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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8226）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
第三季度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聯交
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
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
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
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樹熊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
全責）乃遵照《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的
資料。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
所有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及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及概無遺漏其他事宜，致使
本公佈中任何聲明或本公佈帶有誤導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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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1,350 14,460 28,239 36,944

銷售及服務成本 (582) (777) (1,890) (2,156)

毛利 10,768 13,683 26,349 34,788

其他收入及收益 1,093 1,789 2,734 7,326

銷售及分銷開支 (5) (14) (53) (49)

行政開支 (4,970) (5,859) (18,143) (17,050)

其他營運開支 (5,333) (2,134) (6,215) (2,134)

財務費用 (263) (237) (799) (3,100)

除稅前溢利 1,290 7,228 3,873 19,781

稅項費用 4 (47) (1,164) (474) (3,234)

期內溢利 1,243 6,064 3,399 16,547

其他全面收益
隨後可能重新歸類至 
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 485 – 50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 485 – 50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243 6,549 3,399 17,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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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385 4,981 2,777 14,428

非控股股東權益 858 1,083 622 2,119

1,243 6,064 3,399 16,54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385 5,263 2,777 14,720

非控股股東權益 858 1,286 622 2,331

1,243 6,549 3,399 17,051

每股盈利 5
－基本及攤薄（以仙計） 0.01 0.18 0.10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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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可換股

債券儲備
購股

權儲備
匯兌

波動儲備
累計
虧損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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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24,570 551,182 74,286 7,410 (292) (449,728) 207,428 (6,238) 201,19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292 14,428 14,720 2,331 17,051

行使可換股債券時獲發行之 

股份 3,263 102,217 (74,286) – – – 31,194 – 31,194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 – 11,385 11,385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27,833 653,399 – 7,410 – (435,300) 253,342 7,478 260,820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27,833 653,399 – 7,410 – (438,103) 250,539 7,026 257,56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 2,777 2,777 622 3,399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27,833 653,399 – 7,410 – (435,326) 253,316 7,648 26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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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GEM上市。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與本公司功能貨幣相同。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於各報告期末按公允價值計算之若干物業及
金融工具除外。歷史成本法一般以交換商品及服務所付代價之公允價值為基準。

編製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一致。

本集團採納若干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以下統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該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財
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並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潛在相關之新訂╱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簡明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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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收益（亦為本集團於期內確認之營業額）指提供證券配售及經紀服務收入、應收貸款的利息
收入及租賃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有關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提供證券配售及經紀服務 4,983 10,767 14,450 26,151

應收貸款的利息收入 6,232 3,558 13,384 10,388

租賃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 135 135 405 405

收益總額 11,350 14,460 28,239 36,944

4. 稅項費用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47 1,164 474 3,234

2018年稅務（修訂）（第3號）條例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通過，引入利得稅兩級制。

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公司首2,000,000港元應評稅利潤之稅率為8.25%，而超過2,000,000港元
應評稅利潤之稅率為16.5%。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獲提名的本集團公司
的香港利得稅已按照利得稅兩級制計算。其他本集團的香港公司的應評稅利潤繼續按16.5%

的稅率繳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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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就每股基本及攤銷盈利而言之盈利 385 4,981 2,777 14,428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每股基本及攤銷盈利而言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2,783,360 2,783,360 2,783,360 2,604,065

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並不假設行使本公司已授出的購股權，原因為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所有期間，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的平均
市價。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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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期內，本集團業務主要由四大經營業務分部組成，即(i)證券經紀、包銷及配售；(ii)

放貸；(iii)證券投資及(iv)物業投資。

證券經紀、包銷及配售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完成收購樹熊證券有限公司（「樹熊證券」）之80%股
權。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樹熊證券為一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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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規管活動之持牌法團。本集團看好證券
經紀、股份配售、包銷服務及其他相關業務的市況，本集團將會繼續於此業務分
部投放資源。董事會預期此分部將成為本集團其中一個主要之增長動力。

期內，此業務分部之收益約為14,500,000港元，與二零一八年同期收益約
26,200,000港元相比，減少約11,700,000港元，佔本集團期內收益約51.2%（二零
一八年：70.8%)。收益減少主要由於香港股票市場近期下跌導致配售及包銷委聘
數目減少。

放貸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六年二月根據香港法例第163章放債人條例透過其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獲得進行放貸業務的牌照。於發展本集團之放貸業務過程中，本集團以具
有融資需要的企業及個人為目標。本集團將僅向擁有良好財務信貸評級之借款人
批出新貸款，而所有逾期結餘由我們的高級管理層定期審視。董事會對香港放貸
市場之增長潛力仍然樂觀，並會採取相應措施以改善整體營運效率及鞏固收益基礎。

期內，本集團自向企業及個人客戶授出貸款錄得貸款利息收入約13,400,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10,400,000港元），佔本集團期內收益約47.4%（二零一八年：28.1%）。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應收貸款之尚未償還本金額為55,400,000港元。期內，
本集團並無就其放貸活動錄得任何呆壞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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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

此項業務活動於二零一五年第三季度開始。投資範圍包括在香港及其他認可海外
證券市場之上市證券以及由銀行及金融機構提供之其他相關投資產品之短期投資。
董事會預期此項業務活動可不時為本公司之可動用資金產生額外投資回報。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公允價值約27,700,000港元之上市股權投
資組合（其被分類為持作買賣投資）。期內，本集團錄得上市股權投資之公允價值
變動虧損約6,2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收益2,700,000港元）及已變現收益約
2,4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收益3,200,000港元）。

物業投資

於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度，本集團已收購商用物業用作投資。該等物業位於香港，
現時由一間上市公司租用。本集團相信該等物業可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租金收入。

期內，租金收入約為4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400,000港元），佔本集團期內收益
約1.4%（二零一八年：1.1%）。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收益減少至約28,200,000港元（二零
一八年：36,9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八年減少約23.6%。該減少主要歸因於經濟環
境轉差導致證券配售及經紀之服務收入減少。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其他經營開支約為6,200,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2,100,000港元）。其他經營開支減少，主要因為期內之上市股本投資錄
得公允價值虧損約6,200,000港元，而於去年同期則錄得公允價值收益約2,700,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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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行政開支約為18,100,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17,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6.4%。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財務費用約為800,000港元（二零
一八年：3,100,000港元），大幅減少約74.2%。財務費用減少，主要由於債券持有
人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日將可換股債券全數兌換。

由於上述原因，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錄得淨溢利約3,400,000

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淨溢利約16,500,000港元大幅減少。

展望
展望未來，董事會將繼續發展現有業務，同時積極探索新的業務領域及尋求合適
之投資機會。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嚴格控制風險、強化內部管理、整合主導性資源及制定謹慎
的投資策略，以便為其股東帶來更佳回報。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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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股份或債券中概無擁有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而存置
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所示，下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相關
權益及淡倉：

於本公司普通股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姓名 身份
所持

普通股數目
所持相關
股份數目 總額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黃嘉文女士 實益擁有人 530,667,261 – 530,667,261 19.07%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任何人士知會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持有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之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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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八日生效之購股權計劃（「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已終止，並
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及自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開始的10年
期間有效。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到期前授出之購股權將繼續有效，可根據二零
零二年購股權計劃之規則行使。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21,200,000份（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1,200,000份）於二零零二年購股權計劃項下之尚未行使購股權，相當於當日其已
發行股本之約0.8%（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8%）。並無根據新購股權計劃
授出任何購股權。

下表披露本公司期內之購股權變動：

參與者姓名或
類別 行使期

每股本公司
股份之行使價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被沒收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港元

其他
合計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0.666 21,200,000 – – – 21,200,000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期內任何時間概無授權本公司任何董事或主要行政
人員或其各自之配偶或未滿18歲子女透過收購本公司股份或債券而獲利，而上述
人士亦無行使任何有關權利；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
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擁有該等權利或利益。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
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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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乃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定義見GEM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成
立，以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僅由獨立
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財務報表乃以適用之會計準則編製，並已作出適當披露。

承董事會命
樹熊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關加晴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五名董事（即執行董事關加晴女士及辛懿錦女士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洪祖星先生、陸建廷先生及吳幼娟女士）組成。

本公佈將於其刊發日起在GEM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登
載至少7日，並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koala8226.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