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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9）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報告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南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67,845 60,446
其他收入 168 5
應收貸款及貿易款項回撥╱（減值）淨額 (218) 43
按公平值列帳及在損益帳處理之財務資產虧損 (37,640) (18,071)
出售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虧損 – (8,895)
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減值 (3,710) –
其他經營支出 (69,671) (59,646)

  

經營業務之虧損 (43,226) (26,118)

融資成本 5 (3,847) (2,218)
  

除稅前虧損 3 (47,073) (28,336)

利得稅項回撥 6 904 759
  

期內虧損 (46,169) (27,577)
  

應佔方：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46,169) (27,585)
 非控股股東 – 8

  

(46,169) (27,577)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8
 基本及經攤薄 (0.92港仙 ) (0.55港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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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373 186,875
投資物業 9 322,800 –
無形資產 836 836
可供出售之財務投資 19,695 21,795
其他資產 7,093 7,087
長期應收貸款 10 4,044 495
長期按金 4,949 5,574

  

非流動資產總值 365,790 222,662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列帳及在損益帳處理之財務資產 11 173,577 246,787
應收貸款 10 147,951 128,460
應收貿易款項 12 145,541 100,420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14,033 13,269
應退回稅項 59 45
有抵押定期存款 5,500 5,500
客戶信託存款 361,237 414,648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2,250 125,811

  

流動資產總值 970,148 1,034,940
  

流動負債
客戶之存款 353,258 401,099
應付款項 12 145,090 91,74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735 8,132
應付稅項 53 11
計息銀行借款 251,695 272,737

  

流動負債總值 758,831 773,719
  

流動資產淨值 211,317 261,22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77,107 483,883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款 155,378 159,950
遞延稅項負債 29,551 6,669

  

非流動負債總值 184,929 166,619
  

資產淨值 392,178 317,264
  

權益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3 125,708 125,708
儲備 265,898 190,984

  

391,606 316,692
非控股股東權益 572 572

  

權益總值 392,178 31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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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發行股本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建議股息

本公司股本
持有人應佔

權益
非控股股東

權益 權益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125,708 227,436 (36,452) – 316,692 572 317,264
       

期內虧損 – – (46,169) – (46,169) – (46,16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121,075 – – 121,075 – 121,075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121,075 (46,169) – 74,906 – 74,906

以股權支付的購股權安排 – 8 – – 8 – 8

因購股權放棄或到期轉至
 保留溢利 – (2,189) 2,189 – – –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25,708 346,330 (80,432) – 391,606 572 392,178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125,721 237,857 117,920 16,092 497,590 571 498,161
       

期內溢利╱（虧損） – – (27,585) – (27,585) 8 (27,57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564 – – 564 – 564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564 (27,585) – (27,021) 8 (27,013)

以股權支付的購股權安排 – (411) – – (411) – (411)

回購及註銷普通股份 (13) 13 (54) – (54) – (54)

已付股息 – – – (16,092) (16,092) – (16,092)

因購股權放棄或到期轉至

 保留溢利 – (6,300) 6,300 – – –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25,708 231,723 96,581 – 454,012 579 454,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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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46,169) (27,577)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14 121,075 564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74,906 (27,013)
  

應佔方：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74,906 (27,021)

 非控股股東 – 8
  

74,906 (2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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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24,249 23,729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1,519) (5,901)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2,383) 875
  

現金及現金等值增加淨額 10,347 18,70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66,641 112,890

 匯兌調整淨額 (678) 781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76,310 132,374
  

現金及現金等值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2,250 152,164

 原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有抵押定期存款 5,500 5,500

 銀行透支 (51,440) (25,290)
  

76,310 13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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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及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除本集團於本年度已採納各已於二零一一年年報披露的新訂及經修訂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生

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適用於在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由自用物業轉至之投資物業並於以下作出闡述之

投資物業會計政策外，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採納此等於二零一一年年報已披露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

狀況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指用作賺取租金及╱或資本增值，而不是用作生產或提供貨品或服務或用作行政用途；又或用作正

常營運中之銷售之土地及╱或樓宇。有關物業初步按成本（包括所有交易成本）計值。於初步確認後，該等投資

物業按公平值列帳，以反映報告期完結日之公開市場情況。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或該物業於報廢或出售而產生之收益或虧損，需於損益帳中確認。

由自用物業轉往投資物業者，其於承轉日的公平值視為物業日後會計成本。任何由自用物業之帳面值增加至

於該日之公平值之增加，其代表回撥以往減值虧損之部份，將於損益表中確認，其餘增加部份於物業重估儲

備中確認。於日後出售該物業時，在物業重估儲備內之儲備應轉至保留溢利。

本中期財務報表應於適當處與本集團二零一一年度財務報表並覽。

本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表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佣金及經紀收入 24,683 30,555

買賣股票、外幣、金銀及期貨合約之淨溢利 31,919 18,015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980 1,084

來自金銀和外匯的利息收入 399 545

來自借貸的利息收入 7,003 8,904

來自銀行及金融機構之利息收入 599 182

服務提供 1,262 1,161
  

67,845 6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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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之虧損已扣除：

提供服務成本 13,109 14,398

折舊 3,498 3,3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減值 1,511 –

 – 出售虧損 126 –

孖展融資及信貸業務利息支出 1,418 1,180
  

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業務分類之收入及經營業務溢利╱

（虧損）之貢獻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收入 收入

經營業務
溢利╱（虧損）

經營業務

溢利╱（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紀 24,824 29,538 (14,169) (3,450)

買賣及投資 34,129 21,701 (20,758) (18,595)

孖展融資及信貸借款 8,471 9,069 4,149 5,096

企業諮詢及包銷 421 138 (4,097) (3,466)

企業及其他 – – (8,351) (5,703)
    

綜合 67,845 60,446 (43,226) (26,118)
    

本集團超過 90%之收入及經營業務溢利╱（虧損）之貢獻來自香港經營之業務。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帳面值 178,855,000港元之自用物業於該日以公平值 322,800,000港元重估後

將其由企業及其他分部轉至物業投資分部（附註九）。

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主要包括本集團以自用物業及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由該自用物業轉至之投資物業而作抵押的

按揭貸款之利息支出。

6. 利得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於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現行稅率 16.5%（二零一一年：16.5%）作撥備。於其他地

方賺取之應課稅溢利乃根據本集團在經營國家現行稅率、現行有關之法例、規則及詮譯計算。

7.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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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本期虧損 46,16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27,58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加權

平均股份 5,028,334,500股（二零一一年：5,028,671,517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較期內之股份平均價為高，故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並無產

生攤薄盈利影響。

9. 投資物業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之帳面值 – –

由自用物業轉入 322,800 –
  

帳面值 322,800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帳面值 178,855,000港元之自用物業轉至投資物業，此物業由獨立合資格估

值師中和邦盟評估有限公司按公開市場價格及現有用途為基準予以估值，其於該日之公平值為322,800,000港元。

而增值之 143,945,000港元於物業重估儲備中被確認。

本集團投資物業乃長期租約持有並位於香港。該投資物業已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貸款融資之抵押。

本集團投資物業詳情如下：

地點 現時用途

香港金鐘道 89號力寶中心第一座 26樓 寫字樓

10. 應收貸款

於資產負債表結算日，客戶應收貸款到期情況按其剩餘日期至合約到期日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還款：

 即期 144,029 126,752

 三個月內 1,388 517

 三個月以上至一年 2,534 1,191

 一年以上至五年 4,044 495
  

151,995 128,955

列作流動資產部份 (147,951) (128,460)
  

列作非流動資產部份 4,044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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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公平值列帳及在損益帳處理之財務資產

按公平值列帳及在損益帳處理之財務資產顯示了香港上市股票之市值。

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信貸期至各證券、外幣、金銀及商品交易結算日期或訂約方共同協議之信貸期。

本集團所有貿易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之帳齡均在 90日之內。

13. 已發行股本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本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8,000,000,000（二零一一年：8,000,000,000）普通股每股面值 0.025港元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5,028,334,500（二零一一年：5,028,334,500）普通股每股面值 0.025港元 125,708 125,708
   

14. 期內其它全面收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財務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2,100) (9,112)

出售資產虧損之重新分配 – 8,895

減值虧損之重新分配 3,710 –

海外業務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680) 781

重估物業增值（附註九） 143,945 –

減：遞延稅項 (23,800) –
  

120,145 –
  

121,075 564
  

15. 重大非現金交易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內，本集團將帳面值 178,855,000港元之自用物業，以於轉移日之公平值

322,800,000港元重估後將其轉至投資物業（附註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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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受到證券市場的成交量萎縮而引致的經紀業務營業額減少、投資市場的表現疲弱以及在擴張

階段對整體業務發展而投入較高之營運成本所拖累，本集團在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錄得虧損為

46,200,000港元，相比去年同期的虧損為 27,600,000港元。

經紀、買賣及投資
市場每日平均成交額由二零一一年同期之 73,600,000,000港元下跌 23%至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之

56,700,000,000港元。受到市場成交量重大下跌的不利影響，經紀業務收入由 29,500,000港元下

跌至 24,800,000港元。

與去年同期之虧損 18,600,000港元相比，期內買賣和投資業務虧損為 20,800,000港元。其中包括

按公平值列帳及在損益帳處理之財務資產之未實現虧損 37,600,000港元，及可供出售之財務資

產的減值 3,700,000港元。

孖展融資及信貸借款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平均貸款及墊款與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跌。期內錄得

收入為 8,500,000港元，相比去年同期為 9,100,000港元。本分部之貢獻由 5,100,000港元下跌至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4,1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孖展

融資及信貸借款之貸款及墊款組合為 152,000,000港元，與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餘額

相比，收復及增加了 18%。

企業諮詢及包銷
於二零一二年首半年，企業諮詢及包銷業務收入由 100,000港元上升至 400,000港元，營運虧損

則為 4,1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從多家銀行獲取每年審視之短期銀行融資額度及一項長期按揭貸款。股票孖展融資業

務之銀行融資以我們的孖展客戶及本集團之證券作抵押。信貸業務之銀行融資屬無抵押借款。

未償還信貸融資由本公司作擔保。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未計股票孖展融資及私人信貸業務，本集團之長期銀行借款額為

155,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0,000,000港元），若與本集團 392,200,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7,300,000港元）之股東資金相比，其資本負債比率約為 39.6%（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4%）。

本集團於期末之現金結餘為 122,300,000港元，與去年年底相比輕微下跌了 3%。本集團擁有足

夠之流動資金以應付其營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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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匯率波動及相關對沖之風險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因匯率波動及任何相關對沖而承受重大風險。

資本架構

與最近期刊發之年報比較，本集團之資本架構並無重大改變。

投資

按公平值列帳及在損益帳處理之財務資產下跌 73,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按公平值列帳及在損益帳處理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為 37,600,000港元。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就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作出重大收購及

出售。

資產抵押、或然負債及承諾

與最近期刊發之年報比較，本集團資產抵押、或然負債及承諾均無重大改變。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總數約 183人（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 160人）。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 26,3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23,000,000港元）。

除薪金以外，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津貼、人壽保險、公積金及外間培訓課程津貼，並為已

在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註冊之員工安排持續專業培訓。僱員的表現通常每年評核，而

薪金的調整亦與市場看齊。此外，按工作表現，個別僱員更可於年終獲取酌情的花紅。本公

司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採納一項僱員購股權計劃，該計劃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終

止，並為一項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一日生效的新僱員購股權計劃所取代。

展望

多元化我們的收入來源仍然是二零一二年的集中重點。

市場環境仍然嚴峻。香港股票市場的成交量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超過

22%。由於來自股票經紀佣金收入仍提供我們大部份的總收入及我們的業務多元化仍處於早

期階段，日益惡化的股票市場對我們的中期業績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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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開始看到努力於多元化的成效。自二零一二年開始，我們已經建立並加強企業融資、股

票資本市場、衍生工具產品市場及財富管理的業務。

改造企業融資團隊已順利完成，數個交易已在籌備中。我們有信心一旦市場氣氛有所改善，

該等交易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

於本上半年度，股票資本市場的業務部已積極參與首次公開招股之有關企業聯合組織。我們

在數個首次公開招股中擔任聯合經辦人的角色。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我們將進一步增加參

與程度。我們亦預計將完成部份手頭上的配股工作。

儘管香港股票市場下跌，我們在衍生工具產品市場業務上取得顯著的進展。期貨和期權市場

產生的佣金收入在本年度首六個月有多於雙倍之增幅。我們最近以最新的科技及設計改造及

提升了整個衍生工具產品的交易系統。隨著新的系統的建立，我們有信心吸引更多活躍的投

資者使用我們的服務。

在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接納為會員後，我們隨即在二零一二年三月開展財富管理業務。雖

然業務部只是運作數個月，令人鼓舞的是收入按月增長。我們將繼續努力建立銷售隊伍及擴

闊我們的產品供應，以達致該業務部成為我們其中一個主要收入來源的目標。

最後，我們的資產管理業務亦有良好進展。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一間獲豁免的獨立投資組合

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新的公司型式有助建立不同投資目標的獨立投資組合。南華資產

管理有限公司將擔任該等投資組合的投資經理。我們預計在二零一二年下半年推出最少兩個

集中在期權市場及黃金市場的獨立投資組合。

我們正處於正軌。我們相信上述將收入來源多元化而作出的努力將提升我們的財務表現。

風險管理

本集團在二零一一年之年報及財務報表已就各種主要風險及不明確因數對本集團表現之影

響作出披露，此等風險在年報刊發後並沒有改變。從本集團之金融工具引發之主要風險有：

利率風險、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及股份價格風險，本集團一直致力審查及監察各種風險。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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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
倉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352條規定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所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i) 本公司

股份權益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普通股

股份數目
普通股股份
數目總數

約佔股本
百分比

吳鴻生先生（「吳先生」） 實益擁有人 185,554,400 2,969,463,624 59.05%

配偶之權益 233,000,000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2,550,909,224

（附註 a）

Richard Howard Gorges

 先生（「Gorges先生」）

實益擁有人 12,174,000 12,174,000 0.24%

張賽娥女士（「張女士」） 實益擁有人 10,000,000 10,000,000 0.20%

Hon. Raymond Arthur 

 William Sears, Q.C.

配偶之權益 200,000 200,000 0.00%

(ii) 相聯法團

股份權益之好倉

南華信貸財務有限公司（「南華信貸」）（附註b）

董事姓名 身份
普通股

股份數目
約佔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吳旭洋先生 實益擁有人 250,000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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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上述由吳先生透過受控制公司持有之2,550,909,224股本公司之股份包括由Bannock Investment Limited（「Bannock」）

持有之474,606,720股股份、盈麗投資有限公司（「盈麗」）持有之501,292,800股股份、Fung Shing Group Limited（「Fung 

Shing」）持有之 792,100,504股股份、Parkfield Holdings Limited（「Parkfield」）持有之 743,728,000股股份、Ronastar 

Investments Limited（「Ronastar」）持有之33,331,200股股份及德利投資有限公司（「德利」）持有之5,850,000股股份。

Fung Shing、Parkfield及Ronastar概由吳先生全資擁有。Bannock為盈麗之全資附屬公司，而盈麗則由吳先生

擁有 60%、Gorges先生擁有 20%及張女士擁有 20%權益。德利為南華集團有限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吳先生

佔其股份之 73.72%。

(b) 南華信貸為本公司之 98.81%附屬公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予備存登記冊所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

淡倉。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336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所

記錄，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及

淡倉：

股份權益之好倉

股東姓名 身份
普通股

股份數目
約佔股本
百分比

盈麗 實益擁有人及受控制

 公司之權益

975,899,520

（附註 a）

19.41%

Bannock 實益擁有人 474,606,720

（附註 a）

9.44%

Parkfield 實益擁有人 743,728,000 14.79%

Fung Shing 實益擁有人 792,100,504 15.75%

吳麗琼女士（「吳女士」） 實益擁有人及配偶之

 權益

2,969,463,624

（附註b）

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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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Bannock為盈麗之全資附屬公司。盈麗持有之 975,899,520股本公司之股份包括由Bannock直接持有之 474,606,720

股股份。

(b) 吳女士（實益擁有 233,000,000股本公司之股份）為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吳先生之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吳女士被視作持有於「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一節所披露，由吳先生實益及透過受控制公司分別持有之 185,554,400股及 2,550,909,224股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

除外，彼等之權益載於「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

債券之權益及淡倉」一節內）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擁有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存
置之登記冊所載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計劃

(i) 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已於

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終止。在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終止前授出之購股權將根據二零零

二年購股權計劃的條款而繼續有效及可予以行使。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根據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詳情及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人士之姓名
或類別

於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失效 於期內註銷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購股權
授出日期
（日╱月╱年）

購股權行使期限
（日╱月╱年）

每股行使價
港元

（附註 a） （附註b）

僱員
總計 17,166,674 – – (17,166,674) – – 12/04/2007 12/04/2010 – 11/04/2012 0.161

1,000,000 – – (1,000,000) – – 17/04/2007 17/04/2010 – 16/04/2012 0.161
833,332 – – (833,332) – 23/04/2007 23/04/2010 – 22/04/2012 0.161      

小計 19,000,006 – (19,000,006) – –      

其他
總計 2,000,000 – – (2,000,000) – – 12/04/2007 12/04/2010 – 11/04/2012 0.161

1,500,000 – – – – 1,500,000 10/07/2007 10/07/2010 – 09/07/2012 0.172
500,000 – – (500,000) – – 23/04/2007 23/04/2010 – 22/04/2012 0.161

2,000,000 – – – – 2,000,000 05/08/2009 05/08/2010 – 04/08/2012 0.128
2,000,000 – – – – 2,000,000 05/08/2009 05/08/2011 – 04/08/2013 0.128
2,000,000 – – – – 2,000,000 05/08/2009 05/08/2012 – 04/08/2014 0.128      

小計 10,000,000 – – (2,500,000) – 7,500,000      

總計 29,000,006 – – (21,500,006) – 7,500,000
      

附註：

(a) 所有授出之購股權均受制於既定之歸屬期及按下列方式行使：

由購股權授出日期起 可行使百分比
%

十二個月內 無

第十三個月至第三十六個月 331/3

第二十五個月至第四十八個月 331/3

第三十七個月至第六十個月 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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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股權之認購價於供股或發紅股或本公司其他股本結構改變時可予以調整。

於每一段行使期限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將分別於各行使期限屆滿時失效。

並無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授出、行使或註銷。本公司確認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內 之 購 股 權 費 用 為 8,000港 元（二 零 一 一 年：費 用 回 撥 為
411,000港元）。

(ii) 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五日採納一項新的購股權計劃（「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並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一日生效。除非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之條款提早終止，否則二零

一二年購股權於其生效日期起計十年期有效。並無購股權根據二零一二年購股權計劃自

採納後授出。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購買、出售或贖回

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之《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有效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及《企業管治守則》（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

生效）之所有守則條文規定。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

本公司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有關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所須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遵照上市規則制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董渙樟先生（委員會主席）、Hon. Raymond Arthur William Sears, Q.C.及
謝黃小燕女士。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承董事會命

南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吳鴻生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1)執行董事：吳鴻生先生、Richard Howard Gorges先生、張賽
娥女士、吳旭洋先生及陳慶華先生；(2)非執行董事：吳子威先生；及 (3)獨立非執行董事：謝黃
小燕女士、Hon. Raymond Arthur William Sears, Q.C.及董渙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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