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之增編 
 

閣下對本文件的內容如有任何疑問，應徵詢獨立專業意見。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及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無 抵 押 結 構 性 產 品 關 於 將 由 

 

 
 

海 通 國 際 證 券 有 限 公 司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發 行 的 結 構 性 產 品 的 基 本 上 市 文 件 之 增 編 

 
 
 
 

本文件載有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及規則「上市規則」）而提供的

資料，旨在提供有關我們的資料以及我們不時將於聯交所上市的權證（「權證」）、可

贖回牛熊證（「牛熊證」）及其他結構性產品（統稱為「結構性產品」）的資料。我們

對本文件承擔全部責任。本文 件可能透過增編方式不時更新及╱或修訂。 
 
 
我們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我們所知及所信，本文件所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

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及欺詐成分，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文件所載任何陳

述或 本文件有所誤導。 

 
結構性產品涉及衍生工具。投資者除非完全了解及願意承擔所涉風險，否則切勿投資於

結構性產品。 

 

投資者務請注意，結構性產品的價格可急升亦可急跌，而持有人可能會損失全部投資。

因此，有意購買者在投資結構性產品前，應確保了解結構性產品的性質，仔細研究本文

件所列的風險因素，並在有需要時徵詢專業意見。  
 
 
結構性產品構成我們而非其他人士的一般無抵押合約責任，於清盤時，結構性產品之間

及與我們所有其他無抵押責任（法律規定優先者除外）具有同等地位。 閣下如購買結構性

產品，即依賴我們的信譽而購買。結構性產品並無賦予  閣下權利針對(a)發行相關資產的

公司；(b)相關單位信託基金的受託人或管理人；或(c)任何相關指數的指數編製人或組成相

關 指數的任何公司。如我們無力償債或違反我們於結構性產品下的責任， 閣下可能無

法收 回全部甚至部分結構性產品下應付的金額（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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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資料 

 

本文件關於甚麼? 

本增編載有關於我們的一般補充資料(如有)、我們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未經

審核的中期報告。本文件僅供參考，並不構成對公眾認購或購買任何結構性產品的

要約、廣告或邀請。 

 

閣下投資結構性產品前應閱覽甚麼文件? 

閣下投資任何結構性產品前，必須細閱本增編及我們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之基礎上市文件(「基礎上市文件」)（包括我們不時就我們的基礎上市文件刊發的任

何其他增編）以及相關補充上市文件（包括我們不時就該等補充上市文件刊發的任

何增編）。 

 

閣下可在何處查閱有關文件? 

下列文件可於任何周日（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的一般辦公時間內，於

我們的辦事處（地址為香港德輔道中 189 號李寶椿大廈 22 樓）查閱： 
 

(a) 我們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及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之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報告； 

 
(b) 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核數師」）就基礎上市文件發出的同意書； 

 
(c) 本文件及基礎上市文件的任何其他增編。 

 

我們是否涉及任何訴訟? 

除於本文件披露者外，我們和我們的附屬公司並不涉及任何針對我們或我們的附屬

公司提出而尚未了結或威脅提出的重大訴訟或索償。 

 

我們的財政狀況自上一個財政年度以來有否變動? 

除於本文件披露者外，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我們的財政或經營狀況並

無任何重大不利變動。 

 

我們是否獲任何信貸評級機構評級? 

於本文件刊發日期，我們並無獲任何信貸評級機構給予任何評級。 

 

結構性產品並無評級。 

 

閣下如何獲得有關我們的進一步資料? 

閣下可瀏覽 www.htiwarrants.com 以取得我們的進一步資料。 

閣下應注意，我們的網站所載資料屬一般性質及不應視為準確及╱或正確而加以依

賴，且並非專為我們發行的任何特定金融工具（包括結構性產品）的目的而編製。  

  

http://www.htiwarra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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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我們的更新資料 

 

並無有關我們的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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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報告 

 
 

以下資料乃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報告（「二零

一七年中期報告」）。本節所引述的頁碼（即頁尾顯示的頁碼）乃指本公司二零一七

年中期報告的頁碼。我們之未經審核中期報告以我們一貫使用的會計政策及準則制

定。有關之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可於我們的辦事處（地址為香港德輔道中 189 號李寶

椿大廈 22 樓）查閱。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未經審核中期報告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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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 

 

 附註 2017 年  2016 年 

  港元  港元 

     

收入 5 1,367,286,783  1,380,951,370 

其他收入  3,334,212  2,362,421 

  1,370,620,995  1,383,313,791 

僱員福利開支     

 薪金及津貼、花紅及退休金計劃供款  (170,876,651)  (162,667,401) 

 客戶主任佣金  (94,130,297)  (82,897,754) 

折舊  (143,161)  (195,710) 

支付予中間控股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的管理及服務

費 

 (313,451,381)  (64,845,438) 

其他經營開支  (113,651,856)  (138,191,292) 

  (692,253,346)  (448,797,595) 

財務成本 6 (492,598,141)  (376,693,990) 

除稅前溢利  185,769,508  557,822,206 

所得稅開支  (31,549,091)  (86,360,799)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154,220,417  471,46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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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 

 

 附註 2017 年  2016 年 

  港元  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1,276,181  1,564,927 

 無形資產  6,054,345  6,054,345 

 可供出售投資  1,043,231,813  1,720,158,526 

 其他資產  78,710,280  50,504,825 

 遞延稅項資產  523,919  523,919 

非流動資產總額  1,129,796,538  229,628,130 

     

流動資產     

 給予客戶的孖展融資 7 17,375,896,674  23,329,782,300 

 應收賬款 8 2,161,334,415  4,367,416,581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742,092,837  174,777,49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1,785,829  23,437,138 

 衍生財務工具  152,605,693  150,792 

 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  679,872,000  100,000,00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  1,554,406,179  288,626,016 

 代客戶持有的現金  16,284,411,872  15,007,633,88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88,759,733  2,373,966,709 

  41,111,165,232  45,665,790,908 

資產總額  42,240,961,770  47,444,59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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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2017 年  2016 年 

  港元  港元 

權益及負債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500,000,000  11,500,000,000 

 儲備  1,499,102,350  1,536,032,833 

權益總額  12,999,102,350  13,036,032,833 

     

流動負債 9    

 應付賬款  22,120,372,130  18,070,053,550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533,236,331  194,339,612 

 應付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320,128,983  875,090,777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722,037,871  2,644,907,89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36,174,057  31,787,893 

 銀行貸款 10 1,205,000,000  8,816,630,000 

 後償貸款 11 3,600,000,000  3,900,000,000 

 應付稅項  18,504,076  154,671,42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負債  365,838,911  9,572,555 

 衍生財務工具  320,567,061  11,510,915 

負債總額  29,241,859,420  34,408,564,617 

權益及負債總額  42,240,961,770  47,444,59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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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 

 

1. 一般資料 

 

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本公司」）乃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
於香港德輔道中189號李寶椿大廈22樓。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期間，本公司從事證券經紀及交易、投資業務、提供證券孖展融資、配售及包銷
服務以及其他諮詢及顧問服務。 
 
本公司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獲發牌照，可進行證券交易、槓桿外匯買賣交易及就證券提供意見的
受規管活動。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的母公司為海通國際財務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而本公司的最終控
股公司為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並於中國及香港上市）。 

 
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公司首次採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
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
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 

 折舊和攤銷的可接受方法之澄清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本年度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不會對本公司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財務表
現及狀況及／或於此等財務報表內所載披露資料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此外，本公司並未提前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入及相關修訂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財務工具及香港財務報告

第4號保險合約2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1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2 年至 2014 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4 

   
1於2017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於2018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於2019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於2017年1月1日及2018年1月1日或其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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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公司董事並不預期應用新財務報告準則或其修訂本會對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財務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引入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的分類及計量、一般對沖會計法及財務資產減值規定

的新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主要規定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範圍內的所有已確認財務資產其後均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就以

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的業務模式持有的債務投資，及純粹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而擁有合

約現金流量的債務投資，一般於其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攤銷成本計量。以同時收取合約現金流量及出

售財務資產為目的的業務模式持有的債務工具，以及合約條款會導致特定日期產生的現金流量純粹為

支付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的利息的債務工具，一般以「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方式計量。所

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權投資均於其後報告期末時按公平值計量。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實體可作出不可撤回的選擇，以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股權投資（並非持作買賣者）公平值其後的變動，

一般只有股息收入於損益中確認。 

 

就計量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負債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因負債之信貸風險變

動而導致的財務負債公平值變動金額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列，除非在其他全面收益確認負債之信貸風險

變動影響會導致或擴大損益之會計錯配。因財務負債信貸風險導致的之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

至損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負債公平值變動全部金額於損益

呈列。 

 

就財務資產的減值而言，與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項下按已產生信貸虧損模式計算相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規定按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計算。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需要實體於各報告日期將預期信貸虧損及

該等預期信貸虧損的變動入賬，以反映信貸風險自初始確認以來的變動。換言之，毋須再待發生信貸

事件即可確認信貸虧損。 

 

新訂一般對沖會計處理規定保留目前載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三種對沖會計機制。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9號，此等規定已為符合對沖會計處理的交易類別引入更大的靈活性，特別是擴闊符合對沖工

具資格的工具類別及符合對沖會計處理的非財務項目的風險組成部分的類別。此外，追溯量化效益測

試已經廢除。當中亦引入有關實體風險管理活動的更完善披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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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財務工具－續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將對本公司之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的分類及計量造成重

大影響。此外，新減值模式或會導致提早確認本公司貸款及應收款項之信貸虧損。然而，本集團須就

確定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影響範圍作出更詳盡的分析。 

 

本公司董事並不預期於生效日期前提早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已頒佈當中制定了單一綜合模型，以供實體採用作為客戶合約產生的收益會

計方法。當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生效時，將取代現時沿用的收入確認指引，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

18號「收入」，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造合約」及相關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的核心原則為，實體應確認收益，以體現向客戶轉讓承諾貨品或服務的數額，

並反映實體預期交換該等貨品或服務而應得的代價。具體來說，該準則引入了五步法來確認收入： 

 

•  第1步：識別與客戶訂立的合約  

•  第2步：識別合約內的履約義務  

•  第3步：釐定交易價格  

•  第4步：將交易價格分攤至合約內的履約義務  

•  第5步：當實體達成履約義務時確認收入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當實體達成履約義務時，即當貨品或服務「控制權」按特定履約義務

轉移至客戶時確認收入。更多規範的指引已加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內以處理特別情況。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亦要求較廣泛的披露。 

 

於2016年，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澄清，內容關於識別履約責任、主體對代

理之考量及牌照申請指引。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不會產生重大影響。 

 

本公司董事並不預期於生效日期前提早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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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披露計劃 

 

該等修訂要求實體向財務報表的使用者披露使之能夠評估融資活動所產生的負債變動的資料，包括現

金流產生的變動及非現金變動。具體而言，該等修訂本要求披露融資活動所產生的以下負債變動：(i)

來自融資現金流的變動；(ii)獲取或失去附屬公司或其他業務的控制權產生的變動；(iii)外幣匯率變動之

影響；(iv)公平值變動；及(v)其他變動。 

 

有關修訂本按未來適用基準於2017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應用，並准許提早應用。應用該等

修訂本將導致對本集團融資活動作額外披露，具體而言，當有關修訂應用後，將須提供財務狀況表內

來自融資活動的負債期初及期末結餘的對賬。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的該等修訂本將不會對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及預期

將不會於生效日期前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為識別出租人及承租人的租賃安排及會計處理引入一個綜合模式。待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生效，其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有關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所識別資產是否由客戶控制來區分租賃及服務合約。除短期租賃及低價

值資產的租賃外，經營租賃及融資租賃的區別自承租人會計處理中取消，並由承租人須就所有租賃確

認使用權資產及相應負債的模式替代。 

 

使用權資產初步按成本計量及其後按成本（除若干例外情況外）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計量，並可因

應任何租賃負債重新計量作出調整。租賃負債初步按於該日尚未支付之租賃款項之現值計量。其後，

租賃負債會就利息及租賃款項以及（其中包括）租約改動等之影響予以調整。就現金流的分類，本公

司現時將其他預付租賃款項呈列為投資作為自用的租賃土地或分類為投資物業的投資現金流，而其他

經營租賃款項則呈列為經營現金流。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負債的相關租賃款項將分配

至本金部分及利息部分，並將作為融資及經營現金流呈列。 

 

有別於承租人會計處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大致上承接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的出租人會計處理

規定。並繼續要求出租人分類一項租賃為經營租賃或財務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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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主要影響本集團作為物業租賃（目前分類為經營租賃）承租人之會計處理，

因根據初步評估本集團將須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應租賃負債。然而本公司董事現正就實行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6號進行詳細評估。 

 

3. 重要會計政策 

 

合規聲明 

 

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財務報表包括香港公司條例所

規定的適用披露。 

 

編製基準 

 

於各報告期末，除若干財務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財務報表已按下文所述的會計政策，以歷史成本基

準編製。歷史成本通常基於就換取貨品及服務所支付代價的公平值計算。 

 

公平值乃於計量日期市場參與者於有秩序交易中出售資產可收取或轉讓負債須支付的價格，而不論該

價格是否直接可觀察或可使用其他估值技術估計。若市場參與者於計量日期對資產或負債定價時會考

慮資產或負債的特點，則本公司於估計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時會考慮該等特點。該等財務報表中作計

量及╱或披露用途的公平值乃按此基準釐定，惟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範圍內的以股份付款的交

易、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範圍內的租賃交易，以及與公平值有部分相似地方但並非公平值的計量，

譬如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內的可變現淨額或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的使用價值除外。 

 

此外，就財務報告而言，公平值計量根據公平值計量的輸入數據可觀察程度及公平值計量的輸入數據

對其整體的重要性分類為第一級、第二級或第三級，詳情如下： 

 

 第一級輸入數據乃實體於計量日期可以取得的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報價（未經調整）； 

 

 第二級輸入數據乃就資產或負債直接或間接地可觀察之輸入數據（第一級內包括的報價除外）；及 

 

 第三級輸入數據乃資產或負債的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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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編製基準－續 

 

主要會計政策載列如下。 

 

收入確認 

 

收入按照其已收或應收代價的公平值計量。當本公司各業務預期會有經濟利益流入本公司並能夠可靠

計量有關收入金額，而達成特定條件時，則收入按下列基準確認： 

 

•  證券買賣及經紀、期貨及期權買賣及經紀及貴金屬合約買賣之佣金收入乃於有關合約票據簽立 

  當日按買賣日期基準確認為收入； 

 

•  包銷及配售之佣金收入、財務顧問費及諮詢費用根據相關協議之條款於有關重要行動完成時確 

  認為收入； 

 

•  資產管理費及手續、代理人及其他服務費收入於提供服務時確認； 

 

•  來自財務資產之利息收入乃參考尚餘本金並以適用實際利率運用實際利息法按時間基準確認， 

  有關實際利率為將估計未來所收現金按財務資產之預計年期準確折現至該資產初步確認之賬面

  淨值的利率； 

 

•  可供出售投資、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按公平 

  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負債、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負債、衍生工具、槓桿外匯交易及貴 

  金屬合約之已變現收益或虧損於交易當日在有關合約票據簽立當日確認，而未變現的溢利或虧 

  損則根據財務工具之會計政策（見下文之會計政策）按估值予以確認；及 

 

•  股息收入於股東有權收取有關款項時確認入賬。 

 

外幣 

 

於編製各個別集團實體之財務報表時，以該實體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外幣）進行之交易均按交易日

期之適用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即該實體經營所在主要經濟地區之貨幣）列賬。於報告期末，以外幣

計值之貨幣項目均按當日之適用匯率重新換算。以外幣計值按公平值列賬之非貨幣項目乃按釐定公平

值日期之適用匯率重新換算。按外幣過往成本計量之非貨幣項目毋須重新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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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外幣－續 

 

於結算及重新換算貨幣項目所產生之匯兌差額，於其產生期間在損益確認，惟組成本公司海外業務之

淨投資之貨幣項目所產生之匯兌差額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及於權益累計，並於出售海外業務時由權益

重新分類至損益。重新換算按公平值列賬之非貨幣項目所產生之匯兌差額於當期計入損益，惟有關收

益及虧損直接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之非貨幣項目因重新換算所產生之匯兌差額除外，在此情況下亦直

接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就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及易於轉換為已知金額的短期高

流通性投資（其價值變動風險並不重大並一般於收購日期起計三個月內到期），減去須於要求時償還之

銀行透支，構成本公司現金管理之一部分。 

稅項 

 

所得稅開支為即期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的總和。 

 

即期應付稅項乃基於年內應課稅溢利計算。應課稅溢利與記錄於損益表的「除稅前溢利」不同，原因

為收入或開支為其他年度應課稅或可扣減的收入及開支項目以及永遠不課稅或不可扣減的項目。本集

團的即期稅項負債乃按報告期末已制定或實際上已制定之稅率計算。 

 

遞延稅項以資產及負債於財務報表之賬面值與計算應課稅溢利所使用之相應稅基之間之暫時差額確認。

所有應課稅暫時差額一般確認為遞延稅項負債。所有可扣減暫時差額一般確認為遞延稅項資產，惟遞

延稅項資產只有於可能有應課稅溢利可供抵銷可動用之可扣減暫時差額時方予以確認。倘暫時差額乃

因初次確認交易中之資產及負債所產生，且不會對應課稅溢利或會計溢利構成影響，則該等遞延稅項

資產及負債將不予確認。 

 

遞延稅項資產的賬面值會於報告期末作出檢討，並在預期不再有足夠應課稅溢利致令全部或部分資產

可以收回時作出相應調減。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乃於償還負債或變現資產時按期內預計適用的稅率，根據報告期末已制定或實際

上已制定的稅率（及稅法）計量。 

 

遞延稅項負債及資產的計算反映本集團預期收回或結算其資產及負債賬面值之方式於報告期末造成的

稅務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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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稅項－續 

 

即期及遞延稅項於損益確認，惟與其他全面收益內或直接於權益中確認的項目有關者除外，在此情況

下，遞延稅項亦分別在其他全面收益內或直接計入權益中確認。 

 

財務工具 

 

當本公司成為工具合約條文之訂約方時，則確認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初步按公平值計量。收購或發行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

資產及財務負債除外）直接應佔之交易成本，於初步確認時計入財務資產或財務負債之公平值或從中

扣減（如適用）。收購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或財務負債直接應佔之交易成本即時於損益內確

認。 

 

財務資產 

 

本公司的財務資產乃分為以下具體類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以及貸款

及應收款項。分類取決於財務資產之性質及目的，並於初步確認時釐定。財務資產之所有定期買賣於

交易日期確認及終止確認。定期買賣指需要按市場規定或慣例所定時限內交付資產之財務資產買賣。 

 

實際利息法 

 

實際利息法為計算債項工具之攤銷成本以及在有關期間內分配利息收入之方法。實際利率為於債項工

具預計年期或（倘適用）較短期間內將估計未來現金收入（包括所有構成實際利率整體部分之已付或

已收費用及基點、交易成本及其他溢價或折讓）準確貼現至初步確認之賬面淨值之利率。 

 

債項工具（惟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除外）之利息收入乃按實際利息法確認。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 

倘財務資產為持作買賣，或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該等財務資產被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倘屬以下情況，財務資產被分類為持作買賣：  

  其收購主要目的為在短期內出售；或  

  在初步確認時，其為本公司所集中管理，並擁有短期獲利之近期實際模式之已識別財務工具組

 合部分； 或  

  其為並非指定及有效作對沖工具的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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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財務工具－續 

財務資產－續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續 

 

倘屬以下情況，持作買賣的財務資產以外的財務資產可在初步確認後被指定為按公平值： 

 

•  該等指定消除或顯著減少原應出現之計量或確認不一致性；或 

 

•  財務資產組成財務資產或財務負債組別或兩者之一部分，以公平值基準作出管理及評估，並根 

  據本公司已明文制定之風險管理或投資策略以及有關組合按該基準向內部提供資料；或 

 

•  其組成包含一項或多項嵌入衍生工具之合約一部分，且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准許整份合併合約 

  可指定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乃按公平值計量，而重新計量產生的任何盈虧將於損益確認。於損益確

認的盈虧淨額包括就財務資產賺取的任何股息或利息。 

 

貸款及應收款項 

 

貸款及應收款項為並無於活躍市場報價且有固定或待定付款的非衍生財務資產。於初步確認後，貸款

及應收款項（包括給予客戶的孖展融資、應收賬款、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代客戶持有的現金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乃使用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本減任何已識別減值虧損計

量（見下文所述有關財務資產減值虧損之會計政策）。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可供出售投資為指定為可供出售或並非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有

至到期投資之非衍生工具。 

 

由本公司持有分類為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並於活躍市場買賣的股本及債務證券，按各報告期期末的公平

值計量。與採用實際利息法計算的利息收入有關的可供出售貨幣財務資產及可供出售股本投資的股息

的賬面值變動，在損益確認。可供出售財務資產的賬面值的其他變動，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並於投

資重估儲備下累計。當投資被出售或釐定出現減值時，先前於投資重估儲備累計的累積收益或虧損重

新分類至損益（見以下有關財務資產減值虧損的會計政策）。 

 

當本公司收取股息的權利確立時，可供出售股本工具的股息於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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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財務工具－續 

財務資產－續 

 

貸款及應收款項減值 

 

除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外，財務資產於報告期末會評估是否有減值跡象。當有客觀證據顯示

財務資產的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因於初步確認該貸款及應收款項後發生的一項或多項事件而受到影響時，

該貸款及應收款項被視為減值。 

 

就可供出售股權投資而言，證券的公平值大幅或持續低於其成本被視為減值的客觀證據。 

 

就所有其他財務資產而言，減值的客觀證據可包括： 

 

•  發行人或交易對手出現重大財政困難；或 

•  違約，如欠繳或拖欠利息及本金；或 

•  借款人有可能面臨破產或財務重組﹔或 

•  因財政困難，財務資產的活躍市場消失。 

 

就若干類別的財務資產（如應收賬款及給予客戶的孖展融資）而言，被評估資產將按集體基準評估減

值而不作個別減值。應收款項組合的客觀減值證據可包括本公司過往的收款經驗及與拖欠應收賬項相

關的國家或地方經濟狀況的可觀察改變。 

 

就按攤銷成本列賬的財務資產而言，已確認減值虧損的金額為資產的賬面值與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按財

務資產原來實際利率貼現的差額。 

 

與所有財務資產有關的減值虧損會直接於財務資產的賬面值中扣減，惟應收賬款和給予客戶的孖展融

資除外，其賬面值透過撥備賬扣減。撥備賬的賬面值變動於損益確認。當應收賬款以及給予客戶的孖

展融資被視為不可收回時，須於撥備賬內撇銷。過往已撇銷的款項如其後收回計入損益。 

 

當可供出售財務資產被視為減值時，先前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的累計收益或虧損於期內重新分類至損

益。 

 

就按攤銷成本計量的財務資產而言，倘於往後期間減值虧損的金額減少，而該減少可客觀地與確認減

值後發生的事件有關，則先前已確認的減值虧損透過損益撥回，惟該投資於減值撥回當日的賬面值不

得超過假設尚未確認減值而應有的攤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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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財務工具－續 

財務資產－續 

貸款及應收款項減值－續 

 

可供出售股本證券先前確認於損益的減值虧損，將不會在損益撥回。減值虧損確認後的公平值增加於

其他全面收益確認及於投資重估儲備下累計。就可供出售債務證券而言，倘投資公平值的增加能客觀

地與確認減值虧損後發生的事件有關，則減值虧損其後於損益撥回。 

 

財務負債及股本工具 

 

本公司發行的債務及股本工具根據合約安排的內容及財務負債和股本工具的定義分類為財務負債或權

益。 

 

實際利息法 

實際利息法是計算財務負債攤銷成本及於有關期間內攤分利息開支的方法。實際利率為於財務負債的

預計年期或（如適當）較短期間內將估計未來現金付款（包括所有構成實際利率整體部分之已付或已

收費用及利率差價、交易成本及其他溢價或折讓）準確貼現至初步確認之賬面淨值之利率。 

 

利息開支按實際利息基準確認。 

 

股本工具 

股本工具乃證明本公司扣減其所有負債後於資產中擁有剩餘權益的任何合約。本公司發行的股本工具

按已收所得款項扣除直接發行成本確認。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負債 

 

如財務負債為持作買賣，財務負債獲分類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倘屬以下情況，財務負債將被分類為持作買賣： 

 

  其獲收購的主要目的為在短期內購回；或 

  在初步確認時，其為本公司所集中管理，並擁有短期獲利之近期實際模式之已識別財務工具組

 合部分；或 

  其為並非指定及有效作對沖工具的衍生工具。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負債按公平值計量，而重新計量產生的任何盈虧於損益確認。於損益確認的

盈虧淨額不包括就財務負債所支付的任何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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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財務工具－續 

財務負債及股本工具－續 

衍生財務工具 

衍生工具於衍生工具合約訂立當日初步按公平值確認，其後於報告期末按公平值重新計量，因而產生

之盈虧即時於損益確認，除非該衍生工具被指定為有效的對沖工具則作別論，在此情況下，其在損益

確認之時間將取決於對沖關係之性質。 

 

其他財務負債 

其他財務負債（包括應付賬款、應付中間控股公司款項、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應付同系附屬公司

款項、銀行貸款、後償貸款及其他應付賬項）其後採用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本計量。 

 

終止確認 

 

只有當資產現金流的合約權利屆滿時，或轉讓該財務資產而將其所有權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轉移予

另一實體時，本公司方會終止確認財務資產。若本公司既無轉移亦無保留已轉移資產所有權的絕大部

分風險及回報，並繼續控制所轉移資產，本集團將確認於該資產之保留權益及可能須支付之相關負債。

若本公司仍保留已轉移財務資產的所有權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本公司將繼續確認該財務資產，並

確認已收所得款項之有抵押借貸。 

 

於終止確認全部財務資產時，資產賬面值與已收及應收代價總額之間的差額以及已於其他全面收益確

認並於權益累計的累計收益或虧損於損益中確認。 

 

於並非終止確認全部財務資產時，本公司會將財務資產之過往賬面值，根據於其確認為繼續參與之部

分及不再確認之部分於轉讓日期之相對公平值在兩者間作出分配。而分配至不再確認部分之賬面值與

不再確認部分之已收代價及已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之任何累計盈虧兩者總和之差額，乃於損益內確

認。已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之累計收益或虧損，將於繼續確認之部分及不再確認之部分之相對公平值

間作出分配。 

 

本公司僅於本公司之責任被解除、註銷或屆滿時終止確認財務負債。已終止確認之財務負債賬面值與

已付及應付代價之差額於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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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物業及設備 

 

持有用作提供服務或行政用途之物業及設備於財務狀況表中以成本減其後累計折舊及其後累計減值虧

損（如有）列賬。 

 

物業及設備折舊乃以直線法按估計可使用年期撇銷其項目成本值減其剩餘價值確認，詳情如下： 

 

租賃土地及樓宇 按租期與2.5%兩者中的較短者 

租賃物業裝修 按租期與20%兩者中的較短者 

傢俬、裝置及設備 20% 

電腦硬件及設備 30% 

 

估計可使用年期、餘值及折舊模式於各報告日期末檢討，任何估計變動的影響按未來適用基準入賬。 

 

物業及設備項目於出售時或當繼續使用該資產預期不會產生任何未來經濟利益時終止確認。物業及設

備項目於出售或報廢時產生的任何盈虧，乃按銷售所得款項與該資產的賬面值兩者間的差額釐定，並

於損益中確認。 

 

無形資產 

 

個別收購的無形資產 

 

個別收購且具有無限可使用年期的無形資產乃按成本減累計減值虧損列賬（無形資產減值見下文會計

政策）。 

 

終止確認無形資產 

 

一項無形資產於出售時或當預計使用或出售均不會產生未來經濟利益時終止確認。終止確認無形資產

所產生之盈虧乃按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該項資產賬面值之間之差額計量，並於資產被終止確認時在損

益內確認。 

 

有形及無形資產（財務資產除外）之減值虧損（見上文有關財務資產之會計政策）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審閱有限可用年期之有形及無形資產之賬面值，以釐定是否有跡象顯示該等資產

出現減值虧損。倘出現有關跡象，則估計該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以釐定減值虧損程度（如有）。倘無法

估計個別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本公司會估計該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倘可識別合理及

貫徹之分配基準，則公司資產亦會分配至個別現金產生單位，否則或會分配至可識別合理及貫徹分配

基準之最小現金產生單位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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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有形及無形資產（財務資產除外）之減值虧損（見上文有關財務資產之會計政策）－續 

 

無限可使用年期之無形資產及尚未可供使用之無形資產最少每年及於有跡象顯示資產可能出現減值時

進行減值測試。 

 

可收回金額指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與使用價值兩者中之較高者。評估使用價值時，採用除稅前貼現率將

估計未來現金流量貼現至其現值，該貼現率反映目前市場對貨幣時間值及資產特定風險之評估，而當

中並未對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作出調整。 

 

倘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估計低於其賬面值，則將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賬面值

下調至可收回金額。減值虧損即時於損益確認為開支，除非有關資產根據其他準則按重估金額列賬。 

 

倘其後撥回減值虧損，則將資產之賬面值上調至其經修訂之估計可收回金額，惟經上調之賬面值不得

超過假設該資產於過往年度並無確認減值虧損而釐定之賬面值。減值虧損撥回即時於損益確認。 

 

租賃 

 

凡租賃之條款將擁有權之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轉移至承租人之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所有其他租賃均

分類為經營租賃。 

 

本公司作為承租人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資產按租賃訂立時之公平值或最低應付租金之現值兩者之較低者確認為本集團資

產。出租人承擔之相關負債乃計入綜合財務狀況表，列為融資租賃承擔。 

 

經營租賃付款於租賃期間按直線法確認為開支。 

 

倘於訂立經營租賃時收取租賃優惠，則有關優惠確認為負債。優惠總利益以直線法確認為租金開支減

少，惟向另有系統化基準更能代表消耗租賃資產所產生經濟利益之時間模式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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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會計政策－續 

僱員福利 

 

退休金計劃 

 

本公司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合資格參與定額供款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強積金計劃」）

的僱員設立強積金計劃。供款乃按僱員基本薪金的某百分比計算及於僱員就提供服務而使其享有供款時

作為支出確認。 

 

強積金計劃的資產與本集團的資產由獨立管理基金分開持有。本集團一旦就強積金計劃作出僱主供款，

除僱主自願供款部分外，其餘僱主供款完全撥歸僱員所有；根據強積金計劃的規則，倘僱員於僱主供款

完全撥歸該僱員前離職，則僱主自願供款部分將會退回本集團。獲退回的供款於損益表確認，以用作抵

銷本年度提撥的供款。 

 

結轉有薪假期 

 

本公司根據僱員合約按曆年基準向其僱員提供有薪年假。僱員可享有之年假在應計予僱員時確認。已根

據僱員截至報告期末因提供服務而估計未享用之年假作出撥備。 

 

花紅計劃 

本公司按照認可計算公式就花紅及分紅確認負債及開支（如適用），該公式已計及本公司應佔溢利並作

出若干調整。於出現合約責任或過往慣例引致推定責任時，本公司即確認撥備。 

 

4. 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於應用本公司之會計政策（其於附註3內闡述）時，本公司董事須就有關未能從其他來源輕易獲得之資

產及負債賬面值作出估計及假設。 

 

估計及相關假設乃基於過往經驗及被認為有關之其他因素作出。實際業績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19- 
 

4. 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續 

 

估計及相關假設乃按持續經營基準檢討。倘會計估計之修訂僅影響估計獲修訂之期間，則會計估計之

修訂於該期間予以確認，倘若修訂影響現時及未來期間，則會計估計之修訂於修訂及未來期間內予以

確認。 

 

估計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 

 

給予客戶的貸款及墊款減值 

 

本公司定期覆核給予客戶的貸款及墊款以評估減值。 

 

每項給予客戶的個別重大貸款及墊款於各報告期末覆核是否有減值跡象。給予客戶的個別不重大及被

評估為並無個別減值的貸款及墊款於各報告期末以集體組合基準覆核有否減值。集體減值客觀證據可

包括本公司過往的收款經驗及與拖欠應收款項相關的國家或地方經濟狀況的可觀察改變。 

 

於評估個別減值及決定應否於損益中確認減值虧損時，本公司須作出判斷，釐定是否有任何可觀察數

據顯示有客觀減值證據，即墊款組合的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將出現可計量的減少。此外，本公司在決定

減值時還覆核了從客戶收到的證券抵押品價值。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的金額及時間所用的方法及假設定

期予以覆核，以減少估計虧損與實際虧損間的差異。 

 

給予客戶的孖展融資之披露詳情載列於附註7。 

 

衍生工具及財務工具之公平值 

 

本公司對根據財務報表附註3披露的本公司重大會計政策分類為第2級投資的財務工具選用適當的估值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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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入 

 

收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的分析如下： 

 

 2017年  2016年 

 港元  港元 

收入    

佣金及手續費收入：    

  證券買賣及經紀佣金 209,070,020  189,128,402 

  包銷及配售佣金 127,284,018  114,656,517 

  財務顧問及諮詢費收入 89,902,858  120,900,222 

  基金管理費收入 -  11,277,156 

  手續費、代理人及其他服務費收入 2,763,804  1,344,999 

 429,020,700  437,307,296 

利息收入：    

  給予客戶的孖展融資利息收入 706,770,437  857,718,870 

  來自其他活動的利息收入 51,927,326  36,527,814 

 758,697,763  894,246,684 

    

投資收益淨額（虧損）：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負債收益（虧損）淨額 87,303,946  23,808,379 

  槓桿外匯收入（淨額） 4,060,692  10,759,606 

  外匯業務收入 17,738,601  9,940,893 

  股息收入 26,545,864  4,888,512 

  債務投資利息收入及其他 4,938,181  - 

  可供出售投資利息收入 38,981,036  - 

 179,568,320  49,397,390 

 1,367,286,733  1,380,951,370 

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    

其他 3,334,212  2,362,421 

 1,370,620,995  1,383,313,791 

 

為更佳反映本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以及其佔總收入的比例，本公司已決定將收入項目分為三個主要類別：

「佣金及手續費收入」、「利息收入」以及「投資收益（虧損）淨額」。比較資料已重新分類，以與本年

度的呈報貫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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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2017年  2016年 

 港元  港元 

除稅前溢利乃扣減下列各項後得出：    

下列各項的經營租賃：    

 －土地及樓宇 14,639,910  14,674,218 

 －設備 28,322,161  21,599,618 

核數師酬金（附註a） 

 
419,953  416,665 

    

下列各項的財務成本：    

 －認可機構 45,960,331  55,374,236 

 －客戶 60,552  405,538 

 －直接控股公司 3,471,232  3,490,410 

 －中間控股公司 441,588,182  317,374,054 

 －其他 1,517,844  960,362 

 492,598,141  376,693,990 

附註： 
(a) 該兩個年度的核數師酬金均由本公司的中間控股公司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支付。 

 

7. 給予客戶的孖展融資 

 2017年  2016年 

 港元  港元 

給予孖展客戶的貸款 17,549,801,992  23,404,684,746 

減：減值撥備 (173,905,318)  (74,902,446) 

 17,375,896,674  23,329,782,300 

 
8. 應收賬款 

 2017年  2016年 

 港元  港元 

來自以下各項的應收賬款：    

 －客戶 370,797,601  655,623,566 

 －經紀、交易商及結算所 1,344,813,506  2,697,339,909 

 －客戶認購首次公開發售的供股股份 21,799,482  377,276,611 

 －其他 423,923,826  637,176,495 

 2,161,334,415  4,367,416,581 

9. 應付賬款 

 2017年  2016年 

 港元  港元 

以下各項產生的應付賬款：    

 －客戶 20,777,792,031  17,760,872,802 

 －經紀、交易商及結算所 1,258,055,371  150,573,982 

 －其他 84,524,728  158,606,766 

 22,120,372,130  18,070,05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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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銀行貸款 

 

 2017年  2016年 

 港元  港元 

流動負債    

－有抵押銀行貸款 1,130,000,000  8,138,248,000 

－無抵押銀行貸款 75,000,000  548,382,000 

 1,205,000,000  8,816,630,000 

 

11. 後償貸款 

 

 2017年  2016年 

 港元  港元 

來自下列公司的後償貸款    

－直接控股公司 200,000,000  200,000,000 

－中間控股公司 3,400,000,000  3,400,000,000 

 3,600,000,000  3,600,000,000 

 



 

 

 

參與各方 
 
 
 
 
 
 

我們的辦事處 
 
 
 

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 德輔道中 189 號  

李寶椿大廈 22 樓 

 

 

 

 

流通量提供者 

 

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 

香港 德輔道中 189 號  

李寶椿大廈 22 樓 

 

 

 

 

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金鐘道 88 號 

太古廣場一座 35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