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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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零 零 九 年 全 年 業 績 公 佈

業績

高信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公佈本公司暨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之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全面損益計算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6 36,771 48,004
淨匯兌溢利（虧損） 3,933 (5,186)
其他收入 3,503 4,591
呆壞賬撥備回撥（撥備） 133 (1,339)
交易權攤銷 (5) (6)
折舊 (268) (461)
財務費用 8 (399) (1,125)
有關回購迷你債券支出 9 (1,549) —
其他費用 (30,538) (37,416)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3,032) (13,646)
開採及估計資產減值虧損 — (27,377)
聯營公司權益減值虧損 (23,000)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 (26,671) 11,195

除稅前虧損 (51,122) (22,766)
稅項扣除 10 — (1,264)

年度虧損 11 (51,122) (24,030)

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59,923 (49,008)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486 4,596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支出） 60,409 (44,412)

年內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9,287 (68,442)

* 僅供識別



– 2 –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年度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9,840) (15,261)

　少數股東權益 (1,282) (8,769)

(51,122) (24,030)

應佔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230) (45,696)

　少數股東權益 18,517 (22,746)

9,287 (68,442)

每股虧損－基本 12 (8.31)港仙 (2.5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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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217 748
交易權 — 5
開採及估計資產 382,482 290,182
聯營公司權益 101,962 151,147
法定按金 4,103 4,075
應收貸款 868 792

490,632 446,949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3 71,693 32,321
應收貸款 992 545
其他應收賬款、預付款項及按金 6,823 9,982
稅項回撥 82 1,159
已抵押定期存款（一般賬戶） 7,504 16,594
銀行結存（信託及獨立賬戶） 93,517 81,750
銀行結存（一般賬戶）及現金 20,600 38,016

201,211 180,36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4 102,907 93,593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2,054 8,646
其他貸款 11,201 399
應付合資經營企業款項 4,649 4,960
應付董事款項 7,676 11,430

138,487 119,028

流動資產淨額 62,724 61,339

553,356 508,28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63,684 59,356
儲備 412,760 390,53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76,444 449,893
少數股東權益 76,912 58,395

權益總額 553,356 50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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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乃根據百慕達1981年公司法（修訂本）註冊成立為受豁免公司及其股份於聯交所主版上市。本公司之

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J&A。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金融服務及石油及天然氣開採及生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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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證券保證金融資服務及提供企業融

資顧問服務。石油及天然氣開採及生產乃透過一間全資附屬公司高信能源有限公司發展。

本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與本公司及其大部份附屬公司的營運貨幣相同。

2. 新訂及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及1號（修訂） 因清盤而產生之可認沽金融工具及責任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 投資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成本

準則第27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改進金融工具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嵌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造合同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詮釋第16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轉讓客戶之資產

　詮釋第1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於二零零八年頒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惟

　對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

　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有

　關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第80段

除以下敘述外，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綜合財務

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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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影響呈列及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提出多項專門用語之修改（包括修改綜合財務報表之標題）及綜合
財務報表之形式及內容上之改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是一項披露準則，須重新釐定本集團可申報分類（見附註7）。但對分類溢利或虧
損、分類資產及分類負債計算之基準並無改變。

影響呈報業績及／或財務狀況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經修訂）借貸成本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之借貸成本當發生時即作為支出。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修訂）移取以往可
把所有借貸成本於發生時作為支出之選擇。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二零零七年修訂）導致本集團之會計
政策改變，該等借貸成本需資本化以作為合資格資產成本一部份。此修訂會計政策對本集團本會計期間或
過往會計期間之報告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仍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為於二零零八年頒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分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2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6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供股分類4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對首次採納者披露比較數字之
　有限度豁免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企業合併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7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6

　－詮釋第14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1

　－詮釋第17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5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之改進。
3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可能影響本集團於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以後之業務合併會
計方式。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將影響本集團於附屬公司擁有權益變動。

本公司董事估計採納其他新訂及修訂準則，修訂及註釋對綜合財務報表將不會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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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本綜合財務報表是按會計政策之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

本綜合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本綜合財務報表也包括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和香港公司法的要求作出相關披露。

4. 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於採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管理層曾作出以下對綜合財務報表中確認之金額構成重大影響之估計。有關在

報告期終日因對不確定性作出判斷，而對下個財政年度之資產及負債面值帶來重大調整之主要來源，亦於

下文討論。

開採及估計資產減值

開採及估計資產會每年進行減值評估。本集團在決定石油特許經營權是否減值需要估計資產之可收回金

額。本集團倚賴專家評估在油田發現石油及天然氣之地質前景，並按適當之貼現率估計未來生產之石油及

天然氣價值以計算現值。至於鑽探成本及其他開採及估計資產，本集團決定是否就特定地區相關油井成本

列作開支為通常性完成鑽探一年內進行進一步可行性研究而仍無法達到該項經濟效益。截止二零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就開採及估計資產確認減值虧損約27,377,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並無確認減值虧損。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開採及估計資產之賬面值為382,482,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290,182,000港元）。

5. 資本風險管理

本集團會管理資本，維持最有利的權益結餘，以確保本集團轄下公司能夠持續經營，提高股東的回報。本

集團的資本架構為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包括註冊股本、保留溢利／累計虧損及其他儲備）。

本公司董事會定期檢討資本架構。董事會根據建議年度預算考慮資本成本及資本所涉風險。本集團亦透過

派發股息，發行新股，發行新債或贖回現有債務以平衡整體資本架構。本集團整體策略與去年相同。

6. 收益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紀佣金收入 31,581 42,303

來自以下項目之利息收入：

　客戶 3,610 3,611

　認可機構 86 752

　其他 34 83

顧問費收入 1,460 1,255

36,771 4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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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類資料

本集團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類」。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是一項

披露準則，規定以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即董事局）在決定分類資源分配及評估其表現上所定期審閱本集

團各個組成部分之內部報告作為識別經營分類之基礎。相反，其過往之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類報

告）則要求實體採用風險及回報方法以分辨兩組分類（業務分類及地區分類），僅作為分辨該等分類之起點。

本集團過往以業務分類作為主要呈報模式，即分別為經紀業務，證券保證金融資及石油及天然氣分類。相

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確定的主要分類，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導致本集團需重列報告分類。因

董事會以各分類之獨立財務資料作內部報告之審閱，以往呈報之經紀業務分類已被劃分為(I)證券、期貨及

期權經紀業務，及(II)財務管理諮詢業務。

為了管理目的，本集團現由四個可呈報分類組成－(a)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業務，(b)財務管理諮詢業務，

(c)證券保證金融資及，(d)石油及天然氣。未被分別報告之營運分類包括投資銀行及借貸，乃於「其他」分類

內合計及呈列，過往期間報告之總額已遵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要求重新呈列。

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業務 － 提供證券買賣、期貨及期權經紀業務。

財務管理諮詢業務 － 提供互惠基金、保險掛漖投資計劃及產品諮詢。

證券保證金融資 － 提供證券保證金融資。

石油及天然氣 － 石油及天然氣開採及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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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及業績分類

下列為本集團收益及業績之分類分析。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可呈報分類

不可分別

證券、期貨及 財務管理 證券 石油及 呈報分類

期權經紀業務 諮詢業務 保證金融資 天然氣 合共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分類收益 29,078 5,672 1,941 — 36,691 80 36,771

業績

分類（虧損）溢利 (178) (2,377) 1,313 1,783 541 (84) 457

公司行政費用 (1,90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6,671)

聯營公司權益減值虧損 (23,000)

除稅前溢利 51,122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可呈報分類

不可分別

證券、期貨及 財務管理 證券 石油及 呈報分類

期權經紀業務 諮詢業務 保證金融資 天然氣 合共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分類收益 25,304 20,485 2,065 — 47,854 150 48,004

業績

分類（虧損）溢利 (1,919) 669 1,480 (31,742) (31,512 ) 126 (31,386)

公司行政費用 (2,575)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1,195

除稅前溢利 (22,766)

營運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分類（虧損）溢利代表並無分配公司行政費用及應佔聯營公

司之虧損／溢利下，各分類之財務業績。這是向董事會呈報資料，以助調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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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及負債分類

下列為本集團資產及負債之分類分析：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類

不可分別

證券、期貨及 財務管理 證券 石油及 呈報分類

期權經紀業務 諮詢業務 保證金融資 天然氣 合共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143,693 4,157 43,769 393,597 585,216 1,860 587,076

聯營公司權益 101,962
未劃撥資產　 2,805

綜合資產總額 691,843

負債

分類負債 102,631 1,492 3,897 13,386 121,406 36 121,442

其他貸款 10,800
應付董事款項 6,076
未劃撥負債 169

綜合負債總額 138,487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呈報分類
不可分別

證券、期貨及 財務管理 證券 石油及 Total 呈報分類
期權經紀業務 諮詢業務 保證金融資 天然氣 合共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127,244 5,539 25,221 314,003 472,007 1,337 473,344

聯營公司權益 151,147

未劃撥資產　 2,825

綜合資產總額
627,316

負債

分類負債 94,263 2,448 1,990 18,130 116,831 — 116,831

未劃撥負債 2,197

綜合負債總額 119,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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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監察分類表現及分配資源予各分類而言：

‧ 除聯營公司權益、用於本集團行政用途之銀行結存及現金以及其他資產（包括其他應收賬款、預付款項
及按金）外，所有資產已分配予可呈報分類。

‧ 除部份其他貸款及作為本集團一般資金之應付董事款項及其他負債（包括與行政費用有關的其他應付款
項及應計費用）外，所有負債已分配予營運分類。

其他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可呈報分類
證券、 不可分別

期貨及期權 財務管理 證券 石油及 呈報分類
經紀業務 諮詢業務 保證金融資 天然氣 合共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量分類（虧損）溢利或分類資產中包括金額：

固定資產增添 737 — — — 737 — 737
開採及估計資產增添 — — — 27,868 27,868 — 27,868
交易權攤銷 5 — — — 5 — 5
折舊 247 6 — — 253 15 268
呆壞賬回撥 (85) — (48) — (133 ) — (133)
有關回購迷你債券支出 — 1,549 — — 1,549 — 1,549
財務費用 65 — — 257 322 77 399
利息收入 — — — (17) (17) — (17)

董事局定期提供但不包括於計量分類（虧損）溢利或分類資產之金額：

聯營公司權益 101,962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6,671
聯營公司權益減值虧損 23,000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可呈報分類
證券、 不可分別

期貨及期權 財務管理 證券 石油及 呈報分類
經紀業務 諮詢業務 保證金融資 天然氣 合共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計量分類（虧損）溢利或分類資產中包括金額：

固定資產增添 274 — — — 274 — 274
開採及估計資產增添 — — — 25,318 25,318 — 25,318
開採及估計資產減值虧損 — — — 27,377 27,377 — 27,377
交易權攤銷 6 — — — 6 — 6
折舊 369 10 — — 379 82 461
呆壞賬回撥 618 155 566 — 1,339 — 1,339
財務費用 38 — — 959 997 128 1,125
利息收入 — (33) — (632) (665 ) —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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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定期提供但不包括於計量分類（虧損）溢利或分類資產之金額：

聯營公司權益 151,14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1,195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業務，財務管理諮詢業務及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均在香港經營，而本集團

之所有收益來自香港根據客戶之地區。石油及天然氣業務基於埃及。

以下為非流動資產地區分類之分析：

非流動資產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03,179 151,900

埃及 382,482 290,182

485,661 442,082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法定按金及應收貸款。

關於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單一客戶提供多於本集團總收益之10%。

8. 財務費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五年內償清之

貸款利息：

　銀行貸款 66 166

　應付董事款項 328 453

　其他貸款 5 506

399 1,125

9. 有關回購迷你債券支出

於二零零八年，本集團旗下一間附屬公司（「該附屬公司」）銷售及發售部份有關雷曼兄弟的迷你債券系列

（「迷你債券」），涉及金額約2,570,000港元。年內，該附屬公司向其客戶提出迷你債券回購計劃（「回購計

劃」），有關條款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香港金融管理局與十六家分銷銀行就回購迷你債券達成協

議者相若。該附屬公司在不會損害本身權益及不承認任何責任的基礎下回購迷你債券。為賠償客戶因雷曼

兄弟倒閉招致的損失，該附屬公司錄得開支達1,54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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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稅項扣除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稅項扣除金額代表過往年度香港利得稅撥備不足。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稅項扣除金額代表過往年度香港利得稅撥備不足。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零八年收入條例草案，由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財政

年度起生效，調低公司利得稅由17.5%至16.5%。

由於本集團沒有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綜合財務報表內就香港利得稅提取撥備。

由於兩個年度其他地區經營之附屬公司沒有應課稅溢利，故無就其他地區提取利得稅撥備。

年度之稅項扣除，與綜合全面損益計數表之除稅前虧損之對賬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 (51,122) (22,766)

以香港利得稅率16.5%計算之稅款 (8,435) (3,756)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之稅務影響 4,400 (1,847)

毋須就稅項而課稅之收入之稅務影響 (720) (155)

未確認估計稅務虧損之稅務影響 893 533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1,264

不能就稅項作扣減開支之稅務影響 3,886 874

未確認扣減開支之暫時差額之稅務影響 — 4,517

未有就以往稅務虧損作確認之稅務影響 (24) (166)

年度之稅項 — 1,264

11. 年度虧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核數師酬金 1,195 1,30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包括僱員成本） 466 511

錯誤交易虧損 13 75

固定資產出售虧損 — 33

應佔聯營公司之（稅項計入）稅項（於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溢利內） (12) 384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包括其他收入） (17)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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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之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 (49,840) (15,261)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599,491 593,562

因本年度及上年度並無潛在普通股，故無就兩年度之每股攤薄虧損呈列。

13. 應收賬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包括下列項目：

買賣證券業務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現金客戶 26,466 9,577

　　扣除：呆壞賬撥備 (705) (795)

25,761 8,782

買賣期貨合約業務所產生之應收

　香港期貨交易結算有限公司（「期交結算」）賬款 7,152 7,013

證券保證金融資客戶貸款 38,760 16,337

扣除：呆壞賬撥備 (513) (561)

38,247 15,776

提供企業顧問服務業務所產生之應收賬款 533 750

71,693 32,321

應收現金客戶及期交結算賬款之結算期限為交易日期後一至二日。除下文所示之現金客戶應收賬款外，期

交結算之應收賬款的賬齡均為30天內。

證券保證金融資客戶貸款須按通知償還及按永亨銀行引用的香港最優惠利率加3%，等於每年8.25%（二零零

八年：8.25%至9.25%），計算利息。董事認為，由於賬齡分析並無意義，因此並無就此作出任何披露。貸

款以抵押市場證券作擔保，其公平值約152,23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65,268,000港元）。本集團可被准許

當本集團要求還款而客戶拖欠貸款時賣出或再抵押市埸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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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為企業顧問服務客戶及現金客戶提供信貸期。由此客戶產生之應收賬款賬齡如下：

企業顧問服務客戶之應收賬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九十日 229 200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175 200

多於一百八十日 129 350

533 750

現金客戶之應收賬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九十日 24,856 8,119

九十一至一百八十日 905 663

25,761 8,782

於報告期終日之應收賬款內，賬面值約25,59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6,664,000港元）為過期未付但未有減

值。平均過期未付但未有減值結餘之賬齡為30日內（二零零八年：30日內）。董事認為，於二零零八年及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就重大之企業顧問服務客戶及現金客戶之應收賬款作減值虧損。

現金客戶呆壞賬撥備之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面值 795 278

應收款項減值虧損確認 5 673

不能收回之撇賬額 (5) (156)

本年度回撥 (90) —

年終面值 705 795

證券保證金融資客戶呆壞賬撥備之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面值 561 —

應收款項減值虧損確認 31 566

不能收回之撇賬額 — (5)

本年度回撥 (79) —

年終面值 513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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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顧問服務客戶呆壞賬撥備之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面值 — —

應收款項減值虧損確認 — 100

不能收回之撇賬額 — (100)

年終面值 — —

現金客戶及證券保證金客戶呆壞賬撥備包括一直面對嚴重財政困難之個別減值應收賬款。撥備額按出售本

集團持有之有關市場股票所得的款項釐定。

本集團於釐定應收賬款之可收回機會時，會考慮由初次授出信貸日期起直至申報日期止之應收賬款信貸質

素，於結算日後之償還情況及已抵押市場證券之公平值之任何變化。就董事而言，相信現時毋須作出呆壞

賬撥備以外之進一步信貸撥備。

其他應收賬款，預付款項及按金內包括73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無）為美元，即有別於相關集團實體營運

貨幣之貨幣。

14. 應付賬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買賣證券業務所產生應付賬款：

　－現金客戶 77,068 73,870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中央結算」） 2,466 4,628

買賣期貨合約業務所產生應付客戶之賬款 19,477 13,105

應付證券保證金融資客戶之款項 3,896 1,990

102,907 93,593

應付現金客戶及中央結算之結算期限為交易日期後兩日，其賬齡為30天內。

買賣期貨合約業務所產生應付客戶之賬款，乃已收客戶買賣期交所期貨合約之保證金。未償還款項較期交

所規定之保證金按金超出之數額，須按通知向客戶償還。董事認為，由於賬齡分析並無意義，因此並無就

此作出任何披露。

應付證券保證金融資客戶之款項，須按通知償還。董事認為，由於賬齡分析並無意義，因此並無就此作出

任何披露。

因進行受監管活動而收取或持有客戶及其他機構款項，並儲存在信託及獨立銀行賬戶的應付賬款約為

93,517,000港元（二零零八年：81,750,000港元）。但本集團現時並無行使權將各存款抵銷該等應付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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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總收益約36,77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48,004,000港元）。股東應佔虧損約49,84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5,261,000港元）。由於大部

分本地投資者對股市反彈及經濟復蘇是否持續存疑並選擇觀望，故核心金融業務仍遜於預

期。

市場概覽

二零零九年股市受全球大規模的貨幣寬鬆政策及中國逐步推行的貨幣政策所推動而呈現強勁

的V形反彈。股市於首季走出金融海嘯的低迷時期，並於去年餘下時間持續上升。不少投資者

去年因超賣股份，在補充股份時表現得更為進取，從而只留下市場少量輕微而短暫的調整空

間。其中中國的投資者似乎最為樂觀，由於受西方經濟體的金融崩潰影響較小，中資企業股

份表現較佳。投資者密切留意中國政府於各行業公布之經濟刺激計劃，並不斷轉變其投資喜

好，最終扶持的政策亦涵蓋絕大部分行業。內部消費為其中一個受歡迎的主題，因許多措施

（包括按揭利率優惠、家電下鄉補貼、汽車下鄉補貼及汽車減稅等）乃針對推動內部消費而推

出，以抵銷疲弱的海外市場。該等刺激政策方案於二零零九年全年支橕著物業、消費及汽車

股份上升。創維數碼及吉利汽車分別上升18.4倍及7.8倍，同時中國地產股份也從今年低谷的

股價反彈數倍。因關注全球污染及資源逐漸用盡的問題，中國政府轉移目標鼓勵發展清潔及

可再生能源，令人們憧憬此行業的前景，其中比亞迪公司銳意發展的電池汽車，其股價飆升

至每股83港元之歷史新高，相當於二零零八年年底的6.6倍。發展3G流動電話系統，以及隨後

推出的集電視、電話及互聯網於一個流動電話平台的三網合一政策，亦增加該行業的盈利增

長前景。互聯網內容供應商騰訊的股價升至每股175港元的新高，無線解決方案設備及基建供

應商京信通信的股價自今年低位反彈逾10倍。市場對通脹的憂慮及對經濟復蘇的預期，刺激

對資源及商品產品的需求，從而鞏固資源行業的反彈。總括而言，金融及保險股份亦受惠於

金融市場的改善。例外的情形是，基建股份因其防禦性質缺乏吸引而受壓，而運輸行業的股

份因出口表現疲弱而積弱。至於本地股份，地產行業無疑最為矚目。低利率環境、缺乏土地

供應及中國資金的涌入持續將地產價格推高，屢次創造香港歷史新紀錄，每平方呎售價數萬

港元的住宅單位不再是夢想。預料本地地產發展商在如此狂熱的地產市場中將會取得龐大利

潤，其股價將有穩固的基礎支持。囱生指數全年上升51%，收報21,872點，H股指數則升

61%，收報12,794點。可惜的是，因大多數投資者質疑股市的現有水平真正能夠反映真實疲弱

的經濟表現，故市場成交額仍落後於指數表現。



– 17 –

市場普遍認為二零零九年股市全年的急速反彈已超越於實體經濟表現，令股票市場於二零一

零年可因任何藉口（如中國緊縮其貨幣政策及前所未有的全球貨幣寬鬆刺激措施可能撤回等）

而容易作出調整。事實上，中國已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底前兩度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每次均

提高0.5%）至16.5%，以便從市場撤走過餘的資金。其間，無獨有偶，美國聯儲局亦突然將貼

現率提高0.25%至0.75%。儘管全球經濟似乎不會重蹈一九三零年發生經濟大蕭條的覆轍，但

經濟復蘇在全世界並不平衡。亞洲及新興國家經濟動力保持完整，但西方國家現在仍為重組

其銀行及金融體系而煩惱，有些國家甚至面臨惡化的危險。還有些國家更深陷金融危機之

中，如最近發生的希臘危機及迪拜欠債事件。地區金融危機仍會發生，這將會間歇性打擊未

來的市場，而通往完全復蘇之路仍崎嶇不平且漫長。由於資金傾向流入大中華地區，在中國

因素支持下，香港股市的表現很可能比其他地區的市場優勝。然而，鑒於市場對過來該等特

殊紓緩措施有可能逐漸撤出保持的審慎情緒，預期股市只會將會在一定範圍內波動。

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業務

年內，本集團的證券經紀業務及期貨經紀業務的收益與包銷佣金為29,078,000港元（二零零八

年：25,304,000港元），佔總收益79%。由於大部分零售投資者未能在是次市場的大幅反彈恢

復信心及興趣，且其情緒在目前波動市場中仍很脆弱，故分部業績雖有所改善，但仍不理

想。

證券保證金融資

年內，來自證券保證金貸款組合的利息收入為1,94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2,065,000港元），

佔本集團收益5%。分部溢利輕微上升，但投資者持有隔夜倉的組合仍表現審慎，並傾向短線

投資，故借貸需求仍不強烈。

財務管理及諮詢服務

來自財務管理及諮詢服務的收益為4,212,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9,240,000港元）。業務自低

谷恢復過來，但由於預料更多嚴厲的監管政策出台，業界轉趨不明朗。雷曼迷債事件的爆發

令投資者與營運商之分歧擴大。新監管的政策或需一段時間磨合始能在監管規定、投資者信

心及營運商利益之間取得可行的平衡。期間，本公司仍將集中促銷簡單且成熟的金融產品以

避免產生不必要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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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銀行

本集團透過附屬公司高信融資服務有限公司（「高信融資」）經營投資銀行分部。今年來自投資

銀行業務的經營收益為1,46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245,000港元）。

由於全球經濟出乎意料地快速復蘇，一度受二零零八年信貸緊縮影響最深的金融世界是從中

得益的主要行業。過去一年來經歷頻繁的監管體制改革、減債計劃及市場合併，更具競爭力

的業界參與者得以生存，並在全球展開收購、拓展及擴張機會。受惠於大規模救市措施及規

則制定者作出破天荒行動，銀行已重建其功能並恢復其信用度。我們的投資銀行分部在穩定

的業務環境下再度成長。年內，我們已成功進行多項合併與收購，並增加我們在金融諮詢及

顧問服務方面的業務。

鑒於金融風暴帶來的痛苦仍未完全消褪，以及西方國家的令人憂慮的經濟前景，我們的管理

人員對未來前景持審慎樂觀的態度。我們將透過現有客戶及夥伴，致力進一步擴充我們在中

國的網絡。我們希望這將有助探索更多業務機會，長遠而言更帶來可持續增長。

石油及天然氣業務

本集團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高信能源有限公司（「高信能源」）發展能源事務。高信能源於埃及

之West Esh Hallaha二區油田（「二區油田」）及West Kom Ombo 三區油田（「三區油田」）均擁

有40%的參與權益。

待下文進一步說明的資產交換協議完成後，高信能源在二區油田的參與權益將由40%增加至

60%，而在三區油田的參與權益將由40%減少至20%。

本公司繼續在埃及的二區油田進行開採業務。第三口開採井South Malak-1於二零零九年八月

十六日開始挖掘，並鑽探至總深度11,200呎。於此井內找到高含量天然氣和始新世白雲石及

白堊紀Matulla沙岩兩種儲油層。目前油井正以泵進行清理，並將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底前完成

進一步測試。

三區油田方面，本公司仍正在等待營運商Groundstar Resources Egypt (Barbados) Inc.

（「Groundstar」）的最終詮釋結果。於制定任何鑽探計劃前將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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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營公司－電鍍設備業務

本集團透過聯營公司亞洲聯網科技有限公司（「亞洲聯網」）發展科技業務。

於首三季，亞洲聯網仍然受到金融海嘯低迷時期的影響。雖然亞洲聯網報告其於二零零九年

四月底呈現復蘇跡象，但由於磋商合約及製造時間所須的最低時間，於六月底達成的訂單僅

於九月底或最後一季付運。該等訂單的定價並不理想。於二零零九年的營業額約為

195,0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60%。二零零九年的毛利率亦下跌3%。

亞洲聯網預期二零一零年經濟將會緩和復蘇，而光伏行業將繼續增長並即將成為亞洲聯網的

穩定收入來源。亞洲聯網正投入適當的研究及開發資源，務求與其客戶的產品開發步伐保持

一致。亞洲聯網仍然相信，只有先進設計或技術才可使其成為業界領導者。

重大公司收購及出售

期內並無重大公司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Groundstar就二區油田及三區油田訂立資產交換協議

（「協議」）。

根據此協議，本公司將其在三區油田的20%參與權益交換為Groundstar在二區油田的20%參與

權益。然而，協議須取得埃及監管機構的批准，並須於取得有關批准後五日內完成。於取得

有關批准前的過渡期間內，本公司須承擔Groundstar在二區油田20%參與權益的所有權利及責

任，而Groundstar則須承擔本公司在三區油田20%參與權益的所有權利及責任。

倘最遲未能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日起計60日內取得批准，則協議須終止，而訂約方在二區

油田及三區油田的權益將還原至其原來狀況，猶如協議未曾簽訂一樣。

由於訂立協議，Groundstar在三區油田的權益將增加至80%，而其在二區油田的權益將為零，

另一方面，本公司在三區油田的權益將減少至20%，而其在二區油田的權益將增加至60%。

企業管治

本公司充份明白符合相關法規和監管機構規定，以及維持良好企業管治水平對本公司之營運

效能及效率極為重要。因此，本公司已採取及執行各項相關措施，確保符合相關法規和監管

機構規定，以及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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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東資金約為553,35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508,288,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62,72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61,339,000港

元），包括流動資產201,21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80,367,000港元）及流動負債138,487,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119,028,000港元），相等於流動比率約1.45（二零零八年：1.52）。

本集團資本支出，日常營運及投資資金主要來自其營運產生的現金，第三者及金融機構的貨

款，及股本融資。於年內，本集團獲得短期銀行及第三者借貸，主要用作為客戶於申請首次

公開招股時保證金及日常營運及投資資金。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不包括一般賬戶之已抵押固定存款）為20,6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38,016,000

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按總借貸（包括銀行貸款及透支）與股

東資金之百分比列示）為2倍水平（二零零八年：0.07）。

或然負債

本公司已就授予附屬公司之證券保證金融資額度向銀行提供擔保。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附屬公司並無動用該等額度之銀行借貸（二零零八年：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多間銀行提供的銀行融資。本集團的銀行融資以

本集團的銀行存款、保證金客戶的上市證券及本公司作為擔保。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已抵押定期存款為7,50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6,594,000

港元）。已抵押定期存款約7,50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7,468,000港元）已作為授予附屬公司

的銀行融資的抵押，並無保證金客戶的上市證券作為抵押。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存款（二零零八年：9,126,000港元）需應埃及政府之要求，作為2區油田之石油及天然氣開採

及生產業務之抵押品。

資本架構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的總數為636,843,612股每股面值0.10港

元的股份（二零零八年：593,561,612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股份）。已發行股份數目因年內配

售及認購股份活動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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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91名員工（二零零八年：100名），其中39名（二零

零八年：48名）為佣金制，相關員工成本總額為13,032,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3,646,000港

元）。本集團的長期成就主要取決於將公司核心價值與員工基本利益全面結合。為了吸引及挽

留優質員工，本集團提供具備競爭力的薪酬組合及其他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醫療計劃

及花紅。未來員工成本將更直接與營業額及利潤掛漖。本集團維持靈活的間接開支，以支援

基本業務及其業務的積極擴展，讓本集團可因應商業環境轉變而靈活作出回應。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支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任何末期股息（二零零八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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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財政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惟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獲委任年期分別為3年之主席及董事總經理毋須輸值告

退，於釐定須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退任之董事人數時亦不會計算在內，構成與守則條文A.4.2.

有所偏差。由於持續性是成功執行任何長遠業務計劃的主要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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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安排對於本公司以致股東的整體利益最為有利。

於財務年度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遵守守則。經向本公司董事作出具體查詢

後，全體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準則。

本公司於本公佈所涵蓋會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有關委任最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而其

中一名須具備合適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知識之最低規定。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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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五）下午二時正假座香港新界大埔大埔工業擥大喜

街11號舉行股東週年大會。

暫停辦理股票過戶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星期三）至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

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內將不會進行任個股份過戶。為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

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所有過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

分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

鐘㶅中心26樓，以便辦理登記手續。

購入、贖回或售出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贖回或售出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圍

有關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全面損益計數表及

其相關附註的初步公佈所列數字，已經獲得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同意，該等

數字乃集團於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列數額。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在此方面履行

的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保

證應聘服務準則所進行的保證應聘服務，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概不會就初步公佈發

表任何保證。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二零零九年業績及年報

此公佈將於本公司網頁(www.ktg.com.hk)及聯交所網頁(www.hkexnews.hk)列載。一份載有上

市規則所規定的所有資料之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頁刊登。

承董事會命

高信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藍國慶

主席

香港，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藍國慶先生和藍國倫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

偉明先生，關宏偉先生及伍志堅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