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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富輝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之

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1,741,529 1,351,951

其他收入 4,624 3,229

銷售開支 (1,272,858) (966,215)

行政開支 (334,068) (256,774)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 (105)

融資成本 4 (3,162) (23,051)
    

除稅前溢利 136,065 109,035

所得稅開支 5 (38,732) (33,798)
    

期內溢利 6 97,333 75,237
    

以下人士應佔：

 — 本公司擁有人 92,409 73,208

 — 非控股股東權益 4,924 2,029
    

97,333 75,237
    

股息 7 20,040 16,700
    

每股盈利 8

 — 基本 13.83港仙 11.11港仙
    

 — 攤薄 13.83港仙 11.1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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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97,333 75,237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22,137) 4,14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75,196 79,381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70,196 77,256

 — 非控股股東權益 5,000 2,125
   

75,196 7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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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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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物業 69,787 69,787
物業、機器及設備 9 182,776 184,289
商譽 15,220 15,220
    

267,783 269,296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0 1,046,418 997,808
應收貸款 319,336 253,619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費用 105,011 267,916
持作買賣投資 11,510 29,705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66,974 1,049,732
    

2,749,249 2,598,780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 401,254 405,400
稅項負債 145,413 116,036
銀行借貸 87,653 39,053
    

634,320 560,489
    

流動資產淨值 2,114,929 2,038,29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382,712 2,307,58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6,680 6,680
股份溢價及儲備 2,301,804 2,231,60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308,484 2,238,288
非控股股東權益 23,148 18,148
    

權益總額 2,331,632 2,256,43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1,080 51,151
    

2,382,712 2,30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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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可換股票據
權益儲備 特別儲備

法定盈餘
儲備 匯兌儲備 購股權儲備

物業重估
儲備 保留溢利 小計

非控股股東
權益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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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6,567 809,226 30,960 5,760 76,508 143,171 7,690 5,527 1,059,468 2,144,877 20,372 2,165,24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 4,048 – – – 4,048 96 4,144
期內溢利 – – – – – – – – 73,208 73,208 2,029 75,23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4,048 – – 73,208 77,256 2,125 79,381
             

因一名票據持有人兌換可換股 
 票據發行之股份 109 34,161 (4,351) – – – – – – 29,919 – 29,919
行使購股權 4 1,335 – – – – (279) – – 1,060 – 1,06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680 844,722 26,609 5,760 76,508 147,219 7,411 5,527 1,132,676 2,253,112 22,497 2,275,609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 (130,654) – – – (130,654) (1,414) (132,068)
期內溢利 – – – – – – – – 150,122 150,122 1,734 151,856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 – – – (130,654) – – 150,122 19,468 320 19,788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36,740) – – – – – – – (36,740) – (36,740)
來自非控股股東權益之注資 – – – – – – – – – – 260 260
增購附屬公司權益 – – – – – – – – 2,448 2,448 (4,929) (2,481)
贖回可換股票據 – – (26,609) – – – – – 26,609 – – –
轉撥 – – – – 14,204 – – – (14,204) – – –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6,680 807,982 – 5,760 90,712 16,565 7,411 5,527 1,297,651 2,238,288 18,148 2,256,436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 – – – – (22,213) – – – (22,213) 76 (22,137)
期內溢利 – – – – – – – – 92,409 92,409 4,924 97,333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 – – – (22,213) – – 92,409 70,196 5,000 75,19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6,680 807,982 – 5,760 90,712 (5,648) 7,411 5,527 1,390,060 2,308,484 23,148 2,33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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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08,596 (40,41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4,600) (48,727)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45,438 (5,54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229,434 (94,689)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49,732 1,100,401

匯率變動之影響 (12,192) 1,810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1,266,974 1,00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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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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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頒佈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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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

露規定編製。

2. 重大會計政策
除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視適用情況而定），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

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政策及計算

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澄清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 農業：產花果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之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賬目之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聯合經營權益之會計處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於本期間應用上述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並無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或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之資料集中在所提供服務

之類型。

本集團分為四個業務部門，包括一手物業代理服務、二手物業代理服務、金融服務及物業管理服務，

即本集團的四個經營分部。一手物業代理為向物業發展商提供一手物業服務。二手物業代理為向客

戶提供二手物業服務。金融服務為向個人或公司提供按揭轉介及貸款融資服務。物業管理為向業主

及住戶提供樓宇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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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一手物業
代理

二手物業
代理 金融服務 物業管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1,069,419 444,917 39,437 187,756 1,741,529
      

分部溢利 138,169 8,260 10,517 11,002 167,948
     

其他收入 4,624

中央行政成本 (33,345)

融資成本 (3,162)
      

除稅前溢利 136,065

所得稅開支 (38,732)
      

期內溢利 97,333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一手物業 

代理

二手物業

代理 金融服務 物業管理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855,844 326,525 17,934 151,648 1,351,951
      

分部溢利（虧損） 137,179 (8,487) 3,438 10,083 142,213
     

其他收入 3,229

中央行政成本 (13,251)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 (105)

融資成本 (23,051)
      

除稅前溢利 109,035

所得稅開支 (33,798)
      

期內溢利 75,237
      

分部溢利（虧損）即各分部所產生溢利（虧損），惟未分配其他收入、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虧損及融資成本。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匯報之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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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3,162 2,645

可換股票據之實際利息 – 20,406
   

3,162 23,051
   

5. 所得稅開支
兩段期間之稅項支出為該等期間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根據中國法例及規例，企業所得稅乃按本集團於中國之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25%計算

撥備。

本集團若干於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須根據視作溢利基準就本期間所產生營業額按3.25%（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至3.25%）之預定稅率繳納中國所得稅。預定稅率由各中國附屬公

司與當地相關政府稅務局協議釐定，須每年檢討及更新。

由於本期間應課稅溢利以承前稅項虧損全數抵扣，故毋須就期內於香港所產生溢利繳納稅項。由於

本集團於過往期間並無在香港錄得應課稅溢利，故過往期間並無在綜合財務報表就香港利得稅計提

撥備。

6.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之計算已扣除（計入）：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9,557 25,097

應收賬款之減值 2,916 1,676

銀行利息收入 (3,444) (2,311)

物業租金收入淨額，扣除小額開支 (2,621)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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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董事議決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3港

仙。中期股息將派付予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本公司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每股2.5港仙。

本公司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末期股息每股5.5港仙（二零一四年：就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每股3港仙），總金額為36,74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0,040,000

港元），獲股東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及批准，並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

二十日分派。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任何股息。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92,409 73,208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67,999 659,051

潛在普通股之攤薄效應

 — 購股權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67,999 659,051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均高於

股份於該兩段期間之平均市價，故在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本公司購股權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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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變動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斥資約28,000,000港元，主要用於租賃物業裝修、辦公

室及分店設備以及汽車。

10. 應收賬款
本集團給予客戶之平均信貸期介乎30至120日。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後根據

發票日期呈報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零至30日 366,395 341,158

31至60日 176,916 298,427

61至90日 134,891 183,700

91至120日 110,230 126,028

120日以上 257,986 138,070
   

1,046,418 1,087,383
   

11.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主要包括已收訂金、預收款項、應計薪酬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8,000,000,000 8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656,701,909 6,567

行使購股權 416,000 4

因票據持有人兌換可換股票據而發行之股份 10,880,899 109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667,998,808 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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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部分金融資產於各報告期間結算日按公平值計量。下表提供有關根據公平值計量的輸入數據

的可觀測程度如何釐定公平值（特別是所使用估值方法及輸入數據），及公平值計量所劃分公平值級

別水平（1至3級）之資料。

• 第1級公平值計量乃基於已識別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中之報價（未經調整）而得出。

• 第2級公平值計量乃按資產或負債之可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基於價格計算）觀察所得輸入

數據（第1級所述報價除外）而得出。

• 第3級公平值計量乃使用估值方法（包括並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之資產或負債輸入數據（不

可觀察之輸入數據））而得出。

於以下日期之公平值

公平值級別

估值方法及

主要輸入數據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為持作買賣投資之 

 中國上市股本證券

7,097 22,514 第1級 於活躍市場之買入價

分類為持作買賣投資之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

4,413 7,191 第1級 於活躍市場之買入價

     

董事認為，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按攤銷成本入賬之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其相應

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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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經營租約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期內，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就辦公室物業及商舖所支付最低租金付款為90,892,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47,994,000港元）。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本集團於不可撤銷經營租約項下未來最低租金付款承擔將於以下時間到期：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41,513 113,222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12,950 200,822

五年以上 27,472 9,071
   

481,935 323,115
   

經營租約付款乃本集團就其若干辦公室物業及商舖應付之租金。租約及租金乃就一至七年（截至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至八年）之租期磋商及訂定。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期內所賺取物業租金收入（扣除小額開支後）為2,62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776,000港元）。所持全部投資物業在未來一至七年（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至

八年）均有租戶承租。

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本集團已就下列未來最低租金付款與租戶訂約：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3,647 2,408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1,657 9,878

五年以上 1,763 541
   田

17,067 1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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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一、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市場回顧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中國經濟整體平穩。中央政府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

意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在房地產範疇，以去庫存為主要著力點，帶出了多項寬鬆政策，北上廣深之外的其它城

市取消了限購，並且下調了首套房貸首付比例，這些利好政策進一步刺激了市場持續升

溫，多數城市樓價上漲，成交量也大幅增加。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上半年全國住宅

銷售面積和銷售金額增速約30%，但熱點主要在一二線城市，部分城市樓價呈現快速上

漲勢頭，與此同時，三四線城市去庫存的形勢依然嚴峻，房地產市場仍面臨多樣挑戰。

二、 集團整體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本集團緊跟房地產政策動態，悉心洞察市場走勢，用心研究客戶需求，優化

產品和服務結構，著力把握行業發展新方向。一方面，本集團不斷紮實基礎，做精做強

傳統業務；另一方面，加快拓展創新型業務和多元化業務板塊的提升，與此同時，本集

團亦注重應用互聯網技術增強企業的競爭優勢。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錄得營業額1,741,5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約29%（二零一五年：1,351,900,000港元），而股東應佔溢利達92,400,000港元，較去年

同期上升約26%（二零一五年：73,2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13.83港仙（二零一五

年：11.11港仙）。

本集團一手及二手物業代理業務的營業額分別為1,069,400,000港元及444,900,000港元，

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61%及26%，金融業務的營業額為39,4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

業額的2%。餘下11%或187,800,000港元之營業額則來自物業管理等其他業務。若按地

區劃分，廣州業務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52%，非廣州業務則佔約48%。二零一六年上半

年總新屋銷售金額為1,370億港元，合共促成約120,900宗新屋銷售交易，總銷售樓面面

積約1,260萬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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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手物業代理平穩推進
集團一直捕捉機會去鋪設全國性的業務據點，不斷提升市場佔有率。目前全國業

務覆蓋超過150個城市，代理專案超過900個，核心城市如廣州、深圳、佛山、東

莞及合肥等業績理想，繼續保持領導地位，同時積極推進二、三線城市如南京、

武漢、鄭州、濟南、貴陽、南寧、中山、珠海的業務發展，進一步搶佔市場佔有

率。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營業額為1,069,400,000港元，與去年同比增

長約25%。

2. 二手經紀業務增長突出
二手物業代理業務於期內表現理想，營業額較去年同期錄得上升約36%至約

444,9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326,500,000港元），合共促成約26,400宗二手物業

交易（二零一五年：20,700宗），為本集團的穩健增長奠定了基礎。隨著市場氣氛

向好，改善型購房者的購買意欲不斷提升，本集團的業務量亦上揚，為把握商機，

期內適時增加分行，截至目前為止，分行總數達380間。

3. 金融服務進展理想
自二零一五年九月上線網絡投融資平台投入服務以來，運行良好。作為金融中介，

本集團與各大知名金融機構保持著良好的戰略合作關係，亦與線下銷售案場、二

手分行和社區資源緊密結合，形成了安全的金融交易鏈條。本集團推出的金融服

務產品具有以下主要特點：金額小、標的分散、週期短、風險可控。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金融服務經營規模逾12億港元，營業額約

39,400,000港元，隨著業務基礎日趨牢固，本集團將看好房地產相關金融服務的

發展前景。

4. 物業管理服務穩步上揚
物業管理業務於回顧期內發展不俗，增加了總體收益的同時不斷保持良好的客我

互動，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的品牌形象。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物業管理業務錄得營

業額由二零一五年的約151,600,000港元上升至約187,800,000港元。本集團一直

致力為廣州、上海、天津及武漢約300個住宅、寫字樓及商場項目提供物業管理

服務，涉及單位逾300,000個，總面積超過3,000萬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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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業務

順應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和普及，本集團搭建了由專業人士組成的技術部門，

專門研發本行業適用的網路模式，從房王網 (www.ihk.cn)到房王加、房專家、合記

買樓、合富金融等電腦和手機應用程式，以對接不同的業務類型，並合理利用微

信平台創立了如合富輝煌、房王、合富金融等官方公眾號。通過對置業交易、業

主生活服務等場景的反覆模擬，確保互聯網技術與傳統業務進行線上、線下的有

機結合，為客戶提供更便捷有效的即時訊息與服務方式，從而進一步加強本集團

競爭力，鞏固企業在行業中的領先地位。

三、 二零一六年下半年展望
中國總體經濟正處於轉型和改革的關鍵時刻，經濟資料面臨下行壓力，相信中央政府將

維持適度寬鬆的政策以保證整體市場的平穩發展。圍繞去庫存為主基調，一方面房地產

市場將會因城施策，合理引導住房消費，同時也會重視局部地區樓價、地價的風險控制。

在此經濟形勢下，合富輝煌將密切注視市場走向，緊貼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脈搏，不斷優

化服務平台以滿足現代地產服務業的需求，同時亦以多元化的發展策略，確保企業能保

持發展的動力並不斷提高市場競爭力，進一步提升盈利水平，爭取為股東及投資者贏得

更好的回報。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現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已審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包括會計、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十二億六千七百

萬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億零四千九百七十萬港元），而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

對流動負債之比率）為4.33（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4）。借貸總額約為87,700,000港

元，為有抵押銀行借貸（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9,000,000港元為有抵押銀行借貸）。

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借貸總額除資產總值計算）約為2.91%（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6%）。本集團之有抵押銀行借貸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

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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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本公司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之有關認購協議（「認購

協議」）按認購價每股3.00港元，分別向China-net Holding Ltd.（「China-net」）及搜房控股有限

公司（「搜房」）發行42,000,000股（總面值為420,000港元）及91,000,000股（總面值為910,000港

元）本公司普通股（「股份」）。認購價每股3.00港元較：(i)股份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制訂認

購事項條款及簽訂認購協議當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股2.63

港元有溢價約14.07%；(ii)股份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二日（包括當日）止最後五個連續交易

日在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每股約2.59港元有溢價約15.83%；及 (iii)股份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

月十二日（包括當日）止最後十個連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每股約2.57港元有溢價

約16.73%。認購事項之淨認購價約為每股2.97港元。

上述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395,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所得款項

淨額其中約180,000,000港元已用於進行房地產金融及互聯網金融服務業務，而約120,000,000

港元已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誠如過往所披露，餘下所得款項約95,000,000港元將用於進

行上述金融服務業務及作為一般營運資金。

與搜房訂立認購協議乃由於本公司認為搜房為理想合作夥伴，有助本公司透過結合頂尖房地產

網站，吸納其電子商貿優勢、擴闊客戶層面及完善各項增值服務，從而加強旗下房地產物業互

聯網業務。與China-net訂立認購協議為完成搜房認購協議其中一項先決條件，乃為達成有關

本公司現有控股股東繼續按全面攤薄基準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不少於30%之條件而訂立。

上述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二日及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之公告以及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七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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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已贖回本金總額為146,400,000港元之可轉換債券。贖回該等可

轉換債券後，全部可轉換債券已悉數贖回及註銷。有關進一步資料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之公告。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總值約73,0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與租賃土地及樓宇抵押

予銀行，以取得本集團銀行借貸。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交易均以港元或人民幣計算。故此，本集團並無承受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18,800名全職僱員，其中約9名僱員駐香港，其餘僱

員則駐中國。具競爭力的薪酬組合乃按個別員工之職責、資歷、表現及年資作準則而釐定。

除上述者外，其他管理層討論及分析內之當前資料與最新刊發之二零一五年年報所披露資料相

比並無重大變動。

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董事會（「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股息每股本公司股份（「股份」）3港仙（「中期股息」），中期股息將派付予於二零一六年九

月二十八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中期股息預期將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八日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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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聯法團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
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最高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

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本中，擁有已記錄於本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或已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i) 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及於股本衍生工具下之相關股份：

股份數目
 

董事姓名

以個人名義
持有之

普通股權益

透過
受控法團╱
信託所持

普通股權益

相關股份
（根據

本公司股本
衍生工具） 總權益

佔已發行
股本概約
百分比

（附註2）

董事
扶偉聰先生（「扶先生」） 13,500,334 220,184,799

（附註1）

– 233,685,133 34.98%

吳芸女士 832,334 – – 832,334 0.12%

扶敏女士 – – 3,984,000 3,984,000 0.60%

盧一峰先生 – – 3,920,000 3,920,000 0.59%

林景沛先生 – – 296,000 296,000 0.04%

莫天全先生 – 111,935,037

（附註3）

– 111,935,037 16.76%

附註：

(1) 該等174,184,799股股份以Fu’s Family Limited之名義登記，扶先生及吳芸女士分別持有Fu’s 

Family Limited之70%及15%權益，餘下15%權益則由扶敏女士持有。其餘46,000,000股股份

以扶先生全資擁有之China-net Holding Ltd.之名義登記。

(2) 董事所持購股權詳情載於「購股權」一節。

(3) 該等股份由搜房控股有限公司作為股份登記持有人持有。Caldstone Enterprises Limited、

Seletar Limited及Serangoon Limited為受託人，而Next Decade Investments Limited及Media 

Partner Technology Limited為搜房控股有限公司之控股股東。莫天全先生以信託之創辦人身

分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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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Fu’s Family Limited每股面值1.00美元之普通股

董事姓名
擁有權益之
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扶偉聰 70 70%

(iii) China-net Holding Ltd.每股面值1.00美元之普通股

董事姓名
擁有權益之
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扶偉聰 100 100%

購股權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舊計劃」）。

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
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
失效╱註銷 期內行使

於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
行使價

緊接授出
日期前之

股份收市價
港元 港元

董事
扶偉聰先生 – – – – – 二零一三年

 七月二日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5 2.48

吳芸女士 – – – – – 二零一三年
 七月二日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5 2.48

扶敏女士 3,984,000 – – – 3,984,000 二零一三年
 七月二日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5 2.48

盧一峰先生 3,920,000 – – – 3,920,000 二零一三年
 七月二日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5 2.48

林景沛先生 296,000 – – – 296,000 二零一三年
 七月二日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5 2.48

伍強先生 – – – – – 二零一三年
 七月二日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5 2.48

王羅桂華女士 – – – – – 二零一三年
 七月二日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5 2.48

其他
僱員 2,856,000 – – – 2,856,000 二零一三年

 七月二日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55 2.48

          

總計 11,056,000 – – – 11,056,000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

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或視

作擁有已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或已根據上市規則之

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20

合富輝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

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四年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採納新購股

權計劃（「該計劃」）以取代舊計劃。根據該計劃，本公司董事可酌情邀請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

員公司之僱員，包括本集團任何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接納購股權，認購相

當於二零一四年股東週年大會日期之已發行股份最多10%之本公司股份，而該限額可經股東批

准而更新。

期內，概無購股權授出、註銷或失效。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作出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之聯繫人士可藉購入股份及╱或債務證券（包括本公司或任何其他

法人團體之債券）而獲益。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主要

股東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向本公司

披露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姓名╱名稱
擁有權益之
股份數目 股權百分比

扶先生（附註1） 234,517,467 35.11%

Fu’s Family Limited（附註2） 174,184,799 26.08%

China-net Holding Ltd.（附註1） 46,000,000 6.89%

搜房控股有限公司（附註3） 111,935,037 16.76%

Media Partner Technology Limited（附註3） 111,935,037 16.76%

Next Decade Investments Limited（附註3） 111,935,037 16.76%

莫天全（附註3） 111,935,037 16.76%

Caldstone Enterprises Limited（附註3） 111,935,037 16.76%

Seletar Limited（附註3） 111,935,037 16.76%

Serangoon Limited（附註3） 111,935,037 16.76%

Value Partners Group Limited 39,296,000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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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扶先生被視為於該等由Fu’s Family Limited及China-net Holding Ltd.持有之

股份擁有權益。扶先生之權益包括透過Fu’s Family Limited持有之174,184,799股股份、由彼持有之

13,500,334股股份及由彼之配偶吳芸女士（亦為本公司董事）持有之832,334股股份。其餘46,000,000

股股份以扶先生全資擁有之China-net Holding Ltd.之名義登記。

2. 該等174,184,799股股份以Fu’s Family Limited之名義登記，該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70%、15%及15%

分別由扶先生、吳芸女士及扶敏女士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扶先生被視為擁有所有以Fu’s 

Family Limited 名義登記之股份權益。

3. 該等股份由搜房控股有限公司作為股份登記持有人持有。Caldstone Enterprises Limited、Seletar Limited

及Serangoon Limited為受託人，而Next Decade Investments Limited及Media Partner  Technology 

Limited為搜房控股有限公司之控股股東。莫天全先生以信託之創辦人身分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

權益。

上述所有股份權益均為好倉。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人士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

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而須載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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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一）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三）（包括首尾

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過戶。為符合資格領取中期股息，

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不遲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五）下午

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辦理登記手續，

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以來，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或出售本

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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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除下列偏離守則條文A.2.1及F.1.1之情況外，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

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規定：

主席及行政總裁
扶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本公司共同創辦人。扶先生具備豐富業界經驗，該等經驗對本公司整體

發展極具價值及裨益。

本公司並無設立行政總裁職位，因此本公司日常運作及管理均由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監察。

董事會認為，儘管本公司並無設立行政總裁職位，但由資深人士組成之董事會不時舉行會議，

商討影響本公司運作之事宜，確保權力和授權分佈均衡。

公司秘書
本公司已委任香港執業律師勞恒晃先生為其公司秘書，而公司秘書可聯絡之人士為本公司執行

董事盧一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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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具體查詢有關於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任何未有遵守標準守則之情況，彼等均確認已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規定準則。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扶偉聰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扶偉聰先生、吳芸女士、扶敏女士及盧一峰先生；非執行董

事莫天全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景沛先生、伍強先生及王羅桂華女士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