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之定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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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投資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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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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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勝利證券（控

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

部責任。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i)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

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ii)本報告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本報告或其所載

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第一季度報告2022 2

目錄

頁次

財務摘要 3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4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5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6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8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20

其他資料 28



3 勝利證券（控股）有限公司

財務摘要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差異 變動

港元 港元 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21,110,003 32,670,088 (11,560,085) (35.4)

佣金開支 2,714,275 6,099,414 (3,385,139) (55.5)

員工成本 6,833,401 7,179,334 (345,933) (4.8)

其他經營開支 4,209,215 3,938,714 270,501 6.9

期內溢利 2,614,126 9,676,659 (7,062,533) (73.0)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港仙） 1.42 5.06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收益約為21.11百萬港元，較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約

32.67百萬港元減少約35.4%，反映主要來自證券╱期貨經紀業務、手續費服務、融資服務及財

務顧問服務的收益減少，該減少的原因為相較於2021年第一季度而言，2022年第一季度市場氣

氛不佳。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溢利約為2.61百萬港元，較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約

9.68百萬港元的溢利減少約73.0%，主要是由於上述收益減少所致。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股息（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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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

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於2021年相應期間的比較數據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附註 2022年 2021年

港元 港元
    

收益 4
客戶合約收益 13,056,871 23,592,927
利息收入 8,053,132 9,077,161    

21,110,003 32,670,088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5 (625,517) (1,170,098)    

20,484,486 31,499,990
佣金開支 (2,714,275) (6,099,414)
折舊及攤銷 (1,341,669) (1,138,335)
員工成本 (6,833,401) (7,179,334)
其他經營開支 (4,209,215) (3,938,714)
（扣除）╱解除應收賬款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 (175,093) 4,879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630,185) –
融資成本 6 (1,237,905) (2,101,867)
分佔聯營公司的虧損 (147,929) (137,296)    

除稅前溢利 7 3,194,814 10,909,909
所得稅開支 8 (580,688) (1,233,250)    

期內溢利 2,614,126 9,676,659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640,876 9,676,659
非控股權益 (26,750) –    

2,614,126 9,676,659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港仙） 9 1.42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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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港元 港元
   

期內溢利 2,614,126 9,676,659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6,197 (87,507)

將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持作自用的土地及樓宇重估收益

－總收益 493,848 4,842,789

－所得稅影響 (81,485) (799,06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428,560 3,956,22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042,686 13,632,881
   

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3,076,307 13,632,881

非控股權益 (33,621) –   

3,042,686 13,63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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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物業重估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根據股份
獎勵計劃
所持有股份 合併儲備

匯率波動
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截至2022年3月31日
止三個月
於2022年1月1日 
（經審核） 2,000,418 55,032,821 37,082,855 – (18,476,800) 96,200,000 1,131,013 42,823,759 215,794,066 149,286 215,943,352

期內溢利 – – – – – – – 2,640,876 2,640,876 (26,750) 2,614,12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土地及樓宇公允價
值變動，扣除 
稅項 – – 412,363 – – – – – 412,363 – 412,363

換算海外業務之 
匯兌差額 – – – – – – 23,068 – 23,068 (6,871) 16,19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412,363 – – – 23,068 2,640,876 3,076,307 (33,621) 3,042,686
以權益結算的購股權
安排 – – – 630,185 – – – – 630,185 – 630,185            

於2022年3月31日 
（未經審核） 2,000,418 55,032,821* 37,495,218* 630,185* (18,476,800)* 96,200,000* 1,154,081* 45,464,635* 219,500,558 115,665 219,61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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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物業重估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根據股份
獎勵計劃
所持有股份 合併儲備

匯率波動
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
止三個月
於2021年1月1日 
（經審核） 2,000,418 55,032,821 31,735,153 – (10,286,800) 96,200,000 976,374 33,283,894 208,941,860 – 208,941,860

期內溢利 – – – – – – – 9,676,659 9,676,659 – 9,676,65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土地及樓宇公允價
值變動，扣除 
稅項 – – 4,043,729 – – – – – 4,043,729 – 4,043,729

換算海外業務之 
匯兌差額 – – – – – – (87,507) – (87,507) – (87,50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4,043,729 – – – (87,507) 9,676,659 13,632,881 – 13,632,881
購買根據股份獎勵計
劃所持有股份 – – – – (8,190,000) – – – (8,190,000) – (8,190,000)            

於2021年3月31日 
（未經審核） 2,000,418 55,032,821* 35,778,882* – (18,476,800)* 96,200,000* 888,867* 42,960,553* 214,384,741 – 214,384,741

            

* 該等儲備賬包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上於2022年3月31日的綜合其他儲備217,500,140港元

（2021年：212,384,32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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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2016年8月22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

處位於 Second Floor, Century Yard, Cricket Square, P.O. Box 902, Grand Cayman,  

KY1-1103,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期內，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從事證券╱期貨╱保

單經紀、配售以及包銷服務及證券諮詢服務、融資服務、資產管理服務、財務顧問服務

及投資顧問諮詢服務業務。

其中一間附屬公司為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持牌法團，可從事

證券交易（第1類）、期貨合約交易（第2類）、就證券提供意見（第4類）及提供資產管理（第

9類，條件為其不得為其他人士提供管理期貨合約投資組合的服務）業務。該附屬公司亦

為聯交所的參與者。

另一間附屬公司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從事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第6類）的持牌法

團，條件為(i)不得持有客戶資產；(ii)僅可向專業投資者（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提供服

務；(iii)不得擔任就任何證券於認可證券市場上市申請的保薦人；及(iv)不得就證券及期

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所頒佈《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範圍內的事宜╱交易提供意

見。

董事認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Dr. TT Kou’s Family Company Limited

（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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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期末，本公司於其附屬公司擁有直接及間接權益。該等附屬公司均為私人有限公司

（或倘在香港以外地區註冊成立，具備與在香港註冊成立的私人公司大致上類似的特

點），有關詳情載列如下：

名稱
註冊成立╱登記
及營業地點

已發行普通股本╱
註冊股本

本公司應佔權益百分比

主要活動
 

直接 間接
      

Victory Securities Holding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香港 50,000美元 100% – 投資控股

勝利證券有限公司 

（「勝利證券（香港）」）

香港 145,000,000港元 – 100% 證券╱期貨經紀以及配售及

包銷服務、證券諮詢服

務、融資服務、資產管

理服務及投資顧問服務

勝利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00港元 – 100% 提供保險顧問服務

Victory Premier SPC 開曼群島 50,000美元 – 100% 不活躍

勝利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00港元 – 100% 不活躍

勝利資本有限公司 香港 5,000,000港元 – 100% 提供財務顧問服務

深圳市勝利私募證券投資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華人民共和國， 

深圳

人民幣50,000,000元 – 100% 提供資產管理服務

Victory Spectacular Fund 

SPC**

開曼群島 0.01美元 – 100% 不活躍

Victory Asset Management 

Japan Limited***

日本 20,000,000日元 – 85% 提供資產管理服務

Victory Privilege Fund 

OFC****

香港 10港元 – 100% 提供資產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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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市勝利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最終於2021年12月22日將名稱更改為深圳市勝

利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並將辦事處由廣州搬遷至深圳。

** Victory Privilege Fund SPC於2021年7月15日將名稱更改為Victory Spectacular Fund 

SPC。

*** Victory Asset Management Japan Limited於2021年1月21日註冊成立。

**** Victory Privilege Fund OFC於2021年11月3日註冊成立。

2.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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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的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披露規定編製。本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且應與本集團截至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除投資物業、分類為物業、廠

房及設備的土地及樓宇及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以公允價值計量外，本財務報

表採用歷史成本法編製。除另有註明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報，所

有金額均調整至最接近的一元。

合併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財務報表。附

屬公司為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實體（包括結構性實體）。當本集團承受或享有參與投

資對象業務所得的可變回報，且能透過對投資對象的權力（即賦予本集團現有能力主導

投資對象相關活動的既存權利）影響該等回報時，即取得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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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少於投資對象大多數的投票或類似權利，則本集團於評估其是

否擁有對投資對象的權力時，會考慮一切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

(a) 與投資對象其他投票持有人的合約安排；

(b) 其他合約安排所產生的權利；及

(c) 本集團的投票權及潛在投票權。

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乃就與本公司相同的報告期間採納一致的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司

的業績由本集團取得控制權當日起合併計算，並會繼續合併，直至該等控制權終止。

即使會導致非控股權益出現虧蝕結餘，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的各個組成部分仍會歸屬於

本集團母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所有本集團內公司間資產及負債、權益、收入、開

支以及與本集團成員公司間交易有關的現金流，將於合併時悉數對銷。

倘事實或情況顯示上述三項關於控制權的元素中有一項或以上元素發生變動，則本集團

將重新評估其是否仍控制該投資對象。於附屬公司擁有權權益的變動（並無喪失控制權）

於入賬時列作權益交易。

倘本集團失去附屬公司的控制權，則會終止確認(i)該附屬公司的資產（包括商譽）及負

債，(ii)任何非控股權益的賬面值及(iii)計入權益的累計匯兌差額；並確認(i)已收代價的

公允價值，(ii)任何獲保留投資的公允價值及(iii)其因而產生任何計入損益的盈餘或虧

蝕。先前已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的本集團應佔部分，乃按照倘本集團直接出售相關資產

或負債時所規定的相同基準，在適當的情況下重新分類至損益或保留溢利。

本集團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尚未經本公司核數師審

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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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的變動

除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引致會計政策的變動外，編製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

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該等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其附註

一併閱讀。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就

編製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而言，該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乃就於2022

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提述概念框架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訂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 繁苛合約－履行合約的成本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詳述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旨在以2018年6月頒佈的「引用財務報告概念

框架」取代引用先前「財務報表編製及呈列框架」，而毋須大幅度改變其規定。該

等修訂亦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就實體引用概念框架以釐定構成資產或負債

之內容之確認原則增設一項例外情況。該例外情況規定，對於可能屬於香港會

計準則第37號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範圍內的負債及

或然負債而言，倘該等負債屬單獨產生而非於企業合併中產生，則應用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實體應分別參考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而非概念框架。此外，該等修訂澄清或然資產於收

購日期不符合確認條件。本集團自2022年1月1日起以前瞻方式採納該等修訂。

由於該等修訂提前適用於收購日期為首次應用日期或之後的業務合併，因此本

集團於過渡日期將不會受該等修訂的影響。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財務報表造

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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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禁止實體從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成本中扣除

資產達到管理層預定的可使用狀態（包括位置與條件）過程中產生的全部出售所

得款項。相反，實體須將出售任何有關項目的所得款項及成本計入損益。該等

修訂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僅追溯應用實體於首次採

用該等修訂的財務報表所呈列的最早期間的期初或之後可供使用的物業、廠房

及設備項目。允許提早應用。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造成任何重大

影響。

(c)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澄清，就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評估合約是否

屬虧損性而言，履行合約的成本包括與合約直接相關的成本。與合約直接相關

的成本包括履行該合約的增量成本（例如直接勞工及材料）及與履行合約直接相

關的其他成本分配（例如分配履行合約所用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折舊開支以

及合約管理及監管成本）。一般及行政成本與合約並無直接關聯，除非根據合約

明確向對手方收取費用，否則不包括在內。該等修訂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

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適用於實體於其首次應用修訂的年度報告期初尚未履行

其所有責任的合約。允許提早應用。初步應用該等修訂的任何累積影響將確認

為首次應用日期的期初權益的調整，而毋須重列比較資料。該等修訂不會對本

集團的財務報表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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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港元 港元
   

客戶合約收益 13,056,871 23,592,927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益

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的來自以下各方的利息收入：

－客戶 7,905,616 8,903,262

－授權機構 136,063 159,877

－其他 11,453 14,022   

21,110,003 32,670,088
   

上述披露的所有利息收入來自並非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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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務線的細分客戶合約收益如下：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港元 港元
   

佣金及經紀收入 8,517,254 19,275,106

配售及包銷佣金收入 1,117,685 691,466

來自證券諮詢的收入 150,000 –

手續費收入 1,574,260 1,900,846

資產管理費 1,417,151 1,117,863

財務顧問費 – 304,200

來自購股權計劃的服務費收入 90,000 90,000

保險顧問費 190,521 213,446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總額 13,056,871 23,592,927
   



 第一季度報告2022 16

5. 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港元 港元
   

其他收入

政府補貼 – 60,000

租金收入總額 108,500 121,500

雜項收入 74,813 30,158   

183,313 211,658   

交易虧損，淨額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虧損 (856,564) (666,468)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股息收入 58,414 84,712   

(798,150) (581,756)   

其他虧損，淨額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虧損 – (800,0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10,680) –   

(10,680) (800,000)   

(625,517) (1,17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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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對融資成本之分析如下：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港元 港元
   

銀行貸款、透支及其他貸款的利息 897,420 1,664,299

已發行債券的利息 49,315 49,315

應付客戶款項（無固定還款期）的利息 262,959 371,739

租賃負債利息 28,211 16,514   

並非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利息開支總額 1,237,905 2,101,867
   

7.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乃於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得出：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港元 港元
   

攤銷 41,925 111,93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92,956 632,766

使用權資產折舊 606,788 393,639

來自賺取租金的投資物業的直接經營開支 2,004 1,504

交易及結算費 251,170 406,339

匯兌差額，淨額 84,597 170,866

資訊服務開支 549,204 510,703

未計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租賃付款 40,005 27,103

扣除╱（解除）應收賬款的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淨額 175,093 (4,879)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開支 630,1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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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於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2021年：16.5%）計提撥

備，惟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根據兩級利得稅制，其為合資格實體）除外。該附屬公司的

應課稅溢利中首2,000,000港元（2021年：2,000,000港元）乃按8.25%（2021年：8.25%）

的稅率課稅，而餘下應課稅溢利則按16.5%的稅率課稅（2021年：16.5%）。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港元 港元
   

即期稅項：

年內支出 464,519 1,113,917

遞延稅項 116,169 119,333   

期內的稅費總額 580,688 1,233,250
   

9.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以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185,612,000股（2021年：191,352,00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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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的期內溢利計算得出。計

算使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為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亦為計算每股基本盈

利、以及於所有攤薄潛在普通股被視為獲行使或轉換為普通股時假設按零代價

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時所用的數目。

本集團於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概無任何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由於

尚未行使購股權對每股基本盈利之呈列金額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對截至2022

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之呈列金額就攤薄而言作出任何調整。

10.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股息（2021年3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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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緒言

本集團乃一間扎根於香港近50年的綜合金融服務供應商，為客戶提供各種證券經紀及相關金融

服務，包括(i)證券╱期貨╱保單經紀、配售及包銷服務以及證券諮詢服務；(ii)融資服務；(iii)資

產管理服務；(iv)財務顧問服務；及(v)投資顧問服務。本集團的核心優勢為其強大的業務模式，

以多元化的業務應對日趨複雜的市況。

業務發展之最新資料

除本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2021年報」）「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中「業務發

展之最新資料」一節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及截至本報告日期的

業務發展之最新資料。

業務回顧、前景及展望

香港、中國及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於2021年面臨各種挑戰。COVID-19疫情的持續爆發，減低了

不同投資者對外投資意欲，對作出投資決定趨向審慎。低迷的投資情緒及本地和環球金融市場

波動對本集團營運產生壓力。

鑒於烏俄戰爭及大宗商品（如石油）價格上漲導致地區及全球經濟皆充滿不確定性，香港資本市

場於2022年第一季度受到不利影響。香港股市的總營業額由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約

136,887.9億港元減至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約89,382.0億港元，減少約34.7%。有關

交易營業額的減少對本集團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收益產生了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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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扮演積極角色參與市場上其他金融交易，以進一步發展及鞏固作為綜合金融服務

供應商的市場地位。再者，本集團已分配更多資源至資產管理分部，該分部透過於2020年在中

國開設一間新的附屬公司及認購一間新加坡註冊成立的資產管理公司已發行股本中30%，以及

於2021年1月在日本福岡開設一間新的附屬公司，擴展分部規模和吸納不同來源的資金。本集團

亦將透過選擇性收購為該分部尋求商機，並繼續探索財務顧問服務分部的潛在機遇，惟很大程

度上取決於COVID-19疫情發展趨勢，因防疫措施對本分部相關的業務活動造成極大干擾。本集

團將繼續檢討及評估業務目標及策略，並經考慮有關業務風險和市場不明朗因素及時執行計劃。

儘管證券行業的營運環境競爭及波動劇烈，本集團將繼續追尋與企業宗旨及目標一致的長期業

務及盈利能力增長。本集團將繼續在資本管理及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方面審慎行事，以保留足夠

的緩沖餘地應付未來挑戰。

整體而言，2022年香港經濟前景或繼續受若干環球及國內因素影響（包括COVID-19疫情影響），

不利市場及投資情緒或導致環球股市遭受短期波動及挑戰，惟截至本報告日期未對本集團造成

重大不利影響。然而，COVID-19對本集團的財務及營運表現的中長期影響將視乎疫情持續時

間，取決於有關當局為防止病毒散播所採取防疫及控制措施的效益及COVID-19疫苗有效程度。

本公司將密切留意情況及評估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和營運業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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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2022年及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本集團核心業務分部的收益概述如下：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差額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證券╱期貨經紀服務、配售及包

銷服務及證券諮詢服務 11,596 22,132 (10,536) (47.6)

融資服務 7,906 8,903 (997) (11.2)

資產管理服務 1,417 1,118 299 26.8

財務顧問服務 – 304 (304) (100.0)

保險經紀服務 191 213 (22) (10.7)     

總計 21,110 32,670 (11,560)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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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證券╱期貨經紀服務、配售及包銷服務及證券諮詢服務

證券服務主要包括經紀服務、配售及包銷服務以及證券諮詢服務。下表載列截至2022年

及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來自證券服務的收益的明細：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差額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紀服務 8,517 19,275 (10,758) (55.8)

配售及包銷服務 1,118 691 427 61.6

證券諮詢服務 150 – 150 不適用

其他 1,811 2,166 (355) (16.4)     

總計 11,596 22,132 (10,536) (47.6)
     

(a) 證券╱期貨經紀服務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本集團自經紀服務錄得約8.52百萬港元的收

益，較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約19.28百萬港元的收益減少約55.8%。

此乃主要由於來自香港股市經紀收入減少。香港股票市場總成交量由2021年第

一季約136,887.9億港元減少約34.7%至2022年第一季約89,382.0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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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配售及包銷服務

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錄得配售及包銷服務收益約1.12百萬港

元，較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收益約0.69百萬港元增加約61.6%。此乃主

要由於一項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項目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期間

內成功配售。

(c) 證券諮詢服務

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錄得證券諮詢服務收益約0.15百萬港

元，而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收益零港元。此分部收益乃來自出具研究

報告及分析，有關金額增加乃主要由於獲委聘相比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

月有所增加。

(d) 其他

其他服務主要指(i)來自以股代息手續服務、結算服務、賬戶服務、公司行動相

關服務及若干其他雜項服務等服務之手續費收入；(ii)來自存款的利息收入；及

(iii)僱員購股權計劃收入。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錄得其他服務

收益約1.81百萬港元，較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收益約2.17百萬港元減

少約16.4%。該等其他服務收益減少乃主要由於向客戶收取認購首次公開發售

股份之手續費收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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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融資服務

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錄得融資服務利息收入約7.91百萬港元，較截至

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收益約8.90百萬港元減少約11.2%。此乃主要由於投資者對不

利市況趨於保守，令向客戶提供保證金融資貸款整體下降。

(3) 資產管理服務

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錄得資產管理服務收益約1.42百萬港元，較截至

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收益約1.12百萬港元增加約26.8%。此乃主要由於來自新客戶

收益相比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有所增加。

(4) 財務顧問服務

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錄得財務顧問服務收益零港元，較截至2021年3

月31日止三個月收益約0.30百萬港元減少100.0%。此乃主要因旅遊限制及社交距離規

定對本分部相關的業務活動造成極大干擾。

(5) 保險諮詢服務

本集團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錄得保險諮詢服務收益約0.19百萬港元，較截至

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收益約0.21百萬港元減少約10.7%。本集團保險諮詢服務收益

當中約95%乃來自長期保險計劃，而收益減少乃主要由於每客戶的保費金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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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其他收入及收益╱（虧損），淨額約為0.63百萬港元（虧損），較

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約1.17百萬港元（虧損）的金額減少約46.5%。虧損減少主要是由於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虧損相較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減少0.80百萬港元，並由按公允價

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虧損增加約0.19百萬港元部分抵銷。

佣金開支

以下為佣金開支明細：

截至3月31日止三個月

2022年 2021年 差額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紀服務佣金 2,603 6,010 (3,407) (56.7)

保險諮詢服務佣金 111 89 22 25.5     

總計 2,714 6,099 (3,385) (55.5)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佣金開支約為2.71百萬港元，較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

約6.10百萬港元的佣金開支減少約55.5%，有關減少與來自證券╱期貨經紀服務的收益減少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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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主要包括(i)交易及結算費用；(ii)資訊服務開支；(iii)法律、顧問及專業費用；

(iv)員工福利、營銷及招待開支；及(v)保險費用，其佔其他經營開支總額約73.2%（2021年：

71.2%）。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其他經營開支約為4.21百萬港元，較截至2021年3月

31日止三個月之其他經營開支約3.94百萬港元增加約6.9%，乃主要由於法律、顧問及專業費用

增加約0.88百萬港元。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為約2.61百萬港元，較截至2021年3

月31日止三個月的約9.68百萬港元減少約73.0%，乃主要由於上文所述收益有所減少。

報告期後事項

截至本報告日期，董事並不知悉發生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或財務表現相關的重大報告期後事項。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派付股息（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三個月：零）。

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及重大投資

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及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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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22年3月31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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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

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述的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

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中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條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

淡倉如下：

(i) 於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好倉）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百分比
    

高鵑女士(1) 受控法團權益 110,193,750 55.09%

實益擁有人 8,676,000 4.34%

陳英傑先生(1)及(2) 配偶權益 118,869,750 59.42%

趙子良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0.50%

陳沛泉先生 實益擁有人 3,394,000 1.70%

附註：

(1) Dr. TT Kou’s Family Company Limited（「DTTKF」）為110,193,750股股份的登記擁有人，佔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55.09%。DTTKF由高鵑女士、陳沛泉先生、陳英傑先生、高原君先生

及高原輝先生分別按比例擁有約75.57%、14.05%、6.81%、2.67%及0.90%。據此，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高鵑女士被視為於DTTKF所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2) 陳英傑先生為高鵑女士的配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英傑先生被視為於高鵑女士擁有

權益的相同股份數目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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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相聯法團普通股中的好倉

董事姓名 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百分比
     

高鵑女士 DTTKF 實益擁有人 111,031,667 75.57%

陳沛泉先生 DTTKF 實益擁有人 20,640,000 14.05%

陳英傑先生 DTTKF 實益擁有人 10,000,000 6.81%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2年3月31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任何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

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須記存於該條例所指登記冊，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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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之權益及淡倉

於2022年3月31日，就董事所知，以下人士（除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外）於本公司股份及

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以及須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於該條所述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權

利可於所有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表決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

權益：

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好倉）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百分比
    

DTTKF(1) 實益擁有人 110,193,750 55.09%

附註：

(1) DTTKF為110,193,750股股份的登記擁有人，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55.09%。DTTKF由高鵑女士、

陳沛泉先生、陳英傑先生、高原君先生及高原輝先生分別按比例擁有約75.57%、14.05%、6.81%、

2.67%及0.90%。據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高鵑女士被視為於DTTKF所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

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22年3月31日，概無任何人士（除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外）知會本公司

其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或已

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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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2018年6月14日，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有關購股權計劃的主要條

款，請參閱2021年度報告「董事會報告」中「購股權計劃」一節。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期間，該計劃及該計劃項下之購股權變動之詳情載列如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及歸屬期 每股行使價

於2022年
1月1日
尚未行使 於期內授出

於期內已失效
或沒收 於期內行使 於期內註銷

於2022年
3月31日
尚未行使

（港元）
          

僱員 2021年12月 
30日

2022年12月30日至
2028年6月14日

2.29 2,115,000 – – – – 2,115,000

2023年12月30日至
2028年6月14日

2.29 2,115,000 – – – – 2,115,000

2024年12月30日至
2028年6月14日

2.29 2,820,000 – – – – 2,820,000

          

總計 7,050,000 – – – – 7,050,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購股權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期間授出、行使、註銷或失效。

股份獎勵計劃

本公司已於2020年8月11日採納一項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的目的乃

藉獎勵本公司股份(i)對若干合資格人士為本集團的成長及發展所作貢獻予以肯定及獎賞，並提

供激勵以挽留該等人士，令本集團能持續營運及發展；及(ii)吸引合適人員推動本集團進一步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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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於2020年8月11日與勝利環球信託人有限公司（「勝利環球信託人」）訂立股份獎勵計劃

之信託契據（「信託契據」），據此，勝利環球信託人將擔任股份獎勵計劃之受託人（「受託人」）。

受託人將於信託契據有效期間將信託基金的現金收入應用於(i)根據信託契據支付信託契據構成

的信託（「信託」）的費用、成本及開支及(ii)（如有剩餘）受託人與董事會不時協定的其他目的。現

金收入將包括就信託所持有股份出售非現金或非以股代息分派之所得款項淨額。

有關股份獎勵計劃的主要條款，請參閱2021年度報告「董事會報告」中「股份獎勵計劃」一節。

本公司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並無透過受託人購買公司普通股。受託人所持有股份於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變動載於本報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截至2022年3

月31日止三個月並無向獲選參與者頒賞任何股份。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

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交易必守標準（「交易必守標準」）作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2022年3

月31日止三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交易必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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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權益

除本公司2021年年度報告「董事會報告」中「持續關連交易」一節所披露之持續關連交易外，於截

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概無董事及本公司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

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會致力於維持及達致本集團內部高標準的企業管治常規，並遵守監管規定，以確保及振奮

本公司股東以及有意投資者的信心以及促進本集團的業務增長。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已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15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原則

及守則條文。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就董事會所知，本公司已完全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於2018年6月14日成立，其書面職權範圍已按照GEM上市規則第5.28條及 

第5.29條採納。審核委員會大多數委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

行董事組成，分別為英永鎬先生（委員會主席）、甄嘉勝醫生及陳英傑先生，其書面職權範圍按

照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C.3.3條及第C.3.7條釐定。



 第一季度報告2022 34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認為

相關報表乃根據適用會計準則、GEM上市規則規定及其他適用規定編製，並已作出充足披露。

承董事會命

勝利證券（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英傑先生

香港，2022年5月5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高鵑女士、趙子良先生及陳沛泉先生；一名非執

行董事陳英傑先生（主席）；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英永鎬先生、廖俊寧先生及甄嘉勝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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