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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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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股東：

本人謹此代表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向股東提呈高銀金融（集團）有

限公司（「高銀金融」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上半年」或

「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372,900,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

（「二零一七財政年度」）同期的營業額約293,700,000港元增加26.9%。有關

增幅主要是由於酒品貿易、餐飲及租賃業務產生的營業額增加所致。回

顧期間內，毛利為269,5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財政年度同期231,600,000

港元增加16.4%。本期間本集團錄得投資物業高銀金融國際中心公平值

收益1,488,400,000港元，與二零一七財政年度同期錄得金額約1,494,900,000

港元相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996,000,000港元，與二零一七財政

年度上半年約956,800,000港元相比略微增加4.1%。由於二零一六年十月

落成的高銀金融國際中心相關財務費用不再列作資本開支，因此回顧期

間財務費用增加，抵銷大部分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直接計入收入表的財務費用為56,400,000

港元，較二零一七財政年度同期19,100,000港元增加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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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房地產業務
物業投資

根據Cushman & Wakefield的資料，香港仍是全球最昂貴優質辦公室市場，

其中，尤其是中環核心區的租金屢度排名首位，不斷驅使更多跨國公司

及企業搬離中環核心區，並在非核心區尋找更具吸引力的辦公室。

九龍東現已成為香港另一個重要的中心商業區（「中心商業區2」）。於二

零一七年，九龍東的淨吸納量佔甲級寫字樓市場淨吸納總量（以平方呎

淨樓面面積計）的30%。中心商業區2於年內的辦公室租賃活躍以及地區

的淨有效租金保持穩定，彰顯其日益受市場歡迎。
#

本集團的投資物業高銀金融國際中心位處九龍東之中心商業區2，是一

幢設有約800,000平方呎優質辦公室空間及100,000平方呎餐飲區之甲級商

廈。於回顧期間內，新辦公室租賃成交活動持續，我們因此取得更穩健

及優質的租戶組合。我們預計年內出租率將日漸提高。於二零一八財政

年度上半年，租金及物業管理收益為29,100,000港元（二零一七財政年度

上半年：4,100,000港元）。此外，受惠於中心商業區2的商業物業不斷升

值，本集團就高銀金融國際中心錄得公平值收益約1,488,400,000港元（二

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1,494,900,000港元）。

# 資料來源：世邦魏理仕及萊坊的統計數字 – 二零一八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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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房地產業務（續）
物業發展

何文田常盛街項目

本集團擁有何文田常盛街項目60%權益，其地盤總佔地面積約為9,074平

方米。此項目計劃建成設有豪華會所設施的頂級公寓綜合大樓，並以享

受傳統高級住宅區的高端客戶為目標。項目將興建超過400個私人住宅

單位，最大樓面面積約為586,000平方呎。地盤打樁工程已完成，而地基

工程進展順利，項目預期將於二零二零年底前竣工。

何文田站第一期發展項目

本集團擁有50.1%權益的合營公司負責發展位於香港地下鐵路（「港鐵」）

何文田站的何文田站第一期發展項目。此項目覆蓋的最大樓面面積約為

742,700平方呎，計劃興建約800至1,000個住宅單位。地盤地基及平整工程

現正進行，項目預期將於二零二二年底前竣工。

酒品及相關業務
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酒品業持續發展蓬勃。香港酒品轉口

表現強勁，佔二零一七年全年酒品進口總額的40%以上，以及自二零一四

年以來一直維持40%的水平。每年酒品進口價值超過60億港元#的餘下部

分為香港餐飲市場提供本地消耗或作儲藏之用。根據歐睿國際的資料，

香港各類酒品的銷售穩健，於二零一六年達1,543,000,000美元。

於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上半年，本集團藉委托的經銷商繼續在海外市場推

廣其優質美酒，以擴大知名度及鞏固品牌。我們在二零一七年十月初發

生的加州山火初期已成功收割葡萄，故本集團美國酒莊於二零一七年的

葡萄酒產量並無受到重大影響。

# 資料來源：香港 – 亞洲葡萄酒樞紐 – 貿易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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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酒品及相關業務（續）
在香港，我們於高銀金融國際中心內的四家特式及星級餐廳正在營運。

本集團於該等餐廳舉辦專門為美酒佳餚配對而設的餐膳活動，向美酒佳

餚愛好者推介本集團的酒品。我們提供更多種類的葡萄酒及烈酒以便迎

合消費者更加廣泛的口味。我們將針對更年輕及富裕中產客戶投放推廣

活動。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停止經營出版名為「 Le Pan」的雜誌，該雜誌持續表

現不佳。因此，該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

產生收益（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約100,000港元）。該業務的虧損金

額約為200,000港元（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年：約5,8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上半年，酒品及相關業務（不包括經營出版雜誌，

該業務已於本期間停止營運）錄得營業額約260,400,000港元（二零一七財

政年度上半年：193,3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財政年度同期增加34.7%。

有關增長主要是由於酒品貿易及餐飲業務產生的營業額增加所致。酒

品及相關業務的分部溢利約為107,900,000港元（二零一七財政年度上半

年：79,1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財政年度同期增加36.4%。有關增幅主

要由於(i)來自酒品貿易的溢利較二零一七財政年度同期增加；及(ii)於二

零一七年六月出售天津的酒窖，導致開支減少。

保理
中國保理業因國內註冊商業保理商之數目不斷上升及短期貸款利率持

續維持低位，市場的激烈競爭。因此，我們的保理業務持續面臨挑戰。

於二零一八財政年度上半年，我們的保理業務錄得營業額約為83,400,000

港元（二零一七財政年度同期：96,400,000港元），下跌13.5%，而來自此業

務分部之溢利較二零一七財政年度同期之67,700,000港元增加35.0%至約

91,400,000港元。溢利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支付予出口保理的佣金費用減

少及本期間保理分部錄得匯兌收益約20,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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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營運資金約為11,454,100,000港

元，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錄得之數字11,998,300,000港元減少4.5%。

現金及現金等值總額約為282,3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

488,700,000港元減少42.2%。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償還銀行貸款約為

14,653,6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4,338,700,000港元）。本集

團維持來自一間關連公司（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潘蘇通先生於當中擁有實

益權益）之借款融資額度500,000,000美元（相等於3,907,500,000港元）。於

本期間，本集團償還上年度動用以撥資收購本集團發展中物業的貸款

約529,400,000港元。因此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提取融資額

度降低至約400,000美元（相等於3,4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66,800,000美元（相等於518,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未提取之借款融資額度約為499,600,000美元（相等於3,904,100,000港元）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433,200,000美元（相等於3,357,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亦有來自非控股權益的未償還貸

款約518,3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518,300,000港元），即合營

公司夥伴用作撥付上年度本集團收購發展中物業的出資。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債項對總資產比率（按總銀行

及其他借貸除以總資產計算）維持在41.1%的健康水平，而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則為42.9%。按債務淨額（總銀行及其他借貸扣除現金及銀行結

餘）除以總資產計算之比率約為40.3%（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41.5%）。

外匯
由於本集團的核心業務位於香港、中國、美國及法國，其主要資產及負

債主要以港元、人民幣、美元及歐元計值。儘管我們尚未制定正式外匯

對沖政策，本集團將一如既往地繼續審慎監察其外匯波動風險及在需要

時採取適當對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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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授予若干物業開發附屬公司及一間物

業投資附屬公司之銀行信貸（受本公司就提取之資金向該銀行作出最多

50.1%及60%之擔保所規限）已動用8,577,7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8,402,600,000港元）。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有抵押銀行貸款由下列各

項作抵押：(i)賬面總值為16,800,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15,300,0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ii)賬面總值為7,000,000,000港元（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6,756,000,000港元）之發展中物業；(iii)賜譽有限公司

（一間本集團擁有60%權益之附屬公司，其持有投資物業）之全部股本；

及(iv)金鋑有限公司（本公司擁有60%權益之附屬公司，其持有發展中物

業）之全部股本。

此外，本集團已抵押其賬面淨值為48,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

日：48,000,000港元）之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及其賬面淨值為1,657,000,000港

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608,000,000港元）之建築物，以取得一項已

授出但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動

用之銀行融資。

前景
房地產業務
物業投資

在香港經濟穩步增長及市場氛圍活躍的環境中，甲級辦公室的強勁需求

將會持續。位於九龍東的中心商業區2通過提供具吸引力、成本效益及

現代化的辦公室來滿足商業領域的需求。我們預期，隨著針對小型及微

辦公室用戶的辦公室共享中心成立後，區內潛在租戶基礎將會更加多元

化。因此，我們預計對中心商業區2辦公室的需求將會持續增加。九龍東

將定位為切合企業需求的理想商業區。

我們對九龍東的中期及長期前景感到樂觀，且仍有信心高銀金融國際中

心未來將產生穩定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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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續）
房地產業務（續）
物業發展

何文田區以校網及豪華住宅聞名。沙田至中環線一期工程（其將與何文

田站交匯）的計劃投入營運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年中。此後，何文田站將

作為九龍中心地帶的重要中轉站，勢將提升何文田區的優勢位置。我們

對於該等物業發展項目落成後為本集團帶來之未來營業額深感樂觀。

受惠於高銀金融國際中心之投資價值及租金收入以及新住宅物業發展

的貢獻，我們對本集團房地產業務持續興旺抱有信心。

酒品及相關業務
全球酒品行業正面臨著葡萄酒供應短缺。二零一七年，出產全球半數葡

萄酒的主要葡萄酒生產國錄得較低產量。預計這將使全球葡萄酒產量下

降8.2%#。此外，肆虐加州葡萄酒產區的山火後續影響尚待評估。故此，

香港自主要葡萄酒生產國的葡萄酒進口價格已經上漲，貿易統計數據證

明二零一七年前十一個月的每升葡萄酒平均成本上升了28%。

考慮到酒品價格的波動，我們將會審慎監控優質酒品之採購管理。同

時，我們將會繼續致力透過向中高端潛在客戶提供更多種類的葡萄酒及

烈酒，建立更穩固的市場地位。本集團將繼續擴大本地市場的酒品零售

業務。我們在高銀金融國際中心的餐飲業務提供美酒佳餚配對的餐膳。

# 資料來源： 國際葡萄與葡萄酒組織 – Global Economic Vitiviniculture Data（全球經濟
性釀酒數據）（二零一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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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續）
酒品及相關業務（續）
為了開拓中國及香港日益增長的酒品市場，我們將繼續穩定發展本集團

之酒品貿易業務，力求於中國主要城市擴大市場覆蓋率。根據CEPA（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即時清關擴大至中國所有海關站點令經香港的酒

品轉口進一步受益。隨著中國各地的物流速度加快及廣泛的地域網絡，

酒品貿易業務將得到強化。

本集團將繼續發掘酒品業務及其他相關業務之其他機遇，以加強其於中

國及香港之市場滲透。

保理
中國國內的保理業包括由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銀監會」）監

管的銀行保理及由中國商務部監管的商業保理。從中期來看，銀行保理

及商業保理的監管將會簡化並由單一部門 – 中國銀監會管理。作為國內
保理市場規劃改革的一部分，銀行保理及非銀行保理的集中管理及政策

融合將有利於中國保理行業的進一步發展。

我們將致力保持保理業務之競爭優勢，並繼續其審慎的風險管理及客戶

篩選過程。我們亦將探索成立新創業務之可能性，並與其他商業保理商

及金融機構合作，以於中國金融業開發新產品及服務。

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誠意感謝全體管理層及全體同事對本集團

之寶貴貢獻。此外，本人亦謹此感謝各位股東、客戶及商業夥伴對本集

團之寶貴支持。

代表董事會

Goldin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高銀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潘蘇通

香港，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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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

息（二零一六年：無）。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

股份（「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下列登記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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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所持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附註 個人權益 法團權益
相關 

股份數目 總計（好倉）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
之百分比*

潘蘇通先生 

（「潘先生」）

1 225,163,000 4,714,821,634 – 4,939,984,634 70.67%

黃孝建教授 2 – – 3,000,000 3,000,000 0.04%

周曉軍先生 2 – – 2,000,000 2,000,000 0.03%

* 百分比乃根據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之6,990,651,992股股份計算。



其他資料（續）

高銀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中期報告2017/1813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

1. 潘先生透過受控制法團持有之4,714,821,634股股份包括：

(a) 高銀金融地產控股有限公司（「高銀金融地產控股」）被視為於4,670,505,634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當中4,473,545,636股及196,959,998股股份分別由高銀環

球控股有限公司及高銀（證券）有限公司持有。高銀環球控股有限公司及

高銀（證券）有限公司均為高銀金融地產控股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高銀

金融地產控股由潘先生全資擁有。

(b) 潘先生全資擁有之晴翠國際有限公司持有44,316,000股股份。

2. 相關股份為本公司授予各董事之購股權，其詳情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披

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

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或根

據該等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條文被當作或被視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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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權益

中擁有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文所指之登記冊內之任何權益，或根據標準守

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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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

要股東名冊顯示，本公司已獲知會下列主要股東擁有之權益及淡倉佔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

股東姓名╱名稱 附註 身份 所持股份數目 總計（好倉）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

百分比*

高銀環球控股有限公司 1 實益擁有人 4,473,545,636 4,473,545,636 63.99%

潘蘇通先生 2 作為實益擁有人及 

透過受控制法團 

持有之權益

4,939,984,634 4,939,984,634 70.67%

* 百分比乃根據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之6,990,651,992股股份計算。

附註：

1. 高銀環球控股有限公司為高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而高銀投資

控股有限公司為高銀金融地產控股之全資附屬公司。高銀金融地產控股由潘先

生全資擁有。

2. 潘先生透過受控制法團持有之4,714,821,634股股份如下：

(i) 高銀金融地產控股被視為於合共4,670,505,634股股份中擁有權益，當中

4,473,545,636股及196,959,998股股份分別由高銀環球控股有限公司（上文附

註1所披露者）及高銀（證券）有限公司持有。

高銀（證券）有限公司由高銀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高銀投資顧

問有限公司為高銀金融投資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高銀金融投資有

限公司為高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而高銀投資控股有限

公司為高銀金融地產控股之全資附屬公司。

(ii) 潘先生全資擁有之晴翠國際有限公司持有44,316,0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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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獲任何

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士除外）知會

有關須登記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股份及相

關股份之任何權益及淡倉。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實施購股權計劃，旨在鼓勵或獎勵參與者為本集團作出貢獻及╱

或令本集團能夠招攬及保留優秀僱員，並吸引對本集團及本集團持有股

本權益之任何實體具有價值之人力資源。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二零零四年計

劃」）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被

終止，繼而本公司採納條款與二零零四年計劃大致相同之新購股權計劃

（「二零一三年計劃」）。根據二零零四年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於終止前仍然

生效，直至彼等根據二零零四年計劃之條款失效為止。

行使所有根據二零一三年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

之購股權後可予發行之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採納二零一三年計劃當

日之已發行股份之10%（即697,499,199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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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之變動詳情載列如下：

二零零四年計劃

購股權數目

參與人姓名或類別 授出日期
每股股份 
行使價

於 
二零一七年 
七月一日

由「董事」 
重新分類為 

「僱員及其他 
（合共）」

於本期間 
已授出

於本期間 
已失效

於本期間 
已行使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行使期

（港元）

董事
侯琴女士 22/07/2009 0.654 1,000,000 (1,000,000) – – – – 22/01/2010 – 21/07/2019

22/07/2009 0.654 1,000,000 (1,000,000) – – – – 22/01/2011 – 21/07/2019
22/07/2009 0.654 1,000,000 (1,000,000) – – – – 22/01/2012 – 21/07/2019

3,000,000 (3,000,000) – – – –

僱員及其他（合共） 
（包括若干附屬公司 
董事）

22/07/2009 0.654 3,000,000 – – – – 3,000,000 22/07/2009 – 21/07/2019
22/07/2009 0.654 – 1,000,000 – – – 1,000,000 22/01/2010 – 21/07/2019
22/07/2009 0.654 – 1,000,000 – – – 1,000,000 22/01/2011 – 21/07/2019
22/07/2009 0.654 2,000,000 1,000,000 – – – 3,000,000 22/01/2012 – 21/07/2019
23/07/2009 0.652 5,205,000 – – (210,000) – 4,995,000 23/01/2010 – 22/07/2019
23/07/2009 0.652 5,205,000 – – (210,000) – 4,995,000 23/01/2011 – 22/07/2019
23/07/2009 0.652 6,940,000 – – (280,000) – 6,660,000 23/01/2012 – 22/07/2019

22,350,000 3,000,000 – (700,000) – 24,650,000

總計 25,350,000 – – (700,000) – 24,650,000

附註：  侯琴女士辭任董事，惟仍會繼續出任其於本集團的其他職務。因此，侯女士

辭任時所持有的未行使購股權由「董事」重新分類為「僱員及其他（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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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二零一三年計劃

購股權數目

參與人姓名或類別 授出日期
每股股份 
行使價

於 
二零一七年
七月一日

由「董事」 
重新分類為 

「僱員及其他 
（合共）」

於本期間
已授出

於本期間 
已失效

於本期間
已行使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行使期

（港元）

董事
黃孝建教授 18/07/2014 3.098 900,000 – – – – 900,000 18/07/2015 – 17/07/2024

18/07/2014 3.098 900,000 – – – – 900,000 18/07/2016 – 17/07/2024
18/07/2014 3.098 1,200,000 – – – – 1,200,000 18/07/2017 – 17/07/2024

周曉軍 18/07/2014 3.098 600,000 – – – – 600,000 18/07/2015 – 17/07/2024
18/07/2014 3.098 600,000 – – – – 600,000 18/07/2016 – 17/07/2024
18/07/2014 3.098 800,000 – – – – 800,000 18/07/2017 – 17/07/2024

侯琴女士 18/07/2014 3.098 900,000 (900,000) – – – – 18/07/2015 – 17/07/2024
18/07/2014 3.098 900,000 (900,000) – – – – 18/07/2016 – 17/07/2024
18/07/2014 3.098 1,200,000 (1,200,000) – – – – 18/07/2017 – 17/07/2024

8,000,000 (3,000,000) – – – 5,000,000

本公司董事及主要 
股東之聯繫人士

Pan Jenny Jing女士 18/07/2014 3.098 450,000 – – – – 450,000 18/07/2015 – 17/07/2024
18/07/2014 3.098 450,000 – – – – 450,000 18/07/2016 – 17/07/2024
18/07/2014 3.098 600,000 – – – – 600,000 18/07/2017 – 17/07/2024

1,500,000 – – – – 1,500,000

僱員及其他（合共）
（包括若干附屬
公司董事）

18/07/2014 3.098 36,675,000 900,000 – (2,925,000) – 34,650,000 18/07/2015 – 17/07/2024
18/07/2014 3.098 38,025,000 900,000 – (3,375,000) – 35,550,000 18/07/2016 – 17/07/2024
18/07/2014 3.098 50,700,000 1,200,000 – (4,500,000) – 47,400,000 18/07/2017 – 17/07/2024

125,400,000 3,000,000 – (10,800,000) – 117,600,000

總計 134,900,000 – – (10,800,000) – 124,100,000



其他資料（續）

高銀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中期報告2017/18 18

購股權計劃（續）

二零一三年計劃（續）

附註：

(1)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八日（「授出日期」）授出之購股權之歸屬期為三年，由授出

日期第一週年開始及於第三週年完全歸屬，並僅在其獲歸屬後方可予行使，且

承授人的表現╱貢獻須獲董事會信納。

(2) 侯琴女士辭任董事，惟仍會繼續出任其於本集團的其他職務。因此，侯女士辭

任時所持有的未行使購股權由「董事」重新分類為「僱員及其他（合共）」。

控股股東之強制履約責任

本集團已從若干銀行獲得銀行融資，附帶向控股股東實施之強制履約責

任：

(1) 賜譽有限公司（本公司擁有60%權益之間接附屬公司）訂立一份五年

期貸款融資協議，最高金額為8,500,000,000港元，當中要求潘先生於

貸款協議期間繼續持有對本公司之控股權及繼續擔任董事會主席

及董事。

(2) 高鉎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擁有50.1%權益之間接附屬公司）訂立一

份一年期貸款融資協議，最高金額約為3,146,200,000港元，當中要求

潘先生於貸款協議期間繼續擔任本公司主席及董事。

(3) 金鋑有限公司（本公司擁有60%權益之間接附屬公司）訂立一份四年

期貸款融資協議，最高金額為7,191,000,000港元，當中要求潘先生於

貸款協議期間繼續持有對本公司之控股權及繼續擔任董事會主席

及董事。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載列之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下文

所載已闡述原因的偏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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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續）

守則條文第A.4.1段訂明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任期獲委任，並須接受重

選。獨立非執行董事概無按指定任期獲委任，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

則條文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最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董事會相

信該項常規於董事會層面提供穩定性，同時透過徵求股東批准之輪值、

退任及重選之法定條文確保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因此，董事會認

為該等條文足以符合企業管治守則有關條文之相關目標。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其自身之董事及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企業標

準守則」），該等條款不比上市規則附錄十之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寬

鬆。可能擁有尚未公開之本公司內幕消息之僱員亦須遵守企業標準守

則。

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企業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

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345名僱員（二零一六年：

305名）。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總僱員成本約為

68,8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48,900,000港元）。本集團之僱員薪酬政策及

組合乃根據市況及適用之法定規則制訂。此外，本集團亦提供其他員工

福利，例如醫療保險、強制性公積金及購股權等，以激勵及獎勵全體僱

員達致本集團之業務表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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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許惠敏女士（主席）以及鄧耀榮先生及高敏女士（均

為成員）組成，連同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

已討論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董事資料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自本公司年報2016/17日期以來之董事資料

變動載列如下：

(1) 侯琴女士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

生效。

(2) 石禮謙議員獲委任為光大永年有限公司（一間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六日起生效。

彼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正辭任勤達集團國際有限

公司（一間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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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4 372,863 293,731
銷售成本 (103,364) (62,110)

毛利 269,499 231,621

其他收入 4 1,191 22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 11 1,488,379 1,494,906
銷售及分銷開支 (3,671) (4,578)
行政開支 (109,966) (136,379)
財務費用 5 (56,392) (19,102)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6 1,589,040 1,566,688
所得稅開支 7 (26,354) (20,100)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溢利 1,562,686 1,546,588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8 (227) (5,839)

期內溢利 1,562,459 1,540,749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賬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158,087 (191,90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720,546 1,348,847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高銀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中期報告2017/18 22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995,966 956,804
非控股權益 566,493 583,945

1,562,459 1,540,749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154,053 764,902
非控股權益 566,493 583,945

1,720,546 1,348,8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10
基本
– 期內溢利 14.25港仙 13.69港仙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14.25港仙 13.77港仙

攤薄
– 期內溢利 14.15港仙 13.61港仙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14.16港仙 13.69港仙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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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063,173 2,018,419
投資物業 11 16,800,000 15,300,00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8,466 47,127
遞延稅項資產 15,155 15,155
無形資產 96,735 96,279
葡萄樹 11,896 13,535
按金 5,414 5,414

非流動資產總值 19,040,839 17,495,929

流動資產
存貨 293,317 339,545
發展中物業 13,506,684 13,138,51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3,125 23,901
應收貿易賬款 12 3,782,582 4,386,039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1,928 1,910
現金及銀行結餘 282,267 488,689

流動資產總值 17,899,903 18,378,60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3 380,373 589,286
應計負債、其他應付款及預收款項 763,259 679,499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185,151 1,192,857
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 139,667 121,796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221,059 570,435
應付稅項 89,266 82,306
計息銀行借貸 3,148,782 3,144,118
由非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 518,296 –

流動負債總額 6,445,853 6,380,297

流動資產淨值 11,454,050 11,998,30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0,494,889 29,494,23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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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貸 11,504,807 11,194,595
由一間關連公司提供之貸款 3,417 517,605
由非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 – 518,296
遞延稅項負債 21,701 20,656

非流動負債總額 11,529,925 12,251,152

資產淨值 18,964,964 17,243,081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4 699,065 699,065
儲備 12,460,606 11,305,216

13,159,671 12,004,281
非控股權益 5,805,293 5,238,800

總權益 18,964,964 17,243,081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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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其他儲備
外匯換算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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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699,065 6,362,535 (30,304) (330,722) 194,077 5,109,630 12,004,281 5,238,800 17,243,081

期內溢利 – – – – – 995,966 995,966 566,493 1,562,45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158,087 – – 158,087 – 158,08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58,087 – 995,966 1,154,053 566,493 1,720,546

權益支付購股權安排 – – – – 1,337 – 1,337 – 1,337

因購股權失效轉撥購股權儲備 – – – – (13,904) 13,904 – – –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699,065 6,362,535 (30,304) (172,635) 181,510 6,119,500 13,159,671 5,805,293 18,964,964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698,965 6,361,692 (33,461) (300,473) 167,735 3,592,370 10,486,828 3,957,810 14,444,638

期內溢利 – – – – – 956,804 956,804 583,945 1,540,74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191,902) – – (191,902) – (191,90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191,902) – 956,804 764,902 583,945 1,348,847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而未失去控制權 – – 3,156 – – – 3,156 (3,156) –

權益支付購股權安排 – – – – 14,397 – 14,397 – 14,397

因購股權失效轉撥購股權儲備 – – – – (1,265) 1,265 – – –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698,965 6,361,692 (30,305) (492,375) 180,867 4,550,439 11,269,283 4,538,599 15,807,882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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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用於）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淨額 616,150 (675,031)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淨額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 (6,356) (63,362)

投資物業增加 – (178,031)

添置葡萄樹 (1,750) (2,825)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之所得款項 157 138

已收利息 56 12

(7,893) (244,068)

來自╱（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淨額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減少 (349,376) –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減少 (2,229) –

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增加 17,871 –

銀行借貸所得款項 103,226 149,760

由一間關連公司提供之貸款 – 48,366

由非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 – 1,567,456

償還由一間關連公司提供之貸款 (529,434) –

償還銀行借貸 (2,427) (878)

已付利息及其他融資費用 (53,543) (70,526)

(815,912) 1,694,178

現金及現金等值增加╱（減少）淨額 (207,655) 775,07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 488,689 84,854

匯率變動淨影響 1,233 (151)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以現金及

銀行結餘表示 282,267 859,782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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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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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所有資料及披露，

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

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惟採

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於本集團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首次生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除外。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納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 
週期年度改進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披露其他實體權益：澄清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2號的範圍

採納上述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

重大財務影響。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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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按其服務及產品劃分業務單位，並有以下

可予呈報之營運分部：

 持續經營業務

(a) 物業分部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

(b) 酒品及酒品相關分部從事酒品貿易、酒品貯存、經營葡萄園

及經營餐廳；

(c) 保理分部提供保理服務；

(d) 金融投資分部從事證券及衍生工具投資和買賣，以及投資於

金融工具；及

 已終止經營業務

(e) 出版酒品雜誌，過往計入酒品及酒品相關分部。

下列表格呈列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分別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業務分部營業

額及溢利資料。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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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物業
酒品及 

酒品相關 保理 金融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營業額：
銷售予外界客戶 

持續經營業務 29,081 260,396 83,386 – 372,863

分部業績： 1,476,434 107,871 91,419 (604) 1,675,120

對賬：

未分配其他收入 56

企業行政開支 (29,744)

財務費用 (56,392)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

溢利 1,589,040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物業

酒品及 

酒品相關 保理 金融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分部營業額：
銷售予外界客戶 

持續經營業務 4,094 193,262 96,375 – 293,731

分部業績： 1,481,425 79,072 67,689 (868) 1,627,318

對賬：

未分配其他收入 12

企業行政開支 (41,540)

財務費用 (19,102)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 

溢利 1,566,688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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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其他收入

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及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營業額
來自保理服務之手續費收入及 
利息收入 83,386 96,375

酒品銷售 221,617 185,162
貯存費收入 8,179 4,472
餐廳營運 30,600 3,628
租金收入 24,046 4,094
物業管理費收入 5,035 –

372,863 293,731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56 12
其他 1,135 208

1,191 220

5. 財務費用

持續經營業務之財務費用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280,787 148,223
減：資本化利息 (224,395) (129,121)

56,392 19,102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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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釐定：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35,062 46,755

減：計入存貨開支之金額 (2,412) (2,387)

32,650 44,368

無形資產攤銷 458 45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656 1,183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項目之 

收益 – (9)

匯兌差額（淨額） (37,236) (28,465)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 – 香港

期內支出 13,000 13,600

本期 – 其他地方

期內支出 13,354 6,500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稅項支出 26,354 20,100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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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決定不再經營

雜誌出版。因此，出版酒品雜誌（過往納入酒品及酒品相關分部）於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被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

務。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呈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 145

銷售成本 – (2)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

銷售及分銷開支 – (2,584)

行政開支 (231) (3,398)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227) (5,839)

所得稅開支 –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227) (5,839)

每股虧損：
基本，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0.08港仙

攤薄，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0.01港仙 0.0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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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基於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已終止經營業務 

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 (227,000港元) (5,839,000港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6,990,652,000 6,989,652,000

攤薄影響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45,579,000 41,514,000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期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036,231,000 7,031,166,000

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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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乃基於：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996,193 962,64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227) (5,839)

股份數目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股 千股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

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990,652 6,989,652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45,579 41,514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期內已

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036,231 7,03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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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投資物業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12,500,000

添置 478,292

公平值變動 2,321,708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15,300,000

添置 11,621

公平值變動 1,488,379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16,800,000

本集團以經營租賃持有以賺取租金之物業權益乃以公平值模式計

量，並分類及入賬列作投資物業。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公平值列賬之投資物業

由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保柏國際評估有限公司（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威格斯資產評估顧問有限公司）按當前用途基準於公開市

場進行重估。

該估值乃採用銷售比較法及參考銷售交易或市場上現有可比物業

叫價的證據後估計，並就任何差異（如適用）作出調整。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將賬面值為16,800,0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15,300,0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予以

質押，以就授予本集團之銀行信貸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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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就保理服務給予之信貸期介乎120天至150天，而就酒品貿易給

予之信貸期則介乎14天至60天。本集團一般要求其客戶預付有關投資

物業租賃及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的每月收費。以下為根據發票日期（保

理服務除外，其為提供信貸日期）提呈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121天 2,844,303 3,246,963

121至150天 929,242 996,986

151至180天 957 4,694

181至365天 7,972 133,766

超過1年 108 3,630

3,782,582 4,386,039

13. 應付貿易賬款

以下為根據發票日期（保理服務除外，其為本集團承擔負債日期）

提呈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於121天 275,465 442,042

121至150天 104,306 146,422

181至365天 – 822

一年以上 602 –

380,373 589,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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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普通股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11,000,000,000股（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11,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100,000 1,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

6,990,651,992股（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6,990,651,992股）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699,065 699,065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變動如下：

已發行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經審核） 6,989,651,992 698,965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1,000,000 10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經審核）、 

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6,990,651,992 6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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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擔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計提：

發展中物業 2,417,629 2,547,156

16. 關連人士交易

(a) 於期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進行以下交易：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與本公司主要股東擁有實益權益 

之關連公司進行之交易：

酒品銷售 138 930

已付項目管理費用 683 1,754

租金收入 6,993 3,553

物業管理費收入 1,146 –

租賃開支 32 507

食品及飲品銷售 1,190 688

利息開支 8,97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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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連人士交易（續）

 (b)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本集團之主要管理人員為其董事，其酬金詳情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4,656 4,536

權益支付購股權開支 87 931

4,743 5,467

17.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並無任何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

管理層已評核現金及銀行結餘、應收貿易賬款、應付貿易賬款、計

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之金融資產、計入應計費用、其

他應付款項及預收款項之金融負債、由非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及

計息銀行借貸之流動部分、以及與直接控股公司、關連公司及非控

股股東結餘之公平值，並認為該價值與其賬面值相若，主要由於該

等工具於短期內到期所致。

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乃按該工具可由自願雙方在現有交易（強

制或清盤銷售除外）中交易之金額釐定。公平值採用以下方法和假

設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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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續）

計息銀行借貸非流動部分及由一間關連公司提供之貸款之公平值

按現時適用於具有類似條款、信貸風險及剩餘到期日之工具之利

率折現預期未來現金流量計算。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本身之不履約風險被評定為並不重大。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18. 可資比較金額

損益表及分部資料之比較金額已經重列呈報，猶如本期間的已終

止經營業務已於比較期間初終止（附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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