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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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ASH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
時富金融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510）

公佈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

年終業績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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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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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26 71,165
利息收入 18,866 25,698

總收益 68,792 96,863
其他收入 4,456 1,840
其他虧損 (9,694) (13,162)
薪金及有關利益 (49,333) (58,532)
佣金支出 (22,394) (24,773)
折舊 (11,806) (8,650)
財務成本 (7,811) (7,447)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項下之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6,950) (1,892)
其他經營開支 (5) (35,058) (37,757)

除稅前虧損 (69,798) (53,510)
所得稅抵免 (6) – 40

年內虧損 (69,798) (53,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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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入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透過其他全面收入以公平值入賬之 
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3,351) 2,029

往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61) 1,023

年內其他全面（支出）收入 (3,712) 3,052

年內總全面支出 (73,510) (50,418)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69,798) (53,470)
非控股權益 – –

(69,798) (53,470)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總全面支出：
本公司擁有人 (73,510) (50,418)
非控股權益 – –

(73,510) (50,418)

每股虧損 (7)
－基本（港仙） (26.72) (21.11)

－攤薄（港仙） (26.72)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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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27,875 22,930
無形資產 9,092 9,092
俱樂部債券 660 660
其他資產 5,353 6,857
租金及水電按金 1,219 1,913
透過其他全面收入以公平值入賬 
（「透過其他全面收入以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 24,328 27,679
應收貸款 (9) 859 1,516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入賬（「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入賬」）之 
財務資產 4,812 5,534

74,198 76,181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8) 188,418 182,150
合約資產 2,755 4,813
應收貸款 (9) 10,135 38,68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9,093 28,792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 22,767 99,408
應收有關聯公司款項 – 1,001
銀行結餘－信託及獨立賬戶 482,196 660,971
銀行結餘（一般賬戶）及現金 243,571 203,580

978,935 1,219,39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510,925 701,088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26,714 24,932
應付稅項 3,000 3,000
租賃負債 10,493 11,220
銀行借款 80,064 73,026
來自關聯人士借款 66,861 –
修復撥備 – 1,035

698,057 814,301

淨流動資產 280,878 405,09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5,076 48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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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來自關聯人士借款 – 60,263
租賃負債 14,376 7,838
修復撥備 1,842 807

16,218 68,908

淨資產 338,858 412,36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447 104,470
儲備 319,873 299,36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30,320 403,830
非控股權益 8,538 8,538

權益總額 338,858 412,368

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編製。就編製綜合財務報表而言，合理預期會影響主要使用者所作決定的資料被視為重要資料。
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適用
披露規定之資料。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財務工具除外，如下文所載之會計政策所解釋，財務工具
乃按於各報告期末之公平值計量。歷史成本一般按交換貨品及服務之代價之公平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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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年度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就編製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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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的「新冠病毒相關租金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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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等綜合
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包括二零二零年
十月及二零二二年二月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7號（修訂本））

保險合約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出售或注入 
資產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售後租回的租賃負債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香港詮釋第5號（2020年）
之相關修訂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
務報告第2號（修訂本）

披露會計政策1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之資產及負債有關之遞延稅項1

1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將予釐定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除以下所提及之影響以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於可見將來
對綜合財務報表不會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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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費用及佣金收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服務類別

經紀服務 25,762 43,031
財富管理服務 20,225 16,229
資產管理服務 1,028 6,032
處理及其他服務 2,911 5,489
投資銀行服務 – 384

49,926 71,165

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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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66 2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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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惠基金及強積金產品之經紀業
務；

－ 債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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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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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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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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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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計出售投資物業之
收益、若干匯兌虧損淨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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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計量分部資產及負債，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均未分配至分部，而使用權資產之折舊和減值虧
損與租賃負債之財務成本則包括在分部業績中。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金融服務 自營交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68,792 – 68,792

業績
分部虧損 (56,316) (6,809) (63,125)

匯兌虧損淨額 (2,399)
未分配之支出 (4,274)

除稅前虧損 (69,798)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金融服務 自營交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96,854 9 96,863

業績
分部虧損 (31,273) (16,232) (47,505)

出售投資物業之收益 1,563
匯兌虧損淨額 (191)
未分配之支出 (7,377)

除稅前虧損 (53,510)

所有分部收益均來自外界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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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除包括在物業及設備之使用權資產、投資物業、透過其他全面收入以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若干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應收有關聯公司款項及若干物業及設備、其他應收款項及現金
以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營運分部。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此乃向主要經營決策人呈報之計
量方法。

除租賃負債、遞延稅項負債、來自關聯人士借款、修復撥備及應付稅項以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營
運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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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融服務 自營交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929,066 43,609 972,675

物業及設備 20,520
透過其他全面收入以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 24,328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 4,812
其他未分配之資產 30,798

綜合資產總額 1,053,133

負債
分部負債 617,703 – 617,703

租賃負債 24,869
應付稅項 3,000
來自關聯人士借款 66,861
修復撥備 1,842

綜合負債總額 714,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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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融服務 自營交易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1,084,321 136,476 1,220,797

物業及設備 14,719
透過其他全面收入以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 27,679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 5,534
應收有關聯公司款項 1,001
其他未分配之資產 25,847

綜合資產總額 1,295,577

負債
分部負債 799,046 – 799,046

租賃負債 19,058
應付稅項 3,000
來自關聯人士借款 60,263
修復撥備 1,842

綜合負債總額 883,209

本集團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地釐定來自外界客戶之分部收益及按資產所在地區劃分之非流動資產（不
包括財務工具）有關資料詳情如下：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原註地） 68,792 96,863 40,622 34,814
中國 – – 2,358 4,725

總計 68,792 96,863 42,980 39,539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客戶佔本集團總收益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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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經營開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手續費：
－證券交易 2,223 2,975
－期貨及期權交易 466 600
廣告及宣傳費用 3,223 2,627
電訊開支 8,561 9,994
核數師酬金 2,520 2,520
法務及專業費用 3,430 3,126
印刷及文具費用 1,614 1,865
維修及保養費用 1,493 1,146
差旅及交通費用 359 253
水電費用 681 643
辦公室管理費及差餉 2,219 2,866
其他 8,269 9,142

35,058 37,757

(6) 所得稅抵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 – –

遞延稅項 – (40)

– (40)

根據香港利得稅兩級制利得稅率制度，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000,000港元溢利之稅率為8.25%，超過
2,000,000港元溢利之稅率為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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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因此，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香港利得稅以稅率8.25%計算其估計應課稅溢利的首2,000,000
港元，並以稅率16.5%計算其2,000,000港元以上的估計應課稅溢利。

香港利得稅以該兩個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細則，該兩個年度中國附屬
公司之稅率一律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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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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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98) (53,470)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261,174,779 253,235,908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本公司購股權 –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261,174,779 253,235,908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未計及反攤薄購股
權的影響。



12

(8) 應收賬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證券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a)
結算所、經紀及交易商 39,677 38,915
現金客戶 8,530 27,865

48,207 66,780

來自保證金融資業務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a) 128,182 98,303
減：減值撥備 (11,456) (3,916)

116,726 94,387

來自期貨及期權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a)
現金客戶 184 184
結算所、經紀及交易商 23,301 20,646

2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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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153

188,418 182,150

附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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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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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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本集團給予三十日之信
貸期。該等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 153

(9) 應收貸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循環貸款，以下列貨幣計值：
港元 7,767 21,544
人民幣 4,667 4,697
美元 367 353
減：減值撥備 (1,807) (2,397)

10,994 24,197

以下列貨幣計值的定期應收貸款：
港元 – 16,000

10,994 40,197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貸款之合約利率介乎每年3%至10%（二零二一年：介乎每年2%
至11%）。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貸款包括借予本集團之零名董事（二零二一年：五名）、
一名高級管理人員（二零二一年：一名）及一名員工（二零二一年：一名）之貸款，總賬面值分別為零
港元（二零二一年：10,400,000港元）、2,33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350,000港元）及2,332,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2,347,000港元）。

應收貸款於尚餘合約到期日之賬面值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要求或於一年內 10,135 38,681
兩年以上但三年以內 859 1,516

10,994 4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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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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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 9,715
現金客戶 396,620 522,630
保證金客戶 66,300 94,477

來自期貨及期權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客戶賬款 45,699 72,489

來自財富管理業務所產生之應付賬款 226 –

因財富管理服務業務產生的應付獨立財務顧問之款項 519 1,777

510,925 701,088

證券買賣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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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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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財富管理服務業務產生的應付獨立財務顧問之款項一般在收到產品發行人╱客戶付款後的30日內
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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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19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660,97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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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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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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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盈利及其他儲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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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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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的流動資
金水平，以確保彼等符合證券及期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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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一直遵守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的資金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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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回顧及展望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收益約68,800,000港元，較去年的96,900,000港元下降
29.0%。本集團的主要收益包括經紀收入約25,8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43,000,000港元）、提供財富管理
服務之收益約20,2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6,200,000港元）以及來自非經紀及非財富管理服務之收益約
22,8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7,700,000港元）。

年內，經紀收入減少約40.0%或17,200,000港元，原因是香港證券市場的日均成交量大幅下降25.1%（二零
二二年：1,250億港元；二零二一年：1,667億港元）所反映的投資者情緒低迷。由於證券市場劇烈波動、投
資者情緒低迷、市場參與者降低風險偏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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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鞏固我們轉型為全面的財富管理集團，為香港、大灣區及其他地區的客
戶提供「一站式」財富管理服務。因此，年內來自其財富管理業務的收益增加24.7%或4,000,000港元至約
20,200,000港元。

非經紀及非財富管理服務的收益減少約39.5%或14,9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資產管理收益及IPO孖展融資
利息收入減少。各資產類別的全面收縮對我們的資產管理收益影響重大，導致收益下降83.0%或約5,000,000
港元。由於投資者對先前熱門的香港IPO市場的參與度下降，IPO孖展融資利息收入減少5,400,000港元。
各資產類別貶值，加上沒有大盤股上市，進一步導致年內香港IPO市場集資總額縮減68.4%（二零二二年：
1,046億港元；二零二一年：3,313億港元）。

就資金運作而言，由於年內香港股市下挫，本集團持作買賣之投資證券組合錄得虧損淨額約5,600,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14,700,000港元）。藉著加息帶來相對理想的存款利率，本集團在二零二二年下半年積極
將閒置的現金重新分配至定期存款，並於年內錄得存款收入約2,1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800,000港元）。

另一方面，薪金及相關福利減少15.7%或9,2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58,500,000港元）。其他營運開支亦減
少7.1%或2,7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7,800,000港元）。成本減低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持續實施成本合理化
計劃，其內容包括檢討及削減非必要成本、精簡人手及審視組織架構以裁撤冗餘。

整體而言，本集團於年內錄得淨虧損約69,800,000港元，而二零二一年淨虧損則為約53,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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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對我們業務營運的影響有限，並進一步加快本集
團的轉型計劃及數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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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值撥備

減值撥備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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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根據其按照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財務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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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等財務資產進
行減值評估。

為將由保證金融資及應收貸款產生的應收賬款的信貸風險減至最低，信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檢討信
貸及風險管理政策、批准信貸限額及就逾期應收款項作出任何收回債項行動。該評估是根據密切監督及
對賬目之可收回性評估，以及管理層之判斷（包括（但不限於）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各客戶之當前信譽、客
戶經理集中度分析、抵押品分配及集中度分析、過往收賬記錄，以及考慮前瞻性因素）。就此而言，本公
司董事認為本集團的信貸風險維持於一個可接受的水平。

由保證金融資產生的應收賬款乃以保證金客戶之已抵押股份作擔保。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
於與首四大客戶的合計結餘佔應收保證金客戶賬款總額約61.8%，本集團在應收保證金客戶賬款方面存在
信貸風險集中的情況。年內，在相關抵押品之價值低於未償還貸款金額的情況下，已就保證金融資產生
的應收賬款方面總額為128,200,000港元的保證金貸款，確認約7,500,000港元的額外減值撥備。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最大借款人佔應收貸款之未償還結餘27.3%，本集團面對應收貸款集
中的風險。年內，已就合共12,800,000港元的應收貸款，確認撥回約600,000港元的應收貸款減值撥備。本
集團就此等保證金貸款採取審慎的撥備提取政策。就發生信貸減值之應收保證金客戶賬款而言，管理層
會考慮各項因素（包括本集團所持有之客戶證券或抵押品的可變現價值及後續結算），對每位客戶進行單
獨評估。

資金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為338,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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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之匯報虧損的淨影響所致。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尚有未償還借款合共約146,900,000港元，其中約80,100,000港元僅為以客戶抵押予本集團之證
券作擔保之銀行貸款，以及來自關聯人士的無抵押貸款66,900,000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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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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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減少至725,800,000港元。

該減少主要是由於年內證券市場的波動及低迷，經紀客戶於本集團存放的現金減少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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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自家賬戶的
銀行結餘有211,000,000港元及32,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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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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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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倍。
該減少主要是由於信託及獨立賬戶中存放的現金減少。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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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年內資本負
債比率增加主要是由於作營運資金用途之銀行借款增加，及匯報虧損的淨影響導致權益總額減少。另一
方面，本集團於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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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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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富證券有限公司為及代表Celestial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CIGL」，時富
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時富投資」，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之全資附屬公司）就收購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提
出附帶先決條件之自願性現金收購建議（「該等收購建議」）。提出該等收購建議須待時富投資股東批准可
能進行收購事項後方可落實，而有關事項已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日舉行之時富投資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批准。
該等收購建議其後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截止。於該等收購建議截止後，時富投資於本公司之股權
權益由102,928,854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9.41%）增至157,989,563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60.49%）。該交易之詳情於本公司及╱或時富投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刊發之聯合公佈及於二零二二
年七月十八日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期間之隨後公佈，以及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六日刊發之
綜合收購建議文件中披露。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九日，Confident Profits Limited（「CPL」，時富投資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賣方）
及本公司（作為買方）訂立協議，據此，CPL有條件同意出售，而本公司有條件同意購入時富量化金融國際
集團有限公司（時富投資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51%已發行股份，代價為61,000,000港元，其中(i)10,000,000
港元將以現金支付及(ii)51,000,000港元將以於完成時向CIGL發行12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代價股份」）
之方式支付。完成交易事項須待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及就發行代價股份取得上市批准後方可落實。本公
司將召開及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是項收購。完成後，時富投資於本公司之股權將由約60.49%增至
72.93%，而本集團將仍為時富投資之附屬公司。交易事項之詳情於本公司及時富投資於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十九日刊發之聯合公佈中披露。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集團於年內並無任何其他重大的收購或出售交易。

除於本公佈所披露外，自財務年度結算日以來，概無發生任何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件。

集資活動

本公司於年內並無任何集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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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年終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未償還之資本承擔。

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作買賣之投資組合之市值金額約為22,800,000港元。於年內錄得持作買
賣之投資虧損淨額為5,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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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港元）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經紀收入 25.8 43.0 (40.0%)
財富管理收入 20.2 16.2 24.7%
非經紀及非財富管理收入 22.8 37.7 (39.5%)
集團總計 68.8 96.9 (29.0%)

主要財務指標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變動

虧損淨額（百萬港元） (69.8) (53.5) 30.5%
每股虧損（港仙） (26.72) (21.11) 26.6%
資產總值（百萬港元） 1,053.1 1,295.6 (18.7%)
手頭現金（百萬港元） 243.6 203.6 19.6%
銀行借款（百萬港元） 80.1 73.0 9.7%
每位活躍客戶的年度化平均經紀費收入（千港元） 2.4 3.8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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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回顧

二零二二年是極不尋常的一年：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即中美對立及俄烏戰爭）；金融環境不斷收緊（即
美國四十年來通脹高位運行及連續七次加息，累計增幅4.25%）；以及中國在動態清零策略下進行大規模
檢測及採取嚴格的防疫隔離措施。

在外圍環境低迷、本地房地產市場持續不振，以及各資產類別波動加劇的背景下，香港經濟於二零二二
年實際收縮3.5%。與此同時，在中央政府為恢復經濟活動而採取一系列政策及刺激措施下，中國經濟增
長於二零二二年實際同比放緩至3%。

香港交易所發佈的統計數據顯示，二零二二年日均成交量約為1,249億港元，較二零二一年的1,667億港元
下降25%。鑒於經濟下行，二零二二年透過IPO籌集的資金達1,045億港元，較二零二一年下降68%，而二
零二二年新上市公司數目為90間，較去年的98間輕微下跌8%。

面對美聯儲及發達經濟體央行實行貨幣政策常態化和緊縮貨幣政策，以及持續縮減資產負債表的情況下，
全球金融市場都動蕩不安。大幅加息及高位通脹為投資者在二零二二年帶來嚴峻的挑戰。股市的反應反
映出一種「美國經濟數據的壞消息就是好消息」的心態，因為數據放緩表明美聯儲為控制通脹而採取的緊
縮措施已然生效。恒生指數（「恒指」）猶如坐過山車一樣極為劇烈波動，全年波幅超過10,000點，於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收報19,781點，較二零二一年的23,397點下跌15.5%或3,616點。

業務回顧

於二零二二年首三個季度，市場流動性惡化，全球經濟增長勢頭減弱，加之中國在動態清零政策下實行
嚴厲防疫管控措施，導致市場情緒大受打擊。香港股市經歷恐慌性拋售，恒指在七月至十月期間持續暴跌，
跌幅超過7,100點或33%，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報14,687點，為二零零八年十月以來的最低收市位；
二零二二年十月亦是自二零零八年十月以來最為艱難的一個月。

然而，自第四季度後半以來，低迷的投資者情緒明顯好轉，原因是中國動態清零政策突然逆轉，並為重新
開放而調整相關舉措，在大多數中國一線城市逐步放寬嚴厲的防疫措施。隨後，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扶
持政策，以提振正苦苦掙扎的房地產行業。恒指於十月暴跌15%後觸底回升，並於十一月大幅反彈逾3,900
點或27%，為24年來的最佳月度表現。

於二零二二年期間，由於香港股市日均成交量於熊市情緒下急挫，從而導致投資者降低股票交易及投資
風險偏好，因此我們的經紀業務錄得佣金收入25,800,000港元，較去年的43,000,000港元大幅下降約40%。

為了向客戶提供更適切的服務，並提升他們的金融科技體驗，時富金融將繼續透過創新網絡及移動交易
應用程式「阿爾發易(Alpha-i 2.0)」平台為大灣區的客戶提供優質的經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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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全球利率上揚後的高利率環境，我們的孖展和貸款融資業務錄得18,900,000港元的利息收入，較去年
的25,700,000港元下降26%。除此之外，IPO市場冷淡，以及二零二二年市場受到超大型IPO數量不足的打擊，
都對我們的業務造成一定影響。為應對全球經濟面臨的諸多不利因素，時富金融將繼續收緊信貸政策，
以便更審慎管理我們的貸款和孖展融資業務，尋求可持續的業務增長。

鑒於財富管理產品及服務的跨境需求不斷增長，時富金融已打造一站式財富管理平台，為我們的大灣區
客戶提供匠心服務。年內，財富管理業務的收費收入達20,200,000港元，較去年的16,200,000港元大幅增長
約25%。

在二零二二年下半年防疫限制措施放寬後，為準確滿足客戶的個人投資需求，並幫助他們在財富增值及
保值方面實行更妥善的規劃，時富金融於港島全新的時富金融財富管理中心籌辦了一系列以財富管理為
主題的公開講座，內容涵蓋投資（即百年巨變 •投資增值講座）、保險（即雪卵二三事醫療講座）、海外移
民及稅務規劃（即移英稅務系統大拆解講座）及信託服務（即婚 •身家資產配置講座）。獲邀講者包括金融
專家、評論員、大學教授、中國律師、英國稅務顧問及婦產科專科醫生，就有關投資及市場前景、中國內
地及香港法律在嫁娶及離異方面的差異、英國稅收制度、資產管理及配置建議、雪卵保存及育齡期女性
遇到的婦科問題等主題與參加者分享他們的觀點。上述講座均收到大量極為正面的意見回應。

另一方面，時富金融的資產管理業務於二零二二年迎來重要里程碑，我們的第一隻時富優越價值股票開
放式基金公司公募基金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成功推出。基金與本集團作為金融行業科技領先者的目標
相符，實施基於大數據、演算法及專業投資經理經驗的投資策略，並為我們的投資者提供經風險調整後
的最佳回報率。基金自成立以來一直表現出色，4個月內產生2.73%的投資組合回報率，較截至二零二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恒指高出282個基點。憑藉這一出色表現，我們有信心捉緊大灣區財富管理市場帶來
的黃金機遇，並在不久的將來為本集團的收益增長作出更重大的貢獻。

環境、社會及管治摘要

社區關懷是本集團的核心企業價值之一。時富金融致力於關注社區的利益。年內，我們支持及參與各種
社區活動，此舉不僅在艱難的抗疫時期向社會傳遞了正能量，也培養了員工「全面關懷」的文化。

年內，時富金融榮獲世界綠色組織頒發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大獎，以表揚集團在支持工作場所質素、環境
保護、營運管理和社區參與等方面的傑出成就。

二零二二年六月，時富金融就每位成功開立阿爾發易(Alpha i)交易賬號的新客戶，向阿棍屋善行動物診所
捐贈100港元作慈善用途，以支持其為無家可歸的流浪動物提供免費醫療服務。與此同時，為衷心感謝醫
療行業醫護人員於抗疫期間的無私付出，成功開立阿爾發易(Alpha i)交易賬號的醫護人員均可專享「港股
交易終身免佣計劃」的迎新優惠。

二零二二年九月，時富金融員工參與義工服務，於「惜食堂」廚房利用從飲食界回收得來的剩餘食物準備
成食材。經回收整理的食材會烹煮成營養膳食，並派發給社會上的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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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時富金融與香港華語扶輪社合作籌辦「愛心寒冬送暖大行動」，藉捐贈棉被等物資為香港120多
個基層家庭送上溫暖及關懷。

時富金融還參加了由「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發起的「Say Yes to Breastfeeding（母乳育嬰齊和應）」活
動，旨在於香港打造母乳餵哺友善社區。我們承諾在工作場所實施母乳餵哺友善措施，例如於辦公室安
排母乳餵哺工作間，以幫助職場媽媽可持續進行母乳餵哺。時富金融獲頒感謝狀，以嘉許我們所付出的
努力。

展望

經三年抗疫管控後，中國內地迎來了期待已久的重新開放，預計香港經濟在未來幾個季度將有所復甦，
但由於全球經濟衰退及地緣政治的影響，香港經濟亦存在下行風險。可喜的是，中央政府可能推出更多
貨幣和財政支持措施，以幫助穩定經濟增長及投資情緒，我們預計中國經濟增長將於二零二三年重新開
放的道路上如期出現反彈。

鑒於利率上揚及市場劇烈波動，二零二二年對於全球股市而言可謂充滿挑戰的一年。展望未來，我們認
為過去兩年的股市熊市即將結束，鑒於利率上揚的步伐逐漸放緩，二零二三年前景將更為樂觀。因此，在
更有利的經濟環境及波動較少的營商環境之下，我們對香港的經紀業務前景將更有信心。與此同時，隨
著有更多於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加快其「回歸」計劃，並於金融市場情緒改善的情況下選擇在香港進行二
次上市，預計香港IPO市場將重獲增長動力，並有望於二零二三年復甦。時富金融將繼續藉市場對IPO的
融資需求增加我們的利息收入。

進入二零二三年後，我們的資產管理業務將聚焦若干主要方向。業務方面，我們將繼續透過與獨立基金
平台合作加強分銷渠道，向公眾市場推廣我們的開放式基金。投資方面，我們積極改善我們的研究、營運
及風險控制，以加強我們的投資管理流程。透過納入大數據分析，我們正改建研究平台，並已啟動進一步
的系統及控制開發項目，藉此讓我們的常規運作超越行業標準。我們估計，到二零二三年第三季度初期，
該等項目將為本集團旗下的資產管理規模增長帶來極大影響。

為應對數碼化浪潮，時富金融已成功轉型為一家全面的金融服務公司，其經紀業務採用科技驅動的交易
平台，專注於大灣區的財富管理和投資產品。我們一直注重金融科技發展，提倡創新，投放大量資源於數
碼平台，並會繼續增強網上交易應用程式的特性及功能，讓我們的客戶可迅速及穩定地進行全球多個資
產類別的交易。

根據國家「十四五」規劃，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全球財富管理中心將繼續蓬勃發展。憑藉我們的老字
號品牌並植根香港逾50年，時富金融致力成為值得信賴的一流投資及財富管理夥伴，「連接人才、創意、
資金及機遇，推動可持續發展，創建更美好的世界」。

進入金禧年，時富金融將積極擴展投資及財富管理業務，幫助我們的尊貴客戶創造財富及增值，以達成
人生理想目標。憑藉我們對客戶在投資及財富管理需求的深入瞭解，時富金融致力為大灣區客戶提供一
流的服務，幫助他們對沖全球金融風險及把握未來經濟復甦的潛在機遇，從而在財富增值、保值及傳承
方面實行更妥善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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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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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年內，本集團之員工工資成本總額為49,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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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管治

董事會已採納一套企業管治原則（「原則」），此原則符合在上市規則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及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之所有要求。董事會亦已向每位執行董事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就有關標準守則之規則及原則之遵守以書面形式作特定咨詢。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本公司已嚴謹遵守原則、企業管治守則及標準守則，惟於有關年內，關博士（董事
會之董事長）亦出任本公司之行政總裁（「行政總裁」）。根據守則條文第C.2.1條，董事長與行政總裁的角色
應予以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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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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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審閱範圍

本初步公佈內所載列關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益表以及當中之相關附註之數字，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認為與本集團於本
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一致。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準則及
香港鑒證業務準則，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進行的審閱工作並不構成一項鑒證業務，因此德勤 •關
黃陳方會計師行並無對本初步公佈發表任何保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回顧年內概無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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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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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不一致之處，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