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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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告 

耀才證券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綜
合業 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
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3 944,440 562,517

其他收益 4 164,414 105,898
其他收益淨額 5 46,247 21,939  

1,155,101 690,354
員工成本 6(b) (138,937) (109,688)
攤銷及折舊 (18,768) (11,100)
其他經營開支 6(c) (229,824) (196,978)  



– 2 –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經營溢利 767,572 372,588

財務成本 6(a) (166,980) (57,999)  

除稅前溢利 6 600,592 314,589

所得稅 7 (84,493) (42,679)  

年內溢利 516,099 271,910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銷售證券之投資重估儲備淨變動 2,606 (13,561)
－匯兌儲備 (365) 192  

權益股東應佔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518,340 258,541  

每股盈利

基本（仙） 8 30.41 16.02  
 
攤薄（仙） 8 30.41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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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以港元列示）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231 22,476
無形資產 7,867 –
可供銷售證券 10 61,809 7,018
遞延稅項資產 4,029 2,381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5,289 16,948
其他非流動資產 110,422 71,900  

非流動資產總值 213,647 120,723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1 11,885,526 7,788,352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7,347 14,219
可退回稅項 697 2,7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1,887 596,903  

流動資產總值 12,425,457 8,4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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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1,705,125 1,174,196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 86,178 50,109
持作買賣用途投資 420 –
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 13 8,165,885 5,096,000
即期稅項 44,495 2,863  

流動負債總額 10,002,103 6,323,168  

流動資產淨值 2,423,354 2,079,06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37,001 2,199,78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9 94  

資產淨值 2,636,962 2,199,691  

權益

股本 509,189 509,099
股份溢價 738,020 737,677
匯兌儲備 15 380
投資重估儲備 3,977 1,371
合併儲備 (20,000) (20,000)
購股權儲備 7,399 8,341
保留溢利 1,398,362 962,823  

權益總值 2,636,962 2,199,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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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

1 重大會計政策 

(a) 合規聲明

此等財務報表已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之
披露規定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
用披露規定。本集團採納之重大會計政策概要載於下文。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多項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這些修訂於本集團的本
會計期間首次生效。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現金流量表：披露計劃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所得稅：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該等發展不會對編製或呈列本集團於本期間或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的方式
產生重大影響。

本集團尚未應用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b)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除分類為可供銷售證券及持作買賣用途投資的金融工具按公平值列賬外，財務報
表按歷史成本法之計量基準編製。

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要求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
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應用及所呈報之資產、負債、收入及開支金額。此等估
計及相關假設乃基於過往經驗及在有關情況下相信為合理之其他各項因素得出，
所得結果乃用作判斷目前顯然無法通過其他來源獲得資產與負債賬面值之依據。
實際結果或會有別於此等估計。

此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會持續檢討。倘會計估計之修訂僅對作出修訂之年度產生影
響，則有關修訂只會在該年度內確認；倘有關修訂對當前及未來年度均產生影響，
則會同時在作出該修訂年度及未來年度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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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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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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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於香港及特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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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於香港及特定海外市場買賣之商品及期貨合約之經紀服務。

－ 現貨金交易－提供於海外市場買賣現貨金合約的交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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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未分配之公司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
個別分部活動應佔之負債及應計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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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分部資料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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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客戶之收入：
－經紀佣金 377,828 158,403 – 536,231
－交易收入 – – 19,086 19,086
－孖展融資利息收入 359,666 392 – 360,058
－首次公開發售融資利息收入 29,280 – – 29,280    

可報告分部收入 766,774 158,795 19,086 944,655    

現金客戶利息收入 33,816 – – 33,816
其他利息收入 46,806 5,409 115 52,330
手續費及結算費用 75,282 10 2 75,294    

可報告分部溢利 (EBIT) 697,509 46,951 18,501 762,961    

年內攤銷及折舊 (18,224) (102) (39) (18,365)
財務成本 (177,531) – – (177,531)
年內添置之非流動分部資產 28,629 39 – 28,668    

可報告分部資產 11,771,698 819,229 75,468 12,666,395
可報告分部負債 (9,553,886) (514,362) (46,927) (10,11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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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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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客戶之收入：
－經紀佣金 216,453 145,241 – 361,694

－交易收入 – – 14,071 14,071

－孖展融資利息收入 181,772 202 – 181,974

－首次公開發售融資利息收入 4,879 – – 4,879    

可報告分部收入 403,104 145,443 14,071 562,618    

現金客戶利息收入 20,798 – – 20,798

其他利息收入 26,509 3,903 74 30,486

手續費及結算費用 48,603 13 1 48,617    

可報告分部溢利 (EBIT) 305,496 47,055 12,032 364,583    

年內折舊 (10,464) (105) (117) (10,686)

財務成本 (67,132) (1) – (67,133)

年內添置之非流動分部資產 10,001 – – 10,001    

可報告分部資產 8,098,470 733,425 40,717 8,872,612

可報告分部負債 (6,212,197) (457,480) (25,367) (6,69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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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報告分部收入、溢利、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元 千元

收入

可報告分部收入 944,655 562,618

對銷 (215) (101)  

綜合收入 944,440 562,517  

溢利

可報告分部溢利 (EBIT) 762,961 364,583

財務成本 (166,980) (57,999)

未分配公司收入 36,246 17,897

未分配公司開支 (31,635) (9,892)  

綜合除稅前溢利 600,592 314,589  

資產

可報告分部資產 12,666,395 8,872,612

對銷 (124,209) (399,879)

未分配公司資產 96,918 50,220  

綜合資產總值 12,639,104 8,522,953  

負債

可報告分部負債 (10,115,175) (6,695,044)

對銷 355,358 374,292

未分配公司負債 (242,325) (2,510)  

綜合負債總額 (10,002,142) (6,32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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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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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重要類別收入金額：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元 千元

經紀佣金 536,016 361,593
現貨金交易收入 19,086 14,071
孖展融資利息收入 360,058 181,974
首次公開發售融資利息收入 29,280 4,879  

944,440 562,517  

本集團客戶基礎甚廣，概無與單一客戶進行之交易超過本集團收入10%。

4 其他收益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元 千元

利息收入來自
－認可機構 51,985 30,290
－現金客戶 33,816 20,798
－其他 366 219  

86,167 51,307
手續費及結算費用 75,294 48,617
股息收入 232 1,599
雜項收入 2,721 4,375  

164,414 105,898  

5 其他收益淨額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元 千元

變現收益來自
－可供銷售證券 11,371 31,794
－持作買賣用途投資 2,338 3,092
未變現虧損來自
－持作買賣用途投資 (420) –  

13,289 34,886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34,065 (12,35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378) (36)
錯盤交易 (259) (52)
其他 (470) (508)  

46,247 2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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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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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41 3,362
－其他銀行貸款及透支 141,550 54,629
－來自關連公司貸款 2,689 8  

166,980 57,999  

(b) 員工成本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96,841 94,343
酌情花紅 38,295 11,614
強積金供款 3,801 3,731  

138,937 109,688  

(c) 其他經營開支

廣告及宣傳開支 8,739 7,643
核數師酬金 1,619 1,591
經紀佣金、手續費及結算費用 77,662 54,792
資訊及通訊開支 32,619 31,426
法律及專業費用 3,486 6,021
經營租約付款－物業租金 60,516 59,282
差餉及樓宇管理費 4,522 4,686
雜項開支 40,661 31,537  

229,824 196,978  

7 綜合全面收益表之所得稅

綜合全面收益表之稅項指：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元 千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年內撥備 85,876 41,728
過往年度不足╱（超額）撥備 320 (687)  

86,196 41,041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之來源及撥回 (1,703) 1,638  

年內稅項支出總額 84,493 4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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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香港利得稅撥備按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16.5%（二
零一七年：16.5%）計算，並已計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二零一七至一八年課稅年度授
予每一業務寬減應付稅項的 75%，以30,000元為上限（二零一七年：以 20,000元為上限之寬
減已於二零一六至一七年課稅年度授出，並已計入二零一七年之撥備）。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以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計算。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盈利

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元） 516,099 271,910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1,697,153 1,696,878  

每股基本盈利（仙） 30.41 16.02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是假設轉換所有攤薄性潛在普通股，以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
算。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盈利

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元） 516,099 271,910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1,697,153 1,696,878
攤薄性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千份）（附註） – 165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已發行普通股的 
加權平均數（千股） 1,697,153 1,697,043  

每股攤薄盈利（仙） 30.41 16.02  

附註：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本公司的已授出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內獲行使，而行使價低於平均市價，並已就年內已失效或已行使的購股
權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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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i) 本集團權益股東應佔本年度應付股息

本年度已宣派股息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元 千元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9.1仙 
（二零一七年：每股普通股4.8仙）（二零一八年： 
1,697,296,308股，二零一七年：1,696,996,308股） 154,454 81,456    

報告期末後建議末期股息須待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且並無於報告期末確認為負債。

(ii) 本集團權益股東應佔上一財政年度之應付股息（年內已批准及派付）：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元 千元

上一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8仙 
（年內已批准及派付）（二零一七年：每股 
普通股5.7仙）（二零一八年：1,696,996,308股， 
二零一七年：1,696,776,308股） 81,456 96,715  

10 可供銷售證券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元 千元

按公平值：
上市股本證券
－香港 61,809 7,018  

11 應收賬款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元 千元

應收賬款
－現金客戶 427,229 273,879
－孖展客戶 10,327,197 6,068,589
－結算所 922,901 562,068
－於首次公開發售中認購新股 – 683,597
－經紀及交易商 208,530 200,550
減：呆賬撥備 (331) (331)  

11,885,526 7,788,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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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之應收現金客戶賬款按結算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元 千元

即期 155,537 45,056  

少於1個月 178,989 88,980
1至3個月 64,111 89,310
多於3個月 28,592 50,533  

271,692 228,823  

427,229 273,879  

應收現金客戶賬款涉及多名近期並無欠款記錄之客戶。該等應收款項由其證券組
合作抵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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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其證券組合之總市值為2,370,271,000元（二零一七
年：1,503,123,000元）。根據過往經驗及當前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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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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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除
348,000元（二零一七年：710,000元）之孖展貸款逾期外，應收孖展客戶之孖展貸款為
即期及須按要求償還。本年度21,000元（二零一七年：6,000元）逾期少於一個月，沒有
貸款（二零一七年：5,000元）逾期一至三個月，4,000元（二零一七年：無）逾期三個月至
一年，323,000元（二零一七年：699,000元）於已抵押證券暫停買賣後逾期超過一年。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就有關借款孖展客戶及全部孖展客戶獲授貸款已抵
押證券作為抵押品之市值總額分別約為20,528,747,000元及25,876,765,000元（二零一七
年：分別為 12,957,225,000元及17,145,627,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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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認購首次公開發售新股之應收賬款，鑑於此項業務之性質，賬齡分析並無帶來額
外價值，故並無披露任何認購首次公開發售新股份之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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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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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收賬款減值

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以撥備賬記賬，惟本集團確信可收回款項的可能性不大者除
外，在此情況下，減值虧損直接與應收賬款撇銷。

呆賬撥備之年內變動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元 千元

於四月一日 331 611
已收回金額 – (280)  

於三月三十一日 331 331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應收一名股票期權客戶款項 331,000元（二零
一七年：331,000元）已確認為已減值。已減值應收賬款與財政出現困難之一名客戶
有關。

12 應付賬款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元 千元

應付賬款
－現金客戶 293,611 297,693
－孖展客戶 1,181,767 756,406
－結算所 178,606 87,075
－經紀商 51,141 33,022  

1,705,125 1,174,196  

所有應付賬款預期於一年內償還或須應要求償還。

13 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元 千元

有抵押貸款
－銀行貸款 7,924,885 3,737,000
－銀行透支 – 434,000
－首次公開發售銀行貸款 – 675,000

無抵押貸款
－銀行貸款 241,000 250,000  

8,165,885 5,0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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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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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得貸款融資。有關銀行融資已動用7,924,885,000元（二零一七
年：4,846,000,000元）。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再抵押予銀行之抵押品公平值合共為
14,123,507,000元（二零一七年：7,909,09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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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9.10港
仙，惟須待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日（星期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
批准末期股息後方可作實。如獲批准，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星期五）派付予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
東名冊之股東將有權收取擬派末期股息。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以確定享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投票
之權利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二）至二零一八年七月三日（星期二）
（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以釐定股東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
於會上投票之權利，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股東如欲參加大會並於會
上投票，須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相關股
票連同所有過戶文件一併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本公
司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正舉行。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以確定享有收取所建議的末期股息之權利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八年七月九日（星期一）至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星期三）
（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以釐定股東享有建議之末期股息之權
利，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股東如欲收取所建議的末期股息，須於二
零一八年七月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股票連同所有過戶文件一併
送交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
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22樓，辦理過戶登記手續。本公司股份將由二零一八年
七月五日（星期四）起除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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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市場回顧

回顧本年度，香港股票市場連番破位及呈現穩步上揚的格局，去年首八個月恒
生指數錄得「八連升」，今年初恒指更升穿二零零七年的高位，今年一月二十九
日恒指收報 32,966點，刷新歷史高位。本年度每日平均交易額為 1,061.6億港元
（二零一七年：674.1億港元），較上年度上升57.5%。綜合而言，恆生指數由二零
一七年四月三日開市的24,237點，穩步上揚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收報
30,093點，上升24%。本年度開首，環球經濟經歷了英國脫歐及特朗普當選兩隻
黑天鵝事件後，全球經濟今年已擺脫陰霾，逐步溫和地擴張。內地經濟亦穩中
向好，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今年首季國內生產總值高達人民幣 198,783億元，
按年增長6.8%；而於二零一七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佔全球經濟的比重為15%，
穩居世界第二位，其貢獻及影響力不容小覷。

本年度初期全球經濟步入加速增長期，不單是美國經濟增長提速，中國、日本
以至整個歐羅區的經濟，都有持續加速增長的勢頭。自雷曼事件之後，美股經
歷史上歷時第二次最長的大牛市，道瓊斯指數更屢創新高，並已升穿26,000點。
隨著環球經濟活躍，本港也因而受惠，經濟增長幅度理想，加上人民銀行降準
促使更多北水湧港，水源充足勢將利好股樓交投，資產市場向好亦繼續支持私
人消費及整體經濟表現。

二零一八年利好大市的因素還算不少，包括：受惠於「同股不同權」及獨角獸企
業準備來港上市，港交所計劃將會陸續推出新股通、商品通、債券南向通、ETF
通及倫港通等等，加上中港股市互聯互通額度擴大四倍、MSCI於今年六月宣
布將A股納入新興市場指數，均有利大市發展。踏入下半年，市況相信將受到
美國加息及美國稅改兩大因素制肘，加上中美貿易戰前景未明朗化、美國又聯
同英國及法國攻打敘利亞，上述「戰事」因素均有機會環球經濟前景添上不確
定性，但長遠前景仍是正向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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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

本年度，本集團收入錄得944.4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562.5百萬港元），較上年度
增加67.9%；本年度溢利為516.1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271.9百萬港元），較上年
度增加89.8%；權益股東應佔全面收益總額為518.3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258.5
百萬港元），較上年度增加100.5%；每股基本盈利為30.41港仙（二零一七年：16.02
港仙），而每股攤薄盈利為30.41港仙（二零一七年：16.02港仙）。董事會建議就本
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9.10港仙（二零一七年：4.80港仙）。

本集團在過去一年收益大幅上升，主要受大市成交顯著增加帶動。根據香港交
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統計資料，於本年度聯交所每日平均交易額約為1,061.6
億港元，較上年度約674.1億港元，顯著上升約57.5%。此外，本集團於本年度實
施擴充政策，22間分行連同總行遍及港九新界，同時廣納大量人才，以配合及
支持本集團的積極擴充發展策略。本集團更提升網絡保安設備，進一步保障客
戶利益，隨時為大成交再次來臨的機遇作好準備。

收入 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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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戶口總數及資產

全球經濟步入加速增長期，民眾消費及投資意欲逐步上揚，令市況持續回暖。本
集團早著先鞭，無論順逆市均維持積極擴充的策略，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底，
本集團連同中環總行及所有分行合共已有22間，網絡覆蓋香港核心區域，當中
大部份更實施七天營業，打破業界傳統。此外，本集團貫徹一向以客戶為先的
精神，推出開創證券界先河的「耀才教學專車」，走遍港九新界，致力提升客戶
服務質素，為客戶帶來便利。本集團積極進取的拓展步伐，成功令客戶戶口總
數保持穩健增長，年內新開立戶口達37,508個（已扣減結束賬戶之客戶），令客戶
戶口總數增加至248,580個，相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211,072個，增幅
達17.8%。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客戶資產（包括現金、股票及保證金）亦
增加至約547億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約403億港元），增長35.7%。

客戶戶口總數 客戶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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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本年度，本集團收入錄得 944.4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562.5百萬港元），較上年
度增加67.9%。本集團各業務分部之收益概要載列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佔總收入
之比例

佔總收入
之比例 增加

千港元 % 千港元 % %

來自以下各項之收入：
－證券經紀 349,429 37.0% 203,288 36.1% 71.9%
－香港期貨及期權經紀 101,913 10.8% 89,143 15.8% 14.3%
－環球期貨經紀 56,275 6.0% 55,997 10.0% 0.5%
－現貨金交易 19,086 2.0% 14,071 2.5% 35.6%
－股票期權經紀 15,013 1.6% 7,207 1.3% 108.3%
－首次公開發售經紀 13,386 1.4% 5,958 1.1% 124.7%
首次公開發售利息收入 29,280 3.1% 4,879 0.9% 500.1%
孖展融資利息收入 360,058 38.1% 181,974 32.3% 97.9%     
      

944,440 100.0% 562,517 100.0%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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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證券經紀

港交所於本年度之總成交金額錄得 260,103億港元，同比增加55.6%（二零
一七年：167,171億港元）。港股成交金額升幅顯著直接帶動本集團收益，本
集團證券經紀佣金收入錄得349.4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203.3百萬港元），
佔總營業額37.0%（二零一七年：36.1%），較上年度大幅上升 71.9%，表現優
於大市成交升幅。

本集團證券經紀佣金收入 香港股票市場成交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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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香港期貨及期權經紀

由於投資市場氣氛熱鬧，帶動期貨及期權市場交投亦趨暢旺，香港期貨
交易有限公司之衍生產品全年合約成交張數為 124.2百萬張（二零一七年：
110.5百萬張），上升12.4%。本集團本年度錄得香港期貨及期權經紀佣金收
入達101.9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89.1百萬港元），較上年度上升14.3%，佔
總營業額10.8%（二零一七年：15.8%）。

來自本集團香港期貨及
期權經紀之佣金收入 衍生合約於期交所之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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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環球期貨經紀

本港投資市場交投持續活躍及多元化，帶動投資者投資環球市場之意欲，
本年度環球期貨經紀佣金收入為56.3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56.0百萬港
元），較上年度輕微上升 0.5%，佔總營業額6.0%（二零一七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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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現貨金交易

受到美英法聯手攻打敘利亞，以及美國與北韓局勢影響，令資金流入環球
金市避險。本年度，本集團錄得現貨金交易收入為19.1百萬港元（二零一七
年：14.1百萬港元），較上年度上升 35.6%，佔總營業額 2.0%（二零一七年：
2.5%）。

V. 股票期權經紀

本集團於本年度錄得股票期權經紀佣金收入為15.0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
7.2百萬港元），較上年度上升108.3%，佔總營業額1.6%（二零一七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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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首次公開發售經紀及首次公開發售融資

受到新股上市熱潮的帶動，本集團本年度來自首次公開發售經紀業務之佣
金收入錄得13.4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6.0百萬港元），同比上升124.7%；首
次公開發售融資利息收入亦相應上升500.1%至29.3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
4.9百萬港元）。

VII. 孖展融資

整體股市交投氣氛活躍，令投資者入市更見積極，本年度日均孖展借貸上
升109.4%至94.0億港元（二零一七年：44.9億港元）。本年度，本集團之孖展
融資利息收入為360.1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182.0百萬港元），較上年度上
升97.9%，佔總營業額 38.1%（二零一七年：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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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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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收益

為提升本集團財務業績，本集團於本年度持有香港上市證券及期貨合約作為
投資。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股票投資及期貨投資之賬面值為61.4百萬
港元（二零一七年：7.0百萬港元），並在綜合財務狀況表分類為可供銷售證券及
持作買賣用途投資。於本年度確認的來自出售可供銷售證券的變現收益及買
賣期貨合約所得收益合共13.7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34.9百萬港元），而股票投
資重估儲備則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增加 2.6百萬港元至 4.0百萬港元（二
零一七年：1.4百萬港元）。

經營開支及純利率

因巿況穩步上揚，本集團之營業額及交易開支因而上升，本年度經營開支較上
年度上升47.6%，為554.5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375.8百萬港元）。但本集團完善
的管理及奏效的成本控制措施，令純利率上升至54.6%（二零一七年：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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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開支明細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增加╱（減少）
千元 千元 %

員工成本 138,937 109,688 26.7%
攤銷及折舊 18,768 11,100 69.1%
財務成本 166,980 57,999 187.9%
廣告及宣傳開支 8,739 7,643 14.3%
核數師酬金 1,619 1,591 1.8%
經紀佣金、手續費及結算費用 77,662 54,792 41.7%
資訊及通訊開支 32,619 31,426 3.8%
租金、差餉及樓宇管理費 65,038 63,968 1.7%
法律及專業費用 3,486 6,021 (42.1%)
雜項開支 40,661 31,537 28.9%   
    

554,509 375,765 47.6%   

未來計劃

全球經濟步入加速增長期，環球金融市場表現穩步上揚，投資者入市態度轉趨
活躍，令大市交投趨於熱鬧。本集團早著先鞭，採取積極擴充的發展策略，開
設總行及分行達22間，以及持續招攬大批精英人才，藉以壯大分行網絡及提升
服務質素。本集團未來會繼續物色地理位置優越的舖位開設分行，同時因應業
務擴充需要，定期舉辦招聘會吸納優秀人才，除可廣納賢才外，更以培育業界
下一代精英為己任。去年第二及三季期間本集團破天荒首次於香港交易所會
議廳內共舉行五場《期 • 股匯聚高峰會》講座，吸引近五千人報名，反應空前熱
烈。未來本集團會與世界各地的交易所合作，舉行更多的投資講座，目的是使
客戶能夠對全球金融產品加深認識，從而可以擴闊投資者的投資路向。本集團
一向與客同樂，於去年九月底舉辦「耀才夏日請睇戲」及今年首季舉辦「耀才新
春請睇戲」，招待逾萬五名客戶欣賞國際猛片，廣獲好評，未來繼續以多元化出
擊戰略，勢必捉緊港股大時代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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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環球金融產品迎合市場

本集團一向早着先機，有見愈來愈多人關注環球金融產品，及對環球金融產品
的投資參與程度漸趨活躍。本集團的證券及期貨網上交易平台及手機應用程
式，早已貫通全球，為客戶提供全面而專業的經紀服務，業務涵蓋港股、美股、
滬港通A股、深港通A股、中國B股、日股、台股、新加坡股、澳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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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銅、新股認
購以及孖展融資等。本集團於本年度更推出英股、人民幣（香港）黄金期貨、美
元（香港）黄金期貨、槓桿式外匯產品及鐵礦石期貨合約交易服務，以迎合不同
客戶的需要。本集團相信投資者對環球金融產品的興趣與日俱增。因此，本集
團會持續開拓更多環球金融產品，以滿足市場需要。

簡化開戶程序方便客戶

本集團一直緊貼時代的步伐，致力投放資源開發「耀才極速開戶寶」手機應用
程式，提供證券、期貨、股票期權、貴金屬及槓桿式外匯戶口的線上開戶，簡化
開戶程序及節省客戶成本，讓本港及內地客戶足不出戶，亦能隨時隨地開戶。

致力加強網上交易安全度

與此同時，為使網上交易平台更快捷及穩定，本集團過去已耗資巨額提升交易
系統，更將電腦中樞設備系統遷往位於將軍澳的港交所中央機樓，並會為所
有交易系統進行大規模測試，包括定期進行比現時港交所高峰期交易量高五
倍的模擬測試，以及持續優化現有的證券及期貨交易平台。同時，在網絡保安
上，本集團為保障客戶網上交易的安全性，早前已率先推出「第二重密碼」保安
措施及行為認證，每位客戶登入交易系統前必須輸入兩組不同的密碼才可進
行交易。今年本集團亦實施「雙重認證」(2FA)，進一步保障客戶於網上交易的安
全。本集團在繼續加強交易系統容量與速度的同時，未來並會加強教育客戶網
上交易安全的重要性，以提升客戶風險防範意識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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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投放大量資源提高網上交易系統處理交易的效率及容量，以滿足客戶
需要及不斷改善服務質素，早前更榮獲香港電腦商會及新城電台頒發「傑出證
券交易手機程式」殊榮。獎項由工商界名人及公眾一人一票選出，具相當認受
性，足以證明本集團網上交易系統快速、穩健、安全、可靠，深受客戶歡迎。本
集團會密切留意市場的最新形勢，並研究擴容的需要及空間。

投放資源提升集團競爭力

本集團秉持以客為先的服務精神、積極進取的業務發展策略及優秀卓越的表
現，獲得市場的高度肯定及認同，本集團繼於二零一五年五月被納入MSCI指數
後，再於二零一六年三月榮獲香港首屈一指的指數公司—恒生指數有限公司，
納入兩個大型基準指數「恒生環球綜合指數」及「恒生綜合指數系列」。而去年
七月，本集團更有幸榮獲香港交易所納入「收市競價時段」股份之一。未來本集
團會繼往開來，致力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服務，發掘更多環球金融產品及開拓多
元化業務，並會投放更多資源加強營銷策略，以進一步提升競爭優勢，鞏固實
力，繼續在業界保持領先地位。

總結

本年度，本集團抱著「積極進取、精益求精」的態度，不斷提高企業品牌形象及
競爭力，並把握機遇開拓內地市場，務求服務更多投資者，使得本集團業績與
日俱進，創本集團自二零一零年上市的新高，成績傲人。本集團有今天的成
就，確實有賴客戶長期支持及信賴，不離不棄；未來本集團提供更優質的客戶
服務，研發更安全更快速的交易平台，以回饋客戶的長期支持，務求使客戶有
賓至如歸的感覺。同時本集團將致力加強深化原有優勢、積極物色商機及發展
更多元化的業務，藉此提高本集團營運效益，為股東爭取更豐厚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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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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維持充裕流動資金。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其銀行存款、銀行結
餘及現金合共為511.9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596.9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三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為 8,165.9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5,096.0百萬港
元），主要按浮動息率計算。銀行借貸主要以孖展客抵押予本集團之證券作抵
押。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未動用銀行融資為10,020.1百萬港元（二零一七
年：10,041.2百萬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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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7%（二零一七年：231.7%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
流動資產淨值增加16.6%至2,423.4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2,079.1百萬港元）。於
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
為1.2倍（二零一七年：1.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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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引致對流動資金之需求
上升時亦能應付自如。於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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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並無受限於任何抵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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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60.0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12,060.0百萬港元）之
公司擔保。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已動用該等銀行融
資總額之6,434.9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4,021.0百萬港元）。

於報告期末，董事認為就任何擔保對本集團提出任何申索的機會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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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租約承擔及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經營租約承擔約為70.7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
113.6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資本承擔約為4.5百萬港元（二零
一七年：5.1百萬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298名僱員（二零一七年：306名僱員）。
本年度之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125.1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97.2百萬
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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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本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訴訟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至本公告日期間，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
訟。

風險管理

信貸風險

本集團之信貸風險主要自應收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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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應收現金客戶賬款涉及多名近期並無欠款記錄之客戶，信
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及有關結餘被視為可全數收回，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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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般會向其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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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及孖展客戶取得流動證券及╱或現金存款作為向其提供融資之抵押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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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賬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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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內個別經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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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及預期流動資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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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充足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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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尚未償還貸款的現金客戶收取利
息。金融資產（如孖展貸款及銀行存款）及金融負債（如銀行貸款）主要按浮動息
率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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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元」）、日元（「日圓」）、澳元（「澳元」）及英鎊（「英鎊」）計值之財務工具。由
於港元與美元掛鉤，故本集團認為，港元與美元之間匯率變動風險輕微。就以
其他貨幣計值之財務工具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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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之水平。管
理層每日監控所有外匯持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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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價風險

就分類為可供銷售股本證券的上市股本投資及分類為持作買賣用途投資的衍
生工具負債而言，本集團須承受其股價變動風險。

本集團的上市投資均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持作可供銷售組合的上市投資
乃根據其長期增長潛力挑撰，並定期監察其表現與預期是否相符。

購買、銷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
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確信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的守則條文。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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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訂標準。

全年業績之審閱

本年度之全年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組成。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已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初步業績公告的數字與本集團於本年度的財務報表初
稿所載的金額作比較，並核對一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所進行的工作乃
有限度，並不構成審核、審閱或其他委聘保證，因此核數師不會就本公告發表
任何保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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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日（星期二）舉
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稍後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刊登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業績公告登載於香港交易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
站 (www.bsgroup.com.hk)。二零一七╱一八年年報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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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許繹彬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葉茂林先生（主席）、許繹彬先生（行政
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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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