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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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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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STRATEGIC HOLDINGS LIMITED
中策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5）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

中策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
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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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3 258,750 325,476

貿易收入 188,301 222,394
股息收入 – 271
利息收入 67,831 99,493
佣金、手續費收入及其他 2,618 3,318

採購及相關開支 (188,070) (222,142)
其他收入 5 997 2,420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6 243 (823)
員工成本 (14,708) (15,419)
其他開支 (16,792) (35,867)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淨虧損 7 (3,933) (152,895)

出售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之虧損 – (1,018)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下之減值虧損撥備， 
扣除撥回 10 (96,114) (50,806)
融資成本 8 (12,955) (7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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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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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虧損 (72,582) (224,348)

所得稅（開支）抵免 9 (31,768) 27,72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10 (104,350) (196,625)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可能隨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 

工具之公允值變動淨額之遞延稅項 – 12,362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之公允值淨虧損 (38,856) (60,376)

計入損益之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 

列賬之債務工具之減值虧損撥備 10 17,133 15,562

出售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時撥回 – 1,018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21,723) (31,4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126,073) (228,05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12 (0.51)港仙 (0.9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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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775 14,745
使用權資產 13,199 19,095
商譽 4,000 4,000
會所債券 1,928 1,928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債務工具 13 25,104 63,960
應收貸款 14 17,907 –
遞延稅項資產 972 29,856

非流動資產總額 74,885 133,584

流動資產
應收貸款 14 1,184,541 1,234,675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 15 145,211 234,712
可收回所得稅 2,163 570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16 22,399 26,632
已抵押銀行存款 3,096 3,096
銀行結餘及現金 898,661 1,526,693

流動資產總額 2,256,071 3,026,37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17 23,788 26,539
應繳所得稅 7,042 9,973
應付票據 18 – 692,107
租賃負債 7,431 9,371

流動負債總額 38,261 737,990

流動資產淨值 2,217,810 2,288,388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292,695 2,42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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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3,800 7,892

資產淨值 2,288,895 2,414,08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216,110 3,216,110

儲備 (927,215) (802,030)

權益總額 2,288,895 2,41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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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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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作為比較資料之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
並不構成本公司該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資料來自該等財務報表。有關該等法
定財務報表之進一步資料載列如下：

本公司已按香港法例第622章《香港公司條例》（「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之
規定將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送呈公司註冊處處長。

本公司核數師已對該等財務報表出具報告。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於
其報告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情況下，提請注意任何引述之強調事項；亦並無載有根據香港公
司條例第406(2)、407(2)或(3)條作出之陳述。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報，港元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另有註明者外，所
有款項已捨入至最接近之千位數（千港元）。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允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式與編
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列者一致。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就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而言，有關修訂本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
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之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 

租金優惠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本 有償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年度 

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並無對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本集團財務狀況
及表現及╱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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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焦炭產品貿易 188,301 222,394

放債業務之安排費收入 200 225

證券經紀業務佣金及手續費收入 2,418 3,093

客戶合約收入 190,919 225,712

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利息收入 3,562 3,016

放債業務利息收入 64,269 75,499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股息收入 – 271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透過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利息收入 – 20,978

258,750 325,476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除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範圍外的股息收入及利息收入外，收入乃於某個時間點確認。

4. 分類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經營分類劃分之分析資料，乃根據呈報予主要營運決策人員以
作出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之資料而作出。本集團亦根據此作出分類之基準安排及組成。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經營分類如下：

(i)  投資證券
(ii)  焦炭產品貿易（「貿易」）
(iii)  放債
(iv)  證券經紀



7

分類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收入及業績按經營分類劃分之分析：

投資證券 貿易 放債 證券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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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來源 – 188,301 64,469 5,980 258,750

業績
分類業績 (21,280) 626 (19,023) 4,449 (35,228)

其他收入 315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223
中央行政開支 (24,937)
融資成本 (12,955)

除稅前虧損 (72,582)
所得稅開支 (31,768)

本期間虧損 (104,350)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收入
對外銷售╱來源 21,249 222,394 75,724 6,109 325,476

業績
分類業績 (148,094) 244 36,628 4,139 (107,083)

其他收入 1,511

中央行政開支 (45,502)

融資成本 (73,274)

除稅前虧損 (224,348)

所得稅抵免 27,723

本期間虧損 (196,625)

分類（虧損）溢利為各分類在未分配若干其他收入、若干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中央行政
開支、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抵免所產生之虧損╱賺取之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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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產及負債

下列為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按經營分類劃分之分析：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資產
投資證券 56,606 103,098

貿易 216,098 1,389

放債 1,378,663 1,439,280

證券經紀 289,159 486,245

分類資產總額 1,940,526 2,030,0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775 14,745

使用權資產 13,199 19,095

銀行結餘及現金 360,560 1,089,566

其他未分配資產 4,896 6,544

綜合資產 2,330,956 3,159,962

分類負債
投資證券 4,715 4,875

貿易 4,578 114

放債 1,092 1,315

證券經紀 17,485 21,209

分類負債總額 27,870 27,513

應付其他款項 2,960 8,999

應付票據 – 692,107

租賃負債 11,231 17,263

綜合負債 42,061 745,882

就監察分類表現及將資源分配至各分類而言：

•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類，惟不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若干銀行結
餘及現金以及若干其他資產；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類，惟不包括若干應付其他款項、應付票據及租賃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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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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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 1,432

政府補貼（附註） 308 –

其他 23 988

997 2,420

附註：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就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補貼確認政府補貼308,000港元（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其與香港政府所提供之保就業計劃有關。

6.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9 –

終止租賃之收益 213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1 (823)

  

243 (823)

7.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淨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 

未變現淨虧損 3,933 15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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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墊付具全面追索權之已貼現應收匯票之利息 38 28

貸款利息 – 12,167

應付票據利息（附註18） 12,726 60,713

租賃負債之利息 191 366

12,955 73,274

9.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支出）抵免包括：   

即期稅項 (2,884) (3,798)

遞延稅項 (28,884) 31,521

於損益內確認之所得稅（開支）抵免 (31,768) 27,723

於本中期期間之香港利得稅為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16.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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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期間虧損

本期間虧損乃經扣除以下項目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之減值虧損撥備 17,133 15,562

應收貸款之減值虧損撥備 78,981 35,244

減值虧損總額 96,114 50,80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481 1,685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3,728 4,646

11.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概無已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本公司董事決定於本中期期間將不派付任何股息。

12.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104,350 196,62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20,385,254 20,385,254

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存在具攤薄潛力之已發行普通股，
故並無呈列兩個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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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上市投資，按公允值：   

－於海外（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海外）上市之債務證券，固定年利率為 

9.50%（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50%）及到期日為二零二四年 

三月二十九日（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25,104 63,960

分析如下：
非即期部份 25,104 63,960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以公允值列賬，並
根據所報之市場收市價釐定。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作出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減值撥備
17,133,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56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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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收貸款

於 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定息貸款 1,555,135 1,491,216

減：減值撥備 (352,687) (256,541)

1,202,448 1,234,675

分析如下：
即期部份 1,184,541 1,234,675

非即期部份 17,907 –

1,202,448 1,234,675

分析如下：
有抵押 1,192,201 1,223,824

無抵押 10,247 10,851

1,202,448 1,234,675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收履約貸款之年利率及到期日分別介乎8.5%至13%（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5%至13%）及由二零二二年九月四日至二零二三年九月八日（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二年三月四日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本集團應收定息貸款按其各合約到期日之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定息貸款：   

一年內或按要求 1,184,541 1,234,675

一年以上但兩年內 17,907 –

1,202,448 1,234,675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作出應收貸款之減值撥備78,981,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35,24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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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

於 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證券經紀業務之應收交易款項：   

－現金客戶（附註（i）） 3,972 4,169

－保證金客戶（附註（i）） 122,880 119,633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附註(i)） – 86,822

126,852 210,624

貿易業務之應收交易款項 2,548 –

應收其他款項（附註（ii）） 15,811 24,088

145,211 234,712

附註：

(i)  就證券經紀業務而言，現金客戶及香港結算之應收交易款項之一般結算期為交易日期
後兩天。於報告期末，現金及保證金客戶及香港結算之應收交易款項賬面值
126,85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0,624,000港元）並未逾期。

保證金客戶須向本集團抵押證券作為抵押品以取得證券買賣之信貸融資。授予彼等各
自之信貸融資金額按抵押予本集團之證券之市值折讓釐定。借款比率之任何超額部分
將觸發追加保證金要求，而相關客戶須補足差額。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就保證
金客戶應收款項而言，客戶向本集團提供作為抵押品所抵押之證券市值為數
1,155,17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01,969,000港元）。

(ii)  應收其他款項中92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61,000港元）為存於證
券經紀之不受限制存款。應收其他款項之餘額主要為應收利息、預付款項及作辦公室
用途之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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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於 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上市投資，按公允值：   

－於香港上市股本證券（附註(i)） 22,399 26,332

非上市投資，按公允值：
－ 非上市股本證券（附註(ii)） – 300

22,399 26,632

分析如下：
即期部份 22,399 26,632

附註：

(i) 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允值根據香港聯交所所報之市場收市價釐定。

(ii) 公允值乃參照非上市股本之資產淨值釐定，主要包括銀行結餘。

17. 應付貿易及其他款項

於 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證券經紀業務之應付交易款項：   

－現金客戶（附註） 15,555 20,059

－保證金客戶（附註） 548 581

－香港結算（附註） 831 –

16,934 20,640

貿易業務之應付交易款項 4,524 –

應計費用及應付其他款項 2,330 4,715

應付利息 – 1,184

23,788 26,539

附註： 就證券經紀業務而言，現金及保證金客戶及香港結算之應付交易款項之一般結算
期為交易日期後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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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應付票據

本期間無抵押應付票據之變動如下：

於 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年初 692,107 1,648,877

贖回票據 (700,000) (1,000,000)

有效利息支出（附註8） 12,726 93,447

已付利息 (3,945) (40,136)

非重大修改之收益 (16,408) (24,278)

提早贖回虧損 15,520 14,197

於期╱年末 – 692,107

分析如下：
即期部份 – 692,107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向一家由一名本公司股東控制之公
司發行一系列無抵押票據。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本公司發行面值為500,000,000港元之兩年期無抵押港元票據（「二零二
零年七月票據」）。票據之年利率為5.50%，及有效年利率釐定為8.56%。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本公司發行面值為500,000,000港元之一年期無抵押港元票據（「二零二
零年八月票據」）。票據之年利率為3.00%，及有效年利率釐定為6.98%。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本公司發行面值為500,000,000港元之270天無抵押港元票據（「二零二零
年九月票據」）。票據之年利率為2.00%，及有效年利率釐定為6.56%。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本公司發行面值為200,000,000港元之270天無抵押港元票據（「二零二零
年十月票據」）。票據之年利率為2.00%，及有效年利率釐定為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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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四份票據附帶期權讓本公司透過向票據持有人作出不少於15日之通知，按尚未償還本
金額之100%連同於指定贖回日期之未付應計利息贖回全部或部份票據。本公司之提早贖回
權被視為與主合約無緊密關連之嵌入式衍生工具。本公司董事認為提早贖回權之公允值於
彼等各自之初始確認日期及報告期末並不重大。已收代價總額1,700,000,000港元與四份票據
之公允值總額約1,628,553,000港元之差額為數71,447,000港元已於綜合權益變動表之股東注
資儲備確認為股東注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本公司簽訂補充平邊契據，將二零二零年九月票據之到期日延長至二
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經延長票據按年利率2.00%計息，及有效年利率釐定為6.56%。延長
二零二零年九月票據被視為金融負債之非重大修改，而修改收益為數16,409,000港元已於綜
合權益變動表之股東注資儲備確認為股東注資。

於二零二一年七月，本公司簽訂補充平邊契據，將二零二零年十月票據之到期日延長至二
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經延長票據按年利率2.00%計息，及有效年利率釐定為7.48%。延
長二零二零年十月票據被視為金融負債之非重大修改，而修改收益為數7,869,000港元已於
綜合權益變動表之股東注資儲備確認為股東注資。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二零二零年七月票據及二零二零年八月票
據已獲提早贖回。因此，票據之提早贖回虧損為數14,197,000港元已於綜合權益變動表之股
東注資儲備內確認。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本公司簽訂第二份補充平邊契據，將二零二零年九月票據之到期日延
長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日。經延長票據按年利率2.00%計息，及有效年利率釐定為6.56%。
延長二零二零年九月票據被視為金融負債之非重大修改，而修改收益為數16,408,000港元已
於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之股東注資儲備確認為股東注資。

於本中期期間，二零二零年九月票據及二零二零年十月票據已獲提早贖回。因此，票據之
提早贖回虧損為數15,520,000港元已於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之股東注資儲備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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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無）。

業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期間，本集團繼續
主要從事投資證券、焦炭產品貿易、放債及證券經紀業務。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期間，本集團在面對因新冠病毒疫情持續肆虐對宏觀經濟環
境所帶來之不利影響，以及俄烏戰爭、中美政治及經濟緊張局勢加劇，以及美國
及英國等若干主要經濟體加息所帶來之市場不確定性。由於政府對市民之間的社
交距離、業務之營運模式及海外旅客的入境施加限制措施，香港之經濟活動明顯
放緩。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期間繼續於充滿挑戰的營商環境中經營，因此
管理層於管理本集團業務時已採取審慎及嚴謹之態度。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
集團錄得收入減少21%至258,75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325,476,000港
元），主要由於貿易業務之銷售額以及證券投資及放債業務之利息收入減少，而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104,35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96,625,000港
元），主要由於其證券投資錄得整體虧損21,28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48,094,000港元）以及其放債業務錄得整體虧損19,02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溢利36,628,000港元）。

投資證券

本集團所購入之證券一般於香港聯交所上市或於其他擁有高流通性，並可迅速執
行證券交易之認可證券交易所及場外交易市場購入及有時直接向目標公司購入。
於作出投資或撤出投資某一目標公司證券之決定時，一般會參考目標公司所刊發
之最新財務資料、消息及公佈、本公司可取閱之投資分析報告，以及行業或宏觀
經濟新聞。於決定購入證券作長線持有目的時，將特別注重目標公司過往之財務
表現，包括其銷售及溢利增長、財務穩健情況、股息政策、業務前景、行業及宏
觀經濟前景。於決定購入證券作非長線持有目的時，除上述因素外，本公司亦將
參考投資市場在不同板塊當前的市場氣氛。於回報方面，就長線證券投資而言，
本公司主要專注於以資本升值能力及股息╱利息收入計算之投資回報。而就非長
線持有之證券投資方面，本公司則主要專注於以交易收益計算之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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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證券投資包括(i)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
融資產組合，主要包括香港上市股本證券價值為22,39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6,632,000港元）；及(ii)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組合，包括於海外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債務證券價值為25,10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63,960,000港元）。整體而言，本集團之證券投資錄得虧損
21,28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48,094,000港元）及於本期間並無錄得
收入（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21,249,000港元）。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合為
數22,399,000港元乃按市值╱公允值計量。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期間，該組合並無
帶來任何收入（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271,000港元，為股本證券之股息）。本集
團確認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淨虧損3,93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152,895,000港元），即本集團於期末所持有之股本證券之未變現淨虧損。
確認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之淨虧損乃由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期間本
集團所持有之上市股本證券組合之公允值減少，而上一個財政期間錄得淨虧損主
要由於本集團投資於中國恒大新能源汽車集團有限公司之上市股份之公允值減少。

本集團致力於透過不時根據（其中包括）對個別證券前景之內部評估及被投資公司
之公開可得資料對個別證券作出投資及撤資決定，以密切監控其透過損益按公允
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合之財務表現。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於不同類別之公司，該等公司佔本集團透
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金融資產組合市值╱公允值22,399,000港元之比重載列如下：

公司類別

佔本集團透過損益
按公允值列賬之

金融資產組合市值╱
公允值之概約比重

%

物業 92.65
綜合企業 5.81
其他 1.5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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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主要及其他投資佔本集團透過損益按公允值
列賬之金融資產組合市值╱公允值22,399,000港元之比重（連同其他資料）載列如下：

被投資公司名稱及其主要業務#

佔本集團透過
損益按公允值
列賬之金融
資產組合

市值╱公允值
之概約比重

佔本集團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總資產賬面值
之概約比重 持股百分比

*於期內購入
成本╱

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之賬面值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之市值╱
公允值

於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之
已確認未變現

虧損
% % %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A B C = B – A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股份代號：163）
物業投資及發展以及酒店業務 92.65 0.89 0.69 23,537 20,753 (2,784)

其他 7.35 0.07 不適用 2,795 1,646 (1,149)

100.00 0.96 26,332 22,399 (3,933)

# 節錄於被投資公司之已刊發財務資料。

* 有關款項指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購入證券之成本及╱或從上一個財
政年度結轉證券之賬面值，並計入於本中期期間額外購入及╱或出售的證券（如有）。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
組合25,104,000港元乃按市值╱公允值計量。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期間，本集團透
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組合並無帶來任何收入（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20,978,000港元，為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根據債務證券之到期情況，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已分類為非流動資產。於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期間，本集團並無購入任何債務證券（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無）。

於期末，主要由於債務工具之市值╱公允值下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
賬之債務工具組合之公允值淨虧損38,85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60,376,000港元）已確認為其他全面開支。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期間，本集團並無出售任何債務證券（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出售債務證券之已收所得款項為數22,417,000港元，而出售虧損1,018,000港元已由
本集團之投資重估儲備撥回，並確認為虧損）。



21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由於債務工具之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進一步增加，本
集團確認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減值虧損17,133,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5,562,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期間，由於債券發
行人拖欠其債務的利息及本金付款，債務工具（由一家內地的物業公司所發行的
公司債券）因違約而產生的預期虧損顯著增加。由於本集團預期該債券發行人之
財務狀況惡化將最終影響收取其債券之合約現金流，故已於損益確認透過其他全
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減值虧損撥備17,133,000港元，並於其他全面
收益作出相應調整。

本集團已委聘獨立專業估值師根據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模型對所持有
之債務工具進行減值評估。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是違約概率及違約損失率（即發
生違約時的損失程度）的函數，而違約概率及違約損失率乃基於歷史數據及前瞻
性資料評估。預期信貸虧損的估計反映無偏頗及概率加權金額，該金額以發生違
約的相應風險為權重釐定，同時亦參考貨幣的時間價值。於釐定本集團於期內之
債務工具的預期信貸虧損時，管理層與獨立專業估值師緊密合作，並考慮各種因
素，包括信貸評級機構下調債務工具的信貸評級、債券發行人拖欠其債務的利息
及本金付款以及前瞻性資料，包括債券發行人現時經營所在地的未來宏觀經濟狀
况。與上一個財政年度相比，釐定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值列賬之債務工具之
減值虧損所使用之方法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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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一家內地物業公司之債務證券之詳情如下：

公司類別

佔本集團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總資產賬面值
之概約比重

於購入時之
到期孳息率 購入成本

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之賬面值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之市值╱
公允值

於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之
已確認累計
公允值虧損

於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
之已確認

公允值虧損
% %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A B C D = C – A E = C – B

於海外上市之債務證券

物業 1.08 9.50 312,000 63,960 25,104 (286,896) (38,856)

貿易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期間，本集團之貿易業務繼續集中於焦炭產品貿易。該業務
錄得收入減少至188,30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222,394,000港元），並
錄得溢利增加至62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244,000港元）。業務之盈
利能力提升主要由於隨著新冠病毒疫情緩解後全球經濟復甦帶動商品市場的經營
狀況普遍改善。管理層將繼續加大力度探索商機，以進一步改善業務之業績。

放債

本集團之放債業務透過中策信貸有限公司、譽信貸（香港）有限公司及集易有限公
司進行，該等公司皆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並根據放債人條例持有牌照可進
行放債業務。本集團的目標是向有良好信貸記錄的借款人在有足夠抵押品（為香
港的商用及住宅物業為佳）作為擔保之情況下提供貸款。本集團從自身的業務網
絡及其營銷代理取得穩定的貸款交易來源。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該業務錄得收
入減少15%至64,46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75,724,000港元），及業績
逆轉錄得虧損19,02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溢利36,628,000港元）。收
入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期間墊付予借款人之履約貸款之平均金額減少，
而經營業績逆轉主要由於減值虧損撥備增加124%至78,98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35,24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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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根據預期信貸虧損模型對應收貸款進行減值評估。預期信貸虧損之計量
是違約概率、違約損失率（即發生違約時的損失程度）及違約風險敞口（即如果發
生違約，於計入抵押品價值後的損失程度）的函數。違約概率及違約損失率乃基
於歷史數據及前瞻性資料評估，而抵押予本集團作為抵押品之物業及資產乃由本
集團委聘之獨立專業估值師於各報告日期就釐定預期信貸虧損進行估值。根據本
集團之貸款減值政策，於各報告日期更新預期信貸虧損金額以反映應收貸款之信
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的變動。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已確認之減值虧損淨額主
要指根據本集團之貸款減值政策釐定涉及若干違約及非違約貸款之可收回性所涉
及之信貸風險，並已參考各項因素，包括借款人之信貸記錄及財務狀況、逾期結
餘之賬齡、抵押予本集團之抵押品之實現價值及前瞻性資料，包括影響借款人之
未來宏觀經濟狀況（已考慮新冠病毒疫情對香港經濟狀況之負面影響）。

本集團已設立制度密切監控其貸款組合之可收回性，其信貸監控措施包括根據市
場資訊定期檢視抵押品價值及定期與借款人就其財務狀況進行溝通，據此，本集
團將能夠及時了解各個個別借款人相關最新信貸狀況及風險之最新資料，並可儘
早採取適當行動收回貸款。如有需要，本集團將對借款人提出法律訴訟，以收回
逾期貸款及接管已抵押之抵押品。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減值撥備結餘增加
37%或96,146,000港元至352,68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6,541,000

港元），其中91,297,000港元為本中期期間之減值撥備及12,316,000港元為因貸款已
償付及借款人之信貸質素改善而撥回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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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貸款組合之賬面總值為數1,555,13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491,216,000港元），維持於上年末之相若水平，乃因鑑於香港現時之經濟狀況，
管理層於授出新貸款時一直保持審慎態度。於期末，貸款組合之賬面淨值（扣除
減值撥備後）為數1,202,44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34,675,000

港元），組合詳情載列如下：

借款人類別
佔本集團貸款組合
賬面值之概約比重 年利率 到期日

% %

個人 37.29 10.125 – 18.00 一年內
個人 0.35 9.50 一年後但兩年內
公司 61.22 8.50 – 18.00 一年內
公司 1.14 9.00 – 13.00 一年後但兩年內

100.00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貸款組合賬面值之99%（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9% ）（扣除減值撥備後）為有抵押品提供抵押，包括於香港之物業、上市股本證
券及債務證券，而其餘1%（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為無抵押。於期末，
向所有借款人授出之貸款均為於兩年內到期之有期貸款，向最大借款人及五大借
款人授出之貸款分別佔本集團貸款組合之26%（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及63%（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扣除減值撥備）。

本集團已制定明確之信貸政策、指引、監控及程序，涵蓋貸款流程的各方面，包
括(i)資料驗證；(ii)信貸評估；(iii)簽訂貸款文件；(iv)持續貸款監控；及(v)還款、
收回及強制執行。於向潛在客戶授出貸款前，本集團採用信貸評估過程以評估個
別潛在借款人之信貸質素，並界定向借款人授出之信貸額度。信貸評估過程包括
詳細評估借款人之信貸記錄及財務背景，以及用作抵押之抵押品之價值及特性。
作為持續貸款監控過程之一部分，成功授予借款人之貸款信貸額度將由管理層定
期進行信貸檢視。



25

證券經紀

本集團之證券經紀業務乃透過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中策富滙證券有限公司進行，
該公司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牌可從事買賣證券活動（即第1類受規
管活動）。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期間，整體業務收入輕微減少2%至5,980,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6,109,000港元），而其溢利增加7%至4,449,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4,139,000港元）。業務收入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
期間投資氣氛轉弱及香港證券市場成交普遍下跌，其經紀佣金收入減少22%至
2,41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3,093,000港元），以及由於回顧期間墊付
予客戶之保證金貸款平均金額增加，令保證金融資之利息收入增加18%至3,562,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3,016,000港元）之綜合影響。業務溢利增加主要由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期間其行政開支整體減少。

整體業績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104,350,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96,625,000港元）及每股基本虧損0.51港仙（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0.96港仙）。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開支總額126,073,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228,059,000港元），包括債務證券之公允值淨虧損
38,85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60,376,000港元）。本集團錄得虧損業績
主要由於本集團之證券投資及放債業務分別確認虧損21,28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148,094,000港元）及19,02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溢利
36,628,000港元），儘管虧損部份由證券經紀業務之溢利業績4,449,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4,139,000港元）及貿易業務之溢利業績626,000港元（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244,000港元）所抵銷。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主要透過經營業務產生之資金、金融機構提供之信
貸融資以及透過發行計息票據所籌得資金為其業務融資。於期末，本集團持有流
動資產2,256,07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26,378,000港元）及速
動資產（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透過損益按公允值列賬之上市金融資產（不包括
本集團證券經紀業務所持有之客戶資金及已抵押銀行存款））合共907,269,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35,484,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以流動
資產除以流動負債38,26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37,990,000港元）
計算，處於約59.0（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之強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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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應收貿易及其他款項為數145,211,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4,712,000港元），主要包括證券經紀業務之保證金
客戶之應收交易款項122,88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9,633,000港
元）。由於客戶抵押予本集團之已抵押證券之市值為數1,155,173,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01,969,000港元），按個別基準計算遠高於保證金客戶
之應收款項，因此該等應收款項並無作出減值撥備。於期末，本集團有遞延稅項
資產為數97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856,000港元），主要與於
期末之應收貸款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有關。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數2,288,895,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14,080,000港元）及相當於每股本公司股份應佔金額約
11.23港仙（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84港仙）。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減
少125,185,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期內確認虧損所致。

於二零二零年下半年期間，本公司已發行四批票據，包括(i)於二零二零年七月發
行面值為500,000,000港元年利率為5.5%之兩年期無抵押票據（「二零二零年七月票
據」）；(ii)於二零二零年八月發行面值為500,000,000港元年利率為3.0%之一年期無
抵押票據（「二零二零年八月票據」）；(iii)於二零二零年九月發行面值為500,000,000

港元年利率為2.0%之270日無抵押票據（「二零二零年九月票據」）；及(iv)於二零二
零年十月發行面值為200,000,000港元年利率為2.0%之270日無抵押票據（「二零二
零年十月票據」）。全部四批票據賦予本公司權利可透過向票據持有人發出不少於
15天的通知，按尚未償還本金額之100%連同於指定贖回日期之未付應計利息提早
贖回全部或部份票據。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本公司簽訂補充平邊契據，將二零二零年九月票據之到期日
延至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於二零二一年七月，本公司簽訂另一份補充平邊契
據，將二零二零年十月票據之到期日延至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於二零二一
年八月，二零二零年七月票據及二零二零年八月票據已獲提早贖回。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零二零年十月票據已獲提早贖回。於二零二二年三月，本
公司簽訂第二份補充平邊契據，以將二零二零年九月票據之到期日進一步延至二
零二二年十二月十日，有關票據其後已於二零二二年五月提早贖回。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未償還應付計息票據（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692,107,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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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總負債42,06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45,882,000港元）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2,288,89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414,080,000港元）計算）約為2%（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1%）。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減少主要由於期內贖回所有未償還應付票據所致。
本集團之融資成本減少至12,95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73,274,000港
元），主要由於期內應付票據之平均金額減少所致。

憑藉手頭上之速動資產和金融機構授予之信貸融資額度，管理層認為本集團擁有
足夠之財務資源，以應付持續營運所需。

前景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期間，本集團在面對因新冠病毒疫情持續肆虐，以及俄烏戰
爭、中美政治及經濟緊張局勢加劇，以及美國及英國等若干主要經濟體加息所導
致之市場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挑戰。在仍然充滿挑戰的營商環境下，管理層將繼續
以審慎及嚴謹的態度管理本集團的業務，以及涉獵預期可為本集團帶來長遠裨益
之新業務及投資機會。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本集團完成收購一家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牌
可從事就證券提供意見及資產管理活動（即第4類及第9類受規管活動）之資產管理
公司。本公司計劃該公司將從事股權、固定收益及另類投資之基金管理活動，預
期可與本集團之證券經紀業務將產生協同效益。

管理層正在對多項涉及從事金融行業之目標公司之投資機會進行評估，包括一家
於香港從事保險業務之公司，旨在多元化本集團之業務及收入基礎。本公司將於
該等投資機會有進一步重大發展時刊發公佈告知股東。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
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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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財務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經審核，惟
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並由本公司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
審閱」審閱。核數師之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將刊載於寄發予本公司股東的二零
二二年中期報告內。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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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中策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柯清輝博士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一名非執行董事柯清輝博士（主席）；三名執行董事蘇
家樂先生（行政總裁）、周錦華先生及周文威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馬燕芬
女士、周宇俊先生、梁凱鷹先生及林健鋒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