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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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

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2,247,348 1,741,529

其他收入 7,799 4,624

銷售開支 (1,660,349) (1,272,858)

行政開支 (396,782) (334,068)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 (790) –

融資成本 4 (14,951) (3,162)
    

除稅前溢利 182,275 136,065

所得稅開支 5 (54,882) (38,732)
    

期內溢利 6 127,393 97,333
    

以下人士應佔：

 — 本公司擁有人 121,588 92,409

 — 非控股股東權益 5,805 4,924
    

127,393 97,333
    

股息 7 30,060 20,040
    

每股盈利 8

 — 基本 18.20港仙 13.83港仙
    

 — 攤薄 18.20港仙 13.8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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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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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127,393 97,333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67,752 (22,137)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95,145 75,196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188,521 70,196

 — 非控股股東權益 6,624 5,000
   

195,145 7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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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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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02 67,307
物業、機器及設備 9 206,892 187,799
收購投資物業之訂金 49,178 47,804
商譽 14,370 14,370
於一家合營企業權益 21,645 22,435
應收貸款 188,021 142,700
    

548,408 482,415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0 1,149,551 992,423
應收貸款 247,526 244,024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費用 168,443 123,879
持作買賣投資 5,712 6,24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69,239 1,677,281
    

3,240,471 3,043,854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 626,260 659,359
稅項負債 150,582 130,822
銀行及其他借貸 392,261 251,469
    

1,169,103 1,041,650
    

流動資產淨值 2,071,368 2,002,20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19,776 2,484,61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6,680 6,680
股份溢價及儲備 2,508,149 2,379,7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514,829 2,386,427
非控股股東權益 49,057 42,434
    

權益總額 2,563,886 2,428,86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5,890 55,758
    

2,619,776 2,48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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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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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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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 – – – (86,877) – – – (86,877) (1,270) (88,147)

期內溢利 – – – – – – – 209,798 209,798 11,553 221,351
            

期內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 – – (86,877) – – 209,798 122,921 10,283 133,204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56,780) – – – – – – (56,780) – (56,780)

購股權失效 – – – – – (7,411) – 7,411 – – –

確認權益結算股份付款 – – 13,135 – – – – – 13,135 – 13,135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部分權益 – – 7,670 – – – – (9,003) (1,333) 9,003 7,670

轉撥 – – – 14,160 – – – (14,160) – – –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6,680 751,202 26,565 104,872 (92,525) – 5,527 1,584,106 2,386,427 42,434 2,428,861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 – – 66,933 – – – 66,933 819 67,752

期內溢利 – – – – – – – 121,588 121,588 5,805 127,39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66,933 – – 121,588 188,521 6,624 195,145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60,120) – – – – – – (60,120) – (60,12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680 691,082 26,565 104,872 (25,592) – 5,527 1,705,694 2,514,828 49,058 2,563,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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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76,632) 208,596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1,558) (24,600)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65,720 45,43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52,470) 229,43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677,281 1,049,732

匯率變動之影響 44,428 (12,192)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1,669,239 1,26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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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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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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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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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就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包括在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於本期間應用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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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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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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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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3,699 597,346 52,306 213,997 2,247,348
      

分部溢利 179,677 19,311 12,258 18,823 230,069
     

其他收入 7,799

中央行政成本 (39,852)

應佔一家合營企業虧損 (790)

融資成本 (14,951)
 

     

除稅前溢利 182,275

所得稅開支 (54,882)
 

     

期內溢利 12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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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溢利即各分部所產生溢利，惟未分配其他收入、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酬金）、應佔一家合營

企業虧損及融資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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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借貸利息 14,951 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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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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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過往期間並無在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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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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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16 29,557

應收賬款之減值 6,615 2,916

銀行利息收入 (6,052) (3,444)

物業租金收入淨額，扣除小額開支 (1,978) (2,621)
   

7.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4.5

港仙（二零一六年：每股3港仙）。此中期股息合共30,06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20,040,000港元）尚

未於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確認為負債。中期股息將派付予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名列本公司

股東名冊之股東。

本公司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末期股息每股9港仙（二零一五年：就截至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每股5.5港仙），總金額為60,12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36,740,000

港元），獲股東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及批准，並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

十一日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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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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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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88 92,409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67,999 66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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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999 667,999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之平均市價，故在計算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本公司購股權獲行使。

9.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變動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斥資約48,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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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零至30日 354,275 519,784
31日至60日 182,623 157,151
61日至90日 190,455 116,958
91日至120日 156,348 63,208
120日以上 265,850 135,322 

  

1,149,551 99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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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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8,000,000,000 8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667,998,808 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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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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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2 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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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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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16,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174,29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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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78,588 149,904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93,103 298,238

五年以上 28,415 25,548
   

600,106 47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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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截至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至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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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3,852,000港元）。所持全部投資物業在未來一至八年（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至

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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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3,403 4,543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8,130 10,967

五年以上 150 230
   

11,683 15,740
   



12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業務回顧
一 .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市場回顧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相對平穩。中央政府的政策也逐步從去年的「去庫

存」轉向「去槓桿，抑投機」，並表明將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

制度和長久有效機制。在大方向上清晰指明，要保持房地產行業健康平穩發展，總而言

之，樓市仍以維穩為主調。

集團於期內成功進一步擴大市佔率。綜觀中國房地產市場中，熾熱的剛需性購房依然持

續，而多個城市樓價亦漸趨穩健。中國的金融政策正面臨較大的變革，居民購房能力仍

然高於預期。合富輝煌將秉持穩中求進的理念，透過靈活佈局，積極推動各業務板塊的

高效協同，構建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房地產業務生態圈。

二 . 集團整體業務回顧
回顧期內，集團緊貼經濟發展及房地產行業分化的形勢，同時以具競爭力的商業模式掌

握市場導向，不僅打好業務發展的紮實基礎，亦進一步強化集團盈利能力，更鞏固了合

富輝煌的領導地位。在保持房地產綜合服務業績穩健增長的根基上，持續不斷地將業務

作全方位、跨領域、多元化開拓，配合線上線下融合發展、優勢互補的房地產創新增值

服務包括房地產金融服務和互聯網業務等，積極助力集團的業績增長，使運營發展穩健

有序、各項業務齊頭並進。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集團錄得營業額2,247,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29%（二零一六年：1,741,500,000港元），而股東應佔溢利達121,6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上升約31.6%（二零一六年：92,4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18.20港仙（二零一六年：

13.83港仙），建議宣派中期股息每股4.5港仙（二零一六年：3港仙）。

集團一手及二手物業代理業務的營業額分別為1,383,700,000港元及597,300,000港元，

佔集團總營業額的62%及27%，金融業務的營業額為52,300,000港元，佔集團總營業額

的2%。餘下9%或214,000,000港元之營業額則來自物業管理等其他業務。若按地區劃分，

廣州業務佔集團總營業額約51%，非廣州業務則佔約49%。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總新屋銷

售金額約為1,700億港元，合共促成約150,000宗新屋銷售交易，總銷售樓面面積約1,400

萬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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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手物業代理增長有序 繼續保持領先地位
集團一直致力抓緊市場機遇，以提升市場佔有率，鞏固市場領導地位為目標，積

極鋪設全國性的業務據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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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及合肥等業績增長顯著，進一步鞏固行

業領先優勢。同時，集團靈活調配一、二手物業代理之銷售團隊，並致力加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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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營業額為1,383,700,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1,069,400,000港元），與去年同比增長約29%。

2. 二手代理業務穩步向前 代理團隊不斷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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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至約

597,3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444,900,000港元），合共促成約32,500宗二手物業

交易（二零一六年：26,400宗）。業務運營的出色表現，為集團未來穩健增長繼續

注入動力。在過去半年間，縱然內地的房地產政策呈溫和收緊勢態，集團憑藉優

質可靠的服務和覆蓋全國的業務據點，贏得了客戶信任，分部業務更錄得優異成

績。分行總數由二零一六年年末約400間增加至目前的430間，員工數目亦由7,200

人增加至7,600人。

3. 金融服務提速發展 拓展資產管理服務
互聯網金融服務平台至今運行將近兩年，表現亮麗，成為集團的增長亮點。集團

不斷加強與各大知名金融機構的良好合作關係，並與不同範疇的合作夥伴如線下

銷售案場、二手分行和社區資源緊密合作，拓展出廣大的金融客戶群，通過優化

線上線下銷售模式，增加交易鏈條的價值，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集團推出的金融

服務產品金額小、標的分散、週期短、風險可控，自推出以來深受廣泛客戶的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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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的金融服務經營規模逾15億港元，營業額約

52,3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39,400,000港元）。隨著業務基礎日趨牢固，經過謹

慎評估，集團決定開拓資產管理業務，以迎合該市場上升的需求。優質的客戶同

時為集團累積房地產專業數據庫，透過精密的數據應用、需求分析以及邏輯整合，

相信「大數據」除了能應用於資產管理業務，在未來亦將全面深度發展至各項業務

範疇上，成為集團在大數據時代不可或缺的重要競爭優勢。

4. 互聯網業務強化品牌效應 致力整合線上線下業務
集團一直積極地廣泛應用互聯網技術，隨著智慧手機及電子產品的普及，為了更

準確反映及更全面體現多元化業務發展策略，集團旗下由專業人士組成互聯網技

術研發部門，結合企業自身的業務需要，不斷設計和推廣多種互聯網產品，包括

房王網 (www.ihk.cn)、房王加、房專家、合記買樓、合富金融 (www.hfmoney.com)

等電腦和手機版APP應用程式，並利用微信平台開發出適合我們的新程式，同時

把握集團各項業務和市場機遇，大力強化集團的品牌效應。有效地實現了各類業

務線上和線下的快速整合，流程優化，促進了營運效率進一步提升。

5. 物業管理服務穩中有進 為客戶提供增值服務
物業管理業務於回顧期內發展不俗，為集團總體收益帶來穩定的盈利貢獻。與客

戶之間良好的互動，進一步提升集團的品牌形象。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物業管理

業務的營業額由二零一六年同期的約188,000,000港元上升至約214,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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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面積超過3,000萬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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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二零一七年下半年展望
預測下半年，中國經濟穩健向好，房地產市場亦將繼續在調控與調整的狀態下穩步發

展，雖然融資環境趨緊可能會影響房地產市場的快速擴張，但市場需求仍然是推動成交

的根本動力。而且為了平抑房價，各地政府已開始增加土地的供應。市場的進一步擴大

正給我們這個行業帶來機會。另外，加快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國家戰略已經提速，合富

輝煌集團業務重心正位於這一重要區域且在市場中佔有重要地位，我們相信，隨著大灣

區建設的不斷推進，房地產市場的空間更為廣闊，必定會為我們集團帶來無限的商機。

隨著下半年房地產市場競爭升溫，政策調控注重差異化。「強者恒強」，合富輝煌已預留

充裕資源、作好戰略轉型部署、紮實人才儲備，務求積極取得市場先機、快速佔據市場

份額，以突顯其行業領先優勢，再創佳績。憑藉集團雄厚的根基和卓有成效的業務模

式，集團將繼續與股東及投資者同心同行、攜手並進，以實現更理想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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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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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維持穩健之財務狀況，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1,669,2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77,300,000港元），而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對流動負

債之比率）為2.77（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2）。借貸總額約為392,000,000港元，約

69,000,000港元為銀行借貸及約323,000,000港元為應收貸款之有抵押借貸（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251,000,000港元為應收貸款之有抵押借貸）。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按借貸總

額除資產總值計算）約為10.35%（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13%）。本集團之借貸以人民

幣計值。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總值約9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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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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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21,400名全職僱員，其中約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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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年報所披露資料相

比並無重大變動。

中期股息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董事會（「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股息每股本公司股份（「股份」）4.5港仙（「中期股息」），中期股息將派付予於二零一七年九

月二十八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中期股息預期將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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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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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
扶偉聰先生（「扶先生」） 20,204,334 221,902,799

（附註1）

– 242,107,133 36.24%

吳芸女士 832,334 – – 832,334 0.12%

莫天全先生 – 111,935,037

（附註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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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18,000股股份

以扶先生全資擁有之China-net Holding Ltd.之名義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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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等股份由房天下控股有限公司（前稱搜房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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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房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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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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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概無購股權授出、註銷、行使或失效。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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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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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或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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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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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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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939,467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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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net Holding Ltd.（附註1） 47,718,000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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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天全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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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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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4,3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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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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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股份由房天下控股有限公司（前稱搜房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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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房天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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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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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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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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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不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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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
除下列偏離守則條文A.2.1及F.1.1之情況外，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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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有信心勞恒晃先生擔任公司秘書有利於本集團遵守適用法律、規則及

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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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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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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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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