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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往來銀行 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

主要過戶登記處 Ocorian Management (Bermuda) Limited

Victoria Place, 5th Floor

31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0

Bermuda

香港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54樓

註冊辦事處 Victoria Place, 5th Floor

31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0

Bermuda

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九龍觀塘

開源道61號

金米蘭中心28樓

電話： (852) 2959 3123

傳真： (852) 2310 4824

電郵地址： sty@styland.com

股東服務專線 電話： (852) 2959 7200

傳真： (852) 2310 4824

電郵地址： shareholder@styland.com

網址 http://www.styland.com

投資者網址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sty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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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凌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或「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31,106 116,268
    

收入 3 21,035 19,416

經紀服務成本 (3,027) (1,476)

其他收入 1,309 2,039

行政開支 (34,014) (31,714)

銷售及分銷成本 (1,246) (2,514)

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

 （「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 (3,566) (508)

出售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虧損）╱收益 (1,318) 513

就應收貸款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 (326) (1,951)

就應收賬款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263) (824)

就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1,835) –

撥回就應收貸款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205 4,484

撥回就應收賬款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45 525

融資成本 (3,179) (2,723)
    

除所得稅前虧損 4 (26,180) (14,733)

所得稅開支 5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26,180) (14,733)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7 (0.037港元 ) (0.023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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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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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56 33,256

投資物業 364,923 360,673

無形資產 1,500 1,500

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2 6,505 6,497

應收貸款 8 34,879 34,201
    

452,263 436,127
    

流動資產

應收貸款 8 102,400 137,017

應收賬款 9 30,791 26,844

合約資產 – 950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 10,633 12,172

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價值計量

 且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12 – –

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2 12,179 23,405

客戶信託資金 164,901 74,40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6,010 114,614
    

386,914 389,402
    

總資產 839,177 82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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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173,080 92,621

合約負債 1,000 1,00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618 5,329

應付承兌票據 23,450 57,650

貸款 169,140 172,555

租賃負債 1,787 4,403
    

373,075 333,558
    

流動資產淨值 13,839 55,84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66,102 491,971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1 21,602 21,213

租賃負債 207 437
    

21,809 21,650
    

淨資產 444,293 470,321
    

權益

股本 70,242 70,189

儲備 374,051 400,132
    

總權益 444,293 47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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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贖回
儲備*

特別資本
儲備* 繳入盈餘*

購股權
儲備*

可換股
債券儲備* 累積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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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70,189 190,178 7,480 571,147 512,667 8,835 2,433 (892,608) 470,321          

期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 – – – – – (26,180) (26,180)

與擁有人之交易：

購股權失效 – – – – – (1,202) – 1,202 –
行使紅利認股權證 53 99 – – – – – – 152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53 99 – – – (1,202) – 1,202 152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70,242 190,277 7,480 571,147 512,667 7,633 2,433 (917,586) 444,293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59,125 188,663 7,480 571,147 517,697 11,259 – (856,137) 499,234          

期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 – – – – – (14,733) (14,733)

與擁有人之交易：

發行可換股債券 – – – – – – 2,440 – 2,440
購股權失效 – – – – – (2,407) – 2,407 –
行使紅利認股權證 4,823 – – – – – – – 4,823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4,823 – – – – (2,407) 2,440 2,407 7,263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63,948 188,663 7,480 571,147 517,697 8,852 2,440 (868,463) 491,764
          

* 儲備賬包括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總儲備374,051,000港元。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大凌集團有限公司8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12,099 13,282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17,179) (10,043)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之現金淨額 (43,524) 68,24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減少）╱增加淨額 (48,604) 71,479

於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14,614 53,308
   

於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6,010 12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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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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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1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採納之會計政策編製，惟採納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生

效之下列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其

他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準則、詮釋或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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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狀病毒 — 相關租賃優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新型冠狀病毒 ─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的

 相關租賃優惠

採納該等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如何編製及呈列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

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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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2.2 已頒佈但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授權刊發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當日，若干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

未生效，且並無被本集團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與相關修訂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引用概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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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者及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出售或

 注入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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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政策之披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之定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負債分類為即期或非即期及香港詮釋

 第5號（二零二零年）之相關修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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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有償合約 — 履行合約的成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的

 年度改進 1

會計指引第5號（修訂） 共同控制合併之合併會計法 4

1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尚未釐定生效日期

4 對收購╱合併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年度期間開始當日或之後進行的業務合併╱共同控制合

併生效

董事預計，所有修訂將於修訂生效日期或之後開始之首個期間之本集團會計政策中獲採納。預

期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

響。有關預期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產生影響之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資料載於

下文。下文並無載列預期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之其他新訂及

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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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2.2 已頒佈但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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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規定實體須於其財務報表中披露重要會計政策資料而非其主要會

計政策。該等修訂本亦就如何識別重要政策資料提供若干指引並舉例說明會計政策資料何時可

能為重要。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作出有關重要性之

判斷」，就實體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一般目的財務報表時如何作出重要性判斷為實體提

供非強制指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隨後進行修訂，就如何將重要性概念應用於

會計政策披露提供指引及例子。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報告期間生效並作前瞻

性應用，且允許提前應用。除會計政策之披露可能需予修訂以順應上述變動之外，董事預期該

等修訂本對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概無其他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會計估計之定義」

該等修訂本藉引入會計估計之新定義，即「財務報表中受計量不確定性所影響之貨幣金額」，以

釐清實體應如何區分會計政策之變動與會計估計之變動。

此外，該等修訂本亦透過指明實體制定會計估計以達致會計政策所載目標，釐清會計政策與會

計估計之間之關係。會計估計通常涉及按最新可得之可靠資料採用判斷或假設。新資料或新發

展而導致會計估計出現變動，並非錯誤之糾正。因此，如非出於前期錯誤之糾正，用於制定會

計估計之輸入數據或計量技術之變動影響為會計估計之變動。此外，加入兩個說明性示例以闡

明如何應用會計估計之新定義。

該等修訂本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報告期間生效並作前瞻性應用，且允許提

前應用。董事預期該等修訂本不會對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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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為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呈報予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人）之資料主要有關所提供服務

或所買賣產品之類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可報告分部如下：

— 提供證券及期貨買賣、經紀融資、企業融資、資產管理及其他融資服務之金融服務分部；

— 提供主要以物業作抵押之企業及個人融資之按揭融資分部；

— 從事物業發展及物業出租之物業發展及投資分部；

— 從事證券及衍生產品買賣之證券買賣分部；及

— 提供保險經紀服務之保險經紀分部。

收入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活動為提供金融服務、按揭融資、物業發展和投資、

證券買賣及保險經紀服務。本集團的收入分析詳情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及期貨經紀、企業融資及資產管理所得費用及佣金收入 7,142 4,876

證券經紀融資及其他融資所得利息收入 4,397 3,680

按揭融資所得利息收入 8,906 10,459

保險經紀服務所得佣金收入 491 –

股息收入 99 401
   

總收入 21,035 1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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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收入（續）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隨時間及於某一時間點確認來自證券及期貨經紀、企業融資、資產管理及保險經

紀服務所得費用及佣金收入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確認時間

 — 於某一時間點 7,367 4,425

 — 隨時間 266 451
   

7,633 4,876
   

分部收入及業績
下表呈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二零二零年同期按可報告分部劃分之收入及

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金融服務 按揭融資
物業發展
及投資 證券買賣 保險經紀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11,539 8,906 – 99 491 – 21,035

分部間收入 201 – – – – (201) –
        

11,740 8,906 – 99 491 (201) 21,035
        

分部業績 (12,855) 5,066 (610) (5,375) (378) – (14,152)

未分配收入 93

未分配開支 (12,121)
 

除所得稅前虧損 (2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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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金融服務 按揭融資

物業發展

及投資 證券買賣 保險經紀 抵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8,556 10,459 – 401 – – 19,416

分部間收入 229 – – – – (229) –
        

8,785 10,459 – 401 – (229) 19,416
        

分部業績 (11,962) 8,586 (651) 90 – – (3,937)

未分配收入 77

未分配開支 (10,873)
 

除所得稅前虧損 (1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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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金融服務 按揭融資

物業發展

及投資 證券買賣 保險經紀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計量之數額：

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 – – – (3,566) – – (3,566)

出售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虧損 – – – (1,318) – – (1,318)

就應收貸款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326) – – – – – (326)

就應收賬款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263) – – – – – (263)

就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1,835) – – – – – (1,835)

撥回就應收貸款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205 – – – – – 205

撥回就應收賬款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45 – – – – – 45

撥回就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9 – – – – – 9

折舊 — 自有資產 (366) (4) (73) – (2) (137) (582)

折舊 — 使用權資產 (972) (138) – – – (639) (1,74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 (18) – – – 135 117

匯兌差額收益淨額 406 – 1 – – 28 435

添置非流動資產（附註） 16 2 15,361 – – 1,827 17,206

定期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人但並不納入

 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評估之數額：

利息收入 – – – – – 65 65

融資成本 (42) (4) – – – (3,133) (3,179)
        

附註： 該等金額不包括新增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應收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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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其他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金融服務 按揭融資

物業發展

及投資 證券買賣 保險經紀 未分配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入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計量之數額：

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 – – – (508) – – (508)

出售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收益 – – – 513 – – 513

就應收貸款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901) (1,050) – – – – (1,951)

就應收賬款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824) – – – – – (824)

就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 (77) – – – – (77)

撥回就應收貸款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814 3,670 – – – – 4,484

撥回就應收賬款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525 – – – – – 525

撥回就其他應收款項確認之預期信貸虧損 – 320 – – – – 320

折舊 — 自有資產 (398) (14) (98) – – (74) (584)

折舊 — 使用權資產 (2,390) (139) – – – (648) (3,17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1) – – – – (29) (60)

匯兌差額（虧損）╱收益淨額 (53) – 28 1 – 41 17

添置非流動資產（附註） 20 – 8,810 – – 2,849 11,679

定期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人但並不納入

 分部損益或分部資產評估之數額：

利息收入 – – – – – 77 77

融資成本 (142) (10) – – – (2,571) (2,723)
        

附註： 該等金額不包括新增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應收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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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 自有資產 582 584

 — 使用權資產 1,749 3,17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117) 60

短期租約的租賃支出 149 108

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包括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0,899 17,000
   

5.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先前期間結轉之虧損可供抵銷回顧期間及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產生之應課稅溢利或於相關期間並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此於有關期間之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報表均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6.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回顧期間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中期股息每手買賣單位（10,000股股份）派

付72.5港元（相當於每股0.725港仙）連同以股代息權）。

7. 每股虧損

回顧期間的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26,18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4,733,000

港元）及於回顧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702,345,023股普通股（二零二零年：632,161,487股普通

股）計算。

回顧期間及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虧損與彼等各自每股基本虧損相同。每股

攤薄虧損之計算並無假設行使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證附帶之認購權或轉換可換股債券，理由為行使或

轉換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此外，於回顧期間或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購股權的

行使價高於股份的平均市價，故並無假設行使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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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8. 應收貸款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買賣及經紀服務：

 — 有抵押孖展貸款 23,282 30,010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1,838) (1,717)
   

21,444 28,293
   

融資業務：

 — 有抵押按揭貸款 111,434 137,767

 — 有抵押貸款 2,923 2,923

 — 無抵押貸款 14,072 14,829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12,594) (12,594)
   

115,835 142,925
   

137,279 171,218
   

本集團應收貸款（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分析：

 — 非流動資產 34,879 34,201

 — 流動資產 102,400 137,017
   

137,279 171,218
   

於回顧期間，應收貸款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並無顯著變動。

於按揭融資分部下，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貸款結餘（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為108,265,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35,15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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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貸款（續）

鑑於證券孖展融資之業務性質，董事認為進行賬齡分析並無額外價值，因此並無披露有抵押孖展貸

款之賬齡分析。本集團根據合約到期日的融資業務應收貸款（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載

列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要求或不超過一年 80,956 108,724

於一年後及最多五年 8,376 9,853

五年以上 26,503 24,348
   

115,835 142,925
   

9. 應收賬款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36,956 32,791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6,165) (5,947)
   

30,791 26,844
   

有關下列各項之結餘：

 — 證券及期貨買賣及經紀服務 30,005 26,459

 — 其他 786 385
   

30,791 26,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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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9. 應收賬款（續）

按交易日期及發票日期所呈列的本集團應收賬款（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不超過六個月 29,054 26,596
於六個月後及最多一年 1,174 185
一年以上 563 63
   

30,791 26,844
   

10. 應付賬款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下列各項之結餘：

— 證券及期貨買賣及經紀服務 172,861 92,621

— 其他 219 –
   

173,080 92,621
   

就證券及期貨買賣及經紀服務的應付賬款為按要求償還。鑑於證券及期貨買賣及經紀服務的業務性

質，董事認為，賬齡分析並無額外價值，因此並無披露賬齡分析。

於報告日期，證券買賣及經紀服務的應付賬款按銀行存款息率（二零二零年：銀行存款息率）每年計

息。本集團已實施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相關應付款項能夠於信貸期限內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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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續）

本集團應付賬款（不包括證券及期貨買賣及經紀服務項下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不超過六個月 210 –

於六個月後及最多一年 9 –
   

219 –
   

並非以有關附屬公司功能貨幣結算之本集團應付賬款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元（「美元」） 86,421 16,161

新台幣 25,123 11,024

人民幣 305 141

加拿大元 118 –

英鎊 2 1
   

11. 可換股債券

負債部分 權益部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21,213 2,433 23,646

按實際利率計算之債券利息（未經審核） 1,073 – 1,073

已付債券利息（未經審核） (684) – (684)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1,602 2,433 24,035
    

有關可換股債券之更多詳情，請參閱本公司二零二零╱二一年年報內所載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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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公平價值計量

下表提供於報告日期按經常性基準計量，並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價值計量」界定之公 

平價值三級架構分類之金融工具之分析。公平價值計量所歸類之層級乃經參考以下估值技術所用之 

輸入數據之可觀察性及重要性而釐定：

第一級 公平價值計量由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得出。

第二級 公平價值計量由資產或負債於第一級之可觀察報價以外之輸入數據直接得出（即價

格） 或間接得出（即自價格得出）。

第三級 公平價值計量由包括並非以可觀察市場數據為基準之資產或負債輸入數據（不可觀

察輸 入數據）的估值技術得出之計量。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金融資產
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 上市股本證券（附註a） 12,179 – – 12,179
— 於人壽保險保單的投資（附註b） – 6,505 – 6,505
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 非上市股本證券（附註c） – – – –
     

12,179 6,505 – 18,684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金融資產
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 上市股本證券（附註a） 23,405 – – 23,405
— 於人壽保險保單的投資（附註b） – 6,497 – 6,497
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 非上市股本證券（附註c） – – – –
     

23,405 6,497 – 2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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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平價值計量（續）

附註a： 上市證券之公平價值乃根據有關交易所可得之所報市場買入價釐定。

附註b： 本集團可隨時終止保單，並基於保單於終止日期的現金價值收回現金。現金價值乃按已付保費加已賺取累計利息減累

計保險費用及任何適用退保手續費釐定（「現金價值」）。於人壽保險保單的投資之公平價值乃參考保險公司提供於報告
日期的現金價值釐定。

附註c：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非上市股本證券投資指一間私人實體之股權，為本集團提供透過分派獲得回報之機會，並

以公平價值計量。非上市股權投資之公平價值按該實體之資產淨值方法計量。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的影響不大。

於回顧期間，第一級、第二級及第三級之間並無轉撥。

董事認為，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其他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賬面值與其公平價

值相若，而作出該決定之原因主要乃鑑於該等項目屬短期或即期。就一年後到期之應收貸款而言，董

事認為其折現率之變動不大，令到其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13.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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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營業額為131,10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同期為116,268,000港元，而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虧損為26,18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同期為虧損14,733,000港元。

業務回顧

• 金融服務

作為金融服務提供者，本集團致力為其客戶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本集團主要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

長雄證券有限公司、長雄期貨有限公司及長雄資本管理有限公司，為其客戶提供第1類（證券交易）、

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

管理）等一系列受規管活動。

於回顧期間，香港市場氣氛顯著改善，此乃主要由於香港COVID-19疫情好轉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實施紓緩措施所致。政府實施之其中一項紓緩措施為於二零二一年八月推出之「消費券計劃」。該計

劃之主要目的為振興香港消費市場，加快香港經濟復甦進程。此外，我們充分利用我們發展成熟之交

易平台，讓客戶能夠買賣於海外證券交易所（包括大多數亞洲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股份。於回顧期間，

我們吸納到新客戶，彼等對我們海外市場投資相關金融服務感興趣。於回顧期間，我們經紀佣金收入

上升之主要原因為新經紀客戶帶來之收益。

為維持穩健之資產負債比率，本集團在向其客戶提供經紀融資服務及批出貸款方面一向採取審慎方

法。於回顧期間，恒生指數由二零二一年六月之最高位29,490點跌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之最低位23,771

點。儘管於回顧期間內股市波動劇烈，本集團仍能維持穩健之經紀貸款組合，且並無錄得重大壞賬撥

備。於回顧期間，我們代客買賣證券之成交額為34億港元。由於我們實施有效之內部監控程序，客

戶對有關服務感到滿意。

於回顧期間，我們擔任首次公開招股客戶之保薦人，並擔任上市企業客戶之財務顧問，且我們已完成

若干配售及包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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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揭融資

本集團之按揭融資業務長雄財務有限公司為香港信譽良好之放債服務提供者，並已於所有重大方面

符合放債人條例及相關指引。由於COVID-19疫情帶來之持續影響及香港物業市場面臨之不明朗因素，

本集團已對其提取之按揭貸款實施更嚴格之信貸監控。因此，按揭融資業務下之貸款結餘由二零二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135,159,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108,265,000港元。於回顧期間，

該分部之利息收入為8,906,000港元。

• 物業發展及投資

本集團位於香港飛鵝山道的重建項目總地盤面積超過16,000平方呎，上蓋建築工程已完成並已取得

佔用許可證。於回顧期間該物業仍在進行內部裝修工程及其他工程。此外，本集團持有一項位於香港

西貢的住宅物業。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物業的合併賬面值約364,923,000港元。

• 證券買賣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上市證券投資組合由35項證券組成，行業涉及 (i)非必需消費品；

(ii)資訊科技；(iii)金融；(iv)保健；及 (v)其他。

於回顧期間，已變現及未變現虧損淨額合共為4,884,000港元，其中約63%乃來自本集團買賣一間國

內公司的證券，該公司主要在國內從事經營及管理購物商場，而該公司的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 保險經紀服務

我們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收購的保險經紀公司為本集團創造新的穩定經常性收入，包括來自人壽保

險及一般保險經紀服務所得保險經紀佣金收入，以及作為強制性公積金中介人所得費用收入。於回

顧期間，本集團保險經紀業務的發展仍處於初步階段。除了其現有業務範圍外，我們預期保險經紀分

部將會為我們的資產管理業務提供協同效應，因為該分部的業務代表亦會協助推廣本集團的金融產

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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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前景
「十四五規劃」將加深香港與中國內地資本市場之間之聯繫，並為香港提供更多業務發展機遇。於二零二一

年九月，中國內地宣佈將深圳前海經濟合作區之面積擴展至原有面積之約八倍。該擴展計劃將進一步開放

區內金融業，包括促進跨境證券投資，及加強該合作區與香港金融市場之間之聯繫。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

司長雄證券有限公司為互通股票市場之合資格參與者，並將受惠於該國家政策。

此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推出之「跨境理財通」計劃及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同期推出之債券通「南向通」為兩

大重要投資工具，預期將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之地位。我們提供之其中一項金融服務為

理財服務，我們可利用有關互聯互通市場，擴大高淨值內地客戶之基礎，為該等客戶提供本集團之理財服

務。相關互聯互通市場為我們提供額外渠道，能協助我們之資產管理客戶獲得具吸引力之投資機遇。

香港政府已推出多項紓緩措施及支持計劃（包括「消費券計劃」），以幫助香港企業及居民克服COVID-19疫

情之影響。受惠於該等措施，勞工市場情況有所好轉。由於該等措施對香港消費者產生正面財富效應，我

們預期該等措施將對我們業務產生正面連鎖效應，有助減少我們按揭融資業務之信貸風險。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之財務回顧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約為444,29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470,321,000港元），而銀行及手頭現金合共達約66,01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114,614,000港

元），其中約95%以港元持有、約3%以人民幣持有及約2%以美元持有。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借款包括貸款、應付承兌票據、可換股債券及租賃負債約為216,186,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56,258,000港元），其中約63,24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100,933,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百分之九十八的借款以港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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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借款利率如下：

(a) 銀行貸款之利率各有不同，包括 (i)銀行所報的港元最優惠年利率減2.75%，實際年利率為2.5%；(ii)三

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年利率1.9%；及 (iii)三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年利率1%；

(b) 應付承兌票據按年利率介乎6%至8%計息；

(c) 可換股債券按票面年利率6%計息；及

(d) 租賃負債按適用年利率介乎1.65%至4.30%計息。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融資之擔保，合併賬面值約364,923,000港元之本集團投資

物業已抵押予銀行。

信貸風險
金融服務業務方面，本集團嚴格遵守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規定。本集團獨立評估客戶的

財務狀況、還款紀錄及所提供的抵押品的流動性後，向彼等批出孖展貸款，而向客戶收取之適用利率亦據

此等因素釐定。在一般情況下，倘客戶未能維持保證金下限或未能償還孖展貸款或應付予本集團的任何款

項，本集團將會要求償還孖展貸款。

就按揭融資業務而言，按揭貸款根據已抵押物業之總市值向客戶借出，而市值由獨立估值師確認。為減輕

本集團之按揭融資業務風險，在一般情況下，向客戶借出之按揭金額不得超過已抵押物業總市值之80%。

就保險經紀業務而言，客戶須向保險公司直接支付保費或費用，而本集團之業務代表將會跟進付款狀況，

確保有關款項按時支付予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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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經營風險
本集團已就經營業務設定有效之內部監控程序。金融服務業務方面，由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註冊的持牌負

責人員及管理人員組成相關監察隊伍，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辦事，並負責監控營運及金融產品買賣及現金

交收事宜，以及向客戶提供受規管活動之服務。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下表載列本集團從事金融服務

分部下各項受規管活動之負責人員人數：

牌照類別 受規管活動 負責人員數目

第1類 證券交易 6

第2類 期貨合約交易 2

第4類 就證券提供意見 3

第6類 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 5

第9類 提供資產管理 4

為保障客戶利益及符合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規定，監察隊伍持續作出審查及核定，以達到客戶滿意之服務水

平。於回顧期間，我們的證券經紀業務為經辦的證券買賣總營業額約為34億港元。

在按揭融資業務方面，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我們手上有綜合貸款淨額約108,265,000港元，且我們的

經營符合放債人條例及適用指引。

保險經紀業務之負責人員及業務代表已根據保險業條例進行登記，故彼等須根據該條例行事。

利率風險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全部借款均按固定利率或浮動利率計息。其風險來自按浮息計算之利息付款。本集團

定期監察其利率風險，確保相關風險在可接納範圍內。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政策為定期評估其現時與預期流動資金需求，並確保預留現金儲備、可隨時變現具市場價值之證券

及來自大型金融機構之足夠承擔資金，以應付其流動資金需求。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動用

銀行融資金額約為12,73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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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風險
本集團因分類為以公平價值計量且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個別權益性投資而面對上市權益價格風險。

該風險由權益指數水平及個別證券價值下跌所產生。本集團於上市股份之投資按市場報價計值。本集團將

繼續監察權益價格變動，並會在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風險。

外匯風險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業務活動及其資產及負債均主要以港元、美元、新台幣及人民幣計值。由於 (i)港元

與美元之間實行聯繫匯率；(ii)以新台幣計值之資產及負債相互抵銷；及 (iii)以人民幣計值的資產及負債結

餘相對本集團總資產或負債而言並不重大，故本集團認為回顧期間之外匯風險不大。本集團的庫務政策是

管理外匯風險，務求盡量將本集團蒙受的任何重大財務影響減至最小。

員工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82名員工。於回顧期間，本集團薪酬組合的架構乃參考當前市場慣例

及個人表現制訂。薪酬按僱員績效評估及其他相關因素定期檢討。本集團亦推行若干僱員福利計劃，包括

醫療保險、住院計劃、強制性公積金及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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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證券的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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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規定，須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視作或當作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入本公司根據該條例所述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履歷詳情變更
除本公司二零二零／二一年年報所披露之資料外，本公司謹此提供最新資料，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獨

立非執行董事」）盧梓峯先生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辭任Dragon Jade International Limited（該公司

於美國OTCQX上市）獨立董事一職。



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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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顯示，本公司已獲知會

以下人士擁有本公司之權益：

普通股數目 相關股份 總數 百分比

張志誠先生（「張先生」）（附註1） 156,413,810 31,282,760 187,696,570 26.72%

楊杏儀女士（「楊女士」）（附註1） 156,413,810 31,282,760 187,696,570 26.72%

張浩然先生（「張浩然先生」）（附註2） 38,816,381 7,763,276 46,579,657 6.63%

附註：

1. 張先生為楊女士之配偶。張先生及楊女士分別個人持有134,578,031股及21,959,440股本公司之普通股及╱或相關股份。彼等亦被

視為擁有K.Y. Limited（「KY」）所持有之31,159,099股普通股及╱或相關股份之權益。KY為Kenvonia Holdings Limited之全資附屬

公司，而Kenvonia Holdings Limited由張先生及楊女士各自持有均等權益。

2. 張浩然先生為張先生及楊女士的兒子。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據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於本

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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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並認為有效企業管治乃本集團成功發展之重要元素。為堅持理念，

本公司不斷提升企業管治。

於本公司前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楊純基先生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九日逝世後，本公司現有

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此情況並不符合上市規則第3.10(1)條、第3.21條及第3.25條之規定。董事會將盡快

委任一名新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薪酬委員會之新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之新

成員，並盡其最大努力遵守上市規則第3.11條、第3.23條及第3.27條所規定之時限。

於回顧期間，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已嚴格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由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會之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均已遵守標

準守則所載之必守準則。



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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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計劃」），據此本公司可授出購股權予參與者，表揚彼等對本集團之貢獻。根

據計劃，董事可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採納日期」）起計十年期間內向本集團任何董事或僱員、諮詢

人、顧問、代理、承辦商、客戶及供應商授予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計

劃之剩餘年期約為12個月。

根據本公司於採納日期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之普通決議案，根據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

將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後最多可發行之股份總數（「計劃限額」）為370,977,308股股份，相當於採納日

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10%。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股東批准更新計劃

限額至482,125,176股股份。計劃限額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四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進一步更新至

639,480,610股股份，並其後在股份合併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八日生效時合併為63,948,061股股份。

於任何十二個月期間內，根據計劃可發行予每位合資格參與者之股份上限數目為於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之

1%。凡再授出任何超出此上限之購股權，必須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向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

東或彼等之任何聯繫人授出購股權，必須經獨立非執行董事事先批准。

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釐定，惟行使價不得少於下列較高者：(i)股份於購股權授出日期在聯交所所報之收

市價；及 (ii)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平均收市價。

購股權並無賦予購股權持有人收取股息或於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利。

根據計劃，授出購股權之要約於要約日期後21日內可供接納，而承授人須就此支付合共1港元之代價。已

歸屬且尚未失效之購股權可於董事會通知之有關期限內隨時獲行使，惟該期限不得超過自授出日期起計10

年。

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六日，本公司根據計劃向僱員及一名顧問授出購股權（「購股權」）。購股權於緊隨授出

日期後歸屬，且其後於三年內可予行使。緊接購股權獲授出日期前本公司股份之經調整收市價為0.84港元。

每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權利認購一股本公司普通股。於授出日期，本集團僱員及顧問獲授的購股權的價值

分別約為10,332,000港元及96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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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下表載列購股權於回顧期間之變動：

經調整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經調整
行使價

授出日期
前五個營業日

之經調整
平均收市價

於二零二一年
四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或註銷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僱員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六日至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0.83 0.83 35,575,000 – – (4,840,000) 30,735,000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計劃項下所有已授出或將予授出購股權獲行使時可供發行之股份總數為

94,683,061股，佔本公司於該日之已發行股份之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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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進行以下關連人士交易或持續關連人士交易，當中若干交易為上市規則第14A章定義

的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惟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下申報、公告、股東批准及年度審閱之規定。

(a) 本集團之董事或主要管理人員之補償：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福利 1,390 1,726

離職後福利 30 41
   

1,420 1,767
   

董事或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由薪酬委員會經考慮個別人士之經驗、於本集團之職責及責任以及市場

趨勢後釐定。

(b)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與其關連人士有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張先生之利息（附註1） – 11

已收張先生之佣金（附註1） 15 153

已收張浩宏先生之佣金（附註1） 8 17

已收張洛芝女士（「張女士」）之佣金（附註2） – 2

已付伍耀泉先生（「伍先生」）之費用（附註3） 75 59

已付Elfie Limited之利息（附註2） 70 –

已付鄭翠珊女士（「鄭女士」）之利息（附註4） 81 66

已付伍啟寧女士之利息（附註5） 116 100

已付伍美衡女士之利息（附註5） 41 12

已付伍佩儀女士之利息（附註6） 8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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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交易（續）

附註1： 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張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張浩宏先生（「張浩宏先生」）之父親。

附註2： Elfie Limited由張先生及楊女士實益擁有。Elfie Limited之董事為張浩宏先生、張女士及張浩然先生。張女士為張先生及
楊女士之女兒。

附註3： 伍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附註4： 鄭女士為伍先生之妻子。

附註5： 伍啟寧女士及伍美衡女士為伍先生之女兒。

附註6： 伍佩儀女士為伍先生之姊妹。

(c)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回顧期間末，本集團與關連人士有以下重大結餘：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附註1）：
 應收張浩宏先生款項 379 305

應付賬款（附註2）：
 應付張先生款項 803 6,986
 應付楊女士款項 189 349
 應付KY款項（附註3） 230 230
 應付K.C. (Investment) Limited（「KC」）款項（附註4） 1,000 –
 應付張浩宏先生款項 1,993 2,066
 應付張女士款項 1,461 1,501
 應付張浩然先生款項 356 619
 應付鄭子軒先生款項（附註5） 6 74
 應付鄧君仲先生款項（附註6） 50 –
   

應付承兌票據（附註7）：
 應付Elfie Limited款項 10,000 35,000
 應付鄭女士款項 2,020 2,020
 應付伍啟寧女士款項 2,600 3,200
 應付伍美衡女士款項 1,020 1,020
 應付伍佩儀女士款項 2,110 2,110
   

附註1： 以下應收賬款由客戶持有並於本集團保管之相關上市股份作抵押，並按年利率3%加最優惠利率計息。

附註2： 以下應付賬款為無抵押、按銀行存款儲蓄年利率計息及須按客戶要求償還。

附註3： 張先生及楊女士為KY之董事。

附註4： KC為KY之全資附屬公司。張女士及張浩然先生為KC之董事。

附註5： 鄭子軒先生為張女士之丈夫。

附註6： 鄧君仲先生為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的董事。

附註7： 應付承兌票據之年利率介乎6%至8%（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4%至8%）。該等應付承兌票據全部須於一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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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發行紅利認股權證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董事會建議向股東發行紅利認股權證，基準為每5股股份獲發1份認股權

證（「發行紅利認股權證」）。有關發行紅利認股權證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的公佈（「認股權證公佈」）。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股東批准發行紅利認股權證，據此已發行

138,997,618份認股權證。初步認購價為0.285港元，認購期由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七日至二零二二年二月

十六日（包括首尾兩日）。附帶於138,997,618份認股權證的認購權倘獲全面行使後，將發行138,997,618股

新股份。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發行紅利認股權證之行使詳情載列如下：

認股權證數目 金額

千港元

已發行認股權證數目 138,997,618 39,614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行使認股權證 (6,903,498) (1,967)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132,094,120 37,647

於回顧期間內已行使認股權證 (529,721) (152)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131,564,399 37,495
   

誠如認股權證公佈所披露，本集團會將認購權獲行使時所收取之任何認購款項（「認購款項」），作為本集團

行政開支以及為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提供資金。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認購款項約2,014,000港元已用於

為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提供資金及作為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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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回顧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報表，並與管理層共同商討了財務相關事宜。

代表董事會

非執行主席

李漢成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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