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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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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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GHT SMART SECURITIES & COMMODITIES GROUP LIMITED
耀才證券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28）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
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以港元列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2 417,740 215,984

其他收益 4 70,520 47,113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5 (7,026) 451
員工成本 (62,030) (48,035)
折舊 (6,537) (7,046)
其他經營開支 6(b) (100,084) (70,878)  

經營溢利 312,583 137,589

財務成本 6(a) (54,856) (27,888)  

除稅前溢利 6 257,727 109,701

所得稅 7 (42,796) (15,709)  

權益股東應佔期內純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214,931 93,992  

（經重列）
每股盈利 8, 13

基本（仙） 12.68 7.57  

攤薄（仙） 12.68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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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以港元列示）

於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860 23,514
遞延稅項資產 2,918 3,062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7,054 16,225
其他非流動資產 44,775 84,472  

非流動資產總值 77,607 127,273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0 4,533,285 17,245,624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4,752 4,354
可退回稅項 119 1,57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8,894 521,782  

流動資產總值 5,067,050 17,773,33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1,054,020 2,089,489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 54,207 49,487
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 12 2,073,003 14,010,261
即期稅項 51,705 10,492  

流動負債總額 3,232,935 16,159,729  

流動資產淨值 1,834,115 1,613,60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911,722 1,740,87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08 224  

資產淨值 1,911,514 1,740,654  

權益
股本 508,966 506,876
股份溢價 737,216 729,795
合併儲備 (20,000) (20,000)
匯兌儲備 181 –
購股權儲備 11,961 1,255
保留溢利 673,190 522,728  

權益總值 1,911,514 1,74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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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除另有指明外，以港元列示）

1 (a) 合規聲明

本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
製。本中期財務報告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
本集團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時所採納及貫徹應用之重大會計政策概要載於下文。

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挑選之說明附註。該等附註載有多項事件及
交易之說明，此等附註對了解本集團自刊發二零一四╱一五年度財務報表以來財務狀
況之變動及表現實為重要。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套財務報表所需之全部資料。

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惟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 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

中期財務報告中關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資料（作為以往
已申報之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惟乃摘錄自該等財務
報表。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
查閱。核數師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發表之報告中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無保留意
見。

 (b) 編製財務報表基準

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會對
政策應用和按年內迄今為止所申報之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金額構成影響之判斷、
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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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證券經紀、孖展融資、商品及期貨經紀以及現貨金交易服務。

營業額指來自證券經紀、商品及期貨經紀佣金、現貨金交易收入以及孖展融資及首次公開
發售（「首次公開發售」）融資所得利息收入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經紀佣金 280,282 141,453

現貨金交易收入 4,502 1,924

孖展融資利息收入 122,548 69,098

首次公開發售融資利息收入 10,408 3,509   

417,740 215,984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業務類別劃分之分部管理其業務。本集團按與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最
高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呈報資料一致方式呈列以下三個可報告分部。概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
成下列可報告分部。

—  證券經紀 — 提供於香港及海外市場買賣之證券經紀服務及向經紀客戶提供孖展融資
服務。

—  商品及期貨經紀 — 提供於香港及海外市場買賣之商品及期貨合約之經紀服務。

—  現貨金交易 — 提供現貨金合約之交易服務。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於各分部間分配資源，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察各
可報告分部應佔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未分配公司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個別
分部活動應佔之負債。

就報告分部溢利採用之計量標準為除財務成本及稅項前之盈利（「EBIT」）。於得出EBIT

時，本集團盈利就並無指定歸屬個別分部之項目（如公司行政成本）作出進一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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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證券經紀
商品及

期貨經紀 現貨金交易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來自客戶之收益：
— 經紀佣金 208,714 71,568 – 280,282
— 交易收入 – – 4,502 4,502
— 孖展融資利息收入 122,477 71 – 122,548
— 首次公開發售融資利息收入 10,408 – – 10,408    

     

綜合營業額 341,599 71,639 4,502 417,740

手續費及結算費用 40,710 30 3 40,743    

     

可報告分部收益 382,309 71,669 4,505 458,483    

可報告分部溢利 (EBIT) 287,091 21,830 3,324 312,245    

期內折舊 6,235 53 58 6,346

其他利息收入 27,196 1,374 13 28,583

財務成本 55,666 26 – 55,692

期內添置之非流動分部資產 5,862 – – 5,862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證券經紀
商品及

期貨經紀 現貨金交易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可報告分部資產 4,843,552 623,688 32,602 5,499,842

可報告分部負債 (3,157,564) (398,243) (27,058) (3,582,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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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證券經紀
商品及

期貨經紀 現貨金交易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來自客戶之收益：
— 經紀佣金 96,873 44,580 – 141,453
— 交易收入 – – 1,924 1,924
— 孖展融資利息收入 68,972 126 – 69,098
— 首次公開發售融資利息收入 3,509 – – 3,509    

綜合營業額 169,354 44,706 1,924 215,984

手續費及結算費用 22,377 202 5 22,584    

可報告分部收益 191,731 44,908 1,929 238,568    

可報告分部溢利 (EBIT) 129,709 6,552 1,111 137,372    

期內折舊 6,883 55 58 6,996

其他利息收入 20,737 2,156 9 22,902

財務成本 27,888 – – 27,888

期內添置之非流動分部資產 960 – – 960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證券經紀
商品及

期貨經紀 現貨金交易 總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可報告分部資產 17,073,601 841,746 41,287 17,956,634

可報告分部負債 (15,535,020) (628,816) (36,502) (16,20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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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報告分部溢利、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溢利

可報告分部溢利 (EBIT) 312,245 137,372

財務成本 (54,856) (27,888)

未分配公司淨收入 338 217  

綜合除稅前溢利 257,727 109,701  

於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5,499,842 17,956,634

對銷分部間應收款項 (399,780) (107,854)

未分配公司資產 44,595 51,827  

  

綜合資產總值 5,144,657 17,900,607  

於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3,582,865) (16,200,338)

對銷分部間應付款項 382,704 41,925

未分配公司負債 (32,982) (1,540)  

綜合負債總額 (3,233,143) (16,159,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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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利息收入來自
— 認可機構 12,141 14,732
— 其他 16,487 8,259   

28,628 22,991

手續費及結算費用 40,743 22,584

雜項收入 1,149 1,538   

70,520 47,113   

5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6,537) 58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38) (3)

錯盤交易 (296) (7)

其他 (155) (121)   

(7,026)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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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a) 財務成本

以下各項利息開支
— 首次公開發售融資之銀行貸款 (7,417) (3,058)
— 其他銀行貸款及透支 (47,402) (23,945)
— 來自關連公司貸款 (37) (885)  

(54,856) (27,888)  

(b) 其他經營開支

核數師酬金 (748) (720)

廣告及宣傳開支 (4,212) (3,992)

手續費及結算費用 (30,471) (15,948)

海外經紀佣金開支 (9,317) (4,088)

資訊及通訊開支 (15,065) (11,156)

法律及專業費用 (1,988) (1,164)

物業經營租約費用 (24,098) (22,386)

差餉及樓宇管理費 (1,773) (1,251)

雜項開支 (12,412) (10,173)  

(100,084) (7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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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元 千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42,668) (17,196)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之來源及撥回 (128) 1,487   

(42,796) (15,709)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一四年：16.5%）之稅率作出撥備。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以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
均數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經重列）

盈利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元） 214,931 93,992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附註 (i)） 1,695,095 1,241,406  

每股基本盈利（仙） 12.68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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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期內普通股平均股份市價低於未行使購股
權的行使價，因此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每股攤薄盈利是假設轉換所有攤薄性普通股，以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經重列）

盈利

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元） 214,931 93,992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附註 (i)） 1,695,095 1,241,406

攤薄性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千份）（附註 (ii)） – 557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1,695,095 1,241,963  

每股攤薄盈利（仙） 12.68 7.57  

附註：

(i) 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本集團按本公司股東每持有兩股現有股份獲配一
股供股股份之基準，按1元價格以供股形式籌集約561.2百萬元，與供股當日現有
股份之通行公平價值相比存有折讓。

供股所致紅利因素之影響已在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時計算在內，而截至二零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則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3號「每
股盈利」之規定已予調整，以就過往年度之供股提供可資比較之基準（附註13）。

(ii) 計算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本公司的已授
出購股權獲行使，而行使價低於平均市價，並已就本期間內已失效或已行使的
購股權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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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0 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應收賬款來自
— 現金客戶 297,875 331,979
— 孖展客戶 3,501,987 5,064,754
— 結算所 576,087 1,389,042
— 於首次公開發售認購新股 – 10,297,124
— 經紀及交易商 157,947 163,339

減：呆賬撥備 (611) (614)  

4,533,285 17,245,624  

應收現金客戶賬款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即期 53,597 150,566  

逾期少於1 個月 80,484 133,205

逾期1 至3 個月 65,043 22,956

逾期多於3 個月 98,751 25,252  

已逾期金額 244,278 181,413  

297,875 331,979  

應收現金客戶賬款涉及多名近期並無欠款記錄之客戶。該等應收款項由其組合證券全數作
抵押。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其組合證券之總市值為1,629,453,000 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
十一日：1,522,290,000 元）。根據過往經驗，管理層相信毋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原因
為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及有關結餘被視為可全數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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孖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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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釐定。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除11,258,000元（二零一
五年三月三十一日：3,885,000元）之應收孖展客戶之孖展貸款（其中孖展貸款10,809,000元及
449,000元由於抵押之證券已停止交易故分別逾期少於三個月及超過三個月）外，應收孖展客
戶之孖展貸款為即期及須按要求償還。逾期但未減值之孖展貸款涉及若干與本集團有良好
記錄的獨立客戶。根據過往經驗，由於信貸質量並沒有顯著變化，而該等款項仍然被認為可
完全收回，管理層相信無需就該等款項作減值準備。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就有借款孖
展客戶及全部孖展客戶獲授貸款作為抵押品之已抵押證券總市值分別約為7,691,980,000 元
及11,362,449,000 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0,894,423,000元及13,719,483,000 元）。

應收結算所、經紀及交易商之賬款為即期，有關賬款來自 (1)買賣證券業務之待結算買賣交
易，一般於交易日後數日內到期，及 (2)買賣期貨及期權合約業務之孖展保證金。

11 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應付賬款
— 現金客戶 127,394 761,779
— 孖展客戶 631,463 1,276,272
— 結算所 270,042 28,525
— 經紀 25,121 22,913  

1,054,020 2,089,489  

所有應付賬款於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償還。

12 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有抵押貸款
－銀行貸款 2,043,003 3,490,993

－銀行透支 – 269,268

－首次公開發售銀行貸款 – 10,050,000

 

無抵押貸款
－銀行貸款 30,000 200,000  

2,073,003 14,01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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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及分類為流動負債。銀行借貸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銀行貸款均須予計息。本集團之
孖展客戶所存置之證券抵押品再抵押予銀行，以取得有關貸款融資。有關銀行融資已動用
2,043,003,000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3,810,261,000元）。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再
抵押予銀行之抵押品公平值合共為 3,880,648,000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6,686,415,000

元）。

13 以往期間之重列

每股盈利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日，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建議以供股形式以每股1元向合資格股東發行
561,154,006股新普通股。終止包銷協議之最後時限及供股成為無條件之日期為二零一四年
十月二十一日。按香港會計準則第 33號每股盈利之規定，本公司已按供股所包含之紅利因
素，調整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於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報告
修復

之影響

於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經重列
仙 仙 仙

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 8.38 (0.81) 7.57

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 8.38 (0.81) 7.57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市場回顧

回顧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期間」），香港股票市場呈先急
升後回吐格局。中國證監會及中國保監會分別於三月底宣佈，批准未有合格境內
機構投資者 (QDII)資格的內地公募基金透過《滬港通》南下投資港股；及允許內地
保險資金投資香港創業板股票。雙重利好消息刺激下，市場全面看好，預料將有
以千億計的資金南下湧入港股。本港股市於復活節長假後復市即顯著造好，而且
投資氣氛持續高漲，連續多日錄得逾2,000億港元的成交金額，並多次用盡105億
元人民幣的「港股通」每日額度。恆生指數亦從25,000點水平急升至28,000點水平，
港股價量齊升，被喻為步入「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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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急升後一直在高位徘徊，但隨著內地監管機構展開大規模的違規場外配資清
理，市場在去槓桿的過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加上環球經濟數據表現疲弱，
多國貨幣爭相貶值，加劇市場對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憂慮，觸發環球股市大幅波
動，並拖累港股跟隨外圍股市下調。中央政府適時推出多項維護股票市場穩定的
措施，惟環球股市波動窒礙投資氣氛，投資者需時消化負面情緒，皆持審慎觀望
的態度。綜合而言，恆生指數由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開市的24,900點，回落至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收報20,846點，下調 16.3%。

展望財政年度下半年，全球經濟持續不穩，而且籠罩著相當多不明朗因素。歐元
區的經濟復甦仍然疲弱，美國的經濟數據表現反覆，美國聯儲局多次預警快將展
開加息週期，以及中國的經濟增速亦見放緩跡象，都為環球股市增添不確定性。
然而，全球央行仍以寬鬆的貨幣政策支撐經濟復甦，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分別將存
款準備率與利率調降，超低利率的環境會繼續刺激投資意欲。此外，中國經濟放
緩被市場解讀為健康調整，中國將繼續推進內部的結構性改革，投資者對未來金
融市場前景抱持樂觀審慎的取態。

經營業績

本期間，耀才證券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營業額
錄得417.7百萬港元（二零一四年：216.0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93.4%；純
利為214.9百萬港元（二零一四年：94.0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顯著上升128.7%，亦
差不多相等於去年全年（即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之經審核綜
合純利218.4百萬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為12.68港仙（二零一四年，經重列：7.57港仙），而每股攤薄盈利為
12.68港仙（二零一四年，經重列：7.57港仙）。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就本
期間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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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過去半年業績表現出色，主要受惠於本集團佣金收入及孖展融資之利息
收入顯著增長，加上本集團完善的管理、遍佈全港的分行網絡、多元化的產品、
強勁的市場推廣策略及良好的信譽，亦令客戶人數及市佔率穩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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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百萬港元

214.9

營業額

本集團業務發展迅速，規模日益壯大。本期間分別在屯門、紅磡及觀塘開設新分
行，進一步完善網絡佈局。本集團中環總行連同 19間分行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服
務，當中17間特選分行更實施每週7天營業。本集團高速的拓展步伐以及積極進
取的營銷策略，成功令客戶基礎迅速擴大，期內新開立戶口達27,580個（已扣減結
束賬戶之客戶），令客戶總數增加至 164,846個，相較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的
124,145個，增幅達32.8%，客戶總數保持穩健增長。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客
戶資產（包括現金、股票及保證金）錄得約302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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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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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各業務分部之收益概要載列如下：

二零一五年

佔
總營業額
之比例 二零一四年

佔
總營業額
之比例 增加

千港元 % 千港元 % %

來自以下各項之經紀收入：
— 證券經紀 193,716 46.4% 89,280 41.3% 117.0%
— 香港期貨及期權經紀 39,043 9.3% 29,266 13.6% 33.4%
— 環球期貨經紀 32,525 7.8% 15,314 7.1% 112.4%
— 首次公開發售經紀 10,727 2.6% 4,972 2.3% 115.7%
— 股票期權經紀 4,271 1.0% 2,621 1.2% 63.0%

現貨金交易收入 4,502 1.1% 1,924 0.9% 134.0%

孖展融資利息收入 122,548 29.3% 69,098 32.0% 77.4%

首次公開發售利息收入 10,408 2.5% 3,509 1.6% 196.6%      

417,740 100.0% 215,98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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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證券經紀

港交所於本期間之總成交金額同比上升104.0%，錄得162,893億港元（二零一四
年：79,832億港元）。港股成交金額升幅顯著令本集團直接受惠，而本集團證
券經紀分部增長更為強勁，證券經紀佣金收入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117.0%，
錄得193.7百萬港元（二零一四年：89.3百萬港元），佔總營業額 46.4%（二零一
四年：41.3%）。

本集團證券經紀佣金收入

百萬港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股票市場成交金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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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香港期貨及期權經紀

本期間，本集團錄得香港期貨及期權經紀佣金收入39.0百萬港元（二零一四
年：29.3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33.4%，佔總營業額9.3%（二零一四年：
13.6%）。

III. 環球期貨經紀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愈來愈多投資者放眼環球金融市場。本期間，環球期
貨經紀佣金收入為32.5百萬港元（二零一四年：15.3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大
幅上升112.4%，佔總營業額7.8%（二零一四年：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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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股票期權經紀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股票期權買賣服務收入為4.3百萬港元（二零一四年：2.6

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63.0%，佔總營業額1.0%（二零一四年：1.2%）。股
票期權為高槓桿的投資產品，本集團嚴謹監察股票期權戶口的按金水平，並
根據市況作出調整，以妥善控制風險。

V. 現貨金交易

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多元化投資需求進一步釋放，具有增值潛力的黃金備受
追捧。本期間，本集團錄得現貨金交易收入 4.5百萬港元（二零一四年：1.9百
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134.0%，佔總營業額1.1%（二零一四年：0.9%）。

VI. 孖展融資

在織熱的投資氣氛帶動下，市場對孖展融資的需求強勁，加上本集團於二零
一四年下半年透過供股方式所集資淨額557.9百萬港元，為孖展融資業務的增
長提供充足資金。本期間，本集團之孖展融資利息收入為 122.5百萬港元（二
零一四年：69.1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77.4%，佔總營業額29.3%（二零一
四年：32.0%）。本集團實施有效的信貸監控程序，於過往幾年間並無錄得任
何壞賬。

VII. 首次公開發售經紀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

本港上半年新股市場暢旺，二零一五年第二季更有多隻重磅新股相繼登場。
根據港交所資料顯示，首次公開發售項目集資額較去年同期增長 57.7%。本
期間，本集團來自首次公開發售經紀業務之佣金收入錄得10.7百萬港元（二
零一四年：5.0百萬港元），同比增加115.7%；首次公開發售融資利息收入上升
196.6%至10.4百萬港元（二零一四年：3.5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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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開支及純利率

本期間，本集團之經營開支較去年同期上升45.3%，為223.5百萬港元（二零一四年：
153.8百萬港元）。本集團致力實施強效的成本控制措施，以提升整體盈利能力，
令本集團的純利率增加至51.5%（二零一四年：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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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開支明細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增加╱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

員工成本 62,030 48,035 29.1%
折舊 6,537 7,046 (7.2%)
財務成本 54,856 27,888 96.7%
廣告及宣傳開支 4,212 3,992 5.5%
手續費及結算費用 30,471 15,948 91.1%
海外經紀佣金開支 9,317 4,088 127.9%
資訊及通訊開支 15,065 11,156 35.0%
租金、差餉及樓宇管理費 25,871 23,637 9.5%
法律及專業費用 1,988 1,164 70.8%
雜項開支 13,160 10,893 20.8%   

223,507 153,847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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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

金融業是香港經濟的核心產業，多年來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及市場的高
度關注。儘管金融業未來將面對許多新的挑戰與障礙，但隨著全球經濟發展，各
國央行持續放寬貨幣政策，同時中央政府亦不斷完善金融業發展環境，加大改革
開放力度，許多新的機遇也隨之而來。香港金融業擁有穩固堅實的基礎，未來將
繼續發揮自身優勢，並會積極配合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步伐，不斷發掘及拓展新
的商機，在利好的政策環境下抓緊機遇，持續穩定及有序地向前發展。

本集團在本期間發展迅速，中環總行連同19間分行遍佈港九新界，位於深圳福田
金融區的諮詢中心更舉辦不同類型的講座，方便內地客戶了解港股。為吸納年輕
的客戶群，本集團將沿用多年的紅色標誌刷上充滿活力的鮮橙色，而本期間增
設的屯門、紅磡及觀塘分行亦走簡約型格的路線，展現活力幹勁，以迎合年青新
一代。本集團未來會繼續物色理想地段，在傳承悠久的優質品牌上不斷注入新元
素，致力將專業優質的服務推廣至不同社區的客戶。本集團並會繼續招攬有志投
身證券行業的專業人才，以提升客戶服務質素及迎接即將來臨的新機遇。

本集團的網上交易平台已貫通全球，港股、美股、上海A股、日股、台股、新加坡
股、港期、恆生指數期權、港股期權、道指期貨、A50期貨、外匯期貨、期金、期油
及期銅等，產品包羅萬有。本集團已正式成為德國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及新加坡
交易所會員，藉此開拓更多環球金融產品。本集團今後會繼續在國際市場上發掘
合作空間，進一步拓展世界各地的網絡，搜羅全球具投資價值的金融產品，以為
客戶提供更多元化的選擇。本集團本期間更榮獲國際投資銀行納入「MSCI指數」
成份股，充份證明本集團在業界的地位舉足輕重，實力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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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一直致力維護網上交易安全，以保障客戶的利益為大前題。為加強
客戶個人資料的私隱保障及提升客戶服務質素，本集團將逐步加強保安系統。除
了為日╱月結單增設密碼外，客戶透過本集團交易平台進行交易後均會收到短訊
提示，為客戶提供額外保障。本集團並會繼續研發改進保安系統，加倍保障客戶
於網上進行交易的安全性。

為配合《滬港通》開通，本集團旗下之網上頻道《耀才財經台》已推出多個國語節
目，並與國內超過20個大型網站進行聯播，為國內觀眾提供更緊貼市場步伐的財
經資訊。《耀才財經台》更首創全球直播網上投資講座，與不同金融機構合作，向
公眾介紹最新的理財產品及投資攻略。國內投資者除可在網上收看，更可透過手
機應用程式觀賞直播講座，靈活方便。《耀才財經台》節目內容豐富，大受歡迎。
除了每日提供全球財經資訊及分析外，還不斷推出多元化的創新節目，務求為觀
眾帶來更多元化、更高質素的視覺享受。

《滬港通》推出以來一直運作暢順，成績有目共睹。中央政府正不斷完善《滬港通》
計劃，並視乎市場情況適時推出《深港通》計劃。本集團已經準備就緒，落實推進前
期工作，以迎接另一個大時代的來臨。未來，本集團會投放更多資源加強網上宣
傳，提升集團在內地的知名度，並會研究推出多重優惠及定期於國內舉辦講座，
促進本集團與國內投資者之間的互動及交流，以吸引內地投資者來港開戶，加快
拓展國內業務。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會繼續以高效穩定的網上交易平台、多元化的落盤渠道以及
特低佣金收費為業務發展核心，並配合積極進取的市場營銷策略及不斷創新的
新思維，持續在產品和服務方面推陳出新，保持獨特競爭優勢，進一步鞏固行業
領先地位。本集團並會與時俱進，密切注視環球金融市場的變化及國家政策的走
向，從中發掘商機，借勢擴大業務領域和規模，實現業務持續快速增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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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以股東權益、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及銀行借貸為其營運提供資金。

本集團現金狀況強勁。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其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
合共為518.9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521.8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銀行借貸為2,073.0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14,010.3百萬港元），主要按浮動息率計算。銀行借貸主要以孖展客戶抵押予本集
團之證券作抵押。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動用銀行融資為 8,007.0百萬港元
（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4,259.7百萬港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總銀行
借貸除以總股東權益計算）為108.4%（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804.9%）。於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 1,834.1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1,613.6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按
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1.57倍（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10倍）。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以每持有兩股現有已發行股份供一股供股股份之配
額基準，發行供股股份，所集資淨額557.9百萬港元，已按計劃全數用於孖展融資
業務，為孖展融資業務的增長提供充足資金。

資本管理

本集團積極定期檢討及管理資本結構，並因應經濟環境之轉變對資本結構作出調
整。就持牌附屬公司而言，本集團確保各附屬公司均保持資金靈活周轉，足以支
持業務經營，以及在業務活動可能轉趨頻繁時亦能應付自如。於本期間，所有持
牌附屬公司均遵守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財政資源規則」）項下之流動資金
規定。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並無受限於
任何抵押。



– 24 –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末，本公司就從事證券及期貨經紀業務之附屬公司自認可機構取得之銀
行融資發出本金總額8,480.0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6,630.0百萬港元）
之公司擔保。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已動用該等銀行融資
總額之1,836.0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3,021.0百萬港元）。

風險管理

信貸風險

本集團之信貸風險主要來自應收客戶、經紀及結算所之賬款。管理層訂有信貸政
策，並持續監控信貸風險。

就應收客戶賬款方面，所有客戶（包括現金及孖展客戶）均須接受個別信貸評估。
於執行任何購買交易前，現金客戶須按本集團之信貸政策向指定戶口存款。應收
現金客戶款項乃於相關市場慣例普遍採用之結算期內到期，一般為交易日後數天
內。基於指定存款規定及所涉及結算期短，故應收現金客戶賬款產生之信貸風險
甚微。本集團一般會向其客戶取得流動證券及╱或現金存款作為向其客戶提供孖
展融資之抵押品。應收孖展客戶之孖展貸款須應要求償還。就商品及期貨經紀業
務而言，於開倉前須支付基本按金。管理層會每日監察市況以及各孖展賬戶及期
貨賬戶之證券抵押品及保證金是否足夠，如有需要，會追繳保證金及強行斬倉。

由於本集團一般與已向監管機構註冊並於業內享有良好聲譽之經紀及結算所進
行交易，故應收經紀及結算所賬款之信貸風險甚低。

由於本集團向眾多客戶提供信貸，故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

本集團並無提供任何其他擔保，致令本集團面對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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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內個別經營實體負責各自之現金管理，包括籌措貸款應付預期現金需要，
並確保符合財政資源規則。本集團之政策為定期監管流動資金需要，並遵守借貸
契諾，確保維持足夠現金儲備及來自大型財務機構之充足承諾融資額度，以應付
長短期流動資金需要。

利率風險

本集團按其資金成本另加漲價向孖展客戶收取利息。財務資產（如孖展貸款及銀
行存款）及財務負債（如銀行貸款）主要按浮動息率計息。本集團之收入及經營現
金流量並無面對重大利率風險。

外匯風險

本集團所承受外匯風險主要源自以美元（「美元」）、人民幣（「人民幣」）、新加坡元
及日元計值之金融工具。由於港元（「港元」）與美元掛鈎，本集團認為，港元與美
元之匯率變動風險輕微。就以其他貨幣計值之金融工具而言，本集團在有需要的
情況下按即期匯率購入或出售外幣以處理短期之不平衡情況，藉以確保風險淨額
維持於可接受之水平。管理層每日監控所有外匯持倉。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81名僱員（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265

名僱員）。本集團之薪酬政策旨在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福利，以吸引、挽留及激勵
能幹之僱員。本集團相信該等薪酬福利屬合理及具競爭力，且符合市場趨勢。本
集團已為其行政人員及僱員設立一項購股權計劃及獎金計劃，藉此提供具競爭力
之薪酬福利，以達致本集團之長期增長及發展。本集團亦向其僱員提供適當培訓
及發展計劃，以提升員工之工作能力及個人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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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銷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本期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恪守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常規之承諾。本期間內，本公司完全遵守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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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制守則條文。

遵守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 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就任何不
遵守標準守則之情況作出特定查詢。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本期間內已全面
遵守標準守則所訂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公司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
程序。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之外聘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審閱本集團採納
之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討論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綜合業績之財務報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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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頁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頁
www.bsgroup.com.hk上。二零一五╱一六年中期報告將於稍後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並在上述網頁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耀才證券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聯席行政總裁

陳啓峰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葉茂林先生（主席）、陳啓峰先生（聯席行
政總裁）、許繹彬先生（聯席行政總裁）、郭思治先生、陳永誠先生、余韌剛先生 *、
司徒維新先生 *及凌國輝先生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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