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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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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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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Finance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香港信貸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73）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信貸集團有限公司（「公司」或「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
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5 74,902 77,139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302 3,210
重估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3,760 (3,030)
應收貸款及收回資產減值撥備及撇銷淨額 6 (3,280) (611)
行政開支 7 (22,890) (22,165)

  

經營溢利 52,794 54,543
融資成本 8 (10,837) (13,506)

  

除所得稅前溢利 41,957 41,037
所得稅開支 9 (6,442) (6,87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及
 全面收入總額 35,515 34,16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 基本（港仙） 10(a) 8.56 8.23

  

 — 攤薄（港仙） 10(b) 8.56 8.23
  

股息 11 5,395 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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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9月30日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3,429 74,105
 投資物業 80,110 76,35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800 800
 應收貸款 12 283,003 264,241
 遞延所得稅資產 972 749

  

非流動資產總額 438,314 416,245
  

流動資產
 應收貸款 12 605,076 553,312
 應收利息 13 17,365 16,981
 收回資產 31,000 33,55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81 1,8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5,359 80,023

  

流動資產總額 690,881 685,746
  

資產總額 1,129,195 1,101,991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4,150 4,150
 儲備 702,830 672,710

  

權益總額 706,980 67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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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負債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954 7,006
 應付一間股東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17(b) 110,521 128,840
 應付稅項 14,721 8,248
 應付股息 11 5,395 –
 銀行及其他借款 14 178,497 177,058
 債券 15 101,425 77,857

  

流動負債總額 418,513 399,009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14 342 –
 債券 15 – 22,954
 遞延所得稅負債 3,360 3,168

  

非流動負債總額 3,702 26,122
  

負債總額 422,215 425,131
  

權益及負債總額 1,129,195 1,101,991
  

流動資產淨額 272,368 286,737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10,682 70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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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香港信貸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3年2月6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1961年第
三項法例，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
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從事提供物業
按揭貸款及私人貸款之放債業務。

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天晶控股有限公司，該公司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除另有註明外，本集團之該等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千港元（「千港元」）呈列。該等中
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於2021年11月25日獲本公司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依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截至
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報告為遵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編製。

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誠如該等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述，除所得稅採用適用於預期年度
盈利總額之稅率估計及採納於截至2022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修訂外，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多項新訂或經修訂準則適用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已相應變更其會計政策。該等新
訂及經修訂準則概無對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B) 本集團尚未應用但已頒佈之新訂準則及詮釋

概無任何尚未生效但預期會對本集團本報告期間或未來報告期間構成重大影響之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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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已確認為「管理委員會」，其由本集團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組成。管理委
員會審閱本集團之內部申報，從而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委員會已根據該等報告確
定經營分部。

管理委員會已確定本集團分為兩個主要經營分部：(i)物業按揭貸款及 (ii)私人貸款。管理
委員會根據彼等各自之分部業績計量分部表現。分部業績源自除稅前溢利╱虧損，惟不
包括未分配收入╱開支。未分配收入╱開支主要包括企業收入，經扣除並非歸屬於特定呈
報分部之企業開支（包括薪金及其他行政開支）。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經營分部之間並無進行銷售（2020年9月30日︰無）。

截至2021及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所有收益及資產均產生自及
位於香港境內。

本集團經營分部僅於香港營運，故並無呈列地區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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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期間

物業
按揭貸款 私人貸款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48,295 26,607 – 74,902

其他收入及收益 40 – 262 302
重估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 – 3,760 3,760
應收貸款及收回資產減值
 撥備及撇銷淨額 (1,854) (1,426) – (3,280)
行政開支 (14,168) (7,690) (1,032) (22,890)

    

經營溢利 32,313 17,491 2,990 52,794
融資成本 (7,173) (8) (3,656) (10,837)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25,140 17,483 (666) 41,957
所得稅開支 (3,428) (2,266) (748) (6,44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虧損）
 及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21,712 15,217 (1,414) 35,515

    

其他資料：
 折舊開支 (310) (270) (969) (1,549)
 應收貸款減值撥回╱（撥備）：
  — 第1階段 1,116 (16) – 1,100
  — 第2階段 (1,387) 90 – (1,297)
  — 第3階段 404 (807) – (403)
 撇銷應收貸款 – (693) – (693)
 收回資產減值撥備 (1,987) – – (1,987)

    

於2021年9月30日

物業
按揭貸款 私人貸款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816,911 228,979 83,305 1,129,195
    

分部負債 (295,220) (8,944) (118,051) (42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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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期間

物業
按揭貸款 私人貸款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55,550 21,589 – 77,139

其他收入及收益 2,424 649 137 3,210

重估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 – – (3,030) (3,030)

應收貸款及收回資產減值
 （撥備）╱撥回及撇銷淨額 (689) 78 – (611)

行政開支 (13,787) (6,407) (1,971) (22,165)
    

經營溢利╱（虧損） 43,498 15,909 (4,864) 54,543

融資成本 (9,835) (17) (3,654) (13,506)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33,663 15,892 (8,518) 41,037

所得稅開支 (4,473) (1,822) (578) (6,87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虧損）
 及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29,190 14,070 (9,096) 34,164

    

其他資料：
 折舊開支 (211) (271) (968) (1,450)

 應收貸款減值（撥備）╱撥回：
  — 第1階段 (1,328) 2 – (1,326)

  — 第2階段 (439) 131 – (308)

  — 第3階段 3,086* 41 – 3,127

 撇銷應收貸款 – (96) – (96)

 收回資產減值撥備 (2,008) – – (2,008)
    

於2021年3月31日

物業
按揭貸款 私人貸款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755,857 201,940 144,194 1,101,991
    

分部負債 (307,643) (6,009) (111,479) (425,131)
    

* 該金額主要指撥回先前於2020年3月31日計提之撥備3,76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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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即在香港提供物業按揭貸款及私人貸款之放債業務所賺取之利息收入。於期內確認
之收益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利息收入 — 物業按揭貸款 48,295 55,550

 利息收入 — 私人貸款 26,607 21,589
  

總收益 74,902 77,139
  

其他收入及收益
 政府補助 – 1,779

 管理服務費收入 – 1,259

 租金收入 262 171

 其他 40 1
  

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 302 3,210
  

6 應收貸款及收回資產減值撥備及撇銷淨額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2個月預計
信貸損失

並無信貸
減值之

全期預計
信貸損失

出現信貸
減值之

全期預計
信貸損失

（第1階段） （第2階段） （第3階段）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減值（撥回）╱撥備 (1,100) 1,297 403 600
撇銷應收貸款 – – 693 693

    

(1,100) 1,297 1,096 1,293
   

收回資產減值撥備 1,987
 

應收貸款及收回資產減值撥備及
 撇銷總額淨額 3,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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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收貸款及收回資產減值撥備及撇銷淨額（續）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12個月預計
信貸損失

並無信貸
減值之

全期預計
信貸損失

出現信貸
減值之

全期預計
信貸損失

（第1階段） （第2階段） （第3階段）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減值撥備╱（撥回） 1,326 308 (3,127) (1,493)
撇銷應收貸款 – – 96 96

    

1,326 308 (3,031) (1,397)
   

收回資產減值撥備 2,008
 

應收貸款及收回資產減值撥備及
 撇銷總額淨額 611

 

7 行政開支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酬金） 10,473 9,324
廣告及營銷開支 3,637 5,670
法律及專業費用 2,202 1,786
轉介費用 1,233 764
估值及查冊費用 579 34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49 1,450
其他開支 3,217 2,829

  

行政開支總額 22,890 22,165
  

8 融資成本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有抵押銀行貸款利息 3,674 5,964
債券利息 3,583 3,583
應付一間股東共同控制實體款項利息 3,093 2,844
其他借款利息 487 915
銀行透支利息 – 200

  

融資成本總額 10,837 1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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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根據2017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案引入兩級制利得稅稅率，截至2021年及2020年9月
30日止六個月，合資格本集團實體之首2,000,000港元估計應課稅溢利按8.25%計提香港利
得稅撥備，2,000,000港元以上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就未符合
兩級制利得稅稅率資格之集團實體而言，香港利得稅以統一稅率16.5%計提撥備。

於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扣除之所得稅金額指：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 本期間 6,473 6,616
 —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 (20)
遞延所得稅（抵免）╱開支 (31) 277

  

6,442 6,873
  

10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千港元） 35,515 34,164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415,000 415,000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8.56 8.23

  

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方式為將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
個月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2021年及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由於並無發行在外之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所
呈列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1 股息

截至2021年3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1.3港仙（總額為5,395,000港元）於2021年9月宣派
及批准。於2021年9月30日，股息尚未支付。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3港仙（2020年：1.3港仙）。中期股息5,395,000
港元並未確認為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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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貸款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貸款總額 — 物業按揭貸款 715,813 650,438

應收貸款總額 — 私人貸款 194,286 188,535
  

應收貸款總額 910,099 838,973

減：減值撥備
— 第1階段 (3,325) (4,425)
— 第2階段 (1,624) (327)
— 第3階段 (17,071) (16,668)

  

應收貸款，扣除撥備後 888,079 817,553

減：非流動部分 (283,003) (264,241)
  

流動部分 605,076 553,312
  

本集團應收貸款來自於香港提供物業按揭貸款及私人貸款之放債業務，以港元計值，而
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除為數194,286,000港元（2021年3月31日：188,535,000港元）之應收私人貸款為無抵押外，應
收貸款以客戶提供之抵押品作為抵押、計息及須於與客戶議定之固定期限內償還。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期間，應收貸款693,000港元（2021年3月31日：2,671,000港元）已撇銷。
有關款項涉及客戶 (i)面對財務困難；(ii)已宣佈破產；或 (iii)已身故而董事認為無法收回
有關應收貸款。

根據到期日及在扣除撥備後，應收貸款於報告期末之到期情況如下：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內 605,076 553,312

1至5年 68,821 61,744

5年以上 214,182 202,497
  

888,079 817,553
  

於2021年9月30日，若干物業若干抵押予本公司附屬公司以為其相關客戶獲得貸款之物
業已質押予獨立第三方，作為獲授銀行及其他借款之抵押。詳情見附註14(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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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利息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利息 17,365 16,981
  

本集團應收利息來自於香港提供物業按揭貸款及私人貸款之放債業務，以港元計值，而
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除為數9,245,000港元（2021年3月31日：7,755,000港元）之應收利息為無抵押外，應收利息以
客戶提供之抵押品作為抵押，須於與客戶議定之固定期限內償還。於各報告期末面對之
最大信貸風險為上述應收款項之賬面值。

14 銀行及其他借款

銀行及其他借款分析如下：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貸款 160,490 152,058
其他借款 18,349 25,000

  

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 178,839 177,058

減︰非流動部分 (342) –
  

流動部分 178,497 177,058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銀行貸款之加權平均實際年利率為5.1%（2021年3月31日：5.3%）。

為數18,349,000港元（2021年3月31日：25,000,000港元）之其他借款為無抵押、按年利率4.0%

至28.2%（2021年3月31日：利率介乎4.0%至5.3%）計息及須於一年至十年內償還。

於2021年9月30日及2021年3月31日，所有銀行及其他借款以港元計值，而賬面值與其公平
值相若。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已使用之銀行貸款為160,490,000港元（2021年3月31日：152,058,000

港元）。本集團於同日之未動用銀行融資為214,398,000港元（2021年3月31日：222,983,000港元）。
該等銀行融資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

(i) 本集團所持賬面淨值為80,110,000港元（2021年3月31日：76,35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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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集團所持賬面淨值為70,920,000港元（2021年3月31日：71,890,000港元）之土地及樓宇；

(iii) 若干抵押予本公司旗下一間附屬公司作為其相關客戶獲授貸款之質押之物業。該等
物業之公平值約為158,700,000港元（2021年3月31日：237,300,000港元）；及

(iv) 本公司之企業擔保。

15 債券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債券 101,425 100,811

減：流動部分 (101,425) (77,857)
  

非流動部分 – 22,954
  

於2021年9月30日，本公司有總金額（扣除配售佣金前）分別為84,000,000港元及18,000,000港
元（2021年3月31日：84,000,000港元及18,000,000港元）之債券一及債券二（統稱「債券」）結餘，
票面年息率分別為6.0%（2021年3月31日：6.0%）及4.5%（2021年3月31日：4.5%），須由各自之
發行日期起計7年內償還，到期日介乎2021年10月9日至2022年8月27日。債券二賦予債券
持有人選擇權可於發行日期後三年贖回債券二。

於2021年9月30日，債券之賬面值合共為101,425,000港元（2021年3月31日：100,811,000港元），
與其公平值相若。公平值乃使用按期終日期現行實際利率貼現之預期未來付款而釐定，
並屬公平值等級第三級範圍內。本集團債券之賬面值以港元計值。

16 經營租賃承擔 — 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之經營租賃協議向獨立第三方出租投資物業。租期介乎1至2年（2021

年3月31日：1年內）。

根據投資物業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應收之未來最低租金總額如下：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內 1,270 262

2至5年內 972 –
  

2,242 262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承擔（2021年3月31日：無）。



– 14 –

17 關聯方交易

關聯方指有能力控制另一方或可對另一方之財政及營運決策行使重大影響力之人士。受
共同控制或共同重大影響之人士亦被視為有關聯。

下文概述本集團與其關聯方於截至2021年及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在日常業務過程中
進行之重大交易，以及於2021年9月30日及2021年3月31日之關聯方交易結餘。

(a) 重大關聯方交易

除本公佈其他部分所披露者外，本集團與關聯方進行之重大交易如下。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付予一間股東共同控制實體之利息開支
 — 天晶實業有限公司
   （「天晶實業」） 3,093 2,844

  

應付一間股東共同控制實體款項之利息開支按實際年利率5.8%（2020年：5.5%）收取。

(b) 應付一間股東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股東共同控制實體天晶實業向本集團提供貸款融資，限額為200,000,000港元（2021年3

月31日：200,000,000港元），本集團於2021年9月30日已動用其中110,521,000港元（2021年
3月31日：128,840,000港元）。

賬面值為無抵押、未清結餘按實際年利率5.8%（2021年3月31日：5.8%）計息、須按要求
償還並以港元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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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根據香港法例第163章《放債人條例》（「放債人條例」）從事提
供物業按揭貸款之放債業務。按揭貸款業務為我們以知名及深入民心之「香
港信貸」品牌經營之核心業務。我們亦向業主提供私人貸款產品，藉以多元發
展不同放債市場分部及提高整體息差。

按揭貸款業務仍為本集團之主要收益來源，佔本集團本期間收益約64.5%。來
自按揭貸款業務之利息收入減少13.0%至本期間48,300,000港元。本期間經濟環
境疲弱，於2021年9月30日，按揭貸款組合總額維持於715,800,000港元。來自私
人貸款業務之利息收入增加23.1%至26,600,000港元，佔本集團本期間收益約
35.5%。於本期間，我們繼續重新平衡產品組合並將我們的私人貸款組合總額
增加至2021年9月30日的194,300,000港元。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以及中、美及西方國家政治政局持續緊張，
於本期間影響全球及本地經濟。加上經濟不明朗因素及重重挑戰，我們繼續
採取諸如實行嚴格信貸政策及嚴格控制按揭成數等審慎措施，並一直以此支
持本集團貸款組合，於本期間締造穩定利息收入。我們亦重新平衡產品組合
至私人貸款產品，以提升本期間的整體淨息差。

財務回顧

收益

於香港提供物業按揭貸款及私人貸款放債業務所得利息收入由上一期間之
77,100,000港元減少2,200,000港元或2.9%至本期間之74,900,000港元，有關減少乃
主要由於來自按揭貸款業務之利息收入減少。

來自按揭貸款業務之利息收入由上一期間之55,500,000港元減少7,200,000港元
或13.0%至本期間之48,300,000港元，來自私人貸款業務之利息收入則由上一期
間之21,600,000港元增加5,000,000港元或23.1%至本期間之26,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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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

於本期間，我們錄得其他收入及收益300,000港元（2020年：3,200,000港元）。上一
期間之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政府補助1,800,000港元以及管理服務費收入
1,300,000港元，而本期間並無有關收入。

重估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於本期間，本集團錄得重估投資物業收益3,800,000港元（2020年：虧損3,000,000
港元），乃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面對香港物業市場出現反彈。

應收貸款及收回資產減值撥備及撇銷淨額

我們於本期間錄得應收貸款及收回資產減值撥備及撇銷3,300,000港元（2020年：
600,000港元）。

以下為本期間及上一期間物業按揭貸款及私人貸款應收貸款及收回資產減值
撥備及撇銷之分析：

物業按揭貸款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私人貸款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貸款減值
 （撥回）╱撥備 (132) (1,319) 732 (174)
應收貸款撇銷 – – 693 96

    

(132) (1,319) 1,425 (78)
    

截 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回資產減值撥備 1,98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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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我們於本期間產生行政開支22,900,000港元（2020年：22,200,000港元），主要包括
員工福利開支、廣告及營銷開支、法律及專業費用、轉介費用、物業、廠房及
設備折舊，以及其他雜項開支。

融資成本

我們於本期間產生融資成本10,800,000港元（2020年：13,500,000港元），主要包括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應付一間股東共同控制實體款項以及發行債券之利息。
融資成本減少2,700,000港元或20.0%，主要由於本期間減少動用銀行及其他借款。

淨息差

放債業務之淨息差由上一期間之14.7%輕微增加至本期間之14.8%，主要由於
我們將產品組合轉向息差較高之業主私人貸款產品。

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因上文所述，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達35,500,000港元，
較上一期間之34,200,000港元增加 3.8%。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之來源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運及資金需求主要以保留盈利、來
自股東共同控制實體天晶實業有限公司之貸款或墊款以及銀行及其他借款與
發行債券所得款項提供資金。根據我們目前及預期之營運水平，撇除不可預
見之市況，本集團之未來營運及資金需求將以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均為獨立
第三方）籌借貸款、保留盈利、發行債券所得款項及股本提供資金。於2021年9
月30日，我們並無任何重大資本開支承擔。

本集團於2021年9月30日錄得流動資產淨額272,400,000港元，而於2021年3月31
日之流動資產淨額則為286,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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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1年9月30日，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為35,400,000港 元（2021年3月31日：
80,000,000港元）；應付一間股東共同控制實體款項為110,500,000港元（2021年3
月31日：128,800,000港元）；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為178,800,000港元（2021年3月31
日：177,100,000港元）及債券為101,400,000港元（2021年3月31日：100,800,000港元）。

於本期間，所有計息銀行借款均須按要求償還，並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土
地及樓宇、抵押予旗下附屬公司之若干物業以及本公司之企業擔保作抵押。
應付一間股東共同控制實體款項為無抵押，按5.8%之年利率計息，並按要求
償還。債券為無抵押，按介乎4.5%至6.0%之預設年利率計息，並須於七年有效
期屆滿時償還。

於本期間，銀行融資概無涉及與財務比率規定有關之任何契約或限制本集團
承擔額外債務或股本融資之任何重大契約。於2021年9月30日，可供本集團提
取之未動用銀行融資及其他未動用融資分別為214,400,000港元及89,500,000港元。
本集團之政策為優先動用本集團只需承擔最低融資成本之可動用融資。

於本期間，債券附帶涉及與財務比率規定有關之契約，如利息覆蓋率、流動
比率及債務對權益比率。

主要財務比率

下表載列本集團分別於本期間及上一期間以及於2021年9月30日及2021年3月
31日之主要財務比率：

於2021年
9月30日

於2021年
3月31日

流動比率 (1) 1.65 1.72
負債比率 (2) 0.50 0.48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淨息差比率 (3) 14.8% 14.7%
股本回報率 (4) 10.0% 10.6%
利息覆蓋率 (5) 4.5倍 4.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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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流動比率按於各期間╱年度結算日之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得出。

(2) 負債比率按於各期間╱年度結算日之債務淨額（即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應付一間股
東共同控制實體款項以及債券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除以權益總額計算得出。

(3) 淨息差比率按於各期間結算日之年化利息收入淨額（即經扣除年度化融資成本之年度化
利息收入）除以應收按揭貸款平均每月結餘計算得出。

(4) 股本回報率按於各期間結算日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年化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除以
權益總額計算得出。

(5) 利息覆蓋率按相應期間之除融資成本及所得稅開支前溢利（不包括重估投資物業之公平
值收益）除以融資成本計算得出。

所持有之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本期間，本集團概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亦無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後發生之重要事件

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後，本集團成功於2021年10月20日舉行之拍賣會
投得物業，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10月22日之公佈。

除上文所載者外，自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起及直至本公佈日期，本集團概
無其他影響本公司及附屬公司的重要事件。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聘有41名（2021年3月31日：35名）全職僱員。本集團於
本期間之員工成本總額為10,500,000港元（2020年：9,300,000港元）。

本集團採納與僱員之職位、職責及表現有關之薪酬政策。僱員之薪酬包括工資、
加班津貼、花紅及各種補貼。我們每年進行表現評估。本公司自2013年9月 4日
起亦已採納購股權計劃，目的為獎勵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僱員，以鼓勵彼等及╱
或吸引及留聘彼等為本集團之長期增長努力。於本期間及於2021年9月30日，
分別並無已授出及未行使的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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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2021年9月30日，價 值70,900,000港 元（2021年3月31日：71,900,000港 元）之 土 地
及樓宇、價值80,100,000港元（2021年3月31日：76,4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以及
若 干 抵 押 予 旗 下 附 屬 公 司 公 平 值 總 額 約158,700,000港 元（2021年3月31日：
237,300,000港元）之物業已用作本集團銀行借款之抵押。

外匯風險

於本期間，本集團業務活動以港元計值。董事認為本集團並無承受任何重大
外匯風險。本集團並無使用衍生金融工具與外幣交易對沖以及於日常業務過
程產生之其他金融資產及負債有關之波幅。

或然負債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2021年3月31日：無）。

資本承擔

於2021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本承擔（2021年3月31日：無）。

展望

財政年度下半年依然極具挑戰。持續的COVID-19疫情以及國家之間政治角力
持續不斷影響香港經濟及其商業環境。美國開始縮減買債以及預期聯儲局加
息可能對放債業務帶來進一步挑戰。我們預期此等因素將會繼續影響我們於
未來財政期間的貸款產品需求及業務營運。儘管經濟普遍復甦，本集團仍然
預期全球經濟及香港的經濟前景仍會繼續疲弱，繼而令我們的按揭貸款及私
人貸款產品持續面對挑戰及不明朗因素。

面對前路重重困難與挑戰，本集團將繼續秉承我們的專業精神和放債業務方
面的堅實經驗，繼續落實執行審慎周詳的措施，及時有效地檢討並收緊信貸
政策以及增加與高淨值客戶交易的比例。我們亦須調整產品組合，特別是私
人貸款產品，我們將更集中於物業擁有人的私人貸款。憑藉我們的專業精神、
深入民心的「香港信貸」品牌及於放債業務方面的豐富經驗，我們對放債業務
能於業界取得更穩固地位充滿信心，我們亦將作好準備，於經濟復甦之時再
次創造理想豐碩的經營和財務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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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及直至本公佈日期止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於本期間，本公司已採納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之守則條
文。

遵守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規範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
查詢後，彼等均已確認於本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陳兆榮
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朱逸鵬先生及張國昌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於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
財務資料及中期報告。此外，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執行之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審閱本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中期股息

董事會就本期間宣派中期股息每股1.3港仙（2020年：1.3港仙），將派付予於2022
年1月7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中期股息將於2022年1
月18日（星期二）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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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之股東名冊將於2022年1月5日（星期三）至2022年1月7日（星期五）（包括
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之過戶。為符合資格
享有中期股息，所有本公司普通股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不遲於2022
年1月4日（星期二）下午4時正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登記，地址為香港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2期33
樓3301–04室。

刊發

本公佈登載於本公司網站 (www.hkfinance.hk)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本公司截至2021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2021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
公司股東並於上述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香港信貸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光賢

香港，2021年11月25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光賢先生（主席） 陳兆榮先生
陳光南先生 朱逸鵬先生
謝培道先生（行政總裁） 張國昌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