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KARL THOMSON HOLDINGS LIMITED
高信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7）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高信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計算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25,584 16,414

其他收入 1,011 317

呆壞賬撥備回撥 854 4,505

呆壞賬撥備 (30) (369)

無形資產攤銷 (2) (3)

折舊 (368) (831)

財務費用 (57) (16)

其他經營費用 (17,514) (11,547)

僱員成本 (5,374) (5,273)

收購聯營公司之折讓 — 1,305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1,549 3,868

應佔合營公司之業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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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溢利 15,650 8,370

稅項 4 — (19)

期內溢利 15,650 8,351

應佔份額：

母公司股東 15,253 8,255

少數股東權益 397 96

15,650 8,351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5 3.30 港仙 1.79 港仙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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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126 1,064

無形資產 21 23

聯營公司權益 123,400 111,851

合營公司權益 2 —

其他資產 4,647 4,030

合營公司貸款 7,382 —

應收貸款 954 1,015

137,532 117,983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46,081 29,898

應收貸款 1,159 464

其他應收賬款、預付款項及按金 2,040 2,290

已抵押定期存款（一般賬戶） 7,979 7,823

稅項回撥 319 319

銀行結存（信託及獨立賬戶） 46,633 39,375

銀行結存（一般賬戶）及現金 43,683 29,150



— 3 —

147,894 109,31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58,124 45,599

應付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4,740 3,886

62,864 49,485

流動資產淨額 85,030 59,834

資產淨額 222,562 177,81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7,700 46,000

儲備 174,188 131,540

母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21,888 177,540

少數股東權益 674 277

資本總額 222,562 177,817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金融服務，
包括證券買賣、期貨與期權買賣、互惠基金、保險掛漖投資計劃及產品買賣、證券保證金融
資及企業融資顧問服務。

此簡明綜合財政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內適用
之披露資料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會計準則34號」）「中期財
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此簡明綜合財政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財務報表所採納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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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新頒佈之若干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適用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或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住會計期間之業績編製及
呈列均無重大影響。因此，無須就過往會計期間作調整。

近期頒佈之會計準則之潛在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
等準則、修訂或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續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股本披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惡性通脹經濟體系財務
－詮釋第7號 匯報之重列方式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疇3

－詮釋第8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委員會） 附帶內在衍生工具之重新評估4

－詮釋第9號

1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2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3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4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呈報分類資料之主要形式為業務劃分。

本集團按主要業務劃分之收益及分類業績分析如下：

經紀業務 證券保證金融資 其他 綜合
六個月止 六個月止 六個月止 六個月止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23,645 14,246 1,222 1,205 717 963 25,584 16,414

分類溢利（虧損） 3,659 364 1,225 3,109 (485) 66 4,399 3,539

未劃撥開支 (295) (342)
收購聯營公司之折讓 — 1,305
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1,549 3,868
應佔合營公司之業績 (3) —

除稅前溢利 15,650 8,370
稅項 — (19)

期內溢利 15,650 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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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應課稅溢利或
該等應課稅溢利已全數計入承前估計稅項虧損，故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告表就香港利得稅
作撥備。

遞延稅項資產並未於財務報表之估計稅項虧損內入賬，原因為未能預計未來溢利之趨勢。

5. 每股盈利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後盈利之盈利
（期內母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15,253 8,255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463,663 460,000

由於本公司認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於截止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回顧期
內之平均市價，因此在計算該回顧期內之每股攤薄盈利時假設該等認股權未獲行使。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總收益約為25,58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16,414,000港元）。股東應佔純利約為15,25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8,255,000港元），主要由

於活躍的投資市場令核心金融業務取得滿意的表現及聯營公司亞洲聯網科技有限公司（「亞洲

聯網」）提供額外貢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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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概覽

於回顧期內，增長、通脹及滯脹一直為控制股市方向的主要焦點，由於投資者情緒表現緊張，

令股市買賣大幅波動。由年頭至五月間，受惠主要海外股本及商品市場之上升，投資者對全

球經濟的增長表示樂觀，紛紛購入與增長有關的工具，股市急升連續創出新高。尤其是上市

後具有優良表現的新上市大型H股，吸引買賣活動更趨活躍，股價迅速上升超過50%。能源、

資源、地產、金融及保險股成為輪流吸納的主要目標，尤其有強大的中國市場背景者最受歡

迎。基於種種原因，其他範疇仍然未見吸引。運輸業、工業及零售股受高能源價、高物料成

本及租金急升所拖累，持續受壓。囱生指數在五月中創下五年來新高，報17328點，H-指數

亦創新高，報7468點。截至五月底，美國連番加息激發對有關持續石油及商品價格高企，以

及連番加息可能帶來滯脹等通脹問題的憂慮。市場情緒突然轉為看淡，在若干程度上甚至出

現非理性及過敏反應，機構及散戶投資者均作出大量及恐慌性拋售，引發股本及商品市場大

幅下挫。主要地區的股市跌幅達9%至30%。中國政府即將實施的一連串有關固定投資增長及

物業市場降溫的緊縮措施，引發新一輪對硬著陸中國經濟的憂慮。隨後北韓試射導彈及中東

衝突情況惡化，進一步減低情緒並延長調整期。由於囱生指數較少涉及商品的成份，跌勢相

對溫和，從高位約回落12%至低位，並隨後逐步反彈至六月底之16267點（約9%高於二零零五

年底的指數及僅6%低於本年高位）。反之，H-指數則承受大幅之21%調整，惟在持續積看好

中國經濟的樂觀情緒下，仍可大幅反彈至接近6784點，較二零零五年底大幅進升27%，低於

本年高位約9%。於回顧期內，併購活動非常活躍。出售電訊盈科有限公司主要股權及國泰

航空收購港龍是最大型交易的代表作。

整個經紀業在二零零六年上半年均受惠於活躍市場活動。然而，買賣急劇波動，為客戶及東

主增加風險，亦為證券商帶來更大的信貸及投資風險。工業環境的發展並不有利於本地經紀。

聯交所開始為大部分股票實行第二期縮窄價差措施，難免減少資本有限的小型投資者的即日

買賣活動。憑著結算方便，加上良好的信貸評級，各銀行繼續從純經紀行取得市場份額。

香港股市在二零零六年上半年較普遍海外市場表現突出，主要由於中國經濟增長強勁所致。

據報道，中國經濟在二零零六年上半年錄得驚人的增長達10.9%，預測全年會最終超過9%。

這些有利中國的因素仍然持續，並作為香港經濟的推動力。近期國際間衝突仍然受控，逐漸

步入漫長的幕後談判。由於衝突不大可能在短期內解決，因而為投資市場增添不少變數，偶

爾造成短期混亂。隨著情緒變得脆弱及敏感，預期股市在本年度餘下日子在某幅度上波動。

太飄忽的波動或令散戶投資者無所適從，減少入市的意慾。中國的經濟降溫緊縮措施令金融

及保險股可更具吸引。囱指服務有限公司正式開始將指數比重，由全市值基準轉移為自由浮

動基準，任何個別股市之最高比重上限為15%，囱生指數在成分股中並將引入最多五隻H股，

以反映中國大陸公司在香港市場的地位日益重要。此舉動將進一步增強對潛在H股的投資意

慾。資源股將繼續跟隨國際商品市場起舞。然而，要全面恢復投資者對廣泛行業的信心，則

必須公佈有關通脹、美國息口及中國經濟實際步伐更一致及更具說服力的數據。更多優質H

股上市可望重燃投資意欲，刺激更多買賣活動。中國工商銀行於A股及H股市場從事最大型

的集資達1,700億港元，已計劃在十月中進行，預期為股市推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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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業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證券經紀業務及期貨經紀業務的收益與包銷佣金為11,663,000港元（二零

零五年：6,620,000港元），佔總營業收益45.59%。本業務分部利潤為2,394,000港元（二零零五

年：364,000港元）。本業務部門可錄得接近一倍收益增長，主要由於股市活躍所致。在二零

零六年上半年大部分期間，新上市H股及中國相關股份的看漲氣氛持續令交投活躍。由於下

半年氣氛轉趨審慎，本年度餘下日子收益或只能維持平穩。本地市場開始飽和，競爭更為激

烈，本業務部門已致力發展中國市場，並已作出努力，與中國經紀行建立策略關係，為中港

兩地開拓業務。

證券保證金融資

於回顧期內，來自證券保證金貸款組合的利息收入為1,222,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205,000

港元），佔本集團的收益4.78%。本業務分部利潤為1,225,000（二零零五年：3,109,000港元）。

由於客戶的買賣活動增加所帶來的需求，但同時間投資情緒受持續的股市波動及高息所影響

相互抵消，最終取得穩定的收入。本集團一貫維持審慎及靈活的保證金融資政策，以盡量減

低在波動市場環境中的風險水平，從而為股東爭取較高的盈利回報。

財務管理及諮詢服務

於回顧期內，來自財務管理及諮詢服務的收益為11,982,000港元（二零零五年：7,626,000港

元）。雖然市場在首六個月維持反覆，經過悉心推行更進取的市場推廣及重組銷售隊伍後，

業務得以大幅增加。為加強我們的競爭優勢，現正加強本部門的網站及網上平台內容，讓顧

問及客戶更方便及更有效使用。

投資銀行

於回顧期內，來自投資銀行業務的營業收益為660,000港元。雖然香港金融業在回顧期取得大

幅增長，但融資企業諮詢業務受香港大型投資銀行壟斷，故投資銀行部的營商環境依然充滿

挑戰。在此環境下，本業務部門繼續集中於專業客戶及任務，同時保持合符高成本效益架構。

本業務部門一直提供各類財務顧問服務，包括為一群核心客戶安排債務及股本資本市場交易、

提供有關私人股本投資建議，以及提供有關併購交易的顧問意見。

有關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七日，本集團通過投資華興泰有限公司50%權益，獲得埃及WEEM區油田

15%的權益，後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日通過股權的變動，本集團於油田的權益由15%增加到

至20%。本公司將根據協議，以股東貸款形式分階段注入資本承擔約7,000,000美元（約

54,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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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WEEM區油田的其他股東都屬行內翹楚，包括澳洲上市石油公司Volant Petroleum Ltd、

加拿大上市石油公司Groundstar Resources Ltd、英國上市石油公司Aminex PLC。本集團的合

作夥伴，除可為油田的經營帶來專業知識外，對日後營運資源上的配合亦有幫助。

除上述者外，期內概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公司。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為其業務提供資金。除偶然動用透支額外，本集團並無銀

行借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不包括一般賬戶的已抵押

固定存款）為43,683,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4,294,000港元）。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136名員工（二零零五年：128名），其中81名（二零零

五年：76名）為佣金制，相關員工成本總額為5,37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5,273,000港元）。

本集團維持最低的間接開支，以支持其業務的基本營運及不斷擴充。未來員工成本將更直接

與收益及利潤掛漖，讓本集團可因應商業環境轉變而靈活作出回應。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支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購入、售出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售出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中期報告所涵蓋之整段會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守則」），惟偏離守則條文A.4.2除外，其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之董事）

應輪流退任，至少每三年一次。然而，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本公司之主席或董事總經理

均毋須輪值退任，於釐定董事退任人數時亦毋須計算在內。由於持續性是成功執行任何長遠

業務計劃之主要因素，董事會相信，主席兼董事總經理之職，能令本集團之領導更具強勢及

貫徹，在策劃及落實長期商業策略方面更有效率，現有之安排對於本公司以至股東之整體利

益最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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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之標準守則，作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已特別就董事作出查詢，全體董事均確認彼等於回顧

期內已完全遵從標準守則及守則所規定之準則。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之成員全部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陳偉明先生、關

宏偉先生及伍志堅先生。審計委員會之主要職責，乃連同管理層及本公司外聘核數師一起審

閱本公司採納之會計原則和慣例，以及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本公司國際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審閱回顧期間之財務報表，並發出獨立審

閱報告。審計委員會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6第39段之規定，連同管理層一起審閱回顧期間本

公司採納之會計原則和慣例，以及共同討論有關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

回顧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之成員全部均為董事，包括藍國慶先生、藍國倫先生、

陳偉明先生、關宏偉先生及伍志堅先生。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審議公司之酬金政策，

對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表現進行評估並釐定其薪酬政策。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規定的一切適用資料，

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並刊載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

承董事會命

高信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藍國慶

主席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藍國慶先生及藍國倫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偉明先生、

關宏偉先生及伍志堅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