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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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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帶有較高投資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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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在GEM上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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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捷利交易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本公
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們」）的資料。本公司董事（「董事」，各自為一名「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

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及

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報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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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執行董事：
劉勇先生（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
萬勇先生
廖濟成先生
張文華先生

非執行董事：
林宏遠先生
王海航先生（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獲委任
 並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一日生效）

獨立非執行董事：
焦捷女士
文剛銳先生
陸海林博士

審核委員會
陸海林博士（主席）
焦捷女士
文剛銳先生

薪酬委員會
文剛銳先生（主席）
劉勇先生
焦捷女士

提名委員會
劉勇先生（主席）
焦捷女士
文剛銳先生

公司秘書
張啟昌先生

授權代表
劉勇先生
張啟昌先生

合規主任
萬勇先生

核數師
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8017

開曼群島註冊辦事處
Ocorian Trust (Cayman) Limited
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中國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區
南山街道
興海大道3040號
前海世茂金融中心二期2808室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干諾道中168-200號
信德中心
西座3405室

開曼群島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Ocorian Trust (Cayman) Limited
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夏愨道16號
遠東金融中心17樓

有關香港法律的法律顧問
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有限法律責任合夥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花園道1號
中銀大廈

公司網站
www.tradego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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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本集團的收益約為50.55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同期」）：約37.40百萬港元），較同期增加35.2%。

•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純利約為17.09百萬港元，較同期約10.23百萬港元增加67.2%。

•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註冊用戶數為714,632個（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為644,587個），增加70,045個

或10.9%。

•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為2.98港仙（於同期：約1.81港仙）。

• 董事會不建議就報告期間派付任何股息（於同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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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為眾多券商提供基於雲端的行情交易一體化終端產品及系統服務，在為香港券商提供前台交易系統服務及行情數據

服務方面佔據市場領先地位。我們主要服務香港券商附註1及其客戶。本集團的香港券商客戶均為B類附註2及C類附註3交易所參

與者附註4。本集團的一體化證券交易平台服務主要包括(1)前台交易系統服務；(2)行情數據服務；(3)託管及雲基礎設施服務；

(4) SaaS服務；及(5)其他增值服務。

業務回顧
於報告期間，地緣政治緊張引發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加上美聯儲加息及中國各地爆發2019冠狀病毒，導致港股（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買賣的股份）跌至十多年以來的最低位。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舉行的香港金融峰會展現香港仍是全球唯

一一個匯聚環球及中國優勢的城市。我們認為香港經濟將持續轉好，而香港亦將保持全球領先金融中心的地位。於報告期

間，本集團業務維持穩定並持續增長。傳統業務（如前台交易系統服務）收益緩慢上升。戰略新興業務（如SaaS服務）的收益

亦有所增長。透過在新金融技術方面持續不懈的創新，我們逐步躋身香港金融科技要員行列。於報告期間，我們引入金融

雲端及VR官網等新技術，以便帶領客戶於大灣區開創新天地。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收益總額約為50,552,140港元（於同期：約37,395,596港元），增加約13,156,544港元或35.2%。於

報告期間，溢利為17,093,927港元（於同期：溢利為10,225,324港元），增加約6,868,603港元或67.2%。

於報告期間，研究及開發（「研發」）開支為6,650,367港元（於同期：4,655,367港元），較同期增加1,995,000港元或約42.9%。

本集團已向逾150名券商提供基於雲端的行情交易一體化終端產品及系統服務，並通過我們眾多產品，幫助券商提高運營

效率。於報告期間，合共88間香港券商公司正在使用我們的前台交易系統，相關收益增加9.7%至16,364,297港元（同期：

約14,920,135港元）。於報告期間，交易系統服務收益佔本集團收益總額的32.4%（同期：約39.9%）。

附註1：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持有第1類牌照（證券交易）以從事經紀活動的持牌法團。

附註2： 按市場成交量計排名第15至65位的交易所參與者。

附註3： 市場上除按市場成交量計排名前14大的交易所參與者及B類交易所參與者以外身為交易所參與者的股票經紀。

附註4： 根據聯交所規定或名列聯交所存置的登記冊可透過聯交所進行買賣的人士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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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行情數據服務產生的收益為6,717,553港元（同期：7,175,124港元），較同期減少457,571港元或6.4%。隨著

指數下降，投資者交易意欲走向低迷。彼等對數據產品的需求亦正在下跌。為減低需求減少帶來的影響，我們透過市場

推廣吸引新需求。我們已開發一系列基於大數據（特別是首次公開發售市場的數據）的產品或服務，為機構客戶及個人投

資者提供服務，廣受用戶歡迎。我們已與一家獨立第三方公司成立合營附屬公司，該公司將專注於數據挖掘及大數據產

品研究，並致力於拓展與數據相關的增值服務。於報告期間，其他增值服務的收益大幅增加至8,949,211港元（於同期：

1,183,016港元）。我們認為，隨著數據產品的客戶群及服務範圍的逐步擴大，其他增值服務的收益將繼續增長。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註冊用戶數目約為714,632個（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約為644,587個），增加約

70,045個或10.9%。於報告期間，由於機構客戶及個人用戶數目增加，SaaS服務的整體收益增長38.4%至16,374,569港元

（於同期：11,828,603港元）。於報告期間，SaaS服務收益佔本集團收益總額的32.4%（於同期：約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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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及直接成本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收益為50,552,140港元（於同期：37,395,596港元），較同期增加13,156,544港元或35.2%。本集團收

益增加主要由於SaaS服務及其他增值服務收益增加所致。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直接成本為7,193,809港元（於同期：6,788,949港元），較同期增加404,860港元或6.0%。直接成本的

增幅與收益增長一致，其部分被額外節省的成本所抵銷。

其他收益淨額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其他收益淨額為384,953港元（於同期：646,556港元），較同期減少261,603港元或40.5%，主要由於

政府補助減少所致。

員工成本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員工成本為12,665,349港元（於同期：9,517,733港元），較同期增加3,147,616港元或33.1%。有關增

加是由於本集團僱員人數增加以及員工薪金及其他福利增加所致。

折舊及攤銷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折舊及攤銷開支為7,225,993港元（於同期：6,010,392港元），較同期增加1,215,601港元或20.2%。有

關增加主要由於內部開發的軟件系統攤銷增加所致。

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為4,901,365港元（於同期：4,740,051港元），較同期增加161,314港元或3.4%。

融資成本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融資成本為312,734港元，主要產生自本集團的租賃負債（於同期：138,890港元）。

報告期間溢利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純利17,093,927港元（於同期：10,225,324港元），較同期增加6,868,603港元或67.2%，主要由於

上述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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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銀行、金融機構及手頭現金分別113,988,236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44,006,071港元）、10,696,32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1,170,391港元）及45,606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44,920港元）。流動資產淨值為114,406,109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120,419,582港元）。本集團約

40%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港元（「港元」）計值，其餘則以人民幣（「人民幣」）及美元計值。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

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定義為借款總額除以權益總額加上借款總額）並不適用，原因是本集團的借款為零（於二零二一年九月

三十日：零）。

資本架構
本公司股份（「股份」）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GEM成功上市（「上市」）。自此，本公司資本架構並無變動。本公司的股

本僅包括普通股。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為6,000,000港元，而其已發行普通股數目為6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

元的股份。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報告期間宣派任何股息（於同期：無）。董事會已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宣派特別股息每股本公司普通股

3.17港仙，有關股息已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派付。

前景
業務目標、未來策略及前景
我們認為，不斷提高我們的研發能力是保持我們在香港金融科技領域領先地位的基石。為應對金融市場需求的持續變化，

除不斷完善及提升現有產品及服務外，我們亦努力開發及推出新產品。我們已推出眾多別具特色的數據產品，廣受市場讚

譽，如首次公開發售數據及中港通數據。我們將繼續加大對數據研究及數據挖掘的投入，為機構及個人投資者提供更加豐

富及實用的金融數據產品。我們計劃不斷加大研發投資，使我們的產品及服務始終能夠滿足瞬息萬變的市場需求。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TradeGo Markets Limited（「TradeGo Markets」）於香港就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7類

（提供自動化交易服務）受規管活動的牌照向證監會提交申請。TradeGo Markets計劃提供一個於非交易時段交易的場外電

子交易平台，讓將於聯交所進行首次公開發售上市的公司股份可於正式上市前進行買賣。

本集團將一如既往以審慎的態度評估新商機，從而為股東帶來最大回報，促進本集團的長遠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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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1.5百萬港元（經扣除包銷費用及上市開支）。未動用所得款項已存入香港持牌銀行。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董事會議決變更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讓本公司更有效部署其財務資源。有關詳情，請參

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的公告（「有關變更所得款項用途的公告」）。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動用

全部上市所得款項。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所得款項用途詳情載列如下：

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

上市時所
分配所得
款項淨額

自上市日期
至截至

二零二零年
八月十日
止已動用
實際金額

於
二零二零年
八月十日
重新分配
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
用途

重新分配後
的未動用
所得款項
淨額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止已動用
實際金額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止未動用
所得款項
淨額

悉數動用
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的
預期時間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開發創新產品，提升研發能力 6.1 6.1 – – 6.1 – 不適用
申請額外的行情數據供應商牌照，
開展更多的營銷活動

5.4 3.9 +5.3 6.8 10.7 – 不適用

擴充硬件基礎設施能力及軟件組合 2.3 1.3 +2.3 3.3 4.6 – 不適用
非研發人員招聘及員工培訓 3.0 2.8 – 0.2 3.0 – 不適用
建立國內研發中心場所 15.6 – –15.6 – – – 不適用
建立香港營銷中心 7.3 – –7.3 – – – 不適用
開發場外及暗盤交易系統 – – +6.7 6.7 6.7 – 不適用
開發首次公開發售模擬認購系統 – – +5.6 5.6 5.6 – 不適用
申請牌照及合資協議（附註1）
項下附屬公司的日常運營

– – +3.0 3.0 3.0 – 不適用

一般營運資金 1.8 1.8 – – 1.8 – 不適用      

41.5 15.9 – 25.6 41.5 –
      

附註：

1. 捷利港信（香港）有限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七日訂立合資協議，以成立將主要從事（其中包括）提供香港證券場外交易服務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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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九日及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的公告。為鞏固本公司的資本基礎（包括營運資金）及

改善其研發、雲基礎設施建設及信息服務能力，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華盛資本証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配

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透過配售代理根據配售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按竭盡所能基準以每股配售股份0.30港

元的價格，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最多合共100,000,000股股份（「配售股份」），總面值為1,000,000港元。於配售協議日

期，配售股份的市價為0.345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配售代理已按每股配售股份0.30港元的價格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彼等均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

方）成功配售全部配售股份，且配售事項已告完成。配售所得款項淨額（扣除配售事項的佣金及其他開支後）約為29.7百萬港

元，即每股配售股份的淨發行價約為0.297港元。配售所得款項建議按照本公司先前披露的擬定用途動用。以下載列直至二

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配售所得款項用途詳情：

所得款項淨額擬定用途
所得款項
淨額金額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止已動用
所得款項
淨額金額

截至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止未動用

所得款項淨額

悉數動用
未動用所得
款項淨額的
預期時間表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附註1）

(i) 本集團新產品的研發 17.82 10.84 6.98 二零二三年九月底
(ii) 加強雲基礎設施建設及信息服務能力 8.91 2.82 6.09 二零二三年九月底
(iii) 一般營運資金 2.97 2.97 – 不適用   

29.7 16.63 13.07
   

附註：

1. 動用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預期時間表乃根據本集團對未來市況作出的最佳估計而作出。其可因現時及未來市況的發展而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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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收入、直接成本、開支、投資及借款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人民幣匯率波動可能影響本集團的營運成本。本集

團現時並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董事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並將採取審慎措施以將貨幣換算風險減至最低。本集團將於

有需要時考慮對沖主要外幣。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無）。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產抵押（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無）。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重大投資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招股章程所披露的實施計劃（經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十日有關變更所得款項用途的公告修訂）所披露者，以及本

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七日、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二一年八月九日刊發的公告所披露成立一間附屬公司外，於

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報告期間及可預見未來並無任何重大投資，且並無就重要或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擁有任

何其他具體計劃。然而，倘出現及識別到任何收購機會，本集團將進行可行性研究以考慮有關機會是否對本集團及股東整

體有利。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47名僱員（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107名）。本集團繼續透過向僱員提供充足及定

期的定期培訓，持續維持及提升彼等的工作能力。本集團向僱員提供的薪酬主要基於業內慣例以及個人表現及經驗釐定。

除一般薪酬外，本集團亦會參考本集團表現及個人表現向合資格僱員授出酌情花紅及購股權。

於報告期間，僱員福利開支總額（包括董事酬金）為12,665,349港元（於同期：9,517,733港元）。

董事薪酬由董事會根據本公司薪酬委員會的推薦建議，參照該等董事的背景、資質、經驗及於本集團的職責和責任以及現

行市況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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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聯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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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由本公司須予存置的登記冊

所記錄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載的交易必守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的好倉╱淡倉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持有╱擁有

權益的股份數目 好倉╱淡倉
持股

概約百分比(1)

劉勇先生(2)(3) 受控制法團權益 186,398,236 好倉

實益擁有人 800,000 好倉 

總計：187,198,236 31.19% 

廖濟成先生(3) 與其他人士聯合持有的權益 32,133,582 好倉

於股份擁有抵押權益的人士 168,000 好倉 

總計：32,301,582 5.38% 

萬勇先生(3)(4) 受控制法團權益 19,703,553 好倉

與其他人士聯合持有的權益 32,133,582 好倉

實益擁有人 200,000 好倉 

總計：52,037,135 8.67% 

張文華先生(3) 與其他人士聯合持有的權益 32,133,582 好倉

實益擁有人 168,000 好倉 

總計：32,301,582 5.38% 



13

       2022 

附註：

(1)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600,000,000股。

(2) 茂嘉控股有限公司（「茂嘉」）合共持有154,264,654股股份。茂嘉由富望環球有限公司（「富望」）全資擁有，而富望由劉勇先生全資擁有。因此，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劉勇先生被視為或被當作於茂嘉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鑫誠國際有限公司（「鑫誠」）合共持有32,133,582股股份。鑫誠由立高國際有限公司（「立高」）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立高

被視為或被當作於鑫誠所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有關立高所持有股份的詳情載於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E)首次公開發售前股

權激勵計劃」一節。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股權激勵計劃，鑫誠（及╱或立高）內的所有股東投票表決權均歸屬於鑫誠董事會（於二零二二年九月

三十日，劉勇先生為鑫誠的唯一董事），且劉勇先生、廖濟成先生、萬勇先生及張文華先生均為立高的股東。因此，劉勇先生、廖濟成先生、

萬勇先生及張文華先生被視為或被當作於鑫誠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4) 合智環球有限公司（「合智」）合共持有19,703,553股股份。合智由眾勝創投有限公司（「眾勝」）全資擁有，而眾勝由萬勇先生擁有75%權益。因

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萬勇先生被視為或被當作於合智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概無董事及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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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52條由本公司須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載的交易必守標準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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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下列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

及3分部須知會本公司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本公司須予存置的登記冊所

記錄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股份的好倉╱淡倉

股東名稱╱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持有╱擁有

權益的股份數目 好倉╱淡倉

持股

概約百分比(1)

茂嘉控股有限公司(2) 實益擁有人 154,264,654 好倉 25.71%

富望環球有限公司(2) 受控制法團權益 154,264,654 好倉 25.71%

深圳市金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19,500,000 好倉 19.92%

Probest Limited 受控制法團權益 119,500,000 好倉 19.92%

軟庫中華金融服務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19,500,000 好倉 19.92%

軟庫中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受控制法團權益 119,500,000 好倉 19.92%

曹國琪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119,500,000 好倉 19.92%

Coast Flagship Investment SPC-Harvest 

IPO Mixed Strategy Investment SP(3)

實益擁有人 33,000,000 好倉 5.50%

沿海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3) 投資經理 33,000,000 好倉 5.50%

   

鑫誠國際有限公司(4) 實益擁有人 30,948,956 好倉

受託人 1,184,626 好倉 

總計：32,133,582 好倉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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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名稱╱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持有╱擁有

權益的股份數目 好倉╱淡倉

持股

概約百分比(1)

立高國際有限公司(4) 受控制法團權益 32,133,582 好倉 5.35%

劉曉銘女士(5) 配偶權益 187,198,236 好倉 31.19%

陳朝霞女士(6) 配偶權益 52,037,135 好倉 8.67%

魯西濛女士(7) 配偶權益 32,301,582 好倉 5.38%

葉麗琴女士(8) 配偶權益 32,301,582 好倉 5.38%

附註：

(1)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已發行股份總數為600,000,000股。

(2) 茂嘉由富望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富望被視為或被當作於茂嘉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Coast Flagship Investment SPC-Harvest IPO Mixed Strategy Investment SP由沿海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因此，沿海國際資產

管理有限公司被視為或被當作於Coast Flagship Investment SPC-Harvest IPO Mixed Strategy Investment SP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4) 鑫誠作為實益擁有人及受託人而分別持有30,948,956股及1,184,626股股份。1,184,626股股份乃由鑫誠因或就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捷利

港信（香港）有限公司的員工持股計劃而以受託人身份持有。鑫誠由立高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立高被視為或被當作於鑫誠

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有關立高所持有股份的詳細資料載於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E)首次公開發售前股權激勵計劃」一

節。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股權激勵計劃，鑫誠（及╱或立高）作為股東的所有投票表決權歸屬於鑫誠董事會。

(5) 劉曉銘女士為劉勇先生的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劉曉銘女士被視為或被當作於劉勇先生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6) 陳朝霞女士為萬勇先生的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朝霞女士被視為或被當作於萬勇先生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7) 魯西濛女士為廖濟成先生的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魯西濛女士被視為或被當作於廖濟成先生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8) 葉麗琴女士為張文華先生的配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葉麗琴女士被視為或被當作於張文華先生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知會本公司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本公司須予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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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有條件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旨在吸引及留聘可得的表現優秀的

僱員、向本集團僱員（全職及兼職）、董事、諮詢人、顧問、分銷商、承包人、供應商、代理、客戶、業務合作夥伴及服務

供應商提供額外獎勵以及推動本集團創出佳績。有關購股權計劃的詳情載於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D.購股權計

劃」一節。自購股權計劃採納日期以來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行使或註銷任何購股權，亦無

任何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首次公開發售前股權激勵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採納首次公開發售前股權激勵計劃。該計劃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日作出修訂。首次公開發

售前股權激勵計劃是由鑫誠國際有限公司設立，以肯定和酬謝若干合資格參與者曾經或應已對本集團的業務增長及發展作

出的貢獻。其主要條款載於招股章程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E.首次公開發售前股權激勵計劃」一節。

股份獎勵計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採納日期」），本公司採納股份獎勵計劃（「前股份獎勵計劃」）。前股份獎勵計劃旨在向僱員提

供獎勵，從而為本集團未來長遠發展持續作出重大貢獻以及吸引及挽留可能有利本集團增長及發展的具才幹僱員。

有關前股份獎勵計劃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九年

二月一日、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九年三月七日、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二日、二零一九年三月十四日、二零一九

年三月二十八日、二零一九年四月九日、二零一九年七月四日、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二零二一年二月五日及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公告。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日，本公司已採納一項新股份獎勵計劃（「新股份獎勵計劃」）。新股份獎勵計劃旨在透過股份所有

權、股息及就股份支付的其他分派及╱或提升股份價值，令計劃項下合資格人士的利益與本集團的利益相一致，從而激勵

本公司認為對本集團長遠發展作出貢獻屬必要的人士，並吸引及留聘合資格人士繼續為本集團創造價值。

有關新股份獎勵計劃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日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公告。

根據新股份獎勵計劃授出獎勵股份時，本公司須遵守相關GEM上市規則。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股份獎勵計劃受託人

已從二級市場合共購買16,888,000股股份，總代價約為15,677,959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根據新股份獎勵

計劃購買的股份已授予任何新股份獎勵計劃項下的合資格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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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操守守則，其條款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5.48條至第5.67條所載的交易必守標準。本公

司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報告期間一直遵守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採納的交易必守標

準及操守守則。

企業管治常規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已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

條文第C.2.1條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C.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劉勇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

行政總裁，並自二零一零年四月起一直管理本集團的業務以及整體財務及戰略規劃。董事會認為，劉勇先生兼任主席兼行

政總裁之角色對本集團的業務運營及管理有利，並將為本集團提供強而有力及貫徹一致的領導。此外，由於具有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佔董事會超過三分之一人數，董事會認為，權力和授權分佈均衡，並無任何個人擁有不受制約的決策權。因

此，本公司未有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C.2.1條所規定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

競爭業務
於報告期間，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任何緊密聯繫人（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從事任何與本集

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的業務，或與本集團之間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亦不知悉任何有關人士與或可

能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不競爭契據
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的不競爭契據（「不競爭契據」）由劉勇先生、富望、茂嘉、立高及鑫誠就不競爭承諾以本公

司（為其本身且作為及代表其附屬公司的受託人）為受益人訂立。有關不競爭契據的詳情已於招股章程「與控股股東的關係－

不競爭承諾」一節披露。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並無自本公司任何控股股東（即劉勇先生、富望、茂嘉、立高及鑫誠）（各為「控股股東」及統稱「控股股

東」）接獲有關與本集團現有及未來業務競爭或可能競爭的任何新商機的任何書面資料（控股股東或其聯繫人（本集團任何成

員公司除外）所獲提供或已知悉），且於報告期間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接獲控股股東各自有關其及其聯繫人遵守不

競爭契據的確認書。



18

       2022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不知悉有任何有關遵守不競爭契據當中承諾的其他事項，而不競爭契據的條款自本公司上市以來

並無任何變動。

董事變動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委任王海航先生為非執行董事，並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一日生效。

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50A(1)條的董事履歷詳情變動
自本公司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報告日期以來，根據GEM上市規則第17.50A(1)條須予披露的董事履歷詳情概無變動。

報告期間後重大事件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確認，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後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止，並無發生任何對本集團造成影響的重大

事件。

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成立，並遵照GEM上市規則第5.28條及企業管治守則的守

則條文第C.3條制定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乃審閱及監督財務報告程序、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系統、提名

及監督外部核數師，以及就企業管治相關事宜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評論。審核委員會現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陸

海林博士、焦捷女士及文剛銳先生。陸海林博士為審核委員會的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並認為該等報表已遵照適用會計準則、GEM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規定編製，且

已作出足夠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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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收益 3 50,552,140 37,395,596

直接成本 (7,193,809) (6,788,949)

其他收益淨額 384,953 646,556

員工成本 4(a) (12,665,349) (9,517,733)

折舊及攤銷 4(b) (7,225,993) (6,010,392)

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 (4,901,365) (4,740,051)

融資成本 (312,734) (138,890)  

除稅前溢利 18,637,843 10,846,137

所得稅 5 (1,543,916) (620,813)  

期內溢利 17,093,927 10,225,324  

其他全面收益，扣除零稅項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中國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13,229,284) 980,36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864,643 11,205,688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7,854,413 10,225,324

－非控股權益 (760,486) –  

17,093,927 10,225,32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954,300 11,205,688

－非控股權益 (1,089,657) –  

3,864,643 11,205,688  

每股盈利 6
基本及攤薄（港仙） 2.98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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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41,258 2,678,139
無形資產 14,978,945 19,002,723
使用權資產 12,596,676 13,163,237
遞延稅項資產 14,111 14,111  

30,030,990 34,858,210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7 7,274,276 17,351,209
應收一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 246,265
應收董事款項 600,000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2 12,579,211 5,714,515
可收回所得稅 113,173 1,342,77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 124,730,162 155,221,382  

145,296,822 179,876,14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 9 28,625,022 36,710,550
租賃負債 851,834 2,317,772
應付股息 – 19,020,000
應付稅項 1,413,857 1,408,237  

30,890,713 59,456,559  

流動資產淨值 114,406,109 120,419,58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4,437,099 155,277,792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2,551,207 11,578,584  

資產淨值 131,885,892 143,699,20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5,831,120 6,000,000
儲備 123,567,593 134,122,3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29,398,713 140,122,372
非控股權益 2,487,179 3,576,836  

131,885,892 143,699,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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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股份獎勵計劃

（「股份獎勵

計劃」）儲備

以股份為

基礎的僱員

酬金儲備 換算儲備 合併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4,750,000 62,987,553 (14,087,420) 1,087,181 4,049,041 1,147,798 8,180,682 14,738,801 82,853,636 – 82,853,636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 – 10,225,324 10,225,324 – 10,225,324
其他全面收益 – – – – 980,364 – – – 980,364 – 980,364 
已發行股份 1,000,000 28,700,000 – – – – – – 29,700,000 – 29,700,000           

全面收益總額 1,000,000 28,700,000 – – 980,364 – – 10,225,324 40,905,688 – 40,905,688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結餘（未經審核） 5,750,000 91,687,553 (14,087,420) 1,087,181 5,029,405 1,147,798 8,180,682 24,964,125 123,759,324 – 123,759,324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 – 15,034,291 15,034,291 (121,068) 14,913,223 
其他全面收益 – – – – 2,033,170 – – – 2,033,170 (1,996) 2,031,174            

全面收益總額 – – – – 2,033,170 – – 15,034,291 17,067,461 (123,064) 16,944,397            

成立一家附屬公司 – – – – – – – – – 3,699,900 3,699,900 
以權益結算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交易 – – – 3,978,167 – – – – 3,978,167 – 3,978,167 
股份獎勵歸屬 – – 14,087,420 (14,087,420) – – – – – – – 
行使股份獎勵 250,000 14,087,420 – 9,022,072 – – – (9,022,072) 14,337,420 – 14,337,420 
發行股份 – – – – – – – – – – – 
宣派股息 – (19,020,000) – – – – – – (19,020,000) – (19,020,000)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6,000,000 86,754,973 – – 7,062,575 1,147,798 8,180,682 30,976,344 140,122,372 3,576,836 143,699,208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 – 17,854,413 17,854,413 (760,486) 17,093,927
其他全面收益 – – – – (12,900,113) – – – (12,900,113) (329,171) (13,229,284)
發行股份 – – – – – – – – – – –            

全面收益總額 – – – – (12,900,113) – – 17,854,413 4,954,300 (1,089,657) 3,864,643           

以權益結算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交易 – – – – – – – – – – –
宣派股息 – – – – – – – – – – –
為股份獎勵計劃購買本公司股份 (168,880) – (15,509,079) – – – – – (15,677,959) – (15,677,959)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的結餘（未經審核） 5,831,120 86,754,973 (15,509,079) – (5,837,538) 1,147,798 8,180,682 48,830,757 129,398,713 2,487,179 131,885,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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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經營活動

經營所得現金 29,136,299 16,715,563

已繳稅項 (369,192) –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8,767,107 16,715,563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付款 (331,632) (1,664,640)

無形資產付款 (5,489,188) (3,528,842)

其他投資活動 (9,069,863) (30,704,29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4,890,683) (35,897,777)  

融資活動

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 29,700,000

租賃負債還款 (1,116,310) (901,698)

為股份獎勵計劃購買本公司股份 (15,677,959) –

已付股息 (19,020,000) –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35,814,269) 28,798,30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21,937,845) 9,616,088

於四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5,221,382 73,721,534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 (8,553,375) 784,898  

於九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 124,730,162 84,12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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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自二零一八

年九月二十八日起已於聯交所GEM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中國深圳市前海

深港合作區南山街道興海大道3040號前海世茂金融中心二期2808室。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干諾道中

168–200號信德中心西翼3405室。

本集團為一體化證券交易平台服務供應商，主要服務香港券商及其客戶。本集團的香港券商客戶均為B類及C類交易

所參與者。本集團的一體化證券交易平台服務主要包括前台交易系統服務、行情數據服務及增值服務。

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集團的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及重大會計政策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及GEM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而編製。財務資料應與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惟預期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採納此等準則、修訂本及詮

釋對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影響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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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報告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向客戶提供前台交易系統服務、行情數據服務、託管及雲基礎設施服務、SaaS服務及其他增值

服務。本集團有一個可呈報分部，而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已識別為董事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審閱本集團綜合

業績。因此，概無呈列額外可呈報分部資料。

(a) 收益
於報告期間確認的各主要收益類別的金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前台交易系統服務 16,364 14,920

－行情數據服務 6,718 7,175

－託管及雲基礎設施服務 2,146 2,289

－SaaS服務 16,375 11,829

－其他增值服務 8,949 1,183    

50,552 37,396  

(b) 地理資料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香港和中國客戶。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收益的地理位置資料。客戶的地理位置按提供服務

的地點而定。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香港 41,352 29,636

中國 9,200 7,760    

50,552 37,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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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a)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2,196 9,134

向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作出供款 469 384  

12,665 9,518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b) 其他項目

折舊 1,923 1,568

無形資產攤銷 5,303 4,442    

折舊及攤銷 7,226 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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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1,320 456

即期稅項－中國 224 165  

1,544 621  

6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股東應佔溢利17,854,413港元（截至二

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225,324港元）及598,417,311股普通股（二零二一年：563,462,000股）的加權

平均數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呈列期間並無發行具潛在攤薄性質的普通股，故所呈列的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所有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預計將於一年內收回。

貿易應收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1個月內 1,552 1,001

1至3個月 223 725

3至6個月 101 11  

1,876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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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銀行、金融機構及手頭現金 124,730 155,221  

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合約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1,138 1,350

合約負債 22,718 28,05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4,769 7,303  

28,625 36,711  

根據發票日期計算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1個月內 726 780

1至2個月 412 528

超過3個月 – 42  

1,138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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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已計入綜合財務狀況表的股本指本公司的股本，載列如下：

法定 已發行及繳足

股數 港元 股數 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0 20,000,000 600,000,000 6,000,000

為股份獎勵計劃購買股份 – – 16,888,000 168,880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2,000,000,000 20,000,000 583,112,000 5,831,120    

11 股息
董事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四日宣佈，其已議決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每股本公司普通股3.17港仙，總額約為19.02百

萬港元，已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日（星期三）以現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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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
各項金融工具按經常性基準的公平值計量所用估值技術及輸入數據載列如下：

於下列日期的公平值 估值技術及主要輸入數據

重大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

主要輸入數據

及重大不可觀察

輸入數據對

公平值的關係

二零二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上市股本投資 第一級 12,579,211 5,714,515 於活躍市場的所報買入價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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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重大關聯方交易
本集團於各期間進行下列關聯方交易：

本集團董事的薪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董事袍金及薪金 1,718 1,380  

上述關聯方交易並不構成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

14 尚未履行的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的資本承擔（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15 報告期間後的事件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後，並無發生可能對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或未來營運造成重大影響的期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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