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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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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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費用及佣金收入 40,753 38,658
利息收入 15,019 11,844

  

總收益 55,772 50,502
其他收入 1,171 692
其他虧損 (2,348) (7,558)
薪金及有關利益 (29,220) (28,655)
佣金開支 (13,354) (10,147)
折舊 (6,904) (6,912)
財務成本 (5,044) (4,679)
其他營運開支 (5) (19,102) (21,367)

  

除稅前虧損 (19,029) (28,124)
所得稅支出 (6) — —

  

期內虧損 (19,029) (2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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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 —
  

期內總全面支出 (19,029) (28,124)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9,029) (28,124)
非控股權益 — —

  

(19,029) (28,12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總全面支出：
本公司擁有人 (19,029) (28,124)
非控股權益 — —

  

(19,029) (28,124)
  

（重列）
每股虧損 (7)
－基本（港仙） (7.69) (11.35)

  

－攤薄（港仙） (7.69)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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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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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87 16,430
投資物業 18,934 18,934
無形資產 9,092 9,092
俱樂部債券 660 660
其他資產 6,645 8,235
租金及水電按金 386 1,243
透過其他全面收入以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 25,649 25,649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 5,900 5,335

  

77,553 85,578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8) 968,043 309,363
合約資產 2,690 2,690
應收貸款 (9) 41,995 14,09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352 6,669
透過損益以公平值入賬之財務資產 49,281 82,523
應收關聯公司款項 413 1,341
附條件之銀行存款 — 25,231
銀行結餘－信託及獨立賬戶 648,300 732,123
銀行結餘（一般賬戶）及現金 242,818 208,859

  

1,960,892 1,38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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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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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402 856,276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21,538 23,223
應付稅項 3,000 3,000
租賃負債 9,444 10,832
銀行借款－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860,000 110,804

  

1,587,384 1,004,135
  

淨流動資產 373,508 378,75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51,061 464,33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0 40
租賃負債 5,101 9,280
修復撥備 1,133 1,133

  

6,274 10,453
  

淨資產 444,787 453,88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104,470 97,049
儲備 331,779 348,29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36,249 445,342
非控股權益 8,538 8,538

  

權益總額 444,787 45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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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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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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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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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99,115 604,542 29,209 117,788 (103) (1,508) (353,746) 495,297 8,501 503,798
          

期內虧損 — — — — — — (28,124) (28,124) — (2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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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總全面支出 — — — — — — (28,124) (28,124) — (28,12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99,115 604,542 29,209 117,788 (103) (1,508) (381,870) 467,173 8,501 47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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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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719,773) (49,780)

投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761) (1,251)

融資業務所得之現金淨額 754,493 10,872
  

現金及等同現金之增加（減少）淨額 33,959 (40,159)

期初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208,859 288,192
  

期終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242,818 248,033
  

銀行結餘（一般賬戶）及現金 242,818 24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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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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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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修訂本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於本財務資料期間首次採納下列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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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採納）

本公司董事認為，採納該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內所呈報的
金額及╱或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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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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服務類別

經紀服務 25,750 29,123
投資銀行服務 384 3,601
財富管理服務 7,370 3,150
資產管理服務 3,831 480
手續及其他服務 3,418 2,304

  

總計 40,753 38,658
  

利息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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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9 1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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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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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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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投資銀行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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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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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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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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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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02 — 50,502
   

業績
分部虧損 (17,136) (9,182) (26,318)

  

未分配之支出 (1,806)
 

除稅前虧損 (2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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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手續費：
－證券交易 1,552 1,595
－期貨及期權交易 351 871

廣告及宣傳費用 1,470 1,213
電訊開支 5,216 7,303
核數師酬金 1,260 960
法務及專業費用 535 2,448
印刷及文具費用 933 876
維修及保養費用 509 646
差旅及交通費用 132 202
水電費用 304 276
辦公室管理費用及差餉 1,490 2,034
其他 5,350 2,943

  

19,102 21,367
  

(6) 所得稅支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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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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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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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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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19,029) (28,124)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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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570,779 247,788,200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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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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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15 63,043
現金客戶 14,995 53,695
在首次公開發售（「IPO」）中認購新股 752,198 —

  

816,608 116,738
  

來自保證金融資業務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143,987 149,492
減：減值撥備 (24,137) (24,137)

  

119,850 125,355
  

來自期貨及期權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現金客戶 184 188
結算所、經紀及交易商 31,215 66,889

  

31,399 67,077
  

來自人壽保險、互惠基金及強積金產品之應收經紀佣金 126 117
  

來自提供投資銀行服務之應收賬款 60 76
  

968,043 309,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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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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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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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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之結餘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
期內最高

未償還之金額

按於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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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273 —

    

李成威先生 — — 2,488 —
    

關廷軒先生 — — 14,346 —
    

郭家樂先生 — — 2,773 —
    

吳獻昇先生（附註1） — — 23,5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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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24,236 —

    

附註：

(1) 吳獻昇先生自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報告期後）起辭任本公司董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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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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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59 10,122
人民幣 4,603 4,603
美元 338 322

減：減值撥備 (805) (956)
  

41,995 1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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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貸款包括借予本集團之四名董事（二零二零年：兩名）及一名高級管理人員（二
零二零年：一名）之貸款，總賬面值分別為8,61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3,326,000港元）及2,051,000港
元（二零二零年：2,299,000港元）。

(10) 應付賬款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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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23
現金客戶 509,184 621,726
保證金客戶 122,267 120,519

來自期貨及期權買賣業務所產生之應付賬款 61,951 113,108
  

693,402 85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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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富金融 2021 中期報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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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3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732,123,000港元）乃為須付予外部客戶及其他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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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4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750,000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242,623 97,049
行使購股權 18,552 7,421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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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從Libra Capital Management (HK) Limited 
收取的佣金收入及利息收入 (a) — 33

  

從加富信貸有限公司收取的佣金收入及利息收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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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28
李成威先生 (b) 76 4
關廷軒先生 32 16
郭家樂先生 (c) 78 不適用
吳獻昇先生 (c)及(e) 20 19
張偉清先生 (d) 不適用 32
陳志明先生 (d) 不適用 2

  

271 101
  

附註：

(a) Libra Capital Management (HK) Limited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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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成威先生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c) 郭家樂先生及吳獻昇先生分別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八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獲委任
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d) 張偉清先生及陳志明先生分別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八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辭任本
公司執行董事。

(e) 吳獻昇先生自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報告期後）起辭任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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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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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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股息（二零二零年：零）。

回顧及展望
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55,8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的50,500,000港元增加10.5%。

全球經濟前景極不明朗，主要與新冠病毒疫情的進展有關。二零二零年經濟活動收縮
的速度及同步性質前所未見。二零二一年，全球經濟強勁復甦，部分得益於疫苗接種穩
步推進及封鎖措施放寬。經濟的復甦反映部分主要經濟體在財政及貨幣政策的大力支
持下快速回升，當中以美國最為明顯。其他發達經濟體亦陸續推行有關政策，可望令經
濟重拾增長動能。環球證券市場已因此而大幅回升。然而，未來發展仍取決於此次衛
生危機的發展，包括疫苗能否防禦新冠病毒的新變種從而協助控制疫情。此外，由於
全球經濟復甦，商品價格（尤其是原油價格）於期內一度急升，推高全球通脹。通脹憂
慮引致美國利率上升，繼而令環球證券市場大幅下挫。儘管美聯儲認為通脹經已見頂，
並將於未來數月內逐漸緩和，但投資者情緒仍面臨諸多不明朗因素。未來經濟前景取
決於政策制定者能否控制疫情，維持寬鬆的貨幣及財政政策，以及密切監察任何金融
穩定風險。由於香港限制措施解除及經濟復甦，本港證券市場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表
現理想。恒生指數由二零二零年底的27,231點攀升至二零二一年二月的31,085點，其後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底回落至28,827點。然而，全球經濟不穩所引致的證券及商品市場波
動，導致散戶客戶交易減少，本集團的經紀佣金收入因而較去年同期減少11.3%。此外，
市場波動亦提升了本集團客戶對資產保值的意欲。由於產品投資收益理想，加上能夠
實現資產保值，客戶對我們的財富管理產品及服務頗有興趣，因此，儘管內地及香港
兩地關口封閉，我們的財富管理業務收入仍有所增加。因應客戶不斷變化的興趣需要，
以及因此而造成的收入波動，本集團致力轉型為全面的財富管理顧問公司，為香港及
中國內地的客戶提供一站式財富管理服務。期內，本集團透過精簡員工隊伍以及審閱
組織架構等成本減省計劃，繼續控制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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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虧損淨額19,000,000港元，
而去年同期虧損淨額為28,100,000港元。為應對疫情，我們遵循董事會批准的新冠疫情
業務連續性計劃當中的業務連續性流程。該業務連續性計劃將員工的健康及福祉作為
首要考慮因素，為非關鍵及易受疫情影響的員工實施在家工作安排。由於我們基於新
冠疫情業務連續性計劃採取有效的紓緩措施，新冠病毒疫情對我們的財務業績影響有限。

資金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為444,80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則為453,900,000港元。權益總額減少主要是由於回顧期內之匯報虧損以及於回
顧期內行使本公司購股權從而增加股本和儲備的淨影響所致。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尚有未償還銀行借款合共約86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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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本集團之銀行借款乃以港元計值。銀行借款為浮動利率借款，
且利率乃參照銀行同業拆息或香港最優惠利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存（包括信託及獨立賬戶）由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966,200,000港元減少至891,100,000港元。現金及銀行結存減少主要
由於期內客戶交易量減少引致獨立賬戶減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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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自家賬戶的銀行結餘有
195,500,000港元及47,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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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資產負債比率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38倍下
降至1.24倍。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按本集團之附息借款除以權益總額計算之資本
負債比率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24.4%水平上升至193.4%。資本負債比率上升
主要是由於期終首次公開招股活動增多而令銀行借款增加所致。另一方面，本集團於
期終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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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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Celestial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CIGL」，時富投資之
全資附屬公司）建議以價格每股0.75港元購入由賣方行使彼等本公司購股權後之額外本
公司股份權益。該等收購事項於完成後構成一項向本公司股份提出之有條件強制性現
金收購建議，且該等收購事項已於時富投資在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舉行之股東特別
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現金收購建議其後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截止。於現金
收購建議截止後，時富投資於本公司之股權由86,140,854股（約佔已發行股本的35.5%）增
加至97,960,854股（約佔已發行股本的37.5%）。該交易之詳情於本公司及時富投資於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刊發之聯合公佈，以及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二日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二十三日期間之隨後公佈，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之綜合收購文件中披露。

除上文所述者外，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任何重大的收購及出售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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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任何集資活動。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期終並無重大未償還之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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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持作買賣之投資組合之市值金額約為49,300,000港元。於期
內錄得持作買賣之投資虧損淨額約為3,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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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百萬港元）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經紀收入 25.8 29.1 (11.3%)
財富管理收入 7.4 3.2 131.3%
非經紀及非財富管理收入 7.6 6.4 18.8%
集團總計 40.8 38.7 5.4%

   

主要財務指標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變動

    

虧損淨額（百萬港元） (19.0) (28.1) 32.4%
每股虧損（港仙） (7.7) (11.4) 32.5%
資產總值（百萬港元） 2,038.4 1,476.1 38.1%
手頭現金（百萬港元） 242.8 273.2 (11.1%)
銀行借款（百萬港元） 860.0 169.6 407.1%
每位活躍客戶的年度化 
平均經紀費收入（千港元） 1.8 3.3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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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及業務回顧

行業回顧

香港經濟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明顯復甦，按年實質增長恢復至7.8%的理想水平，終止連
續六個季度的萎縮趨勢。香港政府預測二零二一年全年的實際本地生產總值介乎3.5%
至5.5%。經濟復甦的步伐不一，貿易及生產活動雖然暢旺，但卻落後於強勁的貨品出口
表現。本地需求陸續恢復，但仍相對低迷。預計經濟復甦將會持續，前提是新冠病毒
(COVID-19)疫苗接種計劃取得進展，同時放寬防疫限制措施，包括重新開放關口。失業
率由二零二零年十二月至二零二一年二月期間的週期高峰7.2%下降至二零二一年五月
至七月期間的5.0%，倘經濟活動繼續復甦，預期失業率將進一步輕微下降。

新冠病毒疫情期間，金融市場及營商環境仍困難重重。香港證券市場於二零二一年首
六個月的日均成交量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上升60%，而透過IPO籌集的資金則增加127%。
本地股市於今年上半年出現一定程度的波動，恒生指數（「恒指」）的波幅接近4,000點。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恒指於上半年收報28,827點，較二零二零年年底上升5.9%。自
第一季度後期以來，市場情緒有所減弱，原因是中國收緊對互聯網公司的監管，同時預
期收益率上升，被視為有損整體的營商環境。病毒變種導致新冠病毒病例再度激增，令
市場更為擔憂增長前景，導致六月再度出現避險情緒升溫的情況。儘管市場對增長前
景有所憂慮，但仍預期聯儲局將開始縮減資產購買規模，並於二零二三年上調政策利率。
股市於今年下半年將繼續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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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雖然美股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收報歷史新高，但恒指於二月見頂，市場劇烈調整，其後
進入整固期。隨著社交距離措施放寬，以及疫苗接種人數增加，恒指或會於今年餘下時
間內審慎上升。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經紀業務佣金減少11.3%，而IPO利息收入則增加42.7%。
同期，香港IPO集資總額創下紀錄，達2,100億港元，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增加127%。鑒
於各國社會逐漸從疫情中復甦，加上中概股於香港聯交所上市，預期整個年度的IPO活
動將維持強勁，尤其是新經濟板塊。本集團將透過提供更周到的服務，充分利用市場對
IPO孖展融資的需求，進一步增加利息收入。

與此同時，由於財富管理產品及服務具有更高的投資收益潛力及更強的資產保值能力，
疫情的影響及低息環境反而有利增進投資者對有關產品及服務的興趣。為滿足客戶需求，
我們專注於前景廣闊明朗且市場表現領先的藍籌股和新經濟股，旗下管理資產較二零
二零年年底增長23.7%。

因應客戶不斷變化的需要，本集團銳意轉型為全面的財富管理顧問集團，為香港以至
中國內地（尤其是大灣區及長三角地區）的客戶提供「一站式」財富管理服務。期內，我
們的財富管理業務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增長131.3%。

隨著跨境理財通的推出，內地金融市場將進一步開放，而大灣區內的經濟融合亦會持
續深化。該計劃預期將促進合共3,000億元人民幣的資金流動，而本集團借助深圳、廣
州及東莞辦事處的資源優勢，將可佔領先機，充分把握此次黃金機遇。

鑒於證券市場逐漸恢復，加上跨境財富管理需求不斷增加，我們將於二零二一年下半
年在香港島及新界新設兩間時富財富管理客戶服務中心。服務中心位於黃金地段，將
配備最先進的設施，務求為本集團的財富管理客戶提供更卓越的服務，以及提升客戶
體驗。為進一步提升客戶體驗，並為客戶創造價值，服務中心還將舉辦免費研討會，涵
蓋廣泛主題，包括金融趨勢、市場前景，乃至移民知識及貼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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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集團致力全面提升於二零一八年推出的核心交易應用程式Alpha i。全新升級的
交易應用程式(Alpha i 2.0)將提供美股乃至暗盤市場的實時市場數據，助客戶於多個市場
進行交易。透過標準化及升級前台及後台交易系統，我們的移動應用程式及網上交易
平台可為用戶帶來更流暢一致的交易體驗。Alpha i 2.0將大大提升客戶體驗，並進一步
推動我們邁進金融數碼化時代。

香港政府推行覆蓋全港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種計劃，為市民提供疫苗。本集團提供帶薪
假期及醫療假期等激勵措施，鼓勵同事接種疫苗，以期紓緩業務中斷風險。本集團認為，
隨著疫苗接種率上升，限制措施將會逐步放寬，最終可恢復較高的正常水平。

展望

儘管疫情持續，但相較其他地區，香港的新冠病毒疫情已比大部份地區相對可控。隨著
疫苗接種率上升，政府正計劃進一步放寬新冠病毒檢疫限制措施及社交距離措施。我
們對經濟持續復甦的前景持樂觀態度，預計本地活動及跨境流量將在短期內恢復正常
水平。

過去兩年，已有多間本地中小型經紀公司停業或合併，我們預期經紀行業縮減趨勢經
已結束。展望未來，經濟及政治環境向好，加上香港及中國內地經濟持續復甦，對金融
業及香港經紀業務的前景將更為理想。然而，中美關係及中歐關係的演變，或會為市場
前景及未來投資情緒增添短期不明朗因素。

作為金融服務市場上歷史悠久及值得信賴的香港品牌，時富金融專注於為廣大及不斷
增長的客戶群提供多元且全面的財富管理及顧問服務，包括保險產品、經紀業務、資產
及財富管理解決方案、企業財務、強積金產品以及其他企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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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策略而言，我們計劃於第四季度在香港島及新界投資開設兩間新的財富管理客戶服
務中心，以完善我們的分行網絡及提升客戶服務質素。有關投資將進一步支持我們的
財富管理業務，為投資者提供專業的投資服務，更適切地滿足客戶的需要。

此外，為提升時富金融品牌的曝光率及Alpha i 2.0移動交易平台及應用程式的知名度，
時富金融將於二零二一年下半年推出大量數碼及傳統宣傳及市場推廣活動，以吸引更
多投資者透過移動設備開戶。

新冠病毒疫情推動多間公司全面數碼化，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掀起一波數碼轉型的浪潮。
這一項技術變革對於金融服務領域相當重要。時富金融致力加快提升跨平台交易解決
方案的創新技術，例如提升網上交易平台及移動交易應用程式Alpha i的功能及表現。我
們矢志為客戶提供高效的服務，努力提升用戶的金融科技體驗。

海外上市規定收緊，促使更多於美國上市的中概股加快在香港作第二上市。這種趨勢
有望吸引更多資金流入，同時亦令香港資本市場增添多樣性及活力，進一步鞏固香港
作為融資中心的地位。當前市場對IPO經紀業務的需求持續強勁，時富金融將在策略上
藉由IPO股份認購及孖展融資擴大內地客戶群，從而在全球低息環境下增加相關利息收入。

憑藉時富金融信譽超卓的品牌，屢獲殊榮的服務，以及獨特的財富管理產品，我們相信
時富金融定能成為香港領先並以科技為主導的金融服務企業，專注於為香港及中國內
地提供財富管理及投資產品。我們致力為客戶提供全面個人化及專屬的專業服務，幫
助他們在財富增值及保值方面實行更妥善的規劃，同時推動時富金融的銷售及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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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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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00,000港元。

福利

本公司及其部份附屬公司向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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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亦向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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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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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培訓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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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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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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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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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60,854* 38.45

李成威 實益擁有人 2,472,000 —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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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8,775 97,960,854 40.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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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內所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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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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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
失效

於期內
行使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港元） （附註（4）） （附註（5）） (%)

          

關百豪 29/03/2019 01/05/2019 - 30/04/2022 1.42 (1)至(3) 1,800,000 (450,000) — 1,350,000 0.52
29/04/2020 01/05/2020 - 30/04/2022 0.48 (2) 2,472,000 — (2,472,000) — —

李成威 29/03/2019 01/05/2019 - 30/04/2022 1.42 (1)至(3) 450,000 (112,500) — 337,500 0.13
29/04/2020 01/05/2020 - 30/04/2022 0.48 (2) 2,472,000 — (2,472,000) — —

關廷軒 29/03/2019 01/05/2019 - 30/04/2022 1.42 (1)至(3) 1,800,000 (450,000) — 1,350,000 0.52
29/04/2020 01/05/2020 - 30/04/2022 0.48 (2) 2,472,000 — (2,472,000) — —

郭家樂 29/03/2019 01/05/2019 - 30/04/2022 1.42 (1)至(3) 900,000 (225,000) — 675,000 0.25

吳獻昇（附註(6)） 29/04/2020 01/05/2020 - 30/04/2022 0.48 (2) 2,472,000 — (2,472,000) — —     

14,838,000 (1,237,500) (9,888,000) 3,712,500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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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歸屬期限屆滿前未歸屬之任何購股權將自動
失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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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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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購股權失效乃由於購股權根據購股權之條款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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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內，本公司董事持有以下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授出的購股權已獲董事會批准全數
歸屬並已行使：

行使日期 購股權數目
每股

行使價

緊接行使日期前
股份加權

平均收市盤價
（港元） （港元）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2,472,000 0.48 0.70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7,416,000 0.48 0.73

 

總數 9,888,000
 

(6) 吳獻昇先生自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六日（報告期後）起辭任本公司董事。

(7) 期內並無購股權獲授出或註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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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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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根據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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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
失效

於期內
行使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港元） （附註（6）） （附註（7））

         

董事
29/03/2019 01/05/2019 - 30/04/2022 1.42 (1) 4,950,000 (1,237,500) — 3,712,500
29/04/2020 01/05/2020 - 30/04/2022 0.48 (1) 9,888,000 — (9,888,000) —

    

14,838,000 (1,237,500) (9,888,000) 3,712,500
    

僱員及其他承授人
29/03/2019 01/05/2019 - 30/04/2022 1.42 (2),(3)及(5) 7,824,000 (1,956,000) — 5,868,000
04/06/2019 04/06/2019 - 03/06/2022 1.04 (4)及(5) 2,790,000 — — 2,790,000
29/04/2020 01/05/2020 - 30/04/2022 0.48 (3) 8,664,000 — (6,192,000) 2,472,000
29/04/2020 01/05/2020 - 30/04/2022 0.48 (4) 4,944,000 — (2,472,000) 2,472,000

    

24,222,000 (1,956,000) (8,664,000) 13,602,000
    

39,060,000 (3,193,500) (18,552,000) 17,3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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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歸屬期限屆滿前未歸屬之任何購股權將自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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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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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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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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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董事及本集團成員參與者持有以下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九日授出的購股權已獲董事會批
准全數歸屬並已行使：–

行使日期 購股權數目
每股

行使價

緊接行使日期前
股份加權平均

收市盤價
（港元） （港元）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11,136,000 0.48 0.70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 7,416,000 0.48 0.73

 

總數 18,552,000
 

(8) 期內並無購股權獲授出或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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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所知，下列人士╱公司（本公司董
事或行政總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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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97,960,854 37.50

Cash Guardian Limited（附註(1)）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97,960,854 37.50

時富投資（附註(1)）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97,960,854 37.50

Praise Joy Limited（附註(1)）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97,960,854 37.50

CIGL（附註(1)） 實益擁有人 97,960,854 37.50

恆億集團有限公司（「恆億」）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41,300,000 15.81

附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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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60,8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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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恆億所持股權乃基於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作出的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
二十日之通知其所匯報持有本公司股份數目（經因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七日生效之每20股合
併為1股之股份合併作出調整後）。根據上述通知，恆億為新恆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高敬德先
生持有其66.67%權益及楊琬婷女士持有其33.33%權益）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高敬德先生、楊琬婷女士及新恆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被視為擁有全部由恆億所持之股份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並不知悉任何
其他人士或公司（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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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會計期間，除如下之偏離摘要外，
本公司已嚴謹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i) 本公司並未根據守則條文第A.5.1條設立提名委員會，乃由於提名委員會之功能已
經在董事會全體規管下執行。董事會在董事長的領導下，負責不時審閱董事會之
架構、人數和組成，及新董事之委任，以確保董事會由具備配合本公司業務所需
技能及經驗之人士組成，而董事會全體亦共同負責審訂董事之繼任計劃；及

(ii) 於有關期內，關博士（董事會之董事長）亦出任本公司之行政總裁。根據守則條文
第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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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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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經本公司作出
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已於回顧期內遵守所規定之交易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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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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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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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報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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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成威先生 盧國雄先生
關廷軒先生 勞明智先生
郭家樂先生
張威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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