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3638)

(Incorporat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with limited liability)
(Stock code: 3638)

INTERIM REPORT
2019

中期報告
2019

Interim
 R

eport 2019 中
期
報
告



頁次

2 公司資料

5 簡明合併收益表

6 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7 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9 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11 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12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27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34 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履歷詳情

37 其他資料

目錄



公司資料

2019年中期報告 2

執行董事
陸建明先生（行政總裁及主席）
藍沛樂先生（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由非執行董事
調任為執行董事；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辭任執
行董事並不再擔任副主席）
劉詠詩女士（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辭任）

非執行董事
彭中輝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盧康成先生
朱守中先生
李華強先生

授權代表
黃國明先生
陸建明先生（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四日獲委任）
劉詠詩女士（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四日離任）

公司秘書
黃國明先生

審核委員會
盧康成先生（主席）
朱守中先生
李華強先生

薪酬委員會
盧康成先生（主席）
陸建明先生
李華強先生

提名委員會
盧康成先生（主席）
陸建明先生
李華強先生

企業管治委員會
黃國明先生（主席）
陸建明先生（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獲委任）
盧康成先生（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獲委任）
陸芹珍女士（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辭任）
藍沛樂先生（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獲委任；於二 
 零一九年九月一日辭任）
劉詠詩女士（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辭任）

註冊辦事處
PO Box 309, Ugland House, Grand Cayman, KY1-
1104, Cayman Islands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九龍
九龍灣
宏照道39號
企業廣場三期33樓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大新銀行有限公司
星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華僑永亨銀行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香港分行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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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曼群島主要股份及過戶登記處
Maples Fund Services (Cayman) Limited
PO Box 1093, Boundary Hall
Cricket Square
Grand Cayman, KY1-1102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

本公司法律顧問
有關香港法律
西盟斯律師行
香港
英皇道979號
太古坊一座30樓

有關開曼群島法律
邁普達律師事務所（香港）有限法律責任合夥
香港
皇后大道中99號
中環中心53樓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中環
添美道1號
中信大廈22樓

股份代號
3638

公司網址
www.huabangfinancial.com
（本網站所載資料並不構成本報告的一部份）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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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邦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以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合併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去年同
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合併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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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377,499 391,866

銷售成本 5 (359,209) (362,245)
    

毛利 18,290 29,621

銷售費用 5 (235) (252)

一般及行政費用 5 (22,919) (20,913)

金融資產預期信貸虧損，淨額 5 (2,712) (1,591)

其他收益 1,368 1,644
    

經營（虧損）╱利潤 (6,208) 8,509

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之應佔虧損 (406) –

財務成本 6 (3,158) (1,839)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利潤 (9,772) 6,670

所得稅費用 7 (413) (1,21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利潤 (10,185) 5,45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 8 (0.23)港仙 0.13港仙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0,428) 5,454

 非控股權益 243 –
    

(10,185) 5,454
    



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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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收入
期間（虧損）╱利潤 (10,185) 5,454

其他綜合收入
外幣折算差額 (878) (37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收入總額 (11,063) 5,078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1,306) 5,078

 非控股權益 243 –
   

(11,063) 5,078
   



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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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281,711 287,763

無形資產 10 53,875 54,495

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5,999 30,000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688 915

遞延稅項資產 7,931 8,292
    

350,204 381,465
    

流動資產
存貨 4,246 –

應收貸款 11 122,560 15,204

應收賬款 12 225,002 193,004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49,951 2,36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596 786

可收回所得稅 2,410 1,552

代客戶持有之銀行結餘 59,743 17,837

已抵押銀行存款 40,512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3,530 201,704
    

628,550 432,451
    

資產總額 978,754 813,916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3,654 3,654

其他儲備 552,536 574,549

留存收益 46,691 57,119
    

602,881 635,322

非控股權益 4,065 –
    

權益總額 606,946 635,322
    



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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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32 310
    

232 31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3 57,947 17,83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3 2,590 2,452

合約負債 1,475 358

銀行借貸 14 308,019 156,513

當期所得稅負債 1,545 1,127
    

371,576 178,284
    

負債總額 371,808 178,594
    

權益及負債總額 978,754 813,916
    

流動資產淨值 256,974 254,167
    

資產減流動負債總額 607,178 635,632
    



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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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其他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僱員 
以股份 

為基礎之 
報酬儲備 合併儲備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根據股份 
獎勵計劃 
持有股份

股份 
回購儲備 小計 留存收益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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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的結餘 3,408 354,518 22,882 50,374 2,480 1,042 3,943 – – 435,239 100,394 539,041 – 539,041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影響 – – – – – – – – – – (2,304) (2,304) – (2,304)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影響 – – – – – – – – – – (13,017) (13,017) – (13,017)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經調整結餘 3,408 354,518 22,882 50,374 2,480 1,042 3,943 – – 435,239 85,073 523,720 – 523,720

綜合收入
期間利潤 – – – – – – – – – – 5,454 5,454 – 5,454

其他綜合收入
外幣折算差額 – – – – – – (376) – – (376) – (376) – (376)
               

綜合收入總額 – – – – – – (376) – – (376) 5,454 5,078 – 5,078

與擁有人的交易
透過配售發行股份 250 150,005 – – – – – – – 150,005 – 150,255 – 150,255
僱員購股權計劃－僱員服務價值 – – 1,541 – – – – – – 1,541 – 1,541 – 1,541
已購回及尚未註銷的股份 – – – – – – – – (456) (456) – (456) – (456)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的結餘 3,658 504,523 24,423 50,374 2,480 1,042 3,567 – (456) 585,953 90,527 680,138 – 680,138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結餘 3,654 502,332 14,955 50,374 2,480 1,042 3,861 (495) – 574,549 57,119 635,322 – 635,322
               

綜合收入
期間虧損 – – – – – – – – – – (10,428) (10,428) 243 (10,185)

其他綜合收入
外幣折算差額 – – – – – – (878) – – (878) – (878) – (878)
               

綜合收入總額 – – – – – – (878) – – (878) (10,428) (11,306) 243 (11,063)

與擁有人的交易
出售部分附屬公司 – – – – – – – – – – – – 3,822 3,822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買股份 – – – – – – – (21,135) – (21,135) – (21,135) – (21,135)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的結餘 3,654 502,332 14,955 50,374 2,480 1,042 2,983 (21,630) – 552,536 46,691 602,881 4,065 606,946
               



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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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合併儲備

本集團的合併儲備指本公司的股本及本集團現時旗下其他公司的股本的總金額（抵銷集團內公司間投資後）之間的差額。

(b) 資本儲備

本集團的資本儲備指控股股東以其股東身份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的餘下非控股權益後作出的資本投入，該資本投入已於二
零一一年四月一日前無償注入本集團。

(c) 法定儲備

本公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附屬公司須將根據中國會計準則及法規計算的扣除所得稅後利潤的10%轉撥至法定儲
備，直至餘額達至彼等各自註冊資本的50%，而進一步轉撥則由其董事酌情決定。法定儲備可用以抵銷過往年度的虧損
（如有），並可透過按中國附屬公司股權持有人的現有股權比例向彼等發行新股份或透過增加彼等目前所持股份的面值轉
增股本，惟法定儲備於發行後的餘額不得少於中國附屬公司股本的25%。



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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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148,714) (16,311)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56,656) (207,734)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127,213 232,90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78,157) 8,861

於四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1,704 200,254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7) 128
   

於九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3,530 209,243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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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華邦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
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i)電腦及周邊產品業務、(ii)金融服務業務及(iii)放債業務
（「業務」）。

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尚未經審核。

2. 編製基準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乃按照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並遵守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乃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港元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3. 會計政策

編製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合
併財務報表所循者貫徹一致，惟採納由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開始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除外。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對應用於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的會計政策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本集團正評估採納該等新
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對本集團的影響，惟尚未能確定其是否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
況造成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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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公司執行董事已被確認為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本集團的內部
呈報，以評估表現及調配資源。管理層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營運分部。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變更其內部組織架構，透過合併企業融資諮詢業務
及證券經紀業務改變其可呈報分部之組成。主要營運決策者認為，本集團擁有三個營運及呈報分部，
即(i)電腦及周邊產品業務、(ii)金融服務業務（包括證券經紀業務及諮詢服務業務）及(iii)放債業務。因
此，已重列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相應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者根據經調整經營利潤╱（虧損）評核經營分部之表現。開支（如適用）經參考相關分部的
收入貢獻而分配至經營分部。未分配開支並不計入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之各經營分部業績內。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無形資產、存貨、應收賬款、應收貸款、應收利息、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項、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代客戶持有之銀行結餘及其他資產，但不包括集中管理之物業、
廠房及設備、遞延稅項資產、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可收回所得稅以及其他未分配資產。分部負債主要
包括應付賬款、已分配銀行借貸（如適用）、已分配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如適用）及合約負債（如適
用），但不包括集中管理之遞延稅項負債、當期所得稅負債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2019年中期報告 14

4.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電腦及 
周邊產品業務

金融 
服務業務 放債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368,311 4,266 4,922 377,499
來自外部客戶的銷售成本 (359,209) – – (359,209)

     

9,102 4,266 4,922 18,290
銷售費用 (235) – – (235)
一般及行政費用 (5,909) (5,284) (185) (11,378)
金融資產預期信貸虧損，淨額 78 (2,121) (669) (2,712)
其他收益 928 379 – 1,307
財務成本 (1,747) – – (1,747)

     

經調整經營利潤╱（虧損） 2,217 (2,760) 4,068 3,525
     

未分配開支 (13,297)
     

扣除所得稅前虧損 (9,772)
所得稅費用 (413)

     

期間虧損 (1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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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重列）

 

電腦及 

周邊產品業務
金融 

服務業務 放債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372,185 16,467 3,214 391,866

來自外部客戶的銷售成本 (362,245) – – (362,245)
     

9,940 16,467 3,214 29,621

銷售費用 (233) – – (233)

一般及行政費用 (3,119) (9,669) (195) (12,983)

其他收益 600 738 – 1,338

財務成本 (737) – – (737)
     

經調整經營利潤 6,451 7,536 3,019 17,006
     

未分配開支 (10,336)
     

扣除所得稅前利潤 6,670

所得稅費用 (1,216)
     

期間利潤 5,454
     

利息收入8,881,000港元﹙去年同期：7,901,000港元﹚計入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其中放債業務分部
及證券經紀業務分部分別貢獻4,922,000港元﹙去年同期：3,214,000港元﹚及3,959,000港元﹙去年同
期：4,68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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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下表呈列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資產、分部負債及資本支出。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電腦及 
周邊產品業務

金融 
服務業務 放債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323,775 234,529 127,909 686,213
     

分部負債 227,375 58,135 – 285,510
     

資本支出 – – – –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電腦及 

周邊產品業務
金融 

服務業務 放債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84,420 167,239 30,448 482,107
     

分部負債 73,915 18,212 – 92,127
     

資本支出 12,089 79 – 1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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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產與資產總額以及分部負債與負債總額的對賬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686,213 482,1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41 15,569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0,273 275,378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787 1,018

遞延稅項資產 7,931 8,292

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5,999 30,000

可收回所得稅 2,410 1,552
   

資產總額 978,754 813,916
   

分部負債 285,510 92,127

遞延稅項負債 232 310

銀行借貸 83,317 84,610

當期所得稅負債 1,545 1,127

其他未分配負債 1,204 420
   

負債總額 371,808 178,594
   

本集團的大部分收入均產生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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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性質劃分的費用

計入銷售成本、銷售費用及一般及行政費用的費用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存貨成本 359,209 362,245

核數師酬金 687 75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884 4,153

無形資產攤銷 620 620

法律及專業費用 1,616 855

員工福利費用 8,247 8,268

以股權結算之購股權費用 – 1,541

物業經營租賃之租金 1,599 1,537

樓宇管理費 1,036 785

經紀自設交易系統服務費 668 669

金融資產預期信貸虧損，淨額：
 －應收貸款 644 (223)

 －應收現金客戶款項 2,121 2,283

 －貿易應收賬款 (78) (456)

 －應收利息 25 (13)

其他 2,797 1,986
   

總計 385,075 385,001
   

6. 財務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成本

 －銀行借貸之利息費用 3,158 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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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費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130 1,820

遞延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283 (604)

   

413 1,216
   

本集團須繳納香港利得稅及中國企業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產生於及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利潤按稅率16.5%作出撥備。

中國之附屬公司於期內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由於期內中國附屬公司並無應課稅利潤，故並
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8. 每股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去年同期：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10,185,000港元（去
年同期：利潤約5,454,000港元），以及本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約4,363,028,951股（去年同
期：4,191,241,180股）計算。

由於報告期內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去年同期：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去年
同期：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派發任何中期股息（去年同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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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於本期間，概無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產生支出（去年同期：約240,738,000港元），而無形資產概無任何
添置（去年同期：無）。

此外，於本期內，本集團出售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其賬面總值為約104,000港元（去年同期：約
53,000港元），產生出售虧損約99,000港元（去年同期：收益約115,000港元）。

11. 應收貸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 130,300 22,300

減：減值撥備 (7,740) (7,096)
   

應收貸款淨額 122,560 15,204
   

本集團的應收貸款由香港的放債業務所產生。貸款以港元計值，無抵押及以固定利率計息，並自貸款
協議開始之日起一年內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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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
租賃物業裝修預付款項 – 227

其他非流動按金 483 483

其他資產 205 205
   

呈列為非流動資產的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688 915
   

流動
貿易應收賬款（附註） 117,089 123,227

應收現金客戶款項 142,663 101,721

應收結算所款項 – 763
   

259,752 225,711

減：減值 (34,750) (32,707)
   

呈列為流動資產的應收賬款總額 225,002 193,004
   

預付款項 355 872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4,938 861

應收利息 5,212 1,160
   

50,505 2,893

減：減值 (554) (529)
   

呈列為流動資產的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49,951 2,364
   

應收賬款、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275,641 196,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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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應收賬款、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乃以下列貨幣計值：

未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港元 155,119 73,217

人民幣 288 307

美元 120,234 122,759
   

275,641 196,283
   

附註：

按發票日期計算的相關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1至30日 25,361 62,386

31至60日 53,446 60,841

61至90日 38,282 –
   

117,089 123,227

減：減值 (703) (781)
   

116,386 122,446
   

本集團通常授予貿易業務客戶的信貸期最長為6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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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應付現金客戶款項（附註a） 57,801 17,834

 應付結算所款項（附註b） 146 –
   

應付賬款總額 57,947 17,83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應計費用 2,516 2,386

 其他應付款項 74 6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總額 2,590 2,452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總額 60,537 20,286
   

附註：

(a) 來自證券業務的應付款項結算期限通常為交易日後兩至三日內或協定的特定期限。大部分應付現金客戶款項無抵
押、不計息，且須按要求償還，惟待結算交易的若干結餘或就客戶於正常業務過程中的交易活動而收取的現金除
外。

(b) 在呈列應付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款項時，本集團將應收香港結算賬款總額與應付香港結算賬款總額
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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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借貸

於財務狀況表的相應日期，銀行借貸按計劃還款日期的到期情況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以內 196,448 42,756

一至兩年 4,861 4,950

兩至五年 15,596 15,733

超過五年 91,114 93,074
   

308,019 156,513
   

本集團的銀行借貸以下列貨幣計值：

未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港元 246,662 148,710

美元 61,357 7,803
   

308,019 15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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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法定股份：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普通股的法定總數為96,000,000,000股（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96,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08333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每股面值0.0008333港元）。

未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千股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普通股
 期初 4,384,782 3,654 4,089,492 3,408

 透過配售發行股份（附註） – – 300,510 250

 已購回及已註銷的股份 – – (5,220) (4)
     

 期末 4,384,782 3,654 4,384,782 3,654
     

附註：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以配售價每股0.5港元（每股面值0.0008333港元）發行300,510,000股普通股，總代價
為150,25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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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承擔

(a)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賃一個辦公室物業，議定租期為兩年。不可撤銷經營租賃項下的辦公
室物業的未來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不遲於一年 474 1,895

遲於一年但不遲於五年 – –
   

474 1,895
   

(b) 資本承擔

除上文附註(a)所述經營租賃承擔外，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有以下資本承擔：

未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按權益法入賬之投資 10,000 10,000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3,978 –

 租賃物業裝修 1,833 1,833

 辦公設備 32 80
   

15,843 1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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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本集團主要從事(i)電腦及周邊產品業務及(ii)金融服務業務。

(i) 電腦及周邊產品業務

本集團經營電腦及周邊產品行業，該行業充滿變化及競爭，且行內新技術快速轉變。於回顧期內，全
球經濟仍然脆弱，充滿挑戰，整體市場競爭依然激烈。由於該等市場狀況，本集團得以有效利用業
務、管理策略及適當的存庫管理，以減少由市場急速變化產生的風險。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電腦及周
邊產品業務分部的整體收入有所下降，由約372,200,000港元減少至約368,300,000港元。面對此等市
場狀況，本集團繼續嚴格管控我們的業務營運。本集團專注於提升營運效率，並實施多項成本控制措
施。本集團亦成功進一步加強與供應商及客戶的長期密切業務關係。本集團繼續監察市場趨勢，並及
時採取適當行動調整經營策略及有效分配資源以應對不同的市場狀況。

(ii) 金融服務業務

本集團經營的金融服務業務主要包括(i)金融服務業務（包括證券經紀服務及諮詢服務業務）；及(ii)放債
業務。

金融服務業務

於回顧期內，全球經濟金融市場持續波動，中國經濟亦有所放緩，為整體營商環境帶來不明朗因素。
本期本集團於金融服務業務的業務分部錄得收入約4,300,000港元及經營虧損約2,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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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債業務

本集團透過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從事放債業務，該附屬公司持有放債人條例（香港法例第163章）下的
放債人牌照，在香港進行放債業務。本集團能夠從事提供貸款融資（包括但不限於根據香港法例第163章
放債人條例範疇下的個人貸款及商業貸款）。本集團於本期錄得該業務分部的總收入增長，由去年同期約
3,200,000港元增至本期約4,900,000港元。本集團繼續致力發展放債業務。儘管香港放債業的市場競爭日
趨激烈及外部營商環境仍然不明朗，惟香港的貸款需求於近年依然強勁。本集團繼續致力發展放債業務，
本集團亦相信放債業務的前景廣闊。

展望

展望未來，管理層對本集團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本集團將繼續秉承我們穩步發展的原則，並積極面對任
何挑戰，把握合適機會。本集團將繼續致力在其他行業不時尋求新業務機遇，例如其他金融服務界別、保
險界別或其他業務界別，以進一步擴大及分散本集團的收入來源，為股東帶來豐厚回報及長遠價值。

財務回顧

收入及毛利率

本期本集團按業務分部劃分的收入如下：

• 電腦及周邊產品業務：約368,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372,200,000港元減少約3,900,000港元。

• 金融服務業務：約4,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16,500,000港元減少約12,200,000港元。

• 放債業務：約4,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3,200,000港元增加約1,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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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本期之總收入約377,5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391,900,000港元減少約14,400,000港元。減少主
要因來自電腦及周邊產品業務及金融服務業務的收入減少，部分被放債業務所得收入增加抵銷。

本期毛利率約4.8%（去年同期：約7.6%）。毛利率下跌主要因期內電腦及周邊產品業務所賺取毛利率相對較
低及金融服務業務所賺取毛利較低。

銷售費用

銷售費用下降約20,000港元，主要因測試費用減少所致。

一般及行政費用

期內一般及行政費用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000,000港元，主要由於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法律及專業費
用、接待及樓宇管理費增加，並由購股權費用的減少部分抵銷。

金融資產預期信貸虧損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以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本期的金融資產預期信貸虧損提取約2,700,000港元。

其他收益

本集團於本期之其他收益約為1,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其他收益約1,600,000港元減少約200,000港元。
該減少主要由期內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及手續費收入減少所致，部分被銀行利息收入及匯兌收益增
加抵銷。

財務成本

期內財務成本約為3,2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1,800,000港元增加約1,400,000港元。本期財務成本增加
主要歸因於銀行借款增加導致產生的銀行利息費用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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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

期內所得稅費用約為400,000港元（去年同期：約1,200,000港元），變動乃主要由於本期遞延稅項資產及應
課稅利潤減少所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利潤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0,200,000港元（去年同期：本公司股權擁有人應佔利潤約5,500,000港
元），以致每股基本虧損為0.23港仙（去年同期：每股基本盈利0.13港仙），及每股攤薄虧損為0.23港仙（去年
同期：每股攤薄盈利0.13港仙）。

存貨、應收貸款及應收賬款

本集團已加強存貨控制政策，以管理與其主要業務有關之業務風險。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存貨約
4,2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零）。整體存貨週轉天數於本期保持相當穩定。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應收貸款為122,600,000港元，乃由香港的放債業務產生，並全部自貸
款協議開始之日起一年內償還。本期減值撥備約為600,000港元。

本集團繼續持續密切監察客戶結算，以不時管理信貸風險。本集團的應收賬款從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193,000,000港元增加約32,000,000港元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約225,000,000港元。本期本集團就貿
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現金客戶款項錄得預期信貸虧損約2,000,000港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庫務政策

本集團期內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123,500,000港
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01,700,000港元），且本集團的資產淨額約606,900,000港元（二零一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635,3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未清償的銀行借貸結餘約為
308,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56,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流動比率
約為1.7（按流動資產總額除以流動負債總額計算）。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31 華邦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本集團採取審慎之庫務政策，因此於整個期間得以維持健康的流動資金狀況。為致力降低信貸風險，本集
團對客戶進行持續的信用以及財務狀況評估。為管理流動性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
況，確保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其他承擔的流動性結構符合本集團不時的資金需求。

本集團之財務資源足以支持其業務營運。

資本架構及集資活動

本公司資本僅包括普通股。

本公司於本期並無進行集資活動。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及已繳足的普通股數目為4,384,782,000股。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除本報告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16(b)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概無其他資本承
擔。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物業，賬面值約為268,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273,200,000港元），為授予本集團之一般銀行融資提供擔保。

外匯風險

本集團面對若干外匯風險，主要與人民幣及美元有關，本集團大多數交易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本
集團面臨的外匯風險主要為以集團公司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開支交易。期內，本集團產生匯兌收益
約600,000港元（去年同期：約500,000港元）。本集團通過監控外幣收支水平來管理外匯交易的敞口，並確
保將外匯風險敞口淨值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期內，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遠期外匯合約對沖外匯風險，因
為管理層認為其外匯風險並不重大。本集團將持續管理外匯風險敞口淨值，不時將其保持於可接受水平。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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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無於本期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上市日期」），本公司完成按發行價每股0.90港元配售69,000,000股每股面值0.01

港元的股份。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約36,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所得款項實際用途及
所得款項用途之調整計劃已分別披露於本公司的二零一九年年報及二零一六年年報。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
十日，已使用17,200,000港元所得款項淨額及約18,800,000港元所得款項淨額仍未使用。所有未使用結餘
已存放於香港持牌銀行。

於本期，所得款項淨額已用作以下用途：

截至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
所得款項
擬定用途

截至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
所得款項
實際用途

千港元 千港元
   

增加市場份額 2,580 2,285

增強研發及設計實力 556 44

加強質量控制及提高產能 949 114
   

總計： 4,085 2,443
   

所得款項用途變動

為使用所得款項淨額以更好地運用本集團的資源及應付本集團的業務營運，董事會進一步審閱所得款項淨
額的使用情況，並議決變更剩餘未使用所得款項淨額用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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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 
計劃用途

直至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實際已用款項

於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未使用 
所得款項

未使用所得 
款項的 

經修訂分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增加市場份額 13,140 9,450 3,690 3,690

增強研發及設計實力 13,860 1,885 11,975 –

加強質量控制及提高產能 5,400 2,278 3,122 200

一般營運資金 3,600 3,600 – –

電腦及周邊產品採購 – – – 14,897
     

36,000 17,213 18,787 18,787
     

所得款項用途變動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於多變且具競爭力的電腦及周邊產品行業經營業務。回顧年內，全球經濟及金融市場持續充滿挑戰
及波動，中國經濟增長繼續放緩。中美貿易糾紛亦為回顧年度之整體營商環境帶來不明朗因素。在此不利
的經濟及市場環境下，本集團經營之行業面臨諸多挑戰。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採取穩健的業務戰略，積極
抓緊機遇，持續嚴格控制其運營，並專注於提高電腦及周邊產品業務的營運效率。董事認為對本集團而
言，將資源重新分配及更集中於電腦及周邊產品貿易業務將更為有利。電腦及周邊產品貿易業務自二零一
一年起一直以來為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本集團將繼續有效地運用業務及管理策略以提高其競爭力及盈利能
力。本集團將重新分配足夠資源以採購具盈利能力及競爭力的電腦及周邊產品。本集團將致力招攬電腦及
周邊產品貿易業務的新客户及供應商，並進一步加強其與現有客户及供應商的長期且密切的業務關係。董
事認為，重新分配剩餘未使用所得款項淨額將有助本公司更有效運用其財務資源。

董事會認為，上述所得款項用途變動及未使用所得款項的處理方法屬公平合理，可更有效滿足本集團的財
務需求，並提高本公司財務管理的靈活性。董事會認為，重新分配未使用的所得款項與本集團之業務策略
一致，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營運及業務造成不利影響，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董事將不斷評
估本集團的業務計劃，並可能更改或修訂計劃以應付市況變化，實現本集團業務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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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董事

陸建明先生，56歲，本集團創辦人及主席。陸先生自二零一六年六月二日起擔任行政總裁。陸先生亦為本
公司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企業管治委員會成員。陸先生負責本集團業務的整體管理、營運及戰略發
展。彼於電腦及周邊產品行業累積逾十六年經驗。陸先生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沈薇女士的配偶。陸先生亦為
本集團高級管理人員陸芹珍女士的胞兄。自二零一六年五月至二零一九年五月，陸先生為前海健康控股有
限公司（股份代號：911，一間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之行政總裁、執
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

非執行董事

彭中輝先生，47歲，自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二日起由執行董事調任為非執行董事，並不再擔任本公司副主
席。彭先生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起至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二日由獨立非執行董事調任為執行董事，並
獲委任為本公司副主席。彭先生自二零一二年六月起至二零一七年一月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彭先生
現時為Benny Pang & Co.的首席合夥人。於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七年一月，彭先生為樂博律師事務所（前稱
為Pang & Co.（與樂博律師事務所聯營），香港一間律師事務所）的首席合夥人。於一九九七年至二零一二年
間，彭先生為香港及悉尼多間國際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彭先生於一九九六年畢業於澳大利亞邦德大學，
持法律（榮譽）學士學位。於一九九七年，彭先生先後於悉尼法律學院及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分別取
得法律執業研究課程文憑及法律碩士學位。彼於一九九七年獲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
師，並於二零零九年獲香港高等法院認可為事務律師。彼為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公會
的成員。彭先生現為莊皇集團公司（股份代號：8501）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一間於聯交所GEM（「GEM」）上市
之公司。彭先生現亦為遠大中國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789）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一間於聯交所主板上
市之公司。彭先生亦自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起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一日獲委任為中國再生醫學國際有限公
司（股份代號：8158）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一間於GEM上市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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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盧康成先生，53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盧先生為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及提名委員會主席，以及企業管治委員會成員。盧先生於會計、審計、企業融資及業務諮詢等領域累積
逾31年經驗。於加入本集團前，彼於香港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累積逾17年審計經驗。盧先生自二零一
六年十二月起擔任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都市麗人（中國）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298）的副主席、財務總
監及公司秘書。於加入都市麗人（中國）控股有限公司前，盧先生曾擔任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恒安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044）的執行董事、財務總監及公司秘書。盧先生於一九八八年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
持有會計專業文憑，自一九九二年以來一直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及自一九九六年以來一直為特許公認會
計師公會資深會員。

朱守中先生，62歲，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先生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成員。朱先生在保險行業擁有超過30年經營及管理的豐富經驗。朱先生於一九七八年加入中國人民銀行蘭
溪市支行工作。朱先生於一九八四年加入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於一九八四年至二零零三年期間，朱先生歷
任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蘭溪市支公司副經理及經理、浙江省分公司財產險處副處長及處長、嘉興市分公司總
經理及黨委書記，以及浙江省分公司副總經理及黨委委員。朱先生於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零年期間，先後
擔任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328，一間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的浙江省分公司總
經理及黨委書記、上海市分公司總經理及黨委書記，以及曾出任上海市保險同業公會副會長。朱先生於二
零一零年出任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及黨委書記並於該公司工作至二零一七年退休。朱
先生於二零一六年被中國金融工會上海工作委員會授予「上海金融五一勞動獎章」。朱先生為碩士研究生及
高級經濟師。彼畢業於浙江大學金融學本科，並獲得澳洲南十字星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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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強先生，61歲，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一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先生為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李先生於二零一六年九月至二零一八年六月期間擔任中國光大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818，一間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非執行董事。李先生曾於中央匯金投資
有限責任公司（「中央匯金」）﹙為根據中國公司法成立的國有投資公司﹚任職，任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董
事。李先生曾任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株洲冶煉廠化驗室工程師、總廠團委副書記、二分廠副廠長及深
圳合資公司總經理；深圳科技工業園總公司合資深圳（莫斯科）股份公司總經理助理及部門總經理；國信證券
有限責任公司投資銀行總部副總經理；方正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兼總裁；華西證券有限責任
公司副總裁，以及華林證券有限責任公司總裁兼黨委副書記；中央匯金派出董事（派往中國中投證券有限責
任公司）；中信建投證券股份公司副董事長；中央匯金證券機構管理部╱保險機構管理部證券機構股權管理
一處主任。李先生畢業於北京大學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及加利福尼亞美洲大學工商管理博士金
融管理方向學位。

高級管理層

黃國明先生，43歲，為本集團之總經理及首席財務官。黃先生亦為本公司企業管治委員會主席。黃先生負
責本集團的整體業務管理及財務管理。黃先生於二零一六年獲委任為本集團首席財務官及本公司的公司秘
書。黃先生於審計、會計、稅務、資本市場、業務諮詢及企業財務方面擁有逾20年經驗。黃先生於香港羅
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及鑒證服務部任職逾10年並涵蓋多個不同行業，其於離開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
務所後於一間具規模並發展完善的製造業公司任職財務總監。自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九年，黃先生為前海
健康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911，一間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之公司）的執行董事。黃
先生獲科廷科技大學頒授會計學碩士學位。黃先生現為香港執業會計師。黃先生為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
員及香港華人會計師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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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
涵義）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
益（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
記錄於該條文所指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附註3）

    

陸建明先生 受控法團權益（附註1） 2,414,552,000 55.07

實益擁有人（附註1） 369,093,333 8.42

盧康成先生 實益擁有人（附註2） 1,500,000 0.03

彭中輝先生 實益擁有人（附註2） 1,500,000 0.03

(1) 該等2,414,552,000股股份乃以Forever Star Capital Limited（「Forever Star」）之名義登記。陸建明先生及沈薇女士夫婦各自
於Forever Star（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中分別持有50%權益。因此，彼等均被視為於Forever Star實益擁有的所
有股份中擁有權益。陸建明先生為合共369,093,333股股份的實益擁有人。於該等369,093,333股股份中，28,333,333股
股份及194,960,000股股份分別與本公司授予陸建明先生的購股權及於股本衍生工具下股份的權利有關。

(2) 該等權益為與本公司授予盧康成先生及彭中輝先生購股權有關之本公司相關股份。

(3) 持股百分比乃基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4,384,782,000股股份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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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據任何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或以其他方式獲知會，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將予披露的以下權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擁有股
份及相關股份5%或以上權益的法團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詳情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的好倉

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Forever Star Capital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414,552,000 55.07

沈薇女士 配偶權益（附註1） 369,093,333 8.42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2） 2,414,552,000 55.07

中國金洋證券有限公司 保管人（附註3） 346,912,000 7.91

新邦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31,000,000 5.27

附註：

(1) 沈薇女士為陸建明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及主席兼行政總裁）之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之條
文被視為於陸建明先生實益擁有的145,800,000股股份及陸建明先生就其於本公司購股權權益所持有之28,333,333股相關
股份及194,960,000股與於股本衍生工具下股份的權利有關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沈薇女士於Forever Star中持有50%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之條文被視為於Forever Star持有
之2,414,552,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根據本公司所得資料，中國金洋證券有限公司為合共346,912,000股股份的託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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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
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36條須記錄於本公司須予存置之登記冊內。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採納日」），本公司有條件批准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及於二零一七年二
月二十四日作出更新，據此，合資格人士將獲授購股權認購本公司股份，認購價不得低於以下最高者：(i)於
授出日期（「要約日期」，必須為交易日）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的收市價；(ii)於緊接要約日期
前五個交易日，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的平均收市價；及(iii)本公司股份的面值，惟倘本公司
上市少於五個交易日，就計算認購價而言，將以發行價作為股份在上市前期間的任何營業日的收市價。

根據購股權計劃，計劃參與者為（其中包括）任何本集團成員的行政人員、股東、供應商、客戶、顧問、業
務或合營企業夥伴、特許經營商、承包商、代理、代表或任何本集團成員的服務供應商，可由董事全權酌
情決定。接納購股權後，承授人須向本公司支付1.00港元作為授出的代價。於任何12個月期間行使授出予
任何合資格人士（包括已行使及尚未行使的購股權）時已發行及將予發行的股份最高數目不得超過不時已發
行股份的1%。購股權可在根據購股權計劃被視為授出購股權的營業日後立即開始的任何期間行使，惟自採
納日期起計不得超過十年。董事會可全權酌情釐定任何必須持有購股權的最短期限。購股權計劃自採納日
期（即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起計十年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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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計劃已授予董事及僱員以認購合共127,901,333股股份的購股權尚未行使，
詳情如下：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於二零一九年
四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
授出

期內
行使

期內
失效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董事
陸建明先生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0.55港元 28,333,333 – – – 28,333,333

彭中輝先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0.55港元 500,000 – – – 500,000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0.55港元 500,000 – – – 500,000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0.55港元 500,000 – – – 500,000

盧康成先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0.55港元 500,000 – – – 500,000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0.55港元 500,000 – – – 500,000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0.55港元 500,000 – – – 500,000

僱員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0.55港元 30,901,333 – – – 30,901,333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0.55港元 32,833,333 – – – 32,833,333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0.55港元 32,833,334 – – – 32,833,334

         

127,901,333 – – – 127,901,333
         

股份獎勵計劃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四日，本公司已採納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根據計劃，獲選僱員（包括執行
董事）、本集團的顧問或諮詢人及本集團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獲選人士」）可根據股份獎勵計
劃條款及股份獎勵計劃信託契據（「信託契據」）獲授予本公司股份（「獎勵股份」）。股份獎勵計劃自採納日期
起生效，除非另行終止或修訂，其有效期為十年，即至二零二九年三月十三日止。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及信
託契據，股份獎勵計劃受董事會及股份獎勵計劃受託人（「受託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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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董事會授出獎勵股份後會導致董事會根據本計劃已授出的股份面值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本之10%，
則不得進一步授出任何獎勵股份。獲選人士根據本計劃可獲授的最高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
股本之1%。

董事會可不時向信託契據構成的信託（「信託」）出資，用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股份及股份獎勵計劃和信託契
據所載的其他目的。受託人須根據信託契據的條款持有信託基金。董事會可指示受託人在聯交所購買本公
司股份，並依據股份獎勵計劃及信託契據的條款和條件，以合資格參加股份獎勵計劃人士（「合資格人士」）
的利益為依歸以信託持有有關股份。受託人不得就根據信託持有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於獎勵股份、任何
由此產生的紅利股份及以股代息股份）行使投票權。

受限於股份獎勵計劃的條款及條件以及履行所有相關歸屬條件，受託人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條文代表獲選人
士持有的相應獎勵股份應按照歸屬時間表（如有）歸屬予該獲選人士，而受託人應安排於歸屬日期將獎勵股
份無償轉讓予該獲選人士。

於本期內，受託人透過於公開市場進行買賣，就股份獎勵計劃購買合共41,484,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
總成本（包括相關交易成本）約為21,135,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授出獎勵股份予任何本集團合資格人士。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內，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四日所採納股份獎勵計劃的受託人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規則及信託契
據的條款，於聯交所購買合共41,484,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總代價約為21,135,000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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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致力達致高水平企業管治，務求保障本公司股東的利益並提高企業價值與問責性。於本期，本公司
已應用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及適用守則條文，惟與企業管
治守則條文第A.2.1條有關者除外，進一步詳情載於下文。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條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應加以區分，並不應由同一人士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間
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本公司現時的主席及行政總裁為陸建明先生。董事會相信將主席及
行政總裁的角色歸屬同一人將不會影響董事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權限平衡。陸建明先生具備豐富
業界經驗，該等經驗對本公司整體發展極具價值及裨益。董事會認為，雖然主席兼任行政總裁，但透過由
具備豐富經驗之個人組成之董事會運作及不時開會討論影響本公司營運之事宜，足以確保維持權責平衡。
董事會亦相信，現時之架構有助建立強勢而貫徹之領導，使本公司可有效地適時作出及執行決策。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準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且並不知悉任何本期內不
遵守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交易標準守則及其行為守則規定之情況。

審閱財務資料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
申報事宜，包括與董事審閱中期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即盧康成先生、朱守中先生及李華強先生。

承董事會命
華邦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陸建明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陸建明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彭中輝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盧康成先生、李華強先生及朱守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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