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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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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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9）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中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業
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財務投資及服務 16,004 44,783

經紀及佣金收入 148,648 66,380

諮詢費收入 25,136 16,156

3 189,788 127,319

經紀及佣金開支 (93,737) (82,351)

毛利 96,051 4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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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及（虧損）╱收益，淨額 3 (744) 1,844

行政開支 (80,515) (80,982)

股權結算之購股權安排 (18,024) (11,880)

其他營運開支 (2,303) (3,884)

財務費用 5 (13,597) (17,126)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及基金投資之 

未變現公平值虧損 (10,866) (50,600)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投資之 

未變現公平值（虧損）╱收益 (5,443) 7,196

其他金融資產之信貸虧損撥備 (21,845) (25,732)

除稅前虧損 4 (57,286) (136,196)

所得稅開支 6 – (2,31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57,286) (138,510)

股息 7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0.36)港仙 (0.8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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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57,286) (138,510)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隨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虧損）╱ 

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2,078) 654

將不會於隨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投資：
公平值變動，除稅後 15,960 (1,37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13,882 (72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43,404) (13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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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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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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3,368 4,198
使用權資產 7,294 10,770
無形資產 500 500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投資 9 509,636 493,258
遞延稅項資產 110 110
放貸業務產生之應收貸款 10 353,930 353,930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3,946 3,946
按金及預付款項 19,551 37,032

非流動資產總值 898,335 903,744

流動資產
放貸業務產生之應收貸款 10 101,845 115,851
證券及期貨買賣業務產生之應收貿易賬款 11 141,070 130,116
配售及資產管理業務產生之應收貿易賬款 12 27,717 45,990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2,426 2,42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0,374 85,545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及基金投資 13 57,118 95,55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投資 153,142 173,035
現金及銀行結存 99,668 116,364
代表客戶持有銀行結存 241,437 159,683

流動資產總值 934,797 924,56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4 244,313 168,102
租賃負債 3,002 4,018
於綜合投資基金的第三方權益 54,286 52,66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 48,071 84,693
其他借貸 16 269,795 268,109
銀行借貸 16 39,500 71,664
銀行透支 16 22,369 –
應付票據 50,000 50,000
應付稅項 – 56

流動負債總額 731,336 699,304

流動資產淨值 203,461 225,26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101,796 1,129,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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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767 6,599

非流動負債總額 4,767 6,599

資產淨值 1,097,029 1,122,409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7 159,697 159,697

儲備 937,332 962,712

權益總額 1,097,029 1,122,409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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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惟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
員會」）審閱。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六編製。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本公司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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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者貫徹一致，惟採用以
下新準則及詮釋除外。此外，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若干比較數據已經重新分
類以符合本期間的呈列。

1.1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就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之修訂 虧損合約－達成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之Covid-19相關的 

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概念框架之提述
會計指引第5號之修訂 會計指引第5號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處理 

（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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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認為於本期間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準則對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報表上所呈報之金額及╱或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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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現時分為四個經營分類－財務投資及服務、經紀及佣金、物業投資
以及企業及其他。本集團於本期間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及業績按
業務分類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財務投資及
服務 經紀及佣金 企業及其他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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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外界 16,004 148,648 25,136 189,788
分類間銷售 – 969 1,565 2,534

16,004 149,617 26,701 192,322

對銷 – (969) (1,565) (2,534)

總計 16,004 148,648 25,136 189,788

分類業績 (18,810) (13,397) (8,887) (41,094)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25
未分配開支 (2,620)
財務費用 (13,597)

除稅前虧損 (57,286)
所得稅開支 –

本期間虧損 (57,286)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1,277,752 407,588 47,820 1,733,160
對賬：
未分配資產 99,972

資產總值 1,833,132

分類負債 54,402 268,493 28,773 351,668
對賬：
未分配負債 384,435

負債總額 73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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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財務投資及
服務 經紀及佣金 企業及其他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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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收入：
外界 45,626 65,537 16,156 127,319

分類間銷售 – 830 475 1,305

45,626 66,367 16,631 128,624

對銷 – (830) (475) (1,305)

總計 45,626 65,537 16,156 127,319

分類業績 (29,645) (67,083) (21,900) (118,628)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12

未分配開支 (454)

財務費用 (17,126)

除稅前虧損 (136,196)

所得稅開支 (2,314)

本期間虧損 (138,510)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1,320,415 337,488 53,857 1,711,760

對賬：
未分配資產 116,552

資產總值 1,828,312

分類負債 53,143 220,898 41,922 315,963

對賬：
未分配負債 389,940

負債總額 70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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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淨額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於某個時間點確認之 
客戶合約收入
證券及期貨買賣之佣金收入 4,150 5,748
配售之佣金收入 128,471 43,616
表現費收入 1,495 99
管理費收入 23,641 16,057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外之其他來源收入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及基金投資之 
（虧損）╱收益 (3,473) 24,307

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投資之虧損 (1,888) (7,857)
投資股本投資之股息收入 9 1,208
放貸業務之利息收入 16,370 20,299
證券保證金之利息收入 16,027 17,016
債務投資之利息收入 4,986 6,826

189,788 127,319

其他收入及（虧損）╱收益，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25 12
手續費收入 42 56
於綜合投資基金之第三方權益 (3,303) (898)
保就業計劃之工資補貼 328 –
租金收入 579 890
其他 1,585 1,784

(744) 1,844

4.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乃扣除以下項目後達至：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16 5,550
使用權資產折舊 3,422 12,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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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費用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之利息 509 888
其他借貸之利息－保證金貸款 1,858 3,735
其他借貸之利息－無擔保 8,192 8,192
銀行透支之利息 559 1,701
應付票據之利息 2,232 2,222
租賃負債之利息 241 373
其他 6 15

13,597 17,126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香港
期內支出 – 2,314

於本期間，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香港利得稅基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
16.5%稅率計提。

7. 股息

董事會已決定不就本期間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57,286,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138,510,000港元）及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5,969,650,461股（二零二一年：
15,969,650,461股）計算。

由於尚未行使購股權對每股基本虧損之呈列金額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對本期間之每股基
本虧損之呈列金額就攤薄而言作出任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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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基於下列資料計算：

股份數目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969,650 15,969,650
本公司已發行購股權（附註） – 502,762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所用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969,650 16,472,412

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並未假設行使本公司之尚
未行使購股權，乃由於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的股價。

9.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投資
上市股本投資，按公平值： 509,636 493,258

上述股本投資已不可撤回地被指定為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原因為本集團認為
該等投資屬策略性質。

10. 放貸業務產生之應收貸款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 517,181 517,218
減：信貸虧損撥備 (61,406) (47,437)

455,775 469,781
減：非流動部分 (353,930) (353,930)

流動部分 101,845 11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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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貸款指本集團授予若干獨立第三方之貸款約517,18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517,218,000港元）。貸款按介乎5%至7%之年利率（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介乎5%至7%之年利率）計息及須於兩年內償還。授出該等貸款由本集團管理層批准及監察。

本集團就其應收貸款結餘約439,13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0,295,000港元）
持有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措施。應收貸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1. 證券及期貨買賣業務之應收貿易賬款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及期貨買賣業務之應收貿易賬款
－結算所 4,646 –

－現金客戶 18,097 14,267

－保證金客戶 417,602 388,581

440,345 402,848

減：信貸虧損撥備 (299,275) (272,732)

141,070 130,116

證券及期貨買賣業務產生之應收現金客戶、結算所及經紀之貿易賬款於結算日後按要求償還。
上述應收貿易賬款之結算期普遍為交易日期後2日內。就應收保證金客戶款項，本集團容許
與訂約方互相協定信貸期。

除應收保證金客戶款項外，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措施。
本集團可出售客戶寄存於本集團之證券或期貨以償付任何逾期款項。

應收貿易賬款為無抵押、不計息及須於有關貿易結算日償還，惟應收保證金客戶之款項約
417,602,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8,581,000港元）則除外，於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有關款項按年利率介乎6%至12.25%（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介乎6%至
12.25%）計息，並以現金及保證金客戶所持投資約1,397,63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029,010,000港元）作抵押。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本集團於結算所設有賬戶，以便進行證券及期貨買賣交易，並按淨額基準結算。

並無披露賬齡分析，因董事認為鑒於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不會提供額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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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配售及資產管理業務產生之應收貿易賬款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配售及資產管理業務產生之應收貿易賬款
－公司客戶 11,945 30,863

－個別客戶 143 241

－投資基金 32,789 32,789

44,877 63,893

減：信貸虧損撥備 (17,160) (17,903)

27,717 45,990

公司客戶及投資基金之已逾期但未信貸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指於本集團正常信貸期後，
客戶尚未償清配售及資產管理業務產生之應收款項。除所計提之信貸虧損撥備外，於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償還公司客戶及投資基金之應收貿易賬款被視為未信貸減值，原
因為交易對手方之信貸評級及信譽均良好。

並無披露賬齡分析，因董事認為鑒於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不會提供額外價值。

13.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及基金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證券，強制按公平值計量
－香港上市股本證券 45,792 65,373

－美國上市股本證券 1,599 3,543

非上市基金投資，強制按公平值計量
－於開曼群島的投資基金 895 872

－於中國的投資基金 8,832 25,770

57,118 95,558

由於上述股本及基金投資為持作買賣用途，其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被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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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付貿易賬款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及期貨買賣業務產生之應付貿易賬款
－結算所 420 16,842

－現金客戶 70,574 50,323

－保證金客戶 173,319 100,937

244,313 168,102

證券買賣業務產生之應付貿易賬款按年息0.01%計息及須於有關貿易結算日償還。應付貿
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期貨買賣業務產生之應付貿易賬款不計息及須於有關貿易結算日償還。應付貿易賬款之賬
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並無披露賬齡分析，因董事認為鑒於業務性質，賬齡分析不會提供額外價值。

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本集團之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為不計息及一般須於三個月內償付。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
用包含之金融負債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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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以及銀行透支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實際
年利率

(%) 到期 千港元

實際
年利率

(%) 到期 千港元

即期
銀行透支－有抵押 4.8至5.3 按要求 22,369 – 按要求 –

銀行借貸－有抵押 2.2至2.4 二零二二年 39,500 3.0至4.9 二零二二年 71,664

其他借貸－無抵押 7 按要求 236,000 7 按要求 236,000

其他借貸－有抵押 9.0至12.0 二零二二年 33,795 9.0至12.0 二零二二年 32,109

269,795 268,109

331,664 339,773

17. 股本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80,000,000,000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0,000,000,000股）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 800,000 8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5,969,650,461股（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969,650,461股）每股0.01港元之普通股 159,697 15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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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金融工具及非金融工具之公平值及公平值層級

本集團金融工具（賬面值與其公平值合理相若之金融工具除外）之賬面值及公平值如下：

賬面值 公平值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
二零二二年

六月
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資產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 

列賬之股本投資 509,636 493,258 509,636 493,25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 

股本及基金投資 57,118 95,558 57,118 95,55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 

債務投資 153,142 173,035 153,142 173,035

719,896 761,851 719,896 761,851

由於現金及銀行結存、代表客戶持有銀行結存、應收貸款、應收貿易賬款、應付貿易賬款、
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中的金融資產、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中的金
融負債、於綜合投資基金的第三方權益、其他借貸、銀行借貸及銀行透支於短期內到期，故
管理層認為該等工具公平值與其賬面值大致相若。

金融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值以該工具於自願交易方於當前交易（而非強迫或清盤銷售）下的
可交易金額入賬。

應付票據及租賃負債之公平值乃透過類似條款、信貸風險及餘下期限之工具目前適用的利
率貼現預期未來現金流量而計算，有關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投資、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及基金投資及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投資之公平值按市場報價計算。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基
金投資之公平值乃基於可自交易市場上觀察報價之基金相關資產之公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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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值層級

下表列示本集團金融工具及按公平值計量之非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層級：

按公平值計量的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使用以下項目所作之公平值計量

於活躍
市場報價

（第一層級）

重大可觀察
輸入數據

（第二層級）

重大不可
觀察輸入

數據
（第三層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 

列賬之股本投資 509,636 – – 509,636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 

股本及基金投資 47,391 9,727 – 57,11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 

債務投資 – 153,142 – 153,142

557,027 162,869 – 719,896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使用以下項目所作之公平值計量

於活躍
市場報價

（第一層級）

重大可觀察
輸入數據

（第二層級）

重大不可
觀察輸入

數據
（第三層級）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 

列賬之股本投資 493,258 – – 493,25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 

股本及基金投資 68,916 26,642 – 95,55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 

債務投資 – 173,035 – 173,035

562,174 199,677 – 761,851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第一層級與第二層級間並無公平值計量轉撥（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按公平值計量之金
融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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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連人士交易

除於此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其他地方詳述之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與關連人
士於本期間內進行下列重大交易。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買賣交易產生之董事保證金融資之利息收入 251 1,149

證券買賣交易產生之已收董事之佣金收入 6 174

257 1,323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

截至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1,149 1,995

股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 3,565 3,616

退休計劃供款 40 41

4,754 5,652

20.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批准

此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經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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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錄得收入約189,800,000

港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收入約127,300,000港元。此乃主
要源於提供債務資本市場（「債務資本市場」）服務所得佣金收入約128,500,000港元。
本期間除稅前虧損淨額約為57,3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除稅前虧損約為136,200,000港元。虧損主要歸因於 (i)確認透過損益按公平值
列賬之股本及基金投資之未變現公平值虧損約10,900,000港元，及 (ii)確認股權結
算之購股權安排約18,000,000港元及 (iii)其他金融資產之信貸虧損撥備約21,800,000

港元。

於本期間的除稅後虧損淨額約為57,3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除稅後虧損淨額約為138,500,000港元。於本期間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
股基本虧損約為0.36港仙（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每股基本虧損約為0.87港仙）。

經濟回顧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香港疫情形勢發生巨大變化。政府於一月收緊社交距離措
施至最嚴格水平，並於二月宣佈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以抗擊更為嚴重的第
五波疫情。倘隨後香港疫情形勢持續呈下降趨勢且無任何反彈跡象，則政府將分
階段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香港經濟顯著恢復。於二零二二年三月至五月的失業率（經
季節性調整）下降至5.1%。然而，由於疫情、社交距離措施及旅行限制繼續影響若
干經濟板塊，經濟復甦步伐不一致且整體經濟活動仍低於經濟衰退前的水平。

與實體經濟一致，由於投資者情緒持續悲觀，本地股市仍存在不確定性。在經濟衰
退及通脹加劇預期的背景下，全球股票的半年度表現相當疲軟。

由於利率不斷上升及中國物業行業的動蕩引發投資者的恐慌，亞洲於二零二二年
上半年新發行的美元債券已跌至三年半以來的最低點。來自中國發行人的美元債
券通常佔據一半的亞洲高收益債券市場，開發商未有進行發售的情況已對中國高
收益債券交易量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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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經紀及保證金融資

有關業務透過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即達有限公司（「即達」）進行，即達擁有中達證
券投資有限公司（「中達證券」）及中達期貨有限公司（「中達期貨」）全部股權。中
達證券及中達期貨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可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
1類（證券交易）、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5類（就期
貨合約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之業務。

於本期間，證券及期貨買賣所得佣金收入約為4,2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5,700,000港元），證券保證金所得利息收入約為16,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17,000,000港元）。本集團將維持其審慎信貸政策及風險管理方針，務求
實現可持續發展業務環境。

債務資本市場業務

有關業務透過即達進行，即達擁有中達證券全部股權。中達證券為於香港註冊成
立之有限公司，可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4類（就證券提
供意見）受規管活動之業務。

鑒於中資美元債券市場的龐大潛力，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已涉足該不斷增長的
市場，並聯合其他夥伴成為其主要參與者。該市場主要按行業分為四個業務板塊，
即工業、房地產發展、金融及城市建設投資（「城投」）。

於本期間，本公司以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簿管理人、聯席牽頭經辦人或配售代
理身份參與26項債務發行，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總發行規模約為3,154,900,000

美元。該等債務乃透過私人或公開發售發行，息票率介乎每年1.9%至9.3%。根據彭
博於二零二二年刊發的資料顯示，按計入各參與方的發行量計，中達證券於二零
二二年上半年在發行離岸中國債券的管理人中位列第四十三位。於本期間，提供
債務資本市場服務錄得佣金收入約128,500,000港元。本集團於下一期間將繼續加
強服務及擴大服務範圍，旨在為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

資產管理

有關業務透過即達進行，即達擁有中達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中達資產管理」）全部
股權。中達資產管理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可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
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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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本集團向個人、企業及機構客戶提供多元化全面投資產品（包括私募
基金及全權委託賬戶）的投資管理服務。目前，我們的投資基金（即Central Wealth 

Investment Fund SPC（「CWIF」））主要著重於中國債券市場，乃因中國債券市場為
世界第二大債券市場，充滿獲得可觀回報之商機。預期市場將繼續增長及隨著全
球經濟轉型。本集團相信市場將趨向資本市場主導，並開放予海外投資者。此外，
中達資產管理亦出任投資顧問，為客戶就股票基金、固定收益基金及其他投資產
品提供意見。

關於Central Wealth Investment Fund SPC

CWIF為一間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獨立投資組合有限公司。
CWIF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擁有12個獨立投資組合。CWIF之投資目標為透過
資本增值實現高回報率及尋求具高度保障的固定收益回報。

投資策略

投資經理致力透過投資固定收益金融工具、於債券市場買賣之固定收益工具、債
券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債券首次發售、結構性產品及衍生工具實現投資目標。投
資組合現主要投資於中國機構發行的離岸美元計值債券。當機遇出現時，投資經
理將繼續多元化投資組合。

基金增長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在管資產已達約388,000,000美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787,100,000美元）。於本期間，管理及表現費收入約為25,100,000港元。

財務投資及服務

財務投資及買賣

於本期間，恒生指數開盤為23,510.54點，收盤為21,859.79點。儘管本地股票市場依
然低迷，但本集團錄得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及基金投資之未變現虧損約
10,900,000港元及出售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投資之未變現虧損約5,400,000

港元。於本期間，債務投資的利息收入約為5,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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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貸業務

於本期間，放貸業務所得利息收入約為16,400,000港元。貸款賬冊結餘淨額錄得減
少約14,000,000港元至約455,800,000港元，而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約
469,800,000港元。本集團將繼續維持其審慎信貸政策及風險管理方針，務求達致穩
健財務管理以實現可持續發展業務環境。

中醫診所業務

鑒於全球股票市場的悲觀氛圍及中國債券市場充滿挑戰的環境，本集團已於中醫
診所行業進行多元化投資，並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

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深圳中達企業咨詢有限公
司（「深圳中達」）與廣東省友倍親醫藥科技有限公司（「廣東友倍親」）股東深圳友
倍親醫療投資有限公司（「深圳友倍親」）簽署股權轉讓協議。深圳友倍親持有的廣
東友倍親51%的股權由深圳中達以人民幣1元收購，出資額共人民幣2,550,000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廣東友倍親控股經營的中醫診所數量已增至226家，合
作診所主要在中國廣東、廣西、湖北、四川、重慶、河南等地。

前景

得益於大規模接種疫苗及主要經濟體的靈活財政政策，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初，
全球經濟處於較好的態勢。政府及企業單位對經濟活動進行持續的調整，以適應
低迷的流動性。下半年經濟更可能回暖。中國及香港預計將進一步得益於重新開放、
強勁的企業盈利及業績。

由於第五波冠狀病毒個案造成的影響，政府將二零二二年的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從
先前的2-3.5%下調至1-2%。全球需求放緩、跨境貿易中斷及疫情的綜合影響對城
市及政府造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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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香港首次公開發售市場低迷。預計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首次公
開發售募集資金總額將達至171億港元，較去年同期相比減少92%。香港預計，在
多項有利經濟增長的政策支持下，首次公開發售市場將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逐漸
恢復增長。

中國債券市場預計將繼續出現違約，尤其是深陷困境的房地產行業。希望近期中
國政府推出政策措施後，市場及個別公司能夠恢復流動性。

鑒於美國加息預期及地緣政局緊張的影響，全球經濟復甦仍然籠罩陰影，我們不
能忽視上述因素帶來之下行風險。由於中國可能將人民幣貶值作為反制美國關稅
的對策，本集團亦將評估人民幣貶值的經濟影響。

鑒於該等宏觀經濟挑戰，本集團將繼續保持警惕，但積極推行其審慎投資策略發
展業務。於本期間，本集團於中醫診所行業進行多元化投資。國家國務院發佈的國
家級中醫藥戰略綱要提出，國家層面將大力弘揚祖國醫學，發揚中醫文化將成為
大勢所趨，未來中醫藥產業將成為國民經濟重要支柱。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收入約189,800,000港元，而上一期間則錄得收入約127,300,000

港元。本集團收入主要包括放貸業務所得利息收入約16,400,000港元、提供債務
資本市場服務所得佣金收入約128,500,000港元、證券及期貨買賣所得佣金收入約
4,200,000港元及證券保證金所得利息收入約16,000,000港元以及來自債務投資之利
息收入約5,000,000港元。

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其他全面收益淨額約13,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其他全面虧損淨額：約700,000港元）。其主要由於透過其他全面
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投資之公平值收益約16,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公平值虧損約1,400,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之資產淨值約為1,097,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22,4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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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本期間，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透支、銀行及其他借貸以及其他集
資活動為其業務營運融資。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
為99,7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6,4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透支約22,4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計息銀行借貸約39,5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1,700,000港元）、其他計息借貸約269,8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8,100,000港元）及應付優先票據約50,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50,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按流動資產約934,8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924,600,000港元）及流動負債約731,3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699,300,000港元）計算之流動比率約為1.28倍（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32倍）。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本承擔（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本集團亦無其他或然負債（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與負債比率約為34.8%（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4.7%）。資本與負債比率等於報告期末借貸總額除以資產淨值。借
貸總額約381,700,000港元包括銀行及其他借貸、銀行透支及應付優先票據。

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借貸及利息付款主要以港元及美元計值。本集團大部分收入
以港元及美元結算。因此，本集團所面對外匯風險實屬輕微。

本集團對庫務政策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策略，因此於本期間內維持穩健的流動資
金狀況。本集團不斷審核及評估客戶的信貸狀況及財務狀況，務求降低信貸風險。
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以確保本集團的
資產、負債及其他承擔的流動結構符合其不時的資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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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賬面總值約719,900,000港元之投資組合（包
括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投資、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及
基金投資及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投資）。董事將市值於本報告日期佔本
集團資產淨值超過5%的股本投資、債務投資及基金投資視為重大投資。於二零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股本投資、基金投資及債務投資組合詳情載列如下：

股份代號 投資對象名稱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所持投資之
股權百分比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之投資佔本集團
資產總值之百分比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投資之公平值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投資之賬面值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投資公平值

收益╱（虧損）

截至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之已變現
收益╱（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投資
412 中國山東高速金融集團有限公司（附註1） 2.34% 26.78% 490,890 215,710 275,180 –

其他 不適用 1.02% 18,746 92,234 (73,488) (3,608)

總計 509,636 307,944 201,692 (3,608)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股本及基金投資 #

總計 不適用 3.12% 57,118 67,984 (10,866) –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債務投資 *

總計（附註2） 不適用 8.35% 153,142 158,585 (5,443) (1,685)

總數合計 719,896 534,513 185,383 (5,293)

# 於報告日期概無個別股本及基金投資佔本集團之資產淨值5%以上。

* 於報告日期概無個別債務投資佔本集團之資產淨值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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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對象之表現及前景

1. 中國山東高速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山東高速」）

中國山東高速連同其附屬公司（「中國山東高速集團」）主要從事不同類別的
金融服務，包括標準化業務投資、非標業務投資、產業投資、提供牌照金融服
務業務、融資租賃及科技金融。

誠如其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所述，中國山東高
速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收入及其他收入合共約
1,090,700,000港元。中國山東高速集團年內呈報純利約11,100,000港元。每股基
本及攤薄虧損均為1.31港仙。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國山東高速集
團的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為約8,612,500,000港元。中國山東高速集團並無就截
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任何股息。

中國山東高速集團積極配合中國的產業政策，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沿線國
家及粵港澳大灣區發掘不同的優質投資機會。此外，在控股股東－山東高速
集團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其在市場的公信度及美譽度均得到了較大提升，
為其建立了強大的競爭優勢。

本公司對中國山東高速集團可進一步改善其資產負債結構及提升盈利能力的
穩定性充滿信心。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於中國山東高速的投資屬長期投資。然而，
倘變現符合本集團最佳利益或變現之條款對本集團而言為特別可取時，本集
團不排除不時變現該等投資的可能性。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141,060,500股中國山東高速合併股份。
中國山東高速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收報3.48港元。

2. 致富中國債券基金2

致富中國債券基金2目前主要投資由中國機構發行的以美元計值的債券（包括
城投債）。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該等債券的年票面利率為7.8%，期限為
一至兩年。

致富中國債券基金2的投資目的為透過資本增值實現高回報率及尋求具高度
保障的固定收益回報。投資經理透過投資固定收益金融工具、於債券市場買
賣固定收益工具、債券基金、貨幣市場基金、債券首次發行、結構性產品及衍
生工具實現投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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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國政府在簡化海外債務發行審批流程及程序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工作，並進一步落實了債券關係、資本使用及融資槓桿相關的措施。
中國政府維持相對寬鬆的中國債券市場監管政策，鼓勵中國公司增加海外資金。
此舉有助於推動人民幣及中國企業國際化。

由於中國的債券收益較去年有所下降，投資者的回報並不具備吸引力。儘管
城投債因其較低信貸評級而有所限制，但其擁有地方政府信用及收益率較高。
預期日後城投債的需求及發行量將會增加。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致富中國債券基金2的7,363.3929股股份，
相當於致富中國債券基金2股份的56.2%。

資產抵押詳情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抵押若干上市股本投資約17,600,000港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400,000港元）以擔保其他借貸。本集團以若干保證
金客戶所持已抵押上市股本投資約144,100,000港元以擔保銀行透支及銀行借貸（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3,400,000港元）。

招聘、培訓及發展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128名僱員。本集團致力於員工培訓及發展，
並為全體僱員編製培訓計劃。本集團維持具競爭力之薪酬計劃並定期進行檢討。
本集團根據個別員工之工作表現及業內慣例給予若干僱員花紅及購股權。

企業管治

董事會致力於維持良好之企業管治，不斷提高透明度和有效問責制度，以為股東
帶來最大利益。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之詳盡披露載於其最近刊發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內。

本公司於本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內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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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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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兩次，以監察及審閱本公司財務報告是否完整及有效。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討論本公
司之核數、財務及內部監控以及財務報告事宜。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分別為
郭志光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劉宏偉先生及吳銘先生，彼等均為本公司之獨立
非執行董事。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其有關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操守守則（「本身守則」），當中條款不
遜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所載之規定準則。在向本公司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均確認，於本期間，
彼等均有遵守標準守則及本身守則所訂的規定。

代表董事會 

中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曉東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陳曉東先生、陳靜嫻女士、余慶
銳先生、宋采泥女士及陳洪金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郭志光先生、
吳銘先生及劉宏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