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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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ONG KONG CHAOSHANG GROUP LIMITED
香港潮商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22）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香港潮商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連同二零二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經本公司之
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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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38,359 90,499

銷售成本 (117,445) (67,742)

毛利 20,914 22,757

其他收入 5 2,912 2,048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減值虧損 (2,598) (3,786)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1,979) (6,807)

保證金客戶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7,611) (1,839)

應收保理款項減值回撥╱（虧損） 218 (88)

應收貸款及利息減值虧損 (2,308) (10,133)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578) (202)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4,700) –

商譽減值虧損 (3,995) (58,000)

其他金融資產公允值變動收益 9,650 54,579

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變動虧損 (770) (2,668)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收益 9,651 5,919

於收購聯營公司權益時之議價收購收益 – 12,636

聯營公司分佔業績 (3,297) (1,724)

行政費用 (31,238) (3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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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虧損 (15,729) (18,385)

融資成本 7 (984) (1,015)

除稅前虧損 6 (16,713) (19,400)

稅項 8 1,061 1,472

本期間虧損 (15,652) (17,928)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聯營公司分佔其他全面收益 42 –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71,474) 11,013

本期間總全面虧損 (87,084) (6,915)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虧損：
本公司持有人 (15,632) (17,249)

非控股權益 (20) (679)

本期間虧損 (15,652) (17,928)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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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總全面（虧損）╱收益：
本公司持有人 (88,523) (6,016)

非控股權益 1,439 (899)

本期間總全面虧損 (87,084) (6,915)

本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10 (0.38)港仙 (0.42)港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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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設備及器材 38,186 44,810
投資物業 40,590 45,387
使用權資產 20,908 8,100
分租投資淨額 2,821 3,717
聯營公司權益 16,709 19,964
無形資產 16,800 21,500
商譽 1,000 4,995
其他非流動資產 230 230
其他金融資產 – 43,250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11 2,513 7,827
應收貸款及利息 14 55,000 18,450
遞延稅項資產 15,510 14,203

210,267 232,433

流動資產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2 1,868 175
應收賬款 13 297,766 288,791
應收保理款項 11 40,502 51,483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14 47,201 59,518
應收貸款及利息 61,201 77,678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35,642 38,798
應收稅款 7,757 7,476
其他金融資產 52,900 –
持作買賣投資 10,230 7,987
分租投資淨額 1,771 2,214
客戶信託存款 19,526 35,081
現金及銀行結存 145,789 217,023

722,153 786,224

資產總值 932,420 1,018,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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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2,412 82,412
儲備 767,196 855,719

本公司持有人總權益 849,608 938,131
非控股權益 (12,356) (13,795)

權益總額 837,252 924,336

負債
非流動負債
應付保留代價 – 14,211
租賃負債 15,482 8,901
遞延稅項負債 4,613 4,748

20,095 27,86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5 22,148 34,915
應付保留代價 14,537 –
租賃負債 10,296 4,308
應計費用、其他應付款項及已收按金 18,577 18,217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198 1,214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235 263
應付稅項 8,082 7,544

75,073 66,461

總負債 95,168 94,321

權益及負債總額 932,420 1,018,657

流動資產淨值 647,080 719,76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57,347 952,196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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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
司註冊辦事處地址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本公司香
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灣仔港灣道26號華潤大廈22樓2202室。

本公司主營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從事貿易、借貸、保理、融資租賃及金融服務業務。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及
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除另有指明外，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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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須連同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一
併閱讀。

除投資物業、持作買賣投資及其他金融資產以公允值計量外，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
歷史成本法編製。

除以下所披露外，編製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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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集團已採納之經修訂準則

會計指引第5號（修訂本） 同一控制下的合併會計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行合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概念框架的提述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之年度改進

預期將適用於本集團的該等修訂如下，但本期間應用上述修訂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
期間之表現及財務狀況，及╱或載於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禁止實體從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成本中扣除在該資產達
到能夠以管理層預定的方式運轉的必要位置及狀態過程中所產生的任何收入。反之，實
體應在損益中確認出售任何有關項目的收入及該等項目的成本。該等修訂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須予追溯應用，惟僅適用於在實體首次應用該
等修訂的財務報表中所列報的最早期間開始或之後可供使用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可以提前應用。預期該等修訂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的修訂本澄清，就評估一項合約是否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項下的
虧損合約而言，履行合約的成本包括與合約直接相關的成本。與合約直接相關的成本包
括履行該合約的增量成本（如直接勞工及材料）及與履行合約直接相關的其他成本分配
（如分配履行合約所用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折舊開支以及合約管理及監管成本）。
一般及行政成本與合約並無直接關連，除非根據合約明確向對手方收取費用，否則不包
括在內。該修訂本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適用於實體於其首次
應用該修訂本的年度報告期初尚未履行其所有責任的合約。允許提早應用。初步應用該
修訂本的任何累積影響將確認為首次應用日期的期初權益調整，而毋須重列比較資料。
該修訂本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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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旨在以二零一八年六月頒佈的財務報告之概念框架之提
述取代先前財務報表編製及呈列框架之提述，而毋須大幅更改其規定。該等修訂亦對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有關實體參考概念框架以釐定資產或負債之構成之確認原則加入
一項例外情況。該例外情況規定，對於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21號範圍內的負債及或然負債而言，倘該等負債屬單獨產生而非於業
務合併中產生，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實體應分別參考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
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而非概念框架。此外，該等修訂澄清或
然資產於收購日期不符合確認條件。本集團預計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前瞻性採納該
等修訂。由於該等修訂前瞻性應用於收購日期為首次應用日期或之後的業務合併，因此
本集團於過渡日期將不會受該等修訂的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週期之年度改進載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隨附之說明性示例及香港會計準
則第41號修訂。預期將適用於本集團之該等修訂詳情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澄清實體於評估一項新訂或經修訂金融負債之
條款是否實質上不同於原金融負債之條款時所計入之費用。該等費用僅包括借款
人與貸款人之間已付或已收之費用，其中包括借款人或貸款人代表另一方支付或
收取之費用。實體對於該實體首次採用修訂的年度報告期間開始或之後經修訂或
交換之金融負債應用該修訂。該修訂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
間生效。允許提早應用。該修訂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隨附之第13項說明性
示例中移除出租人就租賃物業裝修作出之付款說明。此舉消除了應用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6號時對租賃優惠進行處理之潛在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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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尚未採納的經修訂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以及香港詮釋 

第5號的相關修訂（2020年）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
會計政策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與單項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有關的遞延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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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資產銷售或注資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修訂本）
保險合約及其相關修訂1

1 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將予釐定的日期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在對未來採納經修訂準則可能出現之影響作出詳盡評估。迄今為止，預期採納
經修訂準則不會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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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收益即(i)商品銷售發票淨額（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ii)借貸、保理、融資租賃及保證金融資利
息收入；(iii)借貸、保理及融資租賃諮詢費及手續費收入；(iv)買賣證券經紀佣金收入；(v)包銷
及配售佣金收入；及(vi)資產管理費收入。

本集團本期間內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商品銷售 119,972 68,939

借貸、保理、融資租賃及保證金融資利息收入 12,661 14,908

借貸、保理及融資租賃諮詢費及手續費收入* – 124

買賣證券經紀佣金收入 1,417 2,347

包銷及配售佣金收入 4,159 4,021

資產管理費收入 150 160

138,359 90,499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項下客戶合約收益：
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商品銷售 119,972 68,939

借貸、保理及融資租賃諮詢費及手續費收入* – 124

買賣證券經紀佣金收入 1,417 2,347

包銷及配售佣金收入 4,159 4,021

125,548 75,431

於某一時間段內確認
資產管理費收入 150 160

125,698 75,591

其他來源收入：
按實際利息法計算之借貸、保理、融資租賃及 

保證金融資利息收入 12,661 14,908

138,359 90,499



12

* 合約負債主要與本集團於報告日已收取客戶預付款而尚未完成將貨物或服務轉移予客
戶之履約責任有關。合約負債在完成履約責任期間確認為收入。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將本期初合約負債中（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40,000港元）諮詢費收入確認為收益。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並無分配至本集團現有合約下剩餘履約責任的交易價格（二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該金額代表來自與本集團客戶訂立的諮詢合約，並預計於
將來確認的收入。

4 分類資料
董事會已被指定為主要營運決策人。董事會審視本集團之內部報告，從而評估表現及分配資
源。管理層乃按此等報告劃分營運分類。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為獨立架構及按業務性質作出獨立管理。本集團的各須呈報經營分類代表
為策略性業務單位，有別於其他須呈報經營分類所承受的風險及回報。

本集團之呈報及經營分類如下：

• 貿易分類於中國從事商品貿易；

• 借貸及保理分類於香港從事提供貸款融資及於中國提供貸款及保理融資；

• 融資租賃分類於中國從事融資租賃及售後回租賃；及

• 金融服務分類於香港從事提供買賣證券經紀、配售、包銷、保證金融資及資產管理服務。

經營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溢利╱虧損指各分類在並無分配屬非經
常性質且與本集團之經營表現無關之收入或開支（包括中央行政費用、董事酬金、投資物業公
允值變動收益╱虧損、其他金融資產公允值變動收益╱虧損、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變動收益
╱虧損、出售持作買賣投資收益╱虧損、收購聯營公司權益時之議價收購收益、分佔聯營公司
業績、融資成本、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非貿易性質）減值虧損、匯兌收益╱虧損、租金收入、分
租租賃利息收入及現金及銀行結存利息收入）之情況下，所賺取之溢利或錄得之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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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監察分類表現及於分類間分配資源而言，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類（投資物業、分租投資
淨額、聯營公司權益、其他金融資產、遞延稅項資產、應收聯營公司款項、應收稅款、持作買賣
投資、現金及銀行結存及其他行政資產除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類（應付保留代價、遞
延稅項負債、應付一名董事款項、應付稅項及其他行政負債除外）。

(a) 分類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及業績 貿易 借貸及保理 融資租賃 金融服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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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益 119,972 8,408 1,109 8,870 138,359

分類業績 (1,573) 5,081 (3,605) (15,331) (15,428)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 – (4,700) (4,700)
商譽減值虧損 – – – (3,995) (3,995)

(1,573) 5,081 (3,605) (24,026) (24,123)

企業開支 (8,544)

經營虧損 (32,667)

企業收入 1,704

其他金融資產公允值變動收益 9,650

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變動虧損 (770)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收益 9,651

聯營公司分佔業績 (3,297)

融資成本 (984)

除稅前虧損 (16,713)

稅項 1,061

本期間虧損 (1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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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益及業績 貿易 借貸及保理 融資租賃 金融服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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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益 68,939 8,171 3,500 9,889 90,499

分類業績 (7,791) (3,035) (4,195) (6,076) (21,097)

商譽減值虧損 – – – (58,000) (58,000)

(7,791) (3,035) (4,195) (64,076) (79,097)

企業開支 (9,683)

經營虧損 (88,780)

企業收入 1,653

其他金融資產公允值變動收益 54,579

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變動虧損 (2,668)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收益 5,919

於收購聯營公司權益時之議價收購收益 12,636

聯營公司分佔業績 (1,724)

融資成本 (1,015)

除稅前虧損 (19,400)

稅項 1,472

本期間虧損 (1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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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類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貿易 借貸及保理 融資租賃 金融服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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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設備及器材 1,018 1,082 31,381 4,337 37,818
使用權資產 – – – 14,158 14,158
無形資產 – – – 16,800 16,800
商譽 – – 1,000 – 1,0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 – – 230 230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 – 2,513 – 2,513
應收貸款及利息 – 55,000 – – 55,000

1,018 56,082 34,894 35,525 127,519

流動資產 252,247 101,727 49,395 80,967 484,336

253,265 157,809 84,289 116,492 611,855

未分配：
分租投資淨額 4,592
聯營公司權益 16,709
現金及銀行結存 145,789
其他 153,475

財務狀況表資產總值 932,420

分類負債 3,745 588 8,605 37,641 50,579

未分配：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198
其他 43,391

財務狀況表負債總值 95,168

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開支 – – 14 8 22
未分配資本開支 –

22

折舊
－使用權資產 – – – 2,832 2,832
－物業、設備及器材 249 236 661 1,450 2,596
未分配折舊 1,435

6,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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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貿易 借貸及保理 融資租賃 金融服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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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設備及器材 932 1,650 35,550 7,512 45,644
使用權資產 – – – 4,195 4,195
無形資產 – – – 21,500 21,500
商譽 – – 1,000 17,695 18,695
其他非流動資產 – – – 230 230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 – 16,531 – 16,531

932 1,650 53,081 51,132 106,795

流動資產 222,899 139,938 62,738 97,829 523,404

223,831 141,588 115,819 148,961 630,199

未分配：
聯營公司權益 23,887
現金及銀行結存 237,514
其他 134,494

財務狀況表資產總值 1,026,094

分類負債 3,925 668 12,219 33,481 50,293

未分配：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262
其他 57,479

財務狀況表負債總值 109,034

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開支 – – 4 275 279
未分配資本開支 10

289

折舊
－使用權資產 – – – 4,195 4,195
－物業、設備及器材 193 242 749 1,698 2,882
未分配折舊 1,903

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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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927 991

分租租賃利息收入 123 –

租金收入 644 661

政府補助（附註） 728 –

其他 490 396

2,912 2,048

附註： 政府補助主要為本集團收到相關政府機構有關但不限於，舒緩2019冠狀病毒大流行對
企業壓力之政府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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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存貨銷售成本 117,404 67,657

薪金、工資（包含於行政費用內）：
董事酬金（包括界定供款退休福利計劃之供款） 2,826 2,826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不包括董事酬金） 7,503 9,506

界定供款退休福利計劃之供款（不包括董事） 494 554

10,823 12,886

核數師酬金 239 198

物業、設備及器材折舊 2,681 3,025

使用權資產折舊 4,182 5,955

短期租賃租金開支 354 173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減值虧損 2,598 3,786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1,979 6,807

保證金客戶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7,611 1,839

應收保理款項減值（回撥）╱虧損 (218) 88

應收貸款及利息減值虧損 2,308 10,133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578 202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4,700 –

商譽減值虧損 3,995 58,000

其他金融資產公允值變動收益 (9,650) (54,579)

持作買賣投資公允值變動虧損 770 2,668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收益 (9,651) (5,919)

於收購聯營公司權益時之議價收購收益 – (12,636)

聯營公司分佔業績 3,297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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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付債券利息 – 53

租賃負債利息 659 225

應付保留代價利息 325 737

984 1,015

8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 3

－中國企業所得稅 1,223 1,518

1,223 1,521

遞延稅 (2,284) (2,993)

(1,061) (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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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集團合資格實體首2,000,000港元之估計應課稅溢利
以8.25%之稅率計算，而超過2,000,000港元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之稅率計算。不符合利得
稅兩級制之集團實體所得溢利將按統一稅率16.5%課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已根據本集團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實體的估計應課稅盈利按照中國相關規
定項下的適用稅率作出，並已計及可以獲得的退稅及減免等稅收優惠。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
一般為25%。本集團在中國一家附屬公司在滿足若干要求後可適用5%的優惠稅率。

已分派╱未分派溢利之預扣稅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開始，除非根據稅務條約予以減少，中國稅法規定中國附屬公司因產
生盈利而向其中國境外直接控股公司分派股息須繳納10%預扣稅。

由於本集團能夠控制暫時性差異撥回的時間，而且該暫時性差異很可能於可見未來不會動
用，因此關於中國附屬公司分派保留溢利所引申的暫時性差異之相關遞延稅項並沒有於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中計提。

9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10 每股虧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東應佔虧損 (15,632) (17,249)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120,600 4,120,600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0.38)港仙 (0.42)港仙

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概無具有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
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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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即期部分 58,667 69,545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非即期部分 2,526 7,905

61,193 77,450

減︰減值虧損 (11,479) (10,105)

49,714 67,345

最低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最低應收融資租賃款項現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48,115 61,408 47,201 59,518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2,591 8,250 2,513 7,827

50,706 69,658 49,714 67,345

減：未實現融資收入 (992) (2,313) 不適用 不適用

最低應收融資租賃款項現值 49,714 67,345 49,714 67,345

減：應收融資租賃款項即期部分 (47,201) (59,518)

應收融資租賃款項非即期部分 2,513 7,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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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融資租賃款項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報告期初 10,105 6,998

減值撥備 2,598 2,765

滙兌換算差異 (1,224) 342

於報告期末 11,479 10,105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融資租賃款項所抵押之租賃資產
主要為機器及設備。應收融資租賃款項賬面值以人民幣列值。

各融資租賃合同到期日一般不超過3年。於整個租賃期內，租賃利率以合同日期所釐定者為
準。實際年利率約為10%至15%（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0%至15%）。於各報告期末，已承
受最大信貸風險乃應收融資款項之賬面值。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融資租賃項下已出租資產之未擔
保剩餘價值。本集團採用簡化方法，對應收融資租賃款項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計提
使用年期預期信貸虧損。管理層對所有應收融資租賃款項個別評估預期虧損，而應收融資租
賃款項的信貸質素乃參考有關對手方違約率的過往資料及抵押品（如有）的公允值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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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從事證券經紀業務產生之應收賬款：
－向保證金客戶貸款 61,592 67,411

－結算所 16,441 327

78,033 67,738

減：減值虧損 (28,697) (21,086)

49,336 46,652

貿易業務產生之應收賬款 286,835 283,002

減：減值虧損 (38,405) (40,863)

248,430 242,139

應收賬款總額 297,766 288,791

證券經紀產生的應收賬款
就證券經紀產生之應收賬款而言，本集團尋求繼續嚴格控制其未收回應收賬款，並設有程序
及政策以評估其客戶之信貸質素及釐定每名客戶的信貸限額。接受客戶及釐定信貸限額均由
指定批核人員根據客戶的信貸質素批核。

於證券經紀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應收現金客戶及結算所賬款的一般結算期為交易日後兩個
交易日。

向保證金客戶貸款乃以相關抵押證券作抵押，須應要求償還，並按商業利率附息。於二零二二
年九月三十日，就向保證金客戶貸款抵押作抵押品之證券之總市值約為187,367,000港元（二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55,114,000港元）。證券被賦予特定之保證金比率以計算其保證金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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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業務產生的應收賬款
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之信貸期一般為60至120天（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60至120天）。

於各報告期末，已承受最大信貸風險乃應收賬款之賬面值。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抵押品作為
擔保。

應收賬款之賬面值以下列貨幣列值：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49,336 46,652

人民幣 248,430 242,139

297,766 288,791

鑒於來自證券經紀之應收現金客戶賬款及向保證金客戶貸款之性質，董事認為賬齡分析並無
意義，故並無披露有關應收現金客戶賬款及向保證金客戶貸款之賬齡分析。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或確認收益日期，倘更早）之貿易業務產生之應收賬款已扣除減值撥
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3,100 6,831

31至60日 10,797 5,921

61至90日 563 25,263

91至180日 107,074 25,482

180日以上 126,896 178,642

248,430 24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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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採用簡化方法，對所有應收賬款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計提使用年期預期信
貸虧損。管理層個別評估各應收賬款的預計虧損。

此等個別已減值應收賬款乃基於其客戶的信貸紀錄，例如財務困境或付款違約，及現行市場
情況作確認並按毋需花費過多成本或精力可取得的前瞻性資料調整。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報告期初 61,949 49,155

減值撥備 9,590 11,275

匯兌換算差異 (4,437) 1,519

於報告期末 67,102  61,949

13 應收保理款項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保理款項 39,820 52,152

應收利息 1,877 895

41,697 53,047

減：減值虧損 (1,195) (1,564)

40,502 5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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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保理款項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報告期初 1,564 531

減值（回撥）╱撥備 (218) 993

匯兌換算差異 (151) 40

於報告期末 1,195 1,564

應收保理款項及利息之賬面值以人民幣列值。

14 應收貸款及利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貸款 124,213 105,167

應收利息 21,792 20,385

應收貸款及利息 146,005 125,552

減：減值虧損 (29,804) (29,424)

116,201 96,128

應收貸款及利息即期部份 61,201 77,678

應收貸款及利息非即期部份 55,000 18,450

116,201 96,128

分析如下：
一年內 61,201 77,678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55,000 18,450

116,201 9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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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貸款及利息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報告期初 29,424 14,760

撇銷 – (2,325)

減值撥備 2,308 16,403

匯兌換算差異 (1,928) 586

於報告期末 29,804 29,424

應收貸款及利息之賬面值以下列貨幣列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元 35,222 35,501

人民幣 80,979 60,627

116,201 96,128

應收貸款以約8%至18%（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8%至18%）計息，並於與本集團客戶議
定的固定期限內償還。各貸款合同到期日一般不超過3年，並為無抵押，當中若干貸款的履行
由個人擔保所保障。於各報告日期所面臨的最大信貸風險為應收貸款及利息的賬面值。

本集團已採用一般方法，對應收貸款及利息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計提預期信貸虧損
之撥備，當中允許就此等應收貸款及利息採用12個月預期信貸虧損撥備，除非自初始確認後
信貸風險有顯著增加，本集團才去確認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管理層對所有應收貸款及利息個
別評估預期虧損，而應收貸款及利息的信貸質素乃參考有關對手方違約率的過往資料及客戶
作出的信貸增強措施（如有）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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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賬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從事證券經紀業務產生之應付賬款：
－應付現金客戶賬款 5,305 7,120

－應付保證金客戶賬款 16,843 25,185

－結算所 – 2,610

應付賬款總額 22,148 34,915

應付賬款之賬面值以港元列值。

鑒於來自證券經紀之應付賬款性質，本公司董事認為賬齡分析並無意義，故並無披露賬齡分
析。應付結算所賬款的一般結算期為交易日後兩個交易日。

16 承擔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報告期末，短期租賃的租賃承擔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不遲於1年 26 26

概無租賃包含或然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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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錄得收入約138,400,000港元及毛利
約20,900,000港元，比較於上一年度同期則分別錄得約90,500,000港元及22,800,000港
元。本期間虧損約15,700,000港元，與上年度同期比較則錄得虧損約17,900,000港元。
本期間虧損減少主要乃由於以下各項所致：

i. 應收款減值虧損下降約8,000,000港元；

ii.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收益╱公允值變動增加約5,600,000港元；

iii. 無形資產及商譽減值虧損減少約49,300,000港元，但被其他金融資產公允值（代
表溢利保證的公允值）變動收益減少約44,900,000港元抵消，詳情請參閱以下
「業務回顧及展望」中的「金融服務業務」；

iv. 聯營公司分佔虧損增加約1,600,000港元；及

v. 去年同期確認有關收購一家聯營公司權益及追加權益產生的議價收購收益約
12,6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額分別約為932,400,000港
元（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018,700,000港元）及837,3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924,300,000港元）。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減少主要由本期間於其他全面
虧損確認由於人民幣對港元貶值的匯兌虧損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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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貿易業務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食品及電子產品貿易。本集團貿易業務於本期間錄得約
120,000,000港元收入及虧損約1,60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分別錄得收入約68,900,000

港元及虧損約7,800,000港元。本期間錄得之虧損減少主要由於收入增加導致產生的
毛利增加，以及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減少所致。

本期間從食品貿易錄得收入約53,400,000港元，上年度同期則錄得約22,600,000港
元。此外，本集團本期間亦從電子零件貿易（主要用作生產中國本地消費之電子設
備）錄得收入約66,600,000港元，上年度同期則錄得約46,300,000港元。貿易業務本期
間錄得約2,600,000港元毛利，而去年則錄得約1,300,000港元毛利。

在去年同期，受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的持續影響以及中國經濟出現下行跡象，高
價食品之需要受到影響，本集團管理層因此採取更審慎的業務策略以減低本集團業
務風險。管理層注意到海鮮貿易業務的若干客戶，付款速度較慢。其中一名客戶甚
至拖欠還款，本集團已提起法律訴訟以追討欠款。因此，管理層於去年同期保守地
暫停與該等客戶的進一步業務。但是，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自爆發以來已經超過
2年，人們已經開始習慣在疫情下生活，而抗疫措施也逐漸開始優化及放寬。供應鏈
擾亂慢慢開始改善，由於中國政府出台以本土市場為重點的經濟雙循環措施，管理
層亦在尋找貿易業務新的潛在客戶。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二零二二年上半年
內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個人消費都出現上升。以上各項都引發本期間內貿易業務收入
增加。本集團對貿易業務前景審慎樂觀，亦會對疫情發展保持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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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及保理業務
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向具規模企業及富裕個人包括管理人員、商人及專業人士提
供企業及個人貸款。客戶招攬一般包括(i)主管各貸款業務的附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
理人員與客戶聯繫；(ii)客戶直接聯絡；及(iii)現有客戶轉介。

貸款組合包括該等初始貸款年期一般為1至3年，未收回金額為約港幣5,000,000至港
幣30,000,000的貸款，主要滿足客戶之發展和擴展其業務，以及其企業及個人需要。
本集團亦有於中國從事針對應收賬款的保理業務，初始年期一般為不超過6個月，規
模一般為約人民幣10,000,000至人民幣20,000,000。本集團客戶之融資目的主要是用
於其經營需要。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之未償還貸款組合金額約為
146,000,000港元及應收保理款項約41,700,000港元。本集團本期間錄得累計利息收
入合計約8,400,000港元及溢利約5,100,000港元，而上年度同期分別約為8,200,000港
元及虧損約3,000,000港元。由虧轉盈主要是由於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影響比
較嚴重的客戶，去年同期已經就預期信貸損失計提減值撥備，因此本期間應收貸款
及利息減值虧損下降。

抵押物及擔保人按每個客戶的個別情況，整體考慮其背景、還款能力及信譽，在有
需要時獲取。雖然本集團目標是根據行業慣例及符合相關法規（如適用）就批出的貸
款取得抵押物，本集團亦會考慮批出無抵押貸款以平衡本集團貸款組合。但本集團
仍會於審批前保持審慎態度以評估無抵押貸款的信貸質量，包括但不限於審閱及檢
查資產權屬、資產組合、槓桿水平及流動性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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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年初開始，中國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持續下降，銀行新增貸款金額持續
上升。由於中國政府最近正在採取政策放寬措施包括穩定經濟政策，本集團會繼續
謹慎調整其貸款組合以捕捉市場機會，在可接受及可控制的風險水平下為本公司股
東創造收入。本集團會密切監察客戶的信貸狀況及有需要時制定適合的策略收回未
償還金額。

融資租賃業務
本集團於中國從事融資租賃業務，主要提供機器╱設備融資租賃，年期一般介乎1至
3年，規模一般介乎人民幣5,000,000元至人民幣30,000,000元。本集團同時向客戶提
供直接租賃及售後回租賃服務，本集團客戶之融資目的主要是用於發展和擴展其業
務。

融資租賃業務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有未償還金額約為61,200,000港元之組合。
融資租賃組合於本期間為本集團帶來收入約1,100,000港元及虧損約3,600,000港元，
上年度同期則分別收入約3,500,000港元及虧損4,200,000港元。由於管理層認為，在
現時波動的經濟環境中，重資產客戶將面對更大業務風險，因此在開展新業務時倍
加謹慎，於本期間內並無批出融資租賃貸款，導致利息收入減少。誠如以前所述，若
干受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導致的經濟下行以及連帶的供應鍊擾亂影響特別嚴重
的客戶，未能按期還款。本集團已採取必須的法律行動以查封及保障已抵押資產，
但亦作出約2,600,000港元的應收融資租賃款項進一步減值虧損，導致本期間錄得虧
損。以往年度╱期間已經就預期信貸損失計提減值撥備，因此本期間應收融資租賃
款項減值虧損下降。本集團會密切留意客戶的信貸情況及制定合適計劃以收回未收
回的租賃應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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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收購金融服務業務（「收購」），其主要於香港從事提供買
賣證券經紀、配售、包銷、保證金融資及資產管理服務。

收購後市場氣氛基本正面以及市況暢旺，而香港股票市場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達到
最高點。然後隨著利空消息包括中國政策改革、美國超高通漲、俄烏戰爭爆發等，股
市受到拖累。市場氣氛轉差，投資者信心被削弱。香港股票市場已經持續向下，跌至
本期間新低點。管理層預期市場氣候未必在短期內好轉，市況仍將持續非常波動及
動盪。

金融服務業務於本期間為本集團帶來收入約8,900,000港元及錄得虧損約15,300,000

港元，上年度同期則分別約9,900,000港元及6,100,000港元。本期間金融服務業務錄
得虧損增加，主要是由於保證金客戶應收賬款減值虧損以及尋找債券配售客戶成本
增加。

考慮到股票市場表現不佳，為力求增加本集團在資本市場之參與業務規模，管理層
積極探討發展債券融資市場的可能性以增加收入來源。但由於經濟狀況不穩定，債
市表現亦不佳，不少企業推遲其計劃。

於本公司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期間，根據可獲得的最新財務信息以及上述惡化
中的市況，本集團重新評估其狀況時採取了更加審慎的策略，並參考了截至本公佈
日期的實際業績，以及金融服務業務的前景。因此，本集團為評估金融服務業務的
可收回金額而編製的利潤及現金流量預測已包含最新信息，以最佳估計無形資產及
商譽減值（如有），及由該業務單位的賣方提供的利潤保證所產生的相應其他金融資
產公允值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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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該業務單位的資產減值評估，本集團注意到該業務單位之賬面值超出其可收回
金額，因此本期間錄得無形資產及商譽減值虧損分別約4,700,000港元及4,000,000港
元。本集團亦有再評估溢利保證的公允值。由於該業務單位實際利潤及預期利潤不
達標利潤保證，本期間確認其他金融資產的公允值收益約9,700,000港元。減值和其
他金融資產公允值變動合計的影響淨值對本公司合併淨資產或本期間經營業績並
不顯著，因其變動相互補償。

有關收購賣方提供的溢利保證，經由本集團應付賣方的款項包括相關應付保留代價
所部份抵消，於本公佈期末賣方應支付予本集團一筆淨額約13,100,000港元的款項。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積極與賣方就付款溝通，但未收到切實計劃。本集團已指示律師
向賣方發出傳訊令狀，以啟動法律程序以收回未收款項。有關溢利保證更新情況，
本公司將適時作出公告。

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
2019冠狀病毒病大流行反彈對全球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及帶來不確定性，本集團將
以審慎及平衡風險管理的方法定期審查和調整其業務策略，以應對當前的經濟形
勢。除上文所披露外，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不知悉因2019冠狀病毒病爆發對綜合財
務報表造成的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展望將來，本集團將積極識別及開拓其他的投資及業務機會，以擴大其資產及收益
基礎。本集團將審慎地尋找投資機會，從而使本集團的長期業績有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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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負債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資源應付營運資金需求。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結存約145,800,000港元（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17,000,000港元）及總借貸約27,0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約14,400,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按
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為3.22%（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56%）及流動比
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的比率）為9.62（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1.83）。

負債比率上升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內簽訂新租賃合同，導致租賃負債增加。
流動比率下降主要是由於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產貶值，以及應付保留代價於本期間內
由非流動負債重分類為流動負債。

外匯風險
本集團營運主要以港元（「港元」）、人民幣（「人民幣」）及美元（「美元」）進行，而其收
益、開支、資產、負債及借貸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列值。

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外匯風險之工具。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匯率變化，並會採取
適當行動以降低匯兌風險。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120,600,000。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之股本概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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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本集團資產。

重大收購及出售資產
除購買及出售持作買賣之證券外，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資產。

所持證券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市值約為10,200,000港元之持作買賣投資之
香港證券（「證券投資」）。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就該等
證券投資錄得已變現收益約9,700,000港元。該等證券投資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之其他詳情載列如下：

公司名稱 股份代號 主要業務
所持股份

數目
持股

百分比 收購成本

於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之公允值

佔集團於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之資產淨值

百分比

本期間
公允值

變動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 裕勤控股有限公司 2110 提供海事海事建築工程、 
其他土木工程及 
船隻租賃服務

110,000,000 4.95% 11,000 10,230 1.22% (770)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之承擔詳情載於本公告附註16。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了51名僱員。本集團繼續向僱員提供合適及
定期培訓，以維持及加強工作團隊之實力。本集團主要根據行業慣例及個人表現與
經驗向董事及僱員發放薪酬。除一般薪酬之外，亦會根據本集團表現以及個人表現
而給予合資格員工酌情花紅及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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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合約權益
除載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所披露之關聯人士交易外，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或截至該日止之任何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
無訂立任何與本公司之業務有關而董事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之重要合約。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良好的企業管治，以提高股東價值。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完全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所有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就董事所知悉，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於回顧期間內及直至本公佈日期，董事於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
構成競爭之業務（除本集團業務外）中擁有根據上市規則第8.10條須予披露的權益如
下：

董事 公司名稱 業務性質 權益性質

陳志遠先生 仁德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仁德資源」）及其附屬公司
借貸及金融服務 

業務
仁德資源之主席兼執行董事

由於董事會獨立於上述公司之董事會，故本集團有能力獨立於此等公司的業務，並
按公平基準經營其業務。

除上文所披露外，概無董事於本期間內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
成競爭之任何業務（除本集團業務外）中擁有任何權益。



38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作為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
守守則。

對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季志雄先生（主席），余伯仁先
生及萬國樑先生。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
並討論了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刊發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 集 團 之 本 期 間 業 績 公 佈 分 別 刊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網 站 

(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chaoshang.hk)。本公司之二零二二
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同時上載於上述網站。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感謝所有股東、僱員、客戶及供應商一直以來之支持。

承董事會命
香港潮商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鄭菊花女士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鄭菊花女士及陳志遠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萬國樑先
生、余伯仁先生及季志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