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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CASH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時富金融服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時富金融」）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費用及佣金收入 27,614 40,753
利息收入 8,092 15,019

  

總收益 35,706 55,772
其他收入 1,937 1,171
其他虧損 (3,390) (2,348)
薪金及有關利益 (25,683) (29,220)
佣金開支 (10,662) (13,354)
折舊 (8,123) (6,904)
財務成本 (3,016) (5,044)
其他營運開支 (5) (21,773) (19,102)

  

除稅前虧損 (35,004) (19,029)
所得稅支出 (6) — —

  

期內虧損 (35,004) (19,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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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 —
  

期內總全面支出 (35,004) (19,029)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5,004) (19,029)
非控股權益 — —

  

(35,004) (19,029)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總全面支出：
本公司擁有人 (35,004) (19,029)
非控股權益 — —

  

(35,004) (19,029)
  

每股虧損 (7)
－基本（港仙） (13.40) (7.69)

  

－攤薄（港仙） (13.40)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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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20,684 22,930
無形資產 9,092 9,092
俱樂部債券 660 660
其他資產 5,368 6,857
租金及水電按金 1,051 1,913
透過其他全面收入以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 27,528 27,679
應收貸款 (9) 1,516 1,516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 5,784 5,534  

71,683 76,181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8) 171,775 182,150
合約資產 4,813 4,813
應收貸款 (9) 11,108 38,68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1,441 28,792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 35,167 99,408
應收有關聯公司款項 — 1,001
銀行結餘－信託及獨立賬戶 607,131 660,971
銀行結餘（一般賬戶）及現金 302,254 203,580  

1,163,689 1,219,396  



時富金融 2022 中期報告5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650,413 701,088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31,426 24,932
應付稅項 3,000 3,000
租賃負債 8,748 11,220
銀行借款－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70,014 73,026
修復撥備 1,035 1,035
來自關聯人士借款 86,000 —  

850,636 814,301  

淨流動資產 313,053 405,09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84,736 481,276  

非流動負債
來自關聯人士借款 — 60,263
租賃負債 5,881 7,838
修復撥備 807 807

  

6,688 68,908
  

淨資產 378,048 412,36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104,470 104,470
儲備 265,040 299,36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69,510 403,830
非控股權益 8,538 8,538

  

權益總額 378,048 412,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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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繳入盈餘

以股份為
基礎付款

之儲備
投資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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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104,470 609,325 29,209 117,788 990 (11,937) 379 (446,394) 403,830 8,538 412,368           

期內虧損 — — — — — — — (35,004) (35,004) — (35,004)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684 – 684 — 684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 — — — — — 684 – 684 — 684           

期內總全面支出 — — — — — — 684 (35,004) (34,320) — (34,320)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104,470 609,325 29,209 117,788 990 (11,937) 1,063 (481,398) 369,510 8,538 378,048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繳入盈餘

以股份為
基礎付款
之儲備

投資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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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97,049 604,132 29,209 117,788 4,698 (13,966) (644) (392,924) 445,342 8,538 453,880
           

期內虧損 — — — — — — — (19,029) (19,029) — (19,029)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 — — 1,030 — 1,030 — 1,030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 — — — — — 1,030 — 1,030 — 1,030
           

期內總全面支出 — — — — — — 1,030 (19,029) (17,999) — (17,999)
           

行使購股權 7,421 5,193 — — (3,708) — — — 8,906 — 8,906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04,470 609,325 29,209 117,788 990 (13,966) 386 (411,953) 436,249 8,538 44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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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業務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79,134 (719,773)

投資業務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4,260 (761)

融資業務所得之現金淨額 15,280 754,493
  

現金及等同現金之增加淨額 98,674 33,959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203,580 208,859
  

期終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302,254 242,818
  

銀行結餘（一般賬戶）及現金 302,254 24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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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刊發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報」編製。此外，未
經審核綜合會計賬目載列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
定之適用披露。

除下文(2)外，本集團於本綜合財務報表內應用的會計政策及判斷與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內所應用者相同。

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之功能貨幣港元呈列。

(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就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刊發之下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其將於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對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使用前的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
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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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費用及佣金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服務類別

經紀服務 13,958 25,750
投資銀行服務 — 384
財富管理服務 9,931 7,370
資產管理服務 929 3,831
手續及其他服務 2,796 3,418

  

總計 27,614 40,753
  

利息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財務資產所產生之利息收入 8,092 15,019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下列業務：

— 提供網上及傳統之證券、期貨及期權，以及一般及人壽保險、互惠基金及強制性公積金（「強
積金」）產品之經紀業務；

— 債券及股票投資及衍生工具之自營交易；

— 提供保證金融資及貸款服務；及

— 提供資產管理服務。

可呈報及營運分部

本公司之行政總裁，亦即行政總裁（即主要經營決策人（「主要經營決策人」））定期檢閱來自金融服
務（包括經紀、資產管理及財富管理服務）及自營交易活動的收入，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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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營運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虧損指分部產生之虧損，而未計投資物業之公
平值變動及未分配之公司支出。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此乃向主要經營決策人呈報的計量
方法。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金融服務 自營交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5,705 1 35,706
   

業績
分部虧損 (30,414) (3,864) (34,278)

  

未分配之支出 (726)
 

除稅前虧損 (35,00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金融服務 自營交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55,772 — 55,772
   

業績
分部虧損 (12,359) (3,585) (15,944)

  

未分配之支出 (3,085)
 

除稅前虧損 (19,029)
 

所有分部收益均來自外界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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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營運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手續費：
－證券交易 2,012 1,552
－期貨及期權交易 274 351
廣告及宣傳費用 1,577 1,470
電訊開支 3,035 5,216
核數師酬金 1,260 1,260
法務及專業費用 1,672 535
印刷及文具費用 777 933
維修及保養費用 468 509
差旅及交通費用 115 132
水電費用 311 304
辦公室管理費用及差餉 1,162 1,490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之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6,628 —
其他 2,482 5,350

  

21,773 19,102
  

(6) 所得稅支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 —
  

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起，香港利得稅按首2,000,000港元估計應課稅溢利以8.25%
之稅率計算，及按超過2,000,000港元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之稅率計算。不符合兩級制利得稅率
制度之集團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劃一稅率16.5%計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細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
中國附屬公司適用之稅率一律為25%。



時富金融 2022 中期報告 12

(7)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35,004) (19,029)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261,174,779 247,570,779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授出的購股權所產生的攤薄影響並
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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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結算所、經紀及交易商 31,979 38,915
現金客戶 13,895 27,865

  

45,874 66,780
  

來自保證金融資業務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100,439 98,303
減：減值撥備 (10,544) (3,916)

  

89,895 94,387
  

來自期貨及期權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現金客戶 184 184
結算所、經紀及交易商 35,668 20,646

  

35,852 20,830
  

來自一般及人壽保險、互惠基金及強積金產品之 
應收經紀佣金 154 153

  

171,775 182,150
  

證券買賣業務產生之應收客戶、經紀、交易商及結算所之賬款須於結算日後應要求償還。證券買
賣業務產生之應收賬款之結算期一般為交易日後兩天或與客戶、經紀及交易商達成一致的特定期限，
而期貨及期權買賣業務產生之應收賬款之結算期為交易日後一天。

當本集團目前擁有抵銷結餘之合法可強性執行權利，且有意以淨額方式結算，或同時變現結餘，
則會抵銷若干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

由於保證金融資之業務性質使然，本公司董事認為提供賬齡分析並無額外價值，因此並無披露有
關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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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證券業務產生之應收保證金客戶賬款包括由若干關聯人士所結欠之款項，有關詳情如下：

姓名╱名稱

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之結餘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期內最高

未償還之金額

按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之
公平值計量之
已抵押證券之

市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之董事
關百豪博士 — 64 175 —

    

關廷軒先生 — — — —
    

張威廉先生 — 75 392 —
    

羅軒昂先生（附註1） 
（自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至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 177 177 —

    

李成威先生（附註2） 
（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至 
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 — 199 —

    

郭家樂先生（附註2） 
（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至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 — — —

    

Celestial Asia Securities 
Holdings Limited 
（時富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時富投資」）之附屬公司
加富信貸有限公司（附註3） — — 2,737 —

    

附註：

(1) 羅軒昂先生於期內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

(2) 李成威先生及郭家樂先生於期內辭任本公司董事。

(3) 加富信貸有限公司為時富投資（本公司主要股東）之附屬公司。

上述結餘須應要求償還及按與其他保證金客戶相近之商業利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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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貸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循環貸款，以下列貨幣計值：
港元 9,957 21,544
人民幣 4,697 4,697
美元 367 353
減：減值撥備 (2,397) (2,397)
以下列貨幣計值的定期應收貸款：
港元 — 16,000

  

12,624 40,197
  

所有應收貸款均為於兩個期間均按香港最優惠利率加差價計息之浮動利率應收貸款。於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貸款包括借予本集團之一名（二零二一年：四名）董事之貸款，總賬面值為
1,55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8,617,000港元）。

(10) 應付賬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賬款：
結算所及經紀 3,159 9,715
現金客戶 501,142 522,630
保證金客戶 84,840 94,477
來自期貨及期權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 61,272 72,489
因財富管理服務業務產生的應付獨立財務顧問之款項 — 1,777

  

650,413 701,088
  

證券買賣業務產生之應付賬款之結算期為交易日後兩天，而期貨及期權合約買賣業務產生之應付
賬款之結算期為交易日後一天。由於該業務性質使然，本公司董事認為提供賬齡分析並無額外價值，
因此並無披露有關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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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及期權買賣業務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乃為向客戶收取買賣該等合約的保證金存款。所要求
的保證金存款須於相應的期貨及期權平倉時償還。超出約定所需保證金存款的未償還款項餘額須
應客戶要求償還。

除證券買賣業務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按固定利率計息外，所有其他應付賬款均不計利息。

應付賬款金額630,32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648,300,000港元）乃為須付予外界客戶及其他機構，與
進行受監管活動而收取並持有的客戶及其他機構的信託及獨立銀行結餘有關。然而，本集團現時
並無可強制執行的權利將存款用於抵銷該等應付賬款。

(11) 股本

每股普通股面值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元 千股 千港元

    

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0.4 75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及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0.4 261,175 10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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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與關聯人士之交易

除於附註(8)及(9)所詳述之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與關聯人士進行下列交易：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加富信貸有限公司之佣金及利息收入 (a) 77 15
  

從下列本公司之董事收取之佣金收入及利息收入：
關百豪博士 52 65
關廷軒先生 29 32
張威廉先生 (b) 45 不適用
羅軒昂先生 (c) 10 不適用
李成威先生 (d) 30 76
郭家樂先生 (d) 21 78
吳獻昇先生 (e) 不適用 20

  

187 271
  

支付予關聯人士之利息開支 1,717 —
  

附註：

(a) 加富信貸有限公司為時富投資（本公司主要股東）之附屬公司。

(b) 張威廉先生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

(c) 羅軒昂先生於期內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

(d) 李成威先生及郭家樂先生於期內辭任本公司董事。

(e) 吳獻昇先生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辭任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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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本風險管理

本集團管理其資本，以確保本集團的實體能夠持續經營，同時透過優化債務及股權平衡，為股東
帶來最大回報。本集團的資本架構包括債務（包括銀行借款、來自關聯人士借款及租賃負債）及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包括已發行股本、綜合權益變動表所披露的累計虧損及其他儲備）。管理層
通過考慮資本成本及與各個類別資本相關的風險審閱資本架構。有鑒於此，本集團將透過發行新
股及購股權及新增債務或贖回現有債務而平衡其整體資本架構。於期內，本集團的整體策略維持
不變。

若干集團實體受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規管，並須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財
政資源）規則（「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遵守財政資源規定。本集團受規管實體須遵守證券
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下的最低繳足股本規定及流動資金規定。管理層每日均會密切監察該等實
體的流動資金水平，以確保符合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的最低流動資金規定。本集團受規管
實體於兩個期間內一直遵守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的資金規定。

(14)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三日，本公司股東於同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有關股本削減之特別
決議案。根據股本削減，本公司每股股份之面值已由0.40港元削減至0.04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七月
十四日起生效。因此，本公司之法定股本已削減至30,000,000港元，分為750,000,000股每股面值0.04
港元之新股份，其中261,174,779股新股份為已發行並已繳足或入賬列作繳足，而其餘股份則未發行。

因此，本公司之已發行及繳足股本已削減至約10,447,000港元，削減金額約94,023,000港元已轉撥至
本公司之繳入盈餘賬。有關交易之詳情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四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七日之通函披露。

該相應削減金額約94,023,000港元隨後由繳入盈餘賬撥出，以抵銷累計虧損。

所有已發行股份於所有方面均享有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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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回顧及展望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35,7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的55,800,000港元下降36.0%。本集團的主要收益包括經紀收入約14,000,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25,800,000港元）、提供財富管理服務之收益約9,9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7,400,000港元）以及來自非經紀及非財富管理服務之收益約3,7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7,600,000港元）。

期內，經紀收入減少約45.7%或11,800,000港元，與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香港證券市場的日
均成交量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26.5%（二零二二年：1,383億港元；二零二一年：1,881億港元）
所反映的投資者情緒整體受挫情況一致。由於證券市場劇烈波動，加上整體投資情緒
低迷，對財富管理產品及服務的需求隨之增加。相對理想的投資收益及資產保值潛力
進一步加快本集團轉型為全面的財富管理顧問集團，為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客戶提供「一
站式」財富管理服務。因此，期內來自財富管理業務的收益增加33.8%或2,500,000港元至
約9,900,000港元。

非經紀及非財富管理服務的收益減少約51.3%或3,9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期內資產管
理收益減少75.8%或約2,900,000港元。利息收入亦減少46.1%或6,900,000港元，原因是孖展
融資利息及IPO孖展融資有所減少，與期內日均成交量及香港IPO市場集資額整體跌幅一
致（二零二二年：197億港元；二零二一年：2,117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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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營運開支（不包括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之減值虧損）減少20.7%或4,000,000港元。錄
得減少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持續實施成本合理化計劃，其內容包括檢討差旅及款待等非
必要成本、精簡人手及審視組織架構。期內，根據本集團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
融工具」訂立的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之減值框架及方法，本集團確認減
值撥備約6,600,000港元。減值撥備由期內保證金融資及應收貸款產生的應收賬款信貸虧
損撥備組成。

整體而言，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淨虧損約35,000,000港元，
去年同期淨虧損則為約19,000,000港元。作為應對疫情的一部份，我們遵從董事會認可
的新冠病毒業務維持計劃中的業務維持程序。我們的業務維持計劃將維護員工健康及
幸福放在最高優先位置，為非必要及體弱的員工實施在家工作安排。由於我們就新冠
病毒業務維持計劃實施有效的緩解措施，新冠病毒對我們的業務營運及財務業績影響
有限。

資金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為378,100,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則為412,400,000港元。權益總額減少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之匯報虧損的淨影響
所致。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尚有未償還銀行借款合共約70,000,000港元，
乃僅為以其客戶抵押予本集團之證券作擔保之銀行貸款。本集團所有借款均以港元計值。
借款為浮動利率借款，且利率乃參照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或香港最優惠利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存（包括信託及獨立賬戶）由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864,600,000港元輕微增加至909,400,000港元。本集團的收益以港元
為主，且主要以港元維持其於自家賬戶之銀行結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自家賬
戶的銀行結餘有267,500,000港元及34,800,000港元，分別以港元及其他外幣（主要為人民
幣及美元）計值。而存放於信託及獨立賬戶的銀行結餘則以與有關應付賬款的未償還結
餘相同的貨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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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負債比率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50倍減
少至1.37倍。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按本集團之附息借款除以權益總額計算之資本
負債比率由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32.3%增加至41.3%。期內資本負債比率增加主
要是由於作營運資金用途之借款增加。另一方面，本集團於期終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本
集團的財務政策是確保全期任何時候業務平穩經營所需的穩健流動資金，及維持穩健
的財務狀況。除應付其營運資金需求外，本集團在確保遵守所有相關財務條例的前提下，
維持穩健的現金結餘及銀行借款，以滿足客戶的投資需要。

外匯風險

本集團於期終並無任何重大之尚未對沖外匯風險或利率錯配。

重大收購及出售交易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Celestial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CIGL」，時富投
資之全資附屬公司）及時富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時富投資」，本公司之主要股東）聯合公
佈由時富證券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為及代表CIGL就按價格每股0.42港元收
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收購人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持有或同意將予收購之股份除
外）及註銷本公司之全部尚未行使購股權提出之附帶先決條件之自願性現金收購建議（「可
能交易事項」）。可能交易事項須待時富投資股東於將予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
方可落實。該交易之詳情於本公司及時富投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刊發之聯合公佈，
以及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八日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一日期間之隨後公佈中披露。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任何其他重大的收購或出售交易。

除於本報告所披露外，自財務期間結算日以來，概無發生任何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件。

集資活動

本公司於回顧期內並無任何集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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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期終並無重大未償還之資本承擔。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持作買賣之投資組合之市值金額約為41,000,000港元。於期
內錄得持作買賣之投資虧損淨額為6,100,000港元，被股息收入3,200,000港元所抵銷。

本集團沒有任何重大的未來投資或資產購置計劃。

財務及營運摘要

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百萬港元）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經紀收入 14.0 25.8 (45.7)%
財富管理收入 9.9 7.4 33.8%
非經紀及非財富管理收入 3.7 7.6 (51.3)%
集團總計 27.6 40.8 (32.4)%

   

主要財務指標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虧損淨額（百萬港元） (35.0) (19.0) (84.2)%
每股虧損（港仙） (13.4) (7.7) (74.0)%
資產總值（百萬港元） 1,235.4 2,038.4 (39.4)%
手頭現金（百萬港元） 302.3 242.8 24.5%
銀行借款（百萬港元） 70.0 860.0 (91.9)%
每位活躍客戶的年度化 
平均經紀費收入（千港元） 1.3 1.8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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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及業務回顧

行業回顧

疫情與俄烏沖突的共同影響令全球經濟放緩情況雪上加霜，導致香港經濟陷入三年來
第二次衰退，本港投資者情緒備受打擊。繼第一季度錄得3.9%跌幅後，香港的本地生產
總值於第二季度進一步收縮1.4%。

考慮到出口前景不斷惡化，香港特區政府已將二零二二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預測
由2%至3.5%下調至1%至2%，同時財政司司長警告，由於利率上升導致外部經濟前景轉
差，或有進一步下調可能。

香港交易所數據顯示，期內香港證券市場的日均成交量按價值下降26.5%。本地股市於
今年上半年出現相當大的波動，恒生指數（「恒指」）的波幅在6,500點上下。

受到第五波疫情及俄烏沖突影響，恒指於二月十日至三月十五日的一個多月內重挫6,815
點或27%。於三月十五日，恒指甚至失守19,000點大關，跌至十年來最低位18,235點。

投資者情緒低迷，加上市場競爭激烈，導致多達31間本地證券行於回顧期內暫停業務甚
至結業。

業務回顧

面對諸多不明朗因素，香港金融市場於期內仍充滿挑戰。一個多世紀以來，香港一直是
東西方重要的貿易夥伴及橋樑。然而，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特別是俄烏沖突的推動下，
全球經濟開始出現脫鈎跡象。這極大改變了香港作為國際貿易及全球投資夥伴的角色。
與此同時，美國對華的圍堵政策亦令中美關係持續緊張，不斷壓縮香港在國際舞台的
發展空間。

再加上近期多次加息，國際投資者正投資於其他地區的高收益資產，以對沖本港政治
經濟風險，亦令港元市場資本加速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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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市來臨導致整體投資者情緒極為低迷。投資者普遍傾向於保持觀望，待局勢穩定後
再重回市場。投資者情緒不振已波及IPO市場。期內，香港交易所新上市公司數目僅為
27間，較去年減少41.3%，為二零零九年以來最低水平，同時集資額跌幅超90%。近期市
場波動亦大幅削弱投資者的交易及投資意欲。部分年青投資者亦開始嘗試加密貨幣、
特殊目的收購公司(SPAC)及迷因股(meme stocks)等其他投資工具。因此，我們於期內錄
得收益減少36.0%。

期內全球利率上揚及超大型IPO數量不足亦對我們的孖展融資業務產生不利影響。為透
過審慎的財務管理安然度過眼前的全球經濟風暴，我們已收緊信貸政策。上述舉措，加
上IPO市場冷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的利息收入。鑒於通脹居高不下，同時經濟
疲弱，預計上述波動將持續一段時間。

合規成本飆升、專才短缺及市場競爭加劇，亦對我們這類本地金融機構造成衝擊。

嚴格的監管規定一直是全球金融機構面臨的一大問題。香港作為中國面向世界的國際
金融中心，更是受到廣泛、不明朗的全球政治及經濟前景掣肘。

與此同時，疫情及其影響亦嚴重阻礙本地經濟發展。嚴格的出行限制及檢疫規定亦導
致香港金融市場出現人才短缺。證監會公佈去年流失12%的員工，而銀行及保險公司亦
紛紛坦言，專才流失速度遠高於替補人選的招聘速度。鑒於人力資源乃金融行業立身
之本，在招攬金融人才方面香港正與全球競賽。

針對人才短缺的問題，我們已制定一系列政策來維繫人才庫，包括擴大管理培訓生計
劃的範圍，以培訓更多人才。我們同時聘用內地才俊，不單力求維持內部職工比率，更
是要藉由國際服務組合，更好滿足內地客戶的需求。

另一個好消息是，得益於早前致力實現多元且廣泛的收益來源，打造「一站式」財富管
理平台，期內來自財富管理業務的收益增加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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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根據國家「十四五」規劃，香港將保持其國際金融中心、全球離岸人民幣業
務樞紐及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於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慶典上，習主席對香港在
金融、航運及貿易方面的全球獨特地位和優勢作出支持，築牢了香港維持其與國際的
密切聯繫的信心。

《胡潤財富報告》顯示，中國超高淨值家庭數目最多的十個城市中，有七個位於大灣區
及長三角地區。因此，時富金融將繼續發展其財富管理業務，重點關注這兩個區域。

另一方面，隨著我們於年底前推出首隻公募基金，我們預計旗下管理資產將進一步增加，
讓我們的收入來源更加豐富。

我們率先採取行動，將旗下電子交易平台改造為快速便捷、近乎實時的資金轉賬系統，
而由於競爭對手仍須承擔高昂的租金費用，我們得以佔據巨大優勢。此舉亦讓我們能
夠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安然度過眼前的全球經濟困境。

另一方面，考慮到潛在地緣政治衝突引發更多不明朗因素、疫情持續以及金融法規的
變動，隨著針對科技公司的新上市制度推出，以及跨境資本市場機遇（包括多項股票互
聯互通計劃）成熟，預計大量赴美上市的中國企業會考慮雙重上市及回港上市。因此，
預計市場情緒有望隨著未來該等超大型IPO的推進而回暖。

展望

進口通脹飆升以及隨之而來的利率上升，給未來數個季度的市場前景蒙上陰影。投資
者情緒料將持續低迷，同時成交量亦將受到巨大衝擊。香港金融市場因競爭者數目眾
多而趨於飽和，故下半年可能會持續市場整合。有關某家聲名卓著、歷史悠久的經紀公
司的市場傳聞，亦進一步打擊市場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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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數碼世界，市民習慣使用移動設備及應用程式處理日常生活事務，包括投資及
財富管理。為繼續加強時富金融的優勢，時富金融將努力不懈地推動數碼化，致力成為
一間真正以客戶為中心的金融機構，並在市場激烈競爭之下管控各項成本。時富金融
新推出的應用程式「阿爾發易(Alpha i 2.0)」深受市場追捧，並因方便、便捷及快速而聞名，
激勵我們持續提升客戶體驗。

展望未來，儘管面對挑戰，時富金融仍將堅持其轉型為財富管理專家的有效戰略。雖然
預期成果將需要時間來實現，但我們堅信，現行的戰略必能結成碩果，同時會在當前熊
市中保持警惕及堅韌。

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135名員工。我們員工的薪酬乃基於彼等之
工作表現、工作經驗及市場情況而制訂。回顧期內，本集團之員工工資成本總額為
25,700,000港元。

福利

本公司及其部份附屬公司向職員提供之僱員福利包括強積金計劃、醫療保險計劃、酌
情購股權、績效獎勵花紅及銷售佣金。本公司亦向中國僱員提供醫療及其他津貼，以及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培訓

本集團已實施各種培訓政策並組織多項旨在提高僱員之技能以及整體提高本集團之競
爭力、生產力及效率之培訓計劃，包括下列範圍之培訓，如產品知識、營運技巧、風險
與合規、客戶服務，銷售技巧，見習人員培訓，以及監管機構規定之專業監管培訓計劃。
本集團亦安排有關職員（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持牌人士）參加
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之必需培訓課程，以履行╱遵守證券及期貨條例所規定之持續專
業培訓。本集團為新僱員進行一項新職員導向培訓，使彼等能了解本集團之歷史及策略、
企業文化、質素管理措施、規則及規例。該導向旨在透過建立歸屬及合作意識，使新僱
員為其崗位作準備；通過提供必要的信息，解決僱員的疑慮；及消除任何潛在的障礙，
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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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證券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a)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的登記
冊所記錄；或(b)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資料，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擁有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本公司

(a) 每股面值0.4港元普通股份之好倉

姓名 身份 個人 公司權益 持股量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

     

關百豪 實益擁有人及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2,472,000 102,928,854* 40.35

關廷軒 實益擁有人 2,472,000 — 0.94

盧國雄 實益擁有人 62,775 — 0.02
   

5,006,775 102,928,854 41.31
   

* 該等股份由CIGL（Praise Joy Limited（時富投資（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實益持有其100%權益）之
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關百豪博士（「關博士」）擁有時富投資合共
49.79%之股權權益（詳情於下文「主要股東」一節內所披露）。由於關博士於時富投資持有權益，
因而被視為擁有由CIGL所持全部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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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關股份之好倉－購股權計劃項下之購股權

購股權數目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與已發行
股份

之比率

    

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

行使價 附註

於
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
失效

董事變更後
重新分配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港元） （附註(6)） (%)

          

關百豪 29/03/2019 01/05/2019 - 30/04/2022 1.420 (1),(4),(5) 1,350,000 (1,350,000) — — —
29/07/2021 01/08/2021 - 31/07/2023 0.572 (2),(4),(5) 2,400,000 — — 2,400,000 0.92

關廷軒 29/03/2019 01/05/2019 - 30/04/2022 1.420 (1),(4),(5) 1,350,000 (1,350,000) — — —
29/07/2021 01/08/2021 - 31/07/2023 0.572 (2),(4),(5) 2,400,000 — — 2,400,000 0.92

張威廉 29/07/2021 01/08/2021 - 31/07/2025 0.572 (3)至(5) 900,000 — — 900,000 0.34

羅軒昂 （附註(7)） 29/07/2021 01/08/2021 - 31/07/2025 0.572 (3)至(5) 不適用 — 600,000 600,000 0.22

李成威（附註(8)） 29/03/2019 01/05/2019 - 30/04/2022 1.420 (1),(4),(5) 337,500 (337,500) — 不適用 不適用
29/07/2021 01/08/2021 - 31/07/2023 0.572 (2),(4),(5) 2,400,000 — (2,400,000) 不適用 不適用

郭家樂（附註(8)） 29/03/2019 01/05/2019 - 30/04/2022 1.420 (1),(4),(5) 675,000 (675,000) — 不適用 不適用
29/07/2021 01/08/2021 - 31/07/2023 0.572 (2),(4),(5) 900,000 (900,000) — 不適用 不適用     

12,712,500 (4,612,500) (1,800,000) 6,300,00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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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購股權分三期歸屬，分別自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可予行使25%、
自二零二零年五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可予行使25%，及自二零二一年五月一日
起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可予行使50%。

(2) 購股權分兩期歸屬，分別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可予行使
50%，及自二零二二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可予行使50%。

(3) 購股權分四期歸屬，分別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可予行使
25%、自二零二二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可予行使25%、自二零二三年八
月一日起至二零二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可予行使25%，及自二零二四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五
年七月三十一日可予行使25%。

(4) 購股權須受限於達致由董事會之董事長批准及╱或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之既定的里程
碑╱表現指標及╱或購股權期間相關年度之業務預算計劃。

(5) 購股權必須在董事會批准購股權歸屬之日起計一個月內行使。

(6) 購股權失效乃由於購股權根據購股權之條款期滿。

(7) 羅軒昂先生於期內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

(8) 李成威先生及郭家樂先生於期內辭任本公司董事。

(9) 期內並無購股權獲授出、行使或註銷。

(10) 本公司董事以實益擁有人身份持有該等購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行政總裁或彼等之聯繫人於
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
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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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乃根據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
週年大會上通過之一項普通決議案獲採納。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予參與者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

行使價 附註

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
失效

董事變更後
重新分配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港元） （附註(8)）

         

董事
29/03/2019 01/05/2019 - 30/04/2022 1.420 (1) 3,712,500 (3,712,500) — —
29/07/2021 01/08/2021 - 31/07/2023 0.572 (1) 8,100,000 (900,000) (2,400,000) 4,800,000
29/07/2021 01/08/2021 - 31/07/2025 0.572 (1) 900,000 — 600,000 1,500,000

僱員
29/03/2019 01/05/2019 - 30/04/2022 1.420 (2),(5),(7) 3,928,500 (3,928,500) — —
29/04/2020 01/05/2020 - 30/04/2022 0.480 (5),(7) 2,472,000 (2,472,000) — —
29/07/2021 01/08/2021 - 31/07/2023 0.572 (3),(5),(7) 1,800,000 — 2,400,000 4,200,000
29/07/2021 01/08/2021 - 31/07/2025 0.572 (4),(5),(7) 9,840,000 — (600,000) 9,240,000

顧問
29/03/2019 01/05/2019 - 30/04/2022 1.420 (2),(5),(7),(10) 1,602,000 (1,602,000) — —
04/06/2019 04/06/2019 - 03/06/2022 1.040 (6),(7),(10) 2,790,000 (2,790,000) — —
29/04/2020 01/05/2020 - 30/04/2022 0.480 (6),(7),(10) 2,472,000 (2,472,000) — —
29/07/2021 01/08/2021 - 31/07/2023 0.572 (6),(7),(10) 3,810,000 — — 3,810,000    

41,427,000 (17,877,000) — 23,550,000
    



時富金融 2022 中期報告31

附註︰

(1) 授予董事之購股權的詳情載於上文「董事之證券權益」一節內。

(2) 購股權分三期歸屬，分別自二零一九年五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年四月三十日可予行使25%、自二
零二零年五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可予行使25%，及自二零二一年五月一日起至二零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可予行使50%。

(3) 購股權分兩期歸屬，分別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可予行使50%，及
自二零二二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可予行使50%。

(4) 購股權分四期歸屬，分別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可予行使25%、自
二零二二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可予行使25%、自二零二三年八月一日起至二
零二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可予行使25%，及自二零二四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可
予行使25%。

(5) 購股權須受限於達致由董事會之董事長批准及╱或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之既定的里程碑╱表現
指標及╱或購股權期間相關年度之業務預算計劃。

(6) 購股權須經董事會之董事長及╱或董事會全權酌情確認本集團成員公司已獲提供滿意之服務後，
方可歸屬。

(7) 購股權必須在董事會批准購股權歸屬之日起計一個月內行使。

(8) 購股權失效乃由於購股權根據購股權之條款期滿。

(9) 期內並無購股權獲授出、行使或註銷。

(10) 購股權分別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二零一九年六月四日、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及二零
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授予顧問。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授出之購股權的承授人為羅炳華先生
（本公司前執行董事）及陸詠嫦女士（本公司前公司秘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四日授出之購股權的
承授人為姚祖輝先生、馬景煊先生及黎永雄先生。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授出之購股權的承
授人為黎永雄先生。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授出之購股權的承授人為羅炳華先生、黎永雄先
生及陸詠嫦女士。向顧問授出購股權之原因為報答彼等為本集團引進潛在商機，為本集團作出的
優質服務、專業意見、專業技能及貢獻。董事會認為，授出購股權將激勵彼等提供專業金融及新
商機顧問服務及規劃，滿足本集團之業務需要，從而使彼等之利益與本集團一致，確保彼等對本
集團之長期支持及承諾。

(11) 於本報告日期，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供發行之股份總數為49,667,477股，相當於已發行股份約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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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所知，下列人士╱公司（董事或本
公司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為或當作擁有須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置存之權益登記冊所記錄，或如以下須予知會本公司之權益或淡倉：

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持股量
(%)

    

Hobart Assets Limited（附註）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2,928,854 39.41

Cash Guardian Limited（附註）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2,928,854 39.41

時富投資（附註）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2,928,854 39.41

Praise Joy Limited（附註）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2,928,854 39.41

CIGL（附註） 實益擁有人 102,928,854 39.41

附註： 指由CIGL（Praise Joy Limited（時富投資（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實益持有其100%權益）之一間全資附
屬公司）持有的同一批102,928,854股股份。時富投資乃由關博士擁有合共約49.79%之權益（即約
49.05%由Cash Guardian Limited（為Hobart Assets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即100%由關博士實益持有）
持有及約0.74%由關博士以個人名義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關博士、Hobart Assets Limited
及Cash Guardian Limited被視為擁有全部由CIGL（透過時富投資）所持之股份權益。以上權益已於上
文「董事之證券權益」一節內披露為關博士之公司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行政總裁並不知悉任何
其他人士或公司（董事或本公司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或被視
為或當作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置存之權益登記冊所記錄，或須予知
會本公司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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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之會計期間，本公司已嚴謹遵守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內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C.2.1條，該條文
規定董事長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以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關博士（董事會之
董事長）於有關期間亦出任本公司之行政總裁。關博士之雙重角色可為董事會帶來有力
而一致的領導效力，並對本集團的業務規劃及決策效率極為重要。本集團各業務單位
之行政總裁協助關博士處理行政總裁之職務。籍由經驗豐富的優秀人員組成的董事會
及高級管理層的經營管理，權力與授權分佈亦得以確保均衡。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本公司作出
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已於回顧期內全面遵守其所載之規定交易守則。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披露董事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的規定董事資料並無變動須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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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並未經本公司核數師
審閱，但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代表董事會
董事長及行政總裁

關百豪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十日

於本報告發表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關百豪博士太平紳士  鄭樹勝先生
關廷軒先生 盧國雄先生
張威廉先生 勞明智先生
羅軒昂先生
黃思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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