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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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1,376,862,000
港元增加約17%至1,616,034,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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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420,000港元增加約22%至908,887,000港元，主要由於來自保證金
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業務之收入增加所致。

•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盈利較去年同期4.29港仙
增加約22%至5.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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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
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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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1,616,034 1,376,862
其他收入 16,771 15,061

  

1,632,805 1,391,923
  

所耗用存貨 (10,267) (11,090)
員工成本 3 (149,534) (161,233)
博彩佣金 (41,252) (48,665)
經紀佣金 (22,730) (2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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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119) (121,133)
折舊 (54,622) (59,426)
行政開支 (60,736) (50,283)
其他經營開支 (64,261) (60,757)

  

(531,521) (535,804)
  

融資收入 7,436 1,743
融資成本 (15,197) (10,128)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1,776) 42,077
匯兌收益 530 1,213
攤銷 (7,066) (7,066)

  

(16,073) 27,839
  

除稅前溢利 4 1,085,211 883,958
稅項 5 (173,923) (136,510)

  

期內溢利 911,288 747,448
  



– 3 –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911,288 747,4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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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餘╱（虧絀） 8 37,078 (127,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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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扣除稅項 36,979 (127,455)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948,267 619,993
  

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908,887 744,420
 非控股權益 2,401 3,028

  

911,288 747,448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45,866 616,965
 非控股權益 2,401 3,028

  

948,267 619,993
  

每股盈利（每股仙） 7
 — 基本 5.23 4.29
 — 攤薄 5.23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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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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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2,282 2,799,525
 金融服務業務之法定按金 7,725 7,147
 商譽 10,996,683 10,996,683
 無形資產 9 273,222 280,289

  

14,069,912 14,083,644
  

流動資產
 存貨 2,360 2,322
 可供出售投資 449 548
 持作買賣投資 133,535 134,955
 向客戶墊付保證金融資 10 21,888,414 19,468,94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298,883 151,920
 可收回稅項 97,239 97,231
 現金及銀行結餘 — 代客戶持有 1,388,950 2,410,359
 現金及銀行結餘 — 一般賬戶 428,510 304,762

  

24,238,340 22,571,04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1,867,728 2,616,461
 應付股東款項 2,264,911 2,311,911
 來自一家關連公司貸款 8,846,807 7,948,861
 後償貸款 700,000 700,000
 銀行貸款 3,502,336 2,005,834
 應付稅項 152,970 59,623

  

17,334,752 15,642,690
  

流動資產淨值 6,903,588 6,928,35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973,500 21,0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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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685,000 1,230,000
 遞延稅項負債 183,195 180,861

  

非流動負債總額 868,195 1,410,861
  

負債總額 18,202,947 17,053,551
  

資產淨值 20,105,305 19,60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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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5,743 19,233,97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20,083,033 19,581,267
非控股權益 22,272 19,871

  

權益總額 20,105,305 19,601,138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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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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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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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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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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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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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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向持牌人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博」）在酒店經營之賭場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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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及匯兌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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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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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64 1,084,977 58,499 1,293,840 85,026 11,307 225,861 – 1,616,034

 分類間 10 – 660 670 29,579 – 5,970 – 36,219         

150,374 1,084,977 59,159 1,294,510 114,605 11,307 231,831 – 1,652,253
         

經調整未計利息、所得稅、
 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137,908 884,987 50,039 1,072,934 75,219 (6,201) 65,937 (1,685) 1,206,204

         

分類資產 34,781,860 2,334,498 314,965 435,981 133,535 38,000,839
      

資本支出 110 3,596 474 1,064 – 5,244

分類負債 15,960,550 203,016 12,560 40,894 – 16,21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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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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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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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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822 160,529

 —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712 704
  

149,534 16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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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租約租金 14,788 15,634

收回壞賬 – (15)
  

5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75,000 139,305

 澳門所得補充稅 1,645 58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272)

遞延稅項 (2,722) (3,109)  

173,923 136,510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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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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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股息約434,113,000港元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
派付（二零一六年：347,290,000港元）。

董事局已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
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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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 5.23 4.29
  

每股攤薄盈利 5.23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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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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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887 744,420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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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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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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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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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董事認為本集團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之公平值與其於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由獨立估值師環亞物業顧問有限公司進行之估值金額相若。於
本期間，董事認為經彼等評估之估值技術概無變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採納者貫徹一致。

本期間，除稅後重估盈餘約為37,07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重估
虧絀127,4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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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約為5,24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為7,779,000港元）。

9 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指15份地下礦產租契之成本，有關租契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
年度自15份許可證轉撥。薩斯喀徹溫省能源與資源部（現稱薩斯喀徹溫省經濟部）起初於
二零零八年授出15份許可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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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形資產按直線法於其估計可使用年期24年內攤銷。

10 向客戶墊付保證金融資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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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64 77,597

其他保證金客戶 21,764,699 19,458,100

減：呆賬撥備 (66,749) (66,749)
  

21,888,414 19,46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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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年初 66,749 20,642

已確認減值虧損 – 58,754

壞賬撇賬 – (12,647)
  

期╱年終 66,749 66,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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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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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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03,231,000港 元（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75,132,96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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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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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476 34,683

來自酒店及博彩分類之貿易應收賬款 74,290 67,555

其他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21,117 49,682
 

 

298,883 151,920
  

來自金融服務分類之貿易應收賬款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交易日常業務過程產生之應收賬款：
現金客戶 120,835 13,715

結算所 66,139 8,590

經紀及交易商 623 623

期貨合約交易日常業務過程產生之應收賬款：
結算所 7,523 7,128

提供以下各項日常業務過程產生之應收賬款：
企業財務顧問服務 8,356 4,627

  

203,476 34,683
  

證券交易應佔應收賬款須於交易日期後一或兩日內償付，而期貨交易應佔應收賬款則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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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並無披露來自金融服務分
類之貿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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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37,432 50,365

31至60日 14,942 11,687

61至90日 1,141 907

90日以上 44,406 27,980
  

97,921 90,939

呆賬撥備 (23,631) (23,384)
  

74,290 67,555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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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245 2,480,424

來自酒店及博彩分類之貿易應付賬款 15,199 14,621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452,284 121,416
  

1,867,728 2,61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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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金融服務分類之貿易應付賬款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交易日常業務過程產生之應付賬款：
現金客戶 654,891 976,696
保證金客戶 722,933 1,482,139

  

1,377,824 2,458,835
應付客戶股息 7,610 28
結算所 – 8,914

期貨合約交易日常業務過程產生之應付賬款：
客戶 11,812 10,418

提供以下各項日常業務過程產生之應付賬款：
企業財務顧問服務 35 36
資產管理服務 2,964 2,193

  

1,400,245 2,48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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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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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11,808 8,978
31至60日 2,083 3,466
61至90日 1,060 724
90日以上 248 1,453

  

15,199 14,621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包括應付客戶及其他機構賬款1,388,95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2,410,359,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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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

13 承擔及或然負債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就下列項目已訂約但未撥備之支出：
 —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21 1,335

  

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Good Start Group Limited收到澳門財政局所發出日期為二零一四年
四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八日之評稅通知書，評定其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
年課稅年度及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課稅年度之應付澳門所得補充稅。按照評稅通知
書，上 述 課 稅 年 度 之 稅 項 分 別 約 為15,000,000港 元、20,000,000港 元、24,400,000港 元 及
25,400,000港元。

本集團另一家全資附屬公司普中投資有限公司收到澳門財政局所發出日期為二零一五
年八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之評稅通知書，評定其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
一二年之課稅年度及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之課稅年度應付澳門所得補充稅。上述課
稅年度每份評稅通知書之稅項分別約為1,300,000港元、1,000,000港元、3,800,000港元及6,300,000

港元。

本集團按既定上訴程序提出反對，就上述通知書作出上訴。澳門財政局審查委員會（「委
員會」）作出裁決駁回本集團有關上述應付澳門所得補充稅之所有上訴。

收到委員會駁回本集團上訴之最終裁決後，本集團按既定法例規定在繳付稅款後始再向
法院提出上訴。就委員會駁回本集團各宗上訴，本集團分別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九日及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就Good Start Group Limited入禀法院提出初步呈請以及於二零
一六年三月十日及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就普中投資有限公司入禀法院提出初步呈請。
截至本公佈日期，法律訴訟仍在進行中。誠如當地稅務顧問及律師建議，董事認為本集
團有充分理據進行法律訴訟，而彼等相信，透過Good Start Group Limited及普中投資有限公
司與澳博所訂立服務協議產生之博彩收益毋須繳納澳門所得補充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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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有關Good Start Group Limited於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課稅
年度以及普中投資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課稅
年度就應付澳門所得補充稅之法律訴訟最終未能成功，而相同課稅基準適用於直至二零
一七年九月份之所有課稅年度，則可收回稅項97,200,000港元將用以抵銷稅務責任，且本
集團將須額外就其澳門中場業務繳納澳門所得補充稅約101,61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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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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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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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034,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約 1,376,862,000港元增加約17%。

於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純利約為 908,88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約744,420,000港元增加約 22%。有關增加主要由於保證金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
業務之收入增加。於本期間之每股基本盈利較去年同期 4.29港仙增加約 22%至
5.23港仙。

業務及財務回顧

儘管環球政治局勢緊張及充斥着不明朗因素，主要經濟體之經濟增長步伐較
以往更加一致。市場普遍認為美國新政府的「簡化」政策有助促進經濟增長，
並帶領其他國家檢視於環球經濟復甦過程中提出及實施之監管變革。於法國
總統大選後，市場對歐洲經濟的信心及未來增長前景明顯改善。亞洲經濟環
境仍然強勁，結構上具有抗跌能力。資本市場環境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向好，
成為本集團之金融服務分類業務之增長動力。中國經濟數據在經歴一段放緩
期之後，亦開始呈現反彈。中國金融監管機構已採取措施提升市場信譽及透
明度、盡量降低市場受到衝擊之風險，並監察銀行、證券及保險業之合規情況。
在審慎協調及周詳規劃下，相信有關舉措將有利國家經濟發展。

在此情況下，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證券市場之每日平
均成交金額為約858億港元，較去年同期約654億港元增加31.2%。於本期間，新
增上市公司有 74家，而去年同期則有55家。憑藉鄰近中國之地理優勢及中、港
市場不斷融合，香港之首次公開發售市場仍然活躍，保持其全球領先地位。
本地金融市場持續增長，對推動本公司業務增長攸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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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滬深港股市互聯互通機制將繼續為香港經濟及股市創造璀璨商機，
鞏固香港在中國多層次資本市場上擔當國際金融中心之地位，亦為本集團進
一步發展區內業務帶來協同價值。

澳門博彩分類方面，繼26個月連續下跌後，市場開始靠穩並重拾升勢。新度假
村陸續開業及賭場採取業務多元化政策成功吸引更多旅客，令收益止跌回升。
根據澳門政府旅遊局資料，二零一七年四月至九月訪澳旅客達 1,600萬人次，
較二零一六年同期增加3.6%。本集團之酒店及博彩業務緊貼業界發展形勢取
得穩定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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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成功為各行各業上市公司擔任配售代理及包銷商。

憑藉其強大國際投資地位，以及滬深港股市互聯互通機制令交投顯著增長，
香港證券市場保持抗跌能力。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收益約150,364,000港元（去
年同期：118,45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7%，同時佔本集團金融服務分
類收益約12%（去年同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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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期間，本集團於保證金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方面繼續表現出色，收益約
為1,084,977,000港元（去年同期：921,68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18%，同時
佔本集團金融服務分類收益約84%（去年同期：87%）。憑藉本集團之雄厚資本
基礎及監控信貸之審慎風險管理政策等強大優勢，本集團多年來得以穩定發
展此分類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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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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藉本集團經驗豐富的管理隊伍及利好市況，此分類錄得收益約 58,499,000港
元（去年同期：18,348,000港元），增幅約為219%，同時佔本集團金融服務分類收
益約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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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賴本集團市場營銷及推廣計劃，本期間收益約為96,333,000港元（去年同期：
86,59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11%。酒店業務佔酒店及博彩業務總營業
額約30%（去年同期：27%）。

兩家酒店（即皇家金堡及君怡）之平均入住率分別約為88%（去年同期：86%）及
89%（去年同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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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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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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861,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 231,786,000港元下跌約 3%。博彩收益佔酒店及
博彩業務總營業額約 70%（去年同期：73%）。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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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張（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64張）賭 檯、12張（二 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2張）賭檯以及277台（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280台）
角子機及140台（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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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雜項收入。收入由去年同期
之15,061,000港元增加約11%至本期間之 16,771,000港元。有關增加乃主要由於
本期間之證券手續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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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錄得重估虧損約1,776,000港元（去年同期：重估收益 42,077,000港元）。於二零
一 七 年 九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持 有 市 值 約133,535,000港 元（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三十一日：134,9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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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7,000港元（去年同期：11,090,000港元）。

員工成本

員工成本約為149,534,000港元（去年同期：161,233,000港元），跌幅約為 7%。本集
團定期檢討及調整僱員補償及福利以配合市場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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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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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博彩佣金約為 41,252,000港元（去年同期：48,665,000港元），
跌幅為15%，主要由於本集團旗下兩間賭場於本期間之轉碼數下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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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佣金

經紀佣金由去年同期約23,217,000港元減少約 2%至本期間約 22,730,000港元。本
集團因應現行市況調整經紀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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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內本集團籌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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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33,000港元增加至本期間約128,119,000港元，增幅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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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
行政開支約為60,736,000港元（去年同期：50,283,000港元）。增幅約21%乃主要由
於本集團無形資產於本期間產生之租賃開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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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其他經營開支約為64,261,000港元（去年同期：60,757,000
港元）。本期間貴賓廳產生較多推廣開支以應對澳門博彩業務激烈競爭。

融資成本

於本期間，融資成本約 15,197,000港元（去年同期：10,128,000港元）指應付一名股
東款項之利息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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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增長前景仍然領先於發達經濟體及多個新興市楊。展望未來，隨著「一
帶一路」建設及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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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提升於資本市場之地位，探索更多
商機以進一步擴大其地區網絡。

期內，本集團獲納入恒生綜合大中型股指數成份股，並成為滬港通及深港通
之合資格證券，反映市場高度認可本集團之投資價值，對本集團之未來前景
亦充滿信心。成為滬港通及深港通之合資格證券將有助擴大本集團股東基礎，
進一步提高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資本市場之知名度，加強本集團於香港證券
市場之領導地位。

此外，本集團亦被納入最具影響力的國際股票基準MSCI環球指數系列之香港
指數，彰顯國際資本市場對本集團的管理及業績的肯定。這將勢必進一步提
升本集團在國際資本市場的知名度以及股票流通量，有助擴闊本集團的股東
基礎。

酒店及博彩分類

澳門博彩業競爭優勢愈來愈大，若干新度假村項目擬於二零一八年在路氹開業。
此外，港珠澳大橋預期於二零一八年通車，屆時將大幅增加交通流量及加強
交通連接，可改善澳門之對外交通。另一方面，博彩營運商亦開始發展其非
博彩業務，例如會議、獎勵計劃、會議展覽及主題公園。與此同時，中國政府
積極推動發展粵港澳大灣區，亦將有利澳門博彩業。受國際及當地市場穩定
需求支持，預期來年此分類表現將保持平穩。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於 二 零 一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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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033,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9,581,267,000港元）及約6,903,588,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6,928,355,000港元）。同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
行結餘約為428,51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304,762,000港元），流動
比率約為1.4（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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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約為4,187,336,000港元（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3,235,834,000港元）、應付股東款項約為 2,264,911,000港元（二
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2,311,911,000港元）、來自一家關連公司之貸款約為
8,846,807,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7,948,861,000港元）及後償貸款約
為700,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700,000,000港元）。同日，淨資產
負債比率約為77%（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71%），該比率以總借貸減銀行
及現金結餘除資產淨值計算。

承擔及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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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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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收購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約為3,421,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335,000港元）。

僱員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僱用約882名（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884名 ）僱 員。 本 期 間 內 員 工 成 本 總 額 約 為 149,534,000港 元（ 去 年 同 期：
161,23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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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本集團所獲若干銀行融資抵押價值約
9,160,805,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6,414,393,000港元）之客戶證券、
價值約45,412,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46,512,000港元）之債券及價
值約48,504,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48,470,000港元）之存款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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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0,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2,140,000,000
港元）持作自用之租賃土地及樓宇；

— 兩家附屬公司之股份；

— 來自一家附屬公司之公司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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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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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於本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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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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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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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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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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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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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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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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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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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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議此等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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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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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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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