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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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
佈之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KINGSTON FINANCIAL GROUP LIMITED
金利豐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031）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1,651,667,000
港元減少約17%至1,376,862,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較去年
同期923,380,000港元減少約19%至744,420,000港元，主要由於來自證券經紀、
包銷及配售業務之收入減少所致。

•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盈利較去年同期5.32港仙
減少約19%至4.2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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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利豐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1,376,862 1,651,667
其他收入 15,061 33,496

  

1,391,923 1,685,163
  

所耗用存貨 (11,090) (11,468)
員工成本 3 (161,233) (146,937)
博彩佣金 (48,665) (56,564)
經紀佣金 (23,217) (94,936)
證券經紀、包銷及配售、保證金及
 首次公開發售融資業務之利息開支 (121,133) (91,354)
折舊 (59,426) (72,693)
行政開支 (50,283) (52,672)
其他經營開支 (60,757) (60,615)

  

(535,804) (587,239)
  

融資收入 1,743 3,878
融資成本 (10,128) (12,795)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收益 42,077 13,649
匯兌收益 1,213 1,998
分佔合營企業業績 – (1)
攤銷 (7,066) (7,066)

  

27,839 (337)
  

除稅前溢利 4 883,958 1,097,587
稅項 5 (136,510) (170,962)

  

期內溢利 747,448 92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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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747,448 926,625
  

其他全面收入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估租賃土地及樓宇之虧絀 8 (127,455) (215,695)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變動產生之
  未變現虧損 – (60)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127,455) (215,75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619,993 710,870
  

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744,420 923,380
 非控股權益 3,028 3,245

  

747,448 926,625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16,965 707,625
 非控股權益 3,028 3,245

  

619,993 710,870
  

每股盈利（每股仙） 7
 — 基本 4.29 5.32
 — 攤薄 4.29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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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2,893,555 3,090,037
 遞延稅項資產 6,107 6,107
 金融服務業務之法定按金 5,138 5,243
 商譽 10,996,683 10,996,683
 無形資產 9 287,355 294,421  

14,188,838 14,392,491  

流動資產
 存貨 2,687 2,727
 可供出售投資 440 440
 持作買賣投資 206,187 114,921
 向客戶墊付保證金融資 10 18,584,761 18,443,165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203,559 198,345
 可收回稅項 37,607 37,607
 現金及銀行結餘 — 代客戶持有 2,039,559 1,569,493
 現金及銀行結餘 — 一般賬戶 201,570 169,339  

21,276,370 20,536,03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2,152,891 1,752,015
 應付股東款項 2,311,911 2,321,911
 來自一家關連公司貸款 8,188,381 7,179,238
 後償貸款 700,000 700,000
 銀行貸款 1,457,000 2,616,000
 應付稅項 289,006 200,559  

15,099,189 14,769,723  

流動資產淨值 6,177,181 5,766,31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366,019 20,15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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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275,000 1,320,000
 遞延稅項負債 190,093 210,582  

非流動負債總額 1,465,093 1,530,582  

負債總額 16,564,282 16,300,305  

資產淨值 18,900,926 18,628,22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 普通股 272,290 272,290
 股本 — 不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 75,000 75,000
 儲備 18,538,377 18,268,70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8,885,667 18,615,992
非控股權益 15,259 12,231

 

 

權益總額 18,900,926 18,62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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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呈列基準及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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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按公
平值或重估金額（視適用情況而定）計量除外。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須與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
報表一併閱覽。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遵循者貫徹一致，惟採納以下由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且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
之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澄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

本公司董事已審閱及評估於本中期期間應用此等準則，並得出結論，有關準則並無對此
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或此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所載披露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尚未應用該等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
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目前未能說明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
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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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服務劃分業務單位，共有以下七個（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七個）呈報業務分類：

金融服務分類：

— 證券經紀、包銷及配售分類，即就於認可證券交易所買賣證券提供經紀、包銷及配
售服務。

— 保證金及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融資分類，即就此等交易提供信貸融資。

— 其他金融服務主要包括提供企業財務顧問服務、期貨經紀及資產管理。

酒店及博彩分類：

— 酒店擁有及管理分類，即經營酒店及提供酒店管理服務。

— 食品及飲料分類，即經營酒店內餐廳。

— 博彩分類，即持牌人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博」）於酒店內經營之賭場業務。

證券投資分類：

— 證券投資分類，即買賣上市證券。

並無匯集各業務分類以組成上述呈報業務分類。

管理層分別監控各業務單位之經營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之決策。分類
表現乃根據衡量經調整未計利息、所得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經調整未計利息、所得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以作評估。利息收入及支出以及若干收入及開支（包括折舊、攤銷、
融資成本、稅項、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匯兌收益以及分佔合營企業業績）不會
計入經管理層審閱之各業務分類業績。除下述者外，提供予管理層之其他資料之計量方
法與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分類間收益乃按與公平交易所適用者同等之條款進行。向管理層報告之來自外部客戶收
益之計量方式與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所採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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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類

下表呈列向本集團管理層提供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證券經紀、

包銷及配售

保證金及

首次公開

發售融資

其他

金融服務

金融

服務業務

酒店擁有

及管理

食品及

飲料 博彩 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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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益

 外部客戶 118,450 921,681 18,348 1,058,479 73,059 13,538 231,786 – 1,376,862

 分類間 12 – 540 552 24,864 – 4,628 – 30,044         

118,462 921,681 18,888 1,059,031 97,923 13,538 236,414 – 1,406,906
         

經調整未計利息、所得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105,553 716,267 7,543 829,363 64,095 (5,427) 69,276 42,255 999,562         

分類資產 31,805,848 2,102,279 375,426 632,082 206,187 35,121,822      

資本支出 452 4,918 895 1,514 – 7,779

分類負債 14,292,607 205,333 11,522 29,762 – 14,539,224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證券經紀、

包銷及配售

保證金及

首次公開

發售融資

其他

金融服務

金融

服務業務

酒店擁有

及管理

食品及

飲料 博彩 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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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益

 外部客戶 518,565 778,108 21,246 1,317,919 82,251 16,206 235,291 – 1,651,667

 分類間 27 – 480 507 19,209 – 4,211 – 23,927         

518,592 778,108 21,726 1,318,426 101,460 16,206 239,502 – 1,675,594
         

經調整未計利息、所得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395,160 674,862 11,636 1,081,658 62,465 (4,467) 78,175 14,958 1,232,789         

分類資產 31,516,662 2,758,565 523,449 549,672 38,895 35,387,243      

資本支出 135 1,737 364 199 – 2,435

分類負債 15,085,770 20,314 11,052 21,053 – 15,13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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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董事定期審閱本集團整體金融服務分類之資產及負債，包括證券經紀、包銷
及配售、保證金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以及其他金融服務，因此並無呈列金融服務業務下
各業務分類之資產總值及負債總額計量。

3 員工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酬、工資及其他福利 160,529 146,286

 —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704 651
  

161,233 146,937
  

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租約租金 15,634 15,223

收回壞賬 (15) (6,998)
  

5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39,305 176,893

 澳門所得補充稅 586 625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72) –

 遞延稅項 (3,109) (6,556)  

136,510 170,962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香港利得稅已按16.5%稅率計提撥備。

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澳門所得補充稅已按稅率12%計提
撥備。有關澳門所得補充稅或然負債之詳情於附註13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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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董事局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2港仙（截至二零
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

董事局已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每股盈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 4.29 5.32
  

每股攤薄盈利 4.29 5.32
  

(a) 每股基本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採用之盈利及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溢利 744,420 923,380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614,480,666 13,401,365,912

不可贖回可換股優先股加權平均數 3,750,000,000 3,963,114,754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17,364,480,666 17,364,480,666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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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及樓宇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以及二零一六年及二零
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進行重估。重估由獨立估值師環亞物業顧問有限公司進行，有關估
值師持有認可及相關專業資格，並對所估值租賃土地及樓宇所在地點及類別有近期經驗。
本集團管理層已於各報告日期進行估值時與測量師討論有關估值假設及估值結果。於回
顧期內，估值技術概無變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年報所採納者貫徹一致。

回顧期內，除稅後重估虧絀約為127,45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重估虧絀215,695,000港元）已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並在本集團之物業重估儲備累計。

回顧期內，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約為7,77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為2,444,000港元）。

9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指15份地下礦產勘探許可證╱租契之成本。薩斯喀徹溫省能源與資源部（現稱薩
斯喀徹溫省經濟部）於二零零八年授出許可證，以勘探開採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Elk Point

面積約3,989.95平方公里之地下礦產。

無形資產按直線基準於其估計可用年期24年內攤銷。

10 向客戶墊付保證金融資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附屬公司之董事及其聯繫人士 67,180 149,979

其他保證金客戶 18,538,223 18,313,828

減：呆賬撥備 (20,642) (20,642)
  

18,584,761 18,443,165
  

以下為按個別情況評估之向客戶墊付保證金融資減值虧損變動：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年初 20,642 12,647

已確認減值虧損 – 7,995
  

期╱年終 20,642 2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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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客戶墊付保證金融資須應要求償還，並大致上按港元最優惠利率加3厘計息。保證金
客戶須向本集團抵押證券抵押品，以就證券交易獲取信貸融資。授予彼等之信貸融資金
額按本集團接納之證券貼現值釐定。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作為保證金客戶所獲貸
款 抵 押 品 之 已 抵 押 證 券 總 市 值 約 為70,462,426,000港 元（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86,196,154,000港元）。

董事認為，鑒於證券交易及保證金融資之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並無意義，故並無披露向
客戶墊付保證金融資之賬齡分析。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金融服務分類之貿易應收賬款 82,077 73,341

來自酒店及博彩分類之貿易應收賬款 64,319 66,628

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57,163 58,376
 

 

203,559 198,345
  

來自金融服務分類之貿易應收賬款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交易日常業務產生之應收賬款：
現金客戶 10,326 36,074

結算所 56,207 9,744

經紀及交易商 626 630

期貨合約交易日常業務產生之應收賬款：
結算所 7,725 21,657

提供以下各項日常業務產生之應收賬款：
企業財務顧問服務 7,193 5,236

  

82,077 73,341
  

證券交易應佔應收款項須於交易日期後一或兩日內償付，而買賣期貨應佔應收賬款則須
於交易日期後一日內償付。所有現金客戶之應收賬款於報告日期並無逾期，管理層相信，
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且有關結餘仍被視作可全數收回，故毋須就此等結餘計提
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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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結算所、經紀、交易商及企業融資客戶之賬款屬即期性質。

本集團就客戶設有交易限額。本集團致力嚴格監控其尚未償還應收賬款，務求將信貸風
險減至最低。管理層定期監察逾期結餘。

董事認為，鑒於證券交易的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並無意義，故並無披露有關應收賬款之
賬齡分析。

來自酒店及博彩分類之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30日平均信貸期。以下為貿易應收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39,362 47,062

31至60日 11,633 10,972

61至90日 7,185 1,823

90日以上 29,523 30,155
  

87,703 90,012

呆賬撥備 (23,384) (23,384)
  

64,319 66,628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金融服務分類之貿易應付賬款 2,079,015 1,667,334

來自酒店及博彩分類之貿易應付賬款 12,648 14,83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61,228 69,847
  

2,152,891 1,7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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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金融服務分類之貿易應付賬款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交易日常業務產生之應付賬款：
現金客戶 1,143,804 937,144
保證金客戶 914,233 703,703

  

2,058,037 1,640,847
應付客戶股息 8,814 17

期貨合約交易日常業務產生之應付賬款：
客戶 9,453 24,435

提供以下各項日常業務產生之應付賬款：
企業財務顧問服務 56 97
資產管理服務 2,655 1,938

  

2,079,015 1,667,334
  

證券交易應佔應付賬款須於交易日期後一或兩日內償付，而期貨買賣應佔應付賬款則須
於交易日期後一日內償付。

董事認為，鑒於證券交易及保證金融資的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並無意義，故並無披露有
關應付保證金客戶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應付賬款包括應付客戶及其他機構賬款2,039,559,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569,493,000港元），涉及於進行受規管活動過程中代客戶及其
他機構收取及持有之信託及獨立銀行結餘。

來自酒店及博彩分類之貿易應付賬款

以下為貿易應付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7,426 8,859
31至60日 4,885 2,460
61至90日 107 738
90日以上 230 2,777

  

12,648 1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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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擔及或然負債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
 — 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內撥備 4,740 2,450

  

4,740 2,450
  

自二零一四年四月起，本集團兩間全資附屬公司開始收到澳門財政局發出之評稅通知書
及繳稅通知，評定該等公司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二年課稅年度之澳門所得補充稅，要
求就該等年度產生之博彩收益繳納合共約87,092,000港元之稅項（「評稅」）。其後，該兩間
附屬公司已根據有關規定支付上述之87,092,000港元，惟亦向財政局提交反對書及入禀澳
門法院提出上訴呈請，以按既定上訴程序就評稅提出上訴。

誠如當地稅務顧問及律師建議，董事認為，本集團具有充份上訴理據，而彼等相信，透過
該兩間附屬公司與澳博所訂立服務協議產生之博彩收益毋須繳付澳門所得補充稅，原因
為有關收益來自澳博之博彩收益，而澳博之博彩收益已根據澳門法例獲得豁免。鑒於應
課稅可能性不大，故不考慮作出稅項撥備。倘本集團對評稅之上訴勝訴，則財政局將退
還任何已預先支付稅項，而倘上訴失敗及倘相同稅項基準適用於往後評估年度，則本集
團須就自二零零九年以來直至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澳門中場業務承擔
澳門所得補充稅負債合共約185,776,000港元。根據澳門所得補充稅法，課稅年度之估計應
課稅溢利之評稅將於該課稅年度起計連續五年後失效，故預期二零零九年前之課稅年度
並無任何稅務負債。

於報告期末，本公司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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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人謹代表金利豐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
期間」）之中期業績。

概覽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提供全面金融服務，包括證券經紀、包銷及配售、保證金
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企業財務顧問服務、期貨經紀及資產管理服務。本集
團亦在澳門提供博彩及酒店服務。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營業額約為1,376,862,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約1,651,667,000港元減少約17%。

於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純利約為744,42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約923,380,000港元減少約19%。有關減少主要由於證券經紀、包銷及配售業務
之收入減少。於本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較去年同期5.32港仙減少約19%至4.29
港仙。

業務及財務回顧

經過二零一五年之市場動盪及人民幣貨幣滙率波動後，投資者對中國經濟增
長產生新的疑慮，信心減弱。市場預期，二零一六年之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
長將跌至6.5%，為政府原訂目標6.5%至7%之低位。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私營
機構投資放緩幅度驚人，增幅由二零一五年10.1%降至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僅2.8%。
作為經濟活動之主要動力，私營及公共投資仍然為整體經濟擴展之重要支柱。
多項不明朗因素導致市場蒙上陰霾，多個行業均受產能過剩拖累，出現現金
囤積的情況。

環球市場一直以來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情況加劇之跡象非常敏感，而英國落
實脫離歐盟不僅令歐洲市場步入不穩時期，環球經濟亦同受影響。有關情況
拖累中國出口前景，並使資金流更為波動。

踏入二零一六年，香港股市一直受中國增長乏力及全球經濟復甦疲弱影響。
全球及國內經濟疲弱威脅香港整體市場氣氛，內地國內生產總值並無對恒生
指數帶來任何顯著支持。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證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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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之 每 日 平 均 成 交 金 額 為654億 港 元，較 去 年 同 期 之1,334億 港 元 大 幅 下 跌
51%。儘管金融服務界整體表現未如理想，本集團仍能保持其業內最具競爭
力參與者之地位。

展望未來，預期即將推出之跨境深港通將為香港經濟及股市創造璀璨商機，
強化香港於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深港通亦可能為本集
團進一步發展區內業務帶來協同價值。

至於澳門方面，整體營運受中國經濟放緩及反貪腐行動影響。本集團之酒店
及博彩業務收益跟隨業界衰退而下跌。於本期間，澳門博彩業之總收益合共
較去年同期約190億澳門元下跌約21%至約150億澳門元。

證券經紀、包銷及配售

證券經紀、包銷及配售服務為本集團主要收入來源之一。本集團處理股權及
股權相關證券配售之發起、組織及營銷，並向客戶提供切合其融資需要之全
面解決方案。本集團成功擔當各行各業上市公司配售代理及包銷商之角色。

香港證券增長受全球金融環境及內地市場動盪拖累，股市徘徊於較低水平。
於本期間，本集團表現部分受此經濟形勢影響，證券經紀、包銷及配售之收
益約為118,45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518,565,000港元減少約77%，同時佔本集
團金融服務分部收益約11%（去年同期：39%）。

保證金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

本集團亦提供保證金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服務，以配合其證券經紀業務。在
本集團開立保證金賬戶之客戶獲提供保證金融資，以便其運用借入資金購買
證券，進行槓桿投資。首次公開發售融資乃指向認購首次公開發售股份之客
戶授出貸款。

儘管證券業放緩，本集團於保證金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方面繼續錄得優秀表現，
錄得收益約921,68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778,108,000港元增加約18%，佔本集
團金融服務分類收益約87%（去年同期：59%）。憑藉本集團資金基礎雄厚及對
信貸監控採取審慎風險管理政策之強大優勢，本集團多年來於此分類取得穩
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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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金融服務主要包括企業財務顧問服務、期貨經紀及資產管理

為配合證券經紀、包銷及配售，以及保證金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本集團亦
向客戶提供全面金融服務，包括企業財務顧問服務、期貨經紀及資產管理。

本集團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牌照，可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服務範疇包
括就機構融資交易提供意見、保薦首次公開發售以及就併購、股本集資活動、
收購及其他須予公佈交易之交易結構及融資策略向客戶提供意見。

本集團就於香港期交所買賣之指數期貨提供經紀服務，包括期貨夜市。客戶
可透過網上及電話落盤。

本集團亦同時提供投資組合管理服務。資產管理業務之收入來源分別為按管
理資產金額收取管理費及按投資組合回報收取獎勵費。

於本期間，此分類錄得收益約18,348,000港元（去年同期：21,246,000港元），減幅
約為14%，同時佔本集團金融服務分類收益約2%（去年同期：2%）。

酒店業務

除金融服務業務外，本集團亦在澳門從事酒店業務，包括出租酒店客房及經
營餐飲業務，兼顧國際及本地市場。

作為中國境內唯一可合法經營博彩業務之地方，澳門之酒店及博彩業界深受
中國反貪腐行動及增長放緩之打擊。本期間之收益約為86,597,000港元（去年同
期：98,45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2%。

酒店業務佔酒店及博彩業務總營業額約27%（去年同期：30%）。於本期間，兩
間酒店（皇家金堡及君怡）之平均入住率分別約為86%（去年同期：83%）及約
76%（去年同期：72%）。

博彩業務

本集團博彩業務由持牌人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該兩間賭場一直為本
集團帶來穩定貢獻。儘管澳門博彩業之收益總額減少，惟有關業務仍為本集
團帶來穩定收入。



– 19 –

本 期 間 之 博 彩 收 益（包 括 博 彩 收 益 以 及 賭 場 內 之 食 品 及 飲 料 銷 售）約 為
231,78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235,291,000港元下跌約2%。博彩收益佔酒店及
博彩業務總營業額約73%（去年同期：70%）。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博彩業務包括於兩個中場、貴賓廳及電
子 博 彩 廳 分 別 設 有63張（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61張）賭 檯、12張（二 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4張）賭檯以及232台（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38台）
角子機及115台（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34台）直播百家樂機器。直播百家
樂機器為該物業帶來更多顧客，與角子機業務產生協同效益。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指向證券客戶收取之手續費、收回壞賬及其他雜項收入。收入
由去年同期之33,496,000港元減少約55%至本期間之15,061,000港元。有關減少
乃由於本期間之證券手續費及收回壞賬減少。

持作買賣投資

於本期間，香港股票市場反覆波動。本集團所持持作買賣投資之市值於本期
間錄得重估收益約42,077,000港元（去年同期：重估收益13,649,000港元）。於二零
一 六 年 九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持 有 市 值 約206,187,000港 元（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三十一日：114,921,000港元）之持作買賣投資。

所耗用存貨

所耗用存貨指向客戶提供住宿與餐飲服務期間所耗用客人用品、食品及飲料
之成本。於本期間，所耗用存貨約為11,090,000港元（去年同期：11,468,000港元）。

員工成本

員工成本約為161,233,000港元（去年同期：146,937,000港元），增幅約為10%。有
關增長主要由於僱員補償及福利因配合市場價格而增長所致。本集團根據僱
員之資歷及經驗提供待遇，務求留聘本集團之優秀員工及招聘具潛質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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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彩佣金

博彩佣金指作為吸引客戶之獎勵所支付之款項。本集團之佣金費用與市場水
平相若。於回顧期內，博彩佣金約為48,665,000港元（去年同期：56,564,000港元），
跌幅為14%，該跌幅與業界表現一致。

經紀佣金

經紀佣金由去年同期約94,936,000港元減少約76%至本期間約23,217,000港元。
有關減少與證券經紀、包銷及配售分類所得收益減少相符。

證券經紀、包銷及配售、保證金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業務之利息開支

本期間內本集團取得更多資金以發展保證金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分類。相關
利息開支由去年同期約91,354,000港元增加至本期間約121,133,000港元，增幅約
為33%。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租金及差餉、法律及專業費用及澳門房屋稅。於回顧期內，
行政開支約為50,283,000港元（去年同期：52,672,000港元）。

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主要指博彩設施之其他經營開支、推廣開支及其他酒店房間之
經 營 開 支。於 回 顧 期 內，其 他 經 營 開 支 約 為60,757,000港 元（去 年 同 期：
60,615,000港元）。

融資成本

於回顧期內，融資成本約10,128,000港元（去年同期：12,795,000港元）指應付一名
股東款項之實際利息開支。

攤銷

本期間金額7,066,000港元（去年同期：7,066,000港元）指按直線基準於其估計可
用年期二十四年內攤銷無形資產所產生之攤銷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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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前景

金融服務分類

中國經濟預期將逐漸回復平衡。中國增長展望仍然遠高於發達經濟體及多個
新興經濟體。我們期待不久的將來更多重大金融及貨幣刺激政策將會推出。

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之推出已加強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之聯繫，
並改善市場基礎建設，有利未來發展。

繼首次跨境股份買賣安排成功推行後，我們堅信萬眾期待之「深港通」將成為
另一加強香港與內地股票市場互通之里程碑。預期有關新計劃將帶來協同效應，
並為建設健全及可持續增長之離岸人民幣生態體系作出貢獻，董事局認為香
港金融市場將因而受惠。本集團已準備就緒抓緊未來商機。除此之外，本集
團亦放眼環球市場，將繼續提升於資本市場之知名度，並探索更多商機以進
一步擴大其地區網絡。

酒店及博彩分類

鑑於旅客消費放緩及中國積極打擊貪腐與奢侈風氣，我們對澳門之酒店及旅
遊市場仍抱審慎態度。在國際及本地市場之穩定需求支持下，預期此分類之
表現於來年開始靠穩。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斥資推行營銷及推廣活動以不斷提升客戶體驗及吸引更
多新賓客。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九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之 股 東 資 金 及 流 動 資 產 淨 值 分 別 約 為
18,885,66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8,615,992,000港元）及約6,177,181,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5,766,314,000港元）。同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
行結餘約為201,57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69,339,000港元），流動
比率約為1.4（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1.4）。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約為2,732,000,000港元（二零一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3,936,000,000港元）、應付股東款項約為2,311,911,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321,911,000港元）、來自一家關連公司之貸款約為
8,188,381,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7,179,238,000港元）及後償貸款約
為700,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700,000,000港元）。同日，淨資產
負債比率約為73%（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75%），該比率以總借貸減銀行
及現金結餘除資產淨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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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及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承擔及或然負債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
13。

資本結構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整體資本架構並無重大波動。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收購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約為4,74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450,000港元）。

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僱用約875名（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873名 ）僱 員。 本 期 間 內 員 工 成 本 總 額 約 為161,233,000港 元（ 去 年 同 期：
146,937,000港元）。僱員待遇、晉升機會及薪酬調整乃根據彼等之工作表現、工
作與專業經驗及現行市況釐定。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本集團所獲若干銀行融資抵押價值約
12,645,294,000港元之有價證券及價值48,750,000港元之存款證（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有價證券14,222,660,000港元）。

此外，本集團之定期貸款以下列各項作擔保：

— 抵押賬面值約為2,230,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2,350,000,000
港元）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及樓宇；

— 一家附屬公司之股份；

— 來自一家附屬公司之公司擔保；

— 質押兩家附屬公司之營運銀行賬戶；

— 轉讓兩家附屬公司商業營運所產生收入及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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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事項或出售事項。

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本集團面對的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為中國、香港及周邊地區的市場經濟，
當地經濟狀況如出現重大變動，將對中國及香港股票市場以及澳門旅遊業構
成重大影響。

其他風險包括信貸風險、市場風險、流動資金風險及利率風險。本集團已採
納審慎之風險管理政策以緩和各類風險。

風險管理

信貸風險

本集團之風險管理委員會已制訂信貸管理政策及程序，包括審視客戶獲批之
交易及信貸限額、批准及檢討個別股份之保證金借貸比率、監控信貸風險及
跟進與逾期債項有關之信貸風險。本集團之信貸及風險管理部門會按照風險
管理委員會批准之政策及程序執行日常信貸監控，而寬鬆處理及特殊個案之
報告則會呈交予本集團之專責人員及高級管理層以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於定期
會議中審閱。

市場風險

若保證金客戶所持投資組合之市值跌至低於其保證金借貸金額，而該保證金
客戶未能補倉，本集團將承受該保證金借貸受拖欠之風險。同樣，若客戶之
期貨合約相關產品之價值波動，致使其戶口之結餘金額跌至低於規定必須維
持之按金水平，而該客戶之戶口被斬倉後仍然出現虧損，本集團或會蒙受損失。
本集團管理層密切監察市況，以便可即時採取預防措施以減低本集團可能面
對之風險。本集團於認為合適時會採取跟進行動，如減低已抵押證券之保證
金比率及要求客戶補倉。

流動資金風險

作為日常經紀業務之一部分，本集團面對結算所或經紀與客戶之間結算時差
所產生流動資金風險。流動資金管理之目的為讓本集團具備充足資金應付有
關業務承擔，以及遵守適用於旗下多家持牌附屬公司之相關財務資源規則。
為應付有關風險，本集團之會計部門以及高級管理層將每日審閱及監察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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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之流動資金狀況，以確保備有足夠可用流動資金。此外，本集團亦已備妥
備用銀行及其他融資，以備其業務不時之需。管理層相信，本集團之營運資
金充裕，足以履行其財務責任。

利率風險

本集團按資金成本加毛利基準向其保證金客戶收取利息。保證金貸款及銀行
存款等金融資產主要按浮動利率計息。銀行貸款等金融負債主要按浮動利率
計息。本集團之收入及經營現金流量毋須承受重大利率風險。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之酒店收益大部分為澳門元（「澳門元」），而澳門元匯率一直相當
穩定，故本集團認為其匯率風險有限。

本集團之金融服務業務及博彩收益主要以港元計值，因此並無發現任何重大
匯率風險。

庫務政策

就剩餘資金或並無指定用途之資金或有指定用途但毋須立刻動用之資金（統
稱「集團資金」）而言，本集團或會以短期（少於一年）及以流通股票形式將集團
資金投資於多元化之投資產品組合，包括上市或非上市證券、單位信託基金、
或作出本公司董事局或獲董事局授權之委員會或人士可能不時決定之其他投
資，以保障集團資金之價值及╱或達致資本增值。

中期股息

董事局已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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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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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在本公司作出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
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各項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全體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
審議本集團採用之會計政策，並商討審計、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滙報
事項，包括審議此等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中期財
務報表。

刊發中期報告

本公司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相關資料之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在聯
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

承董事局命
金利豐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朱沃裕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朱沃裕先生（主席）、李月華女士（行政總裁）、朱俊
浩先生及何志豪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黃潤權博士、劉文德先生及羅
妙嫦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