，期內每日平均成交額達到744億港元。然而，至二零一三年第二季，每
日平均成交額卻跌至約623億港元，跌幅約為16%。這反映出本地投資者的市場情緒
仍然很容易被市場不明朗因素壓抑。

作為金融服務供應商，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之業務表現無疑受到全球及本地
經濟以及市場環境所影響。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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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掌握任何寶貴的拓展業務機遇作好準備。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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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預期二零一三年下半年對金融業而言仍然充滿挑戰。環球經濟環
境預期會繼續波動，除非得到妥善處理及解決，否則將會繼續令投資市場蒙上不同
程度的陰影。此外，中國於今年能否保持經濟增長，亦足以左右環球經濟。

香港與中國內地在經濟關係上唇齒相依，在內地市場支援下，香港投資市場的前景
依然亮麗。這有望為本集團經紀及企業融資業務締造更有利的營商環境，前景審慎
樂觀。

本集團將繼續以卓越的營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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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本集團能於市場平穩復甦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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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受上述投資情緒及投資氣氛欠佳所影響，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綜合收益約為32,700,000港元，與二零一二年同期相若。本集團於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股東應佔綜合虧損約13,200,000港元，而二零一二
年同期之綜合虧損則為約24,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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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業績：
 經紀及相關業務 (1,681) (9,084)

 企業融資業務 (2,762) (8,387)

 資產管理業務 (1,235) (481)
  

集團經營虧損 (5,678) (17,952)

未分配支出 (7,513) (6,605)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44) (103)
  

除稅前虧損 (13,235) (24,660)

所得稅開支 – (4)
  

期內虧損 (13,235) (24,664)

非控股權益 – 327
  

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虧損 (13,235) (24,337)
  

經紀及相關業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透過滙盈證券有限公司及滙盈期貨有
限公司（兩間均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提供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及買賣服
務、保證金融資服務，以及配售及包銷服務，以及透過滙盈財務有限公司（亦為本公
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提供放債服務，此等業務錄得約30,000,000港元之收益，而
去年同期則為30,600,000港元。在經紀及相關業務各收益來源中，截至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經紀收入與融資業務利息收入均較去年同期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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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證券與期貨及期權合約交易之經紀佣
金及其他相關收費由去年同期約17,800,000港元增加至約19,900,000港元，升幅約
為12%，反映出本集團經紀業務與上文「業務回顧」一節所述的香港股市同步增長，
惟增長幅度較小。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融資業務利息收入由去年同期約
9,800,000港元輕微增長至約10,000,000港元，升幅約為2%。本集團來自經紀業務
客戶之利息收入維持穩定，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約9,800,000

港 元，與 去 年 同 期 相 若。事 實 上，本 集 團 向 經 紀 業 務 客 戶 提 供 之 平 均 貸 款 組 合
於 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錄 得 約3%之 輕 微 增 長，由 去 年 同 期 之 約
245,800,000港元增加至約253,200,000港元。本集團利息收入的輕微升幅主要來自
向客戶提供放債服務之利息收入，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約
2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上半年後期，本集團開始投放更多資源於提供融資服務，
包括擴展放債業務。這有助本集團充份把握貸款市場之龐大增長潛力以擴大收入基礎，
同時為客戶在財政上帶來更大的彈性，以滿足彼等之個人及業務需要。

鑑於市況不穩，本集團於過去數年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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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將集團的信貸風險減至最低。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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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回減值約2,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額外減值5,700,000港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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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內撥回大
額減值乃由於收回在過去數年確認之若干無法收回債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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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所產
生之配售及包銷佣金大幅下跌至約2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3,000,000港元）。儘
管如此，一待市場氣氛持續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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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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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紀及相關業務之營運表現遠勝
於去年。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經紀及相關業務之除稅前及除
稅後經營虧損約為1,7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9,100,000港元）。

企業融資業務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滙盈融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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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財務顧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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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主板及創業板上市。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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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200,000港元），而除稅前及除稅後經營虧損
則約為2,8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8,400,000港元）。較之於二零一二年同期，截
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務表現已有所改善。這主要由於本集團於二
零一二年七月關閉深圳辦公室，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深圳辦公
室產生之營運成本約為4,500,000港元。雖然上文「業務回顧」一節提及有更多公司在
香港股市啟動上市及其他公開發售計劃，甚至出現其他併購交易，惟待牛市重臨後，
本集團仍需要一段時間方能盡掌市況轉趨利好穩定下出現之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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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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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金融海嘯後，過去數年，經濟已肯定逐步
凝聚復甦的動力，然而，復甦尚在起步階段，環球經濟增長依然疲弱，令集團的資
產管理業務發展更添困難且面對不少競爭。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透過滙盈資產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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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00港元之除稅前及除
稅後經營虧損（二零一二年：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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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分配支出約為7,500,000港元，而
二零一二年同期則約為6,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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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之辦公室租金開支以及法律及專業費用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融資成本約為514,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434,000港元），全部均與本集團經紀及相關業務所動用之短期銀行貸款有關。

所得稅開支
由於並無應課稅溢利，因此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作出香港利得
稅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二零一二年：4,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資本架構
本集團以內部資源、來自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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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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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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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滙盈證券有限公司獲一間銀行提供銀
行融資額130,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0,000,000港元），當中
80,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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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0,000,000港元）銀行存款作抵押，另外50,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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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證券有限公司保證金客戶之上市證券作抵押。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 已 動 用 一 般 短 期 貨 幣 市 場 貸 款40,000,000港 元（二 零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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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000,000港元）銀行存款作抵押。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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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8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31,100,000港元）、213,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3,400,000港
元）及527,9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38,900,000港元）。於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維持於6.7（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8）之滿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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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408,428,829股，每股面值0.10

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5,924,829股，每股面值0.10港元）。於截至二
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的2,504,000股股份乃由於本公司董事及本集團僱
員行使購股權所致。

集團資產押記
誠如上文所述，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40,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0,000,000港元）銀行存款向一間銀行抵押，以為滙盈證券有限公
司取得短期貨幣市場貸款及往來賬戶透支金額80,0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80,000,000港元）作抵押。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總借款（純粹為銀行借款）佔
股東權益仍處於約0.076倍（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74倍）之滿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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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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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合共94名僱員（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1名），全部均於香港工作。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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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00,000港 元 及10,800,000港 元（二 零 一 二 年：分 別 為24,100,000港 元 及
9,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員工成本包括以股本支付
之以股份為基礎付款約1,5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無），當中部分計入分部業績，
部分則計入未分配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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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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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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所述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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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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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添置物業及設備之已訂約但未於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內撥備金額約為1,30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於 二 零 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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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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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0,000,000港元）之財務擔保。於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滙盈證券有限公司已動用銀行融資40,000,000港元（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000,000港元）。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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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股權證」）0.02港元之發行價
配售最多80,000,000份認股權證。每份認股權證附帶權利可按1.20港元之認購價認
購本公司一股普通股，可於認股權證發行日期起計二十四個月內隨時行使。配售及
發行80,000,000份認股權證一事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日完成，該等認股權證可於
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前行使。配售及發行認股權證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500,000港
元。行使認股權證所附帶認購權之最多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96,000,000港元。本公
司擬將該等所得款項淨額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及╱或於機遇出現時在日後用
作潛在投資。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三年八月
二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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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Wide Esteem Limited（「賣方」）訂立一項無法
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備忘錄」），據此，本公司有意收購而賣方有意出售Orient 

Xin Dai Management Co., Ltd.及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統稱為「目標集團」）之全
部已發行股本（「擬議交易」）。目標集團之主要業務為(i)於中國提供貨幣兌換服務；
及(ii)於中國向小額貸款公司提供管理諮詢服務。於簽立備忘錄時毋須支付任何款項。
擬議交易之代價將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載入賣方與本公司將予訂立之正式協議（「正
式協議」），惟無論如何應界乎約300,000,000港元至約500,000,000港元之間，該代
價將以現金及發行本公司新股份及可換股債券之方式清付。

備忘錄將於以下各項之較早者終止：(i)簽署正式協議日期，或(ii)二零一三年九月
三十日或備忘錄之訂約各方可能另行以書面協定之有關較後日期。正式協議須待若
干先決條件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備忘錄之訂約各方可能協定之有關其他
日期或之前達成後，方可完成。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六
日之公佈。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日，本公司認購本金額20,000,000港元之非上市港元可換股債
券，其於發行可換股債券日期起計第二個周年日到期（「可換股債券」）。按年利率8

厘計算之利息須每年支付，直至可換股債券被兌換為止。本公司有權於緊隨發行日
期後三個月當日起直至到期日止期間內任何時間按每股0.79港元之換股價將可換股
債券兌換為普通股。

承董事會命
滙盈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田家柏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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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32,727 32,829

其他收入 3 580 1,073

員工成本 4 (33,517) (33,983)

佣金開支  (1,414) (2,503)

物業及設備折舊 10 (594) (897)

融資成本  (514) (434)

其他經營開支  (12,471) (14,119)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1,968 (6,626)
   

除稅前虧損  (13,235) (24,660)

所得稅開支 6 – (4)
   

期內虧損 7 (13,235) (24,664)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賬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而產生之滙兌差額  (18) (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3,253) (24,668)
   

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3,235) (24,337)

 非控股權益  – (327)
   

  (13,235) (24,664)
   

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253) (24,341)

 非控股權益  – (327)
   

  (13,253) (24,668)
   

每股虧損（港仙）
 基本 9 (3.26) (6.04)
   

 攤薄 9 (3.26) (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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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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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227 1,778

 法定按金  4,179 3,023

 其他無形資產  1,547 1,547

 可供出售投資  65 109

 租金及水電按金  2,080 1,403
   

  9,098 7,860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1 352,363 314,08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4,342 4,094

 可收回稅項  402 402

 已抵押銀行存款  40,000 40,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 212,977 263,387
   

  610,084 621,96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3 42,795 37,673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款  7,242 12,006

 應繳稅項  1,243 1,224

 短期銀行借款 14 40,000 40,000
   

  91,280 90,903
   

流動資產淨額  518,804 531,06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27,902 538,92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40,843 40,592

 儲備  487,059 498,32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27,902 53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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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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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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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動而產生之差額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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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失效而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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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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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購股權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滙兌儲備 累計虧損 儲備 其他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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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1）    （附註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40,592 432,827 123,758 (931) (64,653) 8,094 (767) 538,920
        

期內虧損 – – – – (13,235) – – (13,235)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18) – – – (1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8) (13,235) – – (13,253)
        

行使購股權 251 1,984 – – – – – 2,235
因行使購股權而轉撥
 購股權儲備 – 617 – – – (617) – –
因收回購股權╱購股權
 失效而撥回購股權
 儲備 – – – – 2,592 (2,592) – –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0,843 435,428 123,758 (949) (75,296) 4,885 (767) 527,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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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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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滙盈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完成收
購滙盈融 資有限公司及滙盈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各自餘下之9.9%及8.84%股本權益，現金
代價分別為1,000,000港元及600,000港元。收購代價與向滙盈融資有限公司及滙盈資產
管理有限公司非控股權益收購之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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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每份認股權證0.05港元之發行價配售及發行79,900,000份認股權證一事已於二零一一
年七月十四日完成。每份認股權證附帶權利可按認購價1.27港元認購本公司一股普通股，
可於認股權證發行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隨時行使。發行認股權證收取之款項及發行開支
分別約3,995,000港元及311,000港元已在發行認股權證時於認股權證儲備中確認。該等
認股權證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到期。先前於認股權證儲備中確認之數額已轉撥至
累計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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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51,446) (9,38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及設備 (44) (93)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1,156) 32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1,200) (61)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行使購股權之所得款項 2,235 4,373

 增購附屬公司股本權益付款 – (1,600)

 股份發行開支 – (4)
  

融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2,235 2,76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50,411) (6,674)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3,387 321,018

以外幣持有之現金結餘之滙率變動影響 1 –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銀行結餘及現金 212,977 314,344
  



中期報告 2013
滙盈控股有限公司

16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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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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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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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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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與編製本集團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相關之新頒佈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頒佈或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年度改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抵銷財務資產與財務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披露於其他實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之權益：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地表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註釋第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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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就全面收入表及收入表引入新名稱。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之修訂，全面收入表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而收入表則更名為損益表。香港會
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保留可以選擇以單一報表或以兩個分開但連續之報表呈列損益及其他
全面收入。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規定須於其他全面收入一節內作出額外披露，
以將其他全面收入項目分為兩類：(a)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及(b)於符合特定
條件時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所得稅須按相同基準分配－
惟有關修訂並無改變現時可選擇按除稅前或除稅後基準來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有關
修訂已追溯應用，因此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已作出修改以反應有關變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修訂中期財務報告（為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之年度改善之一部分）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修訂「中期財務報告」（為二零零
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善之一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之
修訂釐清，僅於特定須報告分部之總資產及總負債金額乃定期向本集團執行委員會（即本
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彙報，以及該金額與上一份年度財務報表就該須報告分部披
露之金額出現重大變動時，方須於中期財務報表分開披露有關金額。

由於本集團執行委員會並無就評定表現及分配資源審閱本集團須報告分部之資產及負債，
故本集團分部資料並無載列總資產資料。

除上文所述者外，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其他新頒佈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於本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或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用以下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
表批准發表日期後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 資產減值－就非財務資產披露可收回金額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 金融票據：確認及計量－衍生工具之更替及
  對沖會計之延續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徵費1

 －詮釋第21號

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納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及詮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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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保證金融資
及放債服務；提供配售及包銷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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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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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1 17,784
 包銷、分包銷、配售及分配售佣金 158 3,047
 安排、管理、顧問及其他費用收入 2,727 2,241
 來自客戶之利息收入 9,971 9,757
  

 32,727 32,829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579 1,026
 雜項收入 1 47
  

 580 1,073
  

收入總額 33,307 3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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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經紀及相關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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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紀及相關業務分部從事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及買賣、提供保證金融資及放債業
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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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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經營及須予報告分部分析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經紀及 企業融資 資產管理
 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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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客戶銷售額 30,000 2,727 – 32,727 – 32,727

分部間銷售額 – 40 – 40 (40) –
      

 30,000 2,767 – 32,767 (40) 32,727
      

分部虧損 (1,681) (2,762) (1,235) (5,678) – (5,678)
     

集團內公司間成本對銷      6,519

中央行政成本      (14,032)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44)
      

期內除稅前虧損      (13,235)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經紀及 企業融資 資產管理
 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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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客戶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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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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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報以供分配資源及
評定表現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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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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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業務運作主要設於香港（常駐地）。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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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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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員工佣金 10,850 9,877
薪金及工資 20,493 20,250
員工福利 814 1,187
招聘成本 30 1
終止聘用補償 532 400
長期服務金╱年假福利撥備 268 21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89 551
確認以股本支付之以股份為基礎付款 – 1,502
酌情表現相關獎金撥回 (59) –
  

 33,517 33,983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收款項呆賬減值（撥回）虧損，淨額 (1,993) 5,698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44 103
出售╱撇銷物業及設備虧損 1 821
滙兌（收益）虧損淨額 (20) 4
  

 (1,968) 6,626
  

6.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並無應課稅溢利，因此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作出香港利
得稅及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扣除之稅項開支4,000港元，為於過往年度就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不足。兩段期間之香港利得稅乃以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中國附屬公司於兩段期
間須按2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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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 零 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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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6,000港 元 及213,194,000港 元（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1,059,000港 元 及
200,146,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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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因出現應課稅溢利以抵銷可扣稅臨時差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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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須經香港稅務局另行批准，方可作實。

7.	 期內虧損
期內虧損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列入其他經營開支：
 核數師酬金 479 479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 4,529 4,587
  

8.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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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
年：無）。本公司董事決定不會就本中期期間派付任何股息。

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13,235) (24,337)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406,526 403,155
  

計算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計入購股權之影響，因行
使本公司之購股權具有反攤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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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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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及設備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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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8 3,563
添置 44 659
折舊 (594) (1,576)
撇銷╱出售 (1) (865)
滙兌差額 – (3)
  

期末╱年末賬面值 1,227 1,778
  

11.	 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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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算所及經紀（附註a） 52,599 20,551
 現金客戶（附註b） 18,643 25,358
 保證金客戶（附註c） 255,760 26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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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28 45

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因進行放債服務業務而
 產生之應收賬款（附註e） 25,233 –
  

 352,363 31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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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以下情
況下，即會將若干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對銷：當本集團現時具有可依法強制執行之權利
以對銷結餘；並且有意按淨額結算或同時變現有關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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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之信貸質素概述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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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194 308,137
已逾期但無減值（附註f） 2,229 3,103
已減值 56 7,483
  

 352,479 318,723
減：減值準備（附註g） (116) (4,643)
  

 352,363 314,080
  

管理層對該等未逾期亦無減值之應收賬款之信用質素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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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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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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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應收保證金客戶賬款外，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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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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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97 42,838
31至90日 975 520
超過90日 1,170 2,551
  

 71,242 45,909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約5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7,000港元）之
應收賬款為本集團一名董事之賬戶進行證券交易而應收該董事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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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應收經紀之賬款乃按商業利率計息。

(b)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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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89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5,769,000港
元）乃關於未有減值之應收款項約18,70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363,000港元）；及公平值約4,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000港元）
乃關於已減值之應收款項約8,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7,000港元）。

 本集團持有之該等抵押品不可再質押，惟所持有之相關抵押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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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應收保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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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34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52,785,000港
元）乃關於未有減值之應收款項約255,76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5,281,000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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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應收保證金客戶之賬款約12,000港元（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340,000港元）為已減值但並無以任何抵押上市證券作抵押（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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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款之140%，而所持有之相關抵押品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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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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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已減值並已悉數作出減值虧損撥備之款項約36,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000港元）。該等應收款項之結算期乃自發單日期起
即時到期，但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平均30日之信貸期。該等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按
發票日期計算）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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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45
31至90日 20 –
  

 128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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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因進行放債服務業務而產生之應收賬
款為有抵押及按每月1厘之固定利率計息。該等應收賬款之剩餘合約年期為少於一年。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該等應收款項以客戶已抵押非上市債券證券為抵押。並
無作出減值虧損撥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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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列入「已逾期但無減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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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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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 520
超過90日 1,235 2,583
  

 2,229 3,103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該等應收款項包括應收現金客戶款項約2,209,000港元（二
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03,000港元）。並無作出減值虧損撥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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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餘額20,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乃源自提供企業融資顧問服務之應收款項。由於該客戶信貸質素良好，故本集
團並無作出任何減值虧損撥備。延期還款情況於企業融資顧問行業乃屬慣例。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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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管理層不同方面之判斷，包括客戶之信用、抵押品及過往收回記錄而作出。

於報告期內減值準備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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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3 5,464
已確認減值（撥回）虧損，淨額 (1,993) 1,144
作為不可收回款項撇銷之款項 (2,534) (1,965)
  

期終╱年終結餘 116 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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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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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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有限公司充當受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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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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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
結算所設立獨立賬戶約2,17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22,000港元），
及於其他認可財務機構設立獨立賬戶約218,093,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5,106,000港元），有關賬戶不會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處理。

13.	 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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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23
  現金客戶 39,299 28,861
  保證金客戶 1,853 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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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賬款 1,643 20
  

 42,795 37,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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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25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2,000港元）
之應付賬款為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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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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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短期銀行借款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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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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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股本
 法定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399,736,829 39,974
行使購股權 6,188,000 618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405,924,829 40,592
行使購股權 2,504,000 251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408,428,829 40,843
  

16.	 財務擔保
於 二 零 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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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0,000,000港元）之銀行融資向銀行作
出財務擔保。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滙盈證券有限公司已動用40,000,000港元銀行
融資（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000,000港元）。財務擔保合約之公平值乃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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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添置物業及設備作出已訂約但未撥備之承擔金
額約為1,31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b)	 經營租賃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土地及樓宇之不
可撤銷經營租賃承擔到期之日後最低租金如下：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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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 6,994 3,537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0,632 –

  

 17,626 3,537
  

經營租金指本集團就其若干寫字樓物業應付之租金。於本期間內，租期固定為0.5至
3年（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5至3年）。

18.		 關聯方交易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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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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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78
  

與關聯方之往來結餘載於附註11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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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報告期後事項
(a)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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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股權證」）0.02港元之發行價
配售最多80,000,000份認股權證。每份認股權證附帶權利可按1.20港元之認購價認
購本公司一股普通股，可於認股權證發行日期起計二十四個月內隨時行使。配售及
發行80,000,000份認股權證一事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日完成，該等認股權證可於
二零一五年八月一日前行使。配售及發行認股權證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500,000港
元。行使認股權證所附帶認購權之最多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96,000,000港元。本公
司擬將該等所得款項淨額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及╱或於機遇出現時在日後用
作潛在投資。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三年八月
二日之公佈。

(b)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Wide Esteem Limited（「賣方」）訂立一項無法
律約束力之諒解備忘錄（「備忘錄」），據此，本公司有意收購而賣方有意出售Orient 
Xin Dai Management Co., Ltd.及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統稱為「目標集團」）之全
部已發行股本（「擬議交易」）。目標集團之主要業務為(i)於中國提供貨幣兌換服務；
及(ii)於中國向小額貸款公司提供管理諮詢服務。於簽立備忘錄時毋須支付任何款項。
擬議交易之代價將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載入賣方與本公司將予訂立之正式協議（「正
式協議」），惟無論如何應界乎約300,000,000港元至約500,000,000港元之間，該代
價將以現金及發行本公司新股份及可換股債券之方式清付。

 備忘錄將於以下各項之較早者終止：(i)簽署正式協議日期，或(ii)二零一三年九月
三十日或備忘錄之訂約各方可能另行以書面協定之有關較後日期。正式協議須待若
干先決條件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備忘錄之訂約各方可能協定之有關其他
日期或之前達成後，方可完成。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六
日之公佈。

(c)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三日，本公司認購本金額20,000,000港元之非上市港元可換股債
券，其於發行可換股債券日期起計第二個周年日到期（「可換股債券」）。按年利率8
厘計算之利息須每年支付，直至可換股債券被兌換為止。本公司有權於緊隨發行日
期後三個月當日起直至到期日止期間內任何時間按每股0.79港元之換股價將可換股
債券兌換為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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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董事於重大合約中之權益
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8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完結日或於該期間之任何時間，本公司董事概無在本集團為訂約一方且與
本集團業務有關之重大合約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按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定義）之股份、相
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有關權益或淡倉（包括董事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之該等條文被認為或被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列入該條例所述由本公司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有關權益或淡倉，或(c)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有關權益或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a)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所持已發行 佔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身份 權益性質 普通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周景輝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 2,369,869 0.58%

黃松堅先生 實益擁有人 個人 500,000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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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二零零九年購股權計劃」）
向本公司董事授出之購股權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佔已發行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股本概約   
董事姓名 尚未行使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百分比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港元

田家柏先生 1,000,000 – – – 1,000,000 0.2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1.17
        九月二十四日 九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五年
        九月二十三日
 

周景輝先生 1,000,000 – – – 1,000,000 0.2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0.794
        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至
        二零一四年
        十月九日

 750,000 – – – 750,000 0.19%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1.17
       九月二十四日 九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五年
        九月二十三日
 

小計 1,750,000 – – – 1,750,000 0.43%
 

鄭子傑先生 1,700,000 – – (1,700,000) – –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1.84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三年
        一月十七日

 1,000,000 – – – 1,000,000 0.2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0.794
       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至
        二零一四年
        十月九日

 1,000,000 – – – 1,000,000 0.2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1.17
       九月二十四日 九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五年
        九月二十三日
 

小計 3,700,000 – – (1,700,000) 2,000,000 0.48%
 

蘇慧兒女士 1,700,000 – – (1,700,000) – –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1.84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三年
        一月十七日

 1,000,000 – – – 1,000,000 0.2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0.794
       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至
        二零一四年
        十月九日

 750,000 – – – 750,000 0.19%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1.17
       九月二十四日 九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五年
        九月二十三日
 

小計 3,450,000 – – (1,700,000) 1,750,000 0.43%
 

葉振忠先生 500,000 – – – 500,000 0.12%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1.04
       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五日
 

總計 10,400,000 – – (3,400,000) 7,000,000 1.70%
 

附註：

1.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總數為408,428,829股。

2. 上述購股權指本公司相關董事作為實益擁有人持有之個人權益。

3.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上述購股權註銷。



中期報告 2013
滙盈控股有限公司

32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
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定義）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概無擁有列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
冊內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已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
淡倉。

於本公司股本中之主要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除上文所披露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持有之權益外，
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下列人士╱法團持有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五或以上之權益。本公司獲通知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詳情載列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所持已發行 佔已發行股本
名稱 身份 普通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附註

胡國恩先生 實益擁有人 24,480,000 5.99% –

Eternity Sky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持有 33,904,000 8.30% 2

中國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持有 33,904,000 8.30% 2

附註：

1.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之普通股總數為408,428,829股。

2. Eternity Sky Limited被視為擁有33,904,000股本公司普通股之權益，因其若干全資附屬公
司，即Perpetual Wealth Holdings Limited、Wildfire Sensation Limited、Super Summit 
Investments Limited及Time Magic Limited合共持有33,904,000股普通股，相當於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股本約8.30%權益。中國投資基金有限公司持有Eternity Sky Limited之全部已
發行股本，故亦被視為擁有33,904,000股本公司普通股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獲知會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有關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任何其他權益
或淡倉。



中期報告 2013
滙盈控股有限公司

33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本公司股東批准採納
一項購股權計劃（「創業板購股權計劃」），取代本公司先前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四日
採納之購股權計劃。

創業板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七日被董事會有條件終止。於二零零八年八
月十五日本公司股份自聯交所創業板轉往聯交所主板上市後，終止創業板購股權計
劃即告生效。其後，不得再根據創業板購股權計劃提呈或授出購股權。根據創業板
購股權計劃規定，先前據此授出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仍為有效，並可根據其發行條
款予以行使。

本公司根據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採納
二零零九年購股權計劃。根據創業板購股權計劃及二零零九年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
股權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之變動如下：

(a)	 創業板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參與者類別 尚未行使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授出日期 購股權之期限 行使價
        港元

其他合資格人士 100,000 – – – 100,000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0.64
      三月二十五日 三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一四年
       三月二十四日
 

附註：

於授出日期起直至其後六個月到期當日，涉及最多50%股份之購股權可予行使。於緊隨
授出日期後首六個月屆滿後直至授出日期後十年之期間，涉及所有股份之先前尚未行使
之購股權可予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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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二零零九年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三年    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   
參與者類別 尚未行使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尚未行使 授出日期 購股權之期限 行使價
        港元

董事 3,400,000 – – (3,400,000) –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1.84
      一月十八日 一月十八日至
       二零一三年
       一月十七日

董事 4,000,000 – – – 4,000,000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0.794
      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至
       二零一四年
       十月九日

董事 4,500,000 – (1,000,000) – 3,500,000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1.04
      六月六日 六月六日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五日

董事 3,500,000 – – – 3,500,000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1.17
      九月二十四日 九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五年
       九月二十三日
 

小計 15,400,000 – (1,000,000) (3,400,000) 11,000,000
 

僱員 6,872,000 – (1,504,000) – 5,368,000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0.794
      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至
       二零一四年
       十月九日

僱員 1,500,000 – – – 1,500,000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1.17
      九月二十四日 九月二十四日至
       二零一五年
       九月二十三日
 

小計 8,372,000 – (1,504,000) – 6,868,000
 

其他合資格人士  1,000,000 – – – 1,000,000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 0.794
      十月十日 十月十日至
       二零一四年
       十月九日
 

總計 24,772,000 – (2,504,000) (3,400,000) 18,868,000
 

附註：

於授出購股權日期起直至其後三年到期當日，涉及所有股份之購股權可隨時行使。

有關本公司董事獲授購股權之詳情，乃於上文「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一節「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之分節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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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獎勵計劃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採納兩項股份獎勵計劃，分別名為滙盈股份購
買計劃信託（「股份購買計劃」）及滙盈股份獎勵計劃信託（「股份認購計劃」）。

股份購買計劃及股份認購計劃均旨在鼓勵及促進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之有關僱
員為其本身利益而認購及持有本公司股份。根據股份購買計劃及╱或股份認購計劃
授出之本公司股份可按董事會不時釐定之有關方式授出，藉以肯定若干僱員之貢獻、
挽留彼等繼續為本集團之營運及發展效力，以及招攬合適人員加入本集團，進一步
推動本集團之發展。股份購買計劃乃動用在市場上所購買之本公司股份，而股份認
購計劃將認購本公司之新股份。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董事將有權參與股
份購買計劃，但不可參與股份認購計劃。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概無根據股份購買計劃及股份認
購計劃向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之任何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僱員獎勵任何股份
或存在任何獎勵股份。

董事及相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按標準守則所載條款採納有關董事買賣證券之操守守則。經向本公司董事提
出具體徵詢，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有遵
守標準守則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買賣準則及操守守則。

董事會亦已制訂適用於本公司相關僱員的《相關僱員證券交易守則》，以規管彼等買
賣本公司證券之交易，以遵守上市規則企業管治守則（定義見下文）守則條文第A.6.4

條之規定項下之董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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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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應用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並符合其所有守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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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董事會前主席李振聲博士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
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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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行政總裁田家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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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國興先生因其他事務而缺席於二
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林
先生於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退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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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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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四日成立，現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即黃松堅先生（主席）、葉振忠先生及黃錦財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是(i)

審閱本集團的年度報告、財務報表及中期報告，並就此向本公司董事會提供建議及
發表意見；及(ii)審查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彙報過程及內部監控程序。審核委員會已
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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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信納其已根據適用會計準則編製，並公平地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財務狀況及業績。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田家柏先生（行政總裁）、周
景輝先生、鄭子傑先生（投資總監）及蘇慧兒女士（財務總監）；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分別為葉振忠先生、黃松堅先生及黃錦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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