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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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Fu Shek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63）

富 石 金 融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富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財務業績，連同截至2019年9月 30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費用及佣金收入 3 11,651 23,886

利息收入 9,332 8,234  

20,983 32,120

其他虧損 (13) (101)

其他收入 436 372

員工成本 5 (4,071) (3,189)

融資成本 6 (956) (677)

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7 (1,525) –

佣金開支 (809) (1,424)

上市開支 – (11,615)

物業及設備折舊 (942) (884)

其他經營開支 (4,942) (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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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 8,161 12,144

稅項 8 (1,448) (3,762)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6,713 8,382
  

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港仙） 9 0.67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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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9月30日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2,550 3,439
無形資產 2,735 2,735
其他資產 452 789
按金 524 512  

6,261 7,475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1 349,291 219,290
按金、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59 10,097
銀行結餘－信託及獨立賬戶 172,849 111,352
銀行結餘－一般賬戶及現金 79,693 149,531  

602,092 490,270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613 1,51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223,664 156,42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651 3,714
銀行借貸 55,000 10,000
應付稅項 465 7,893
租賃負債 1,781 1,737  

284,561 179,764  

流動資產淨值 317,531 310,506  

資產淨值 323,179 316,46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000 10,000
儲備 313,179 306,466  

股本及儲備總額 323,179 31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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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
計準則」）「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
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

除因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產生之附加會計政策及應用
與本集團相關之若干會計政策外，截至 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
綜合財務報表所依照者相同。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已於2020年4月1日或之後開始
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概念框架指引及以下之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第8號之修訂 重要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本期間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念框架的修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
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載於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之披露並無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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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費用及佣金收入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證券買賣的佣金及經紀收入：
－香港市場 9,713 10,206

－香港境外市場 – 108

配售及包銷服務收入 1,310 13,041

手續費及其他費用收入 625 531

資產管理費用 3 –  

11,651 23,886
  

來自客戶合約的費用及佣金收入明細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確認時限

時間點 11,519 23,763

隨時間 132 123  

11,651 23,886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經營分部乃根據向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匯報的資
料釐定，旨在進行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業績。

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開展從事資產管理服務的業務，主要經營決策者將
其視為新經營及可報告分部。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的可呈報及經營分部如下：

(a) 經紀服務分部包括提供於香港及海外市場交易證券的經紀服務；

(b) 保證金融資服務分部包括向保證金及現金客戶提供融資服務；

(c) 配售及包銷服務分部包括提供包銷、分包銷及配售服務；及

(d) 資產管理服務分部包括提供資產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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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賺取的利潤或虧損（並無分配其他收入、其他虧損、若干員工
成本、若干減值虧損撥回、若干融資成本、折舊、上市開支及若干其他經營開支）。分部
間並無計算分部間收益。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期間

經紀服務

保證金

融資服務

配售及

包銷服務

資產

管理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10,338 9,332 1,310 3 20,983     

分部溢利╱（虧損） 8,479 6,876 395 (57) 15,693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423

若干員工成本 (2,732)

若干減值虧損撥回 60

若干融資成本 (72)

折舊 (942)

若干其他經營開支 (4,269) 

除稅前溢利 8,161
 

其他分部資料：

來自客戶的利息收入 – 9,332 – – 9,332
     

銀行及其他借貸利息 – (884) – – (884)
     

佣金開支 (246) – (563) – (809)
     

若干未分配減值虧損以外 

的減值虧損 – (1,572) (13) – (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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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期間

經紀服務
保證金

融資服務
配售及

包銷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10,845 8,234 13,041 32,120    

分部溢利 9,684 7,585 11,655 28,924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271
若干員工成本 (2,571)
若干融資成本 (28)
折舊 (884)
上市開支 (11,615)
若干其他經營開支 (1,953) 

除稅前溢利 12,144
 

其他分部資料：

來自客戶的利息收入 – 8,234 – 8,234
    

銀行借貸利息 – (649) – (649)
    

佣金開支 (218) – (1,206) (1,424)
    

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各分部的經營業績作出決策。由於主要經營決策者並無就資源分配
及表現評估定期審閱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故並無呈列該等資料的分析。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主要位於香港，且本集團的所有收益及非流動資產均來自香港。

5. 員工成本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薪酬
－袍金 360 –
－薪金、酌情花紅及其他福利 1,369 78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8 18
薪金及其他福利 2,715 2,29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92 84  

4,554 3,189
減：政府補助 (483) –  

4,071 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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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紀公司短期墊款利息 782 –

銀行借貸利息 102 649

租賃負債利息 72 28  

956 677
  

7. 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就下列各項確認（撥回）的減值虧損：
－證券買賣業務產生的應收賬款 1,572 –

－配售及包銷服務產生的應收賬款 13 –

－其他應收款項 (60) –  

1,525 –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所用的釐定輸入數據以及
假設及估計方法的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2020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基
準相同。

8. 稅項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利得稅：
即期稅項 1,448 3,77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9)  

1,448 3,762
  

於兩個報告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的首2百萬港元按8.25%計算香港利得稅，而超過2百萬
港元的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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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乃基於以下數據：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使用的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應佔溢利 6,713 8,382
  

股份數目

截至9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使用的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千股） 1,000,000 750,000
  

附註：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考慮分別於 2020年1月22日及2月
19日進行的重組及資本化發行。

並無呈列截至 2020年9月30日及2019年9月30日止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原因為並無潛在
攤薄股份。

10. 股息

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期間，本公司概無向普通股股東派付或擬派股息，自報告期末以來
亦無建議任何股息（2019年9月30日止期間：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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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證券買賣業務產生的應收賬款（附註 a）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結算」） 47,078 47,707

－現金客戶 1,925 1,613

－保證金客戶 203,293 169,133

－於首次公開發售認購新股客戶 96,611 –

－經紀公司 1,170 –

配售及包銷服務產生的應收賬款（附註b） 1,560 1,598  

351,637 220,051

減：減值虧損撥備
－證券買賣業務產生的應收賬款 (1,572) –

－配售及包銷服務產生的應收賬款 (774) (761)  

349,291 219,290
  

附註：

(a) 應收現金客戶、香港結算及經紀公司的賬款的正常結算期為交易日後兩日。就報告
期末已逾期的來自現金客戶的應收賬款而言，賬齡分析（由結算日期起計）如下：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4 –

31至60日 – 9

61至90日 93 93

90日以上 93 –  

210 102
  

應收香港結算及經紀公司的賬款與尚未結算的交易有關，且尚未到期。

鑑於證券保證金融資及首次公開發售認購融資業務的性質，本公司董事認為賬齡
分析並無額外作用，因此並無披露賬齡分析。

管理層就結欠款項的各個人客戶的存置於本集團的證券的公平值進行評估，及於
2020年9月30日作出減值虧損撥備1,572,000港元（2020年3月31日：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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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我們並無就配售及包銷服務產生的應收賬款授出信貸期。賬齡分析（基於收益確認
日期）如下：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 245

31至90日 330 228

91至120日 – 700

121至180日 530 425

181至365日 700 –  

1,560 1,598
  

已就配售及包銷服務的應收賬款計提減值撥備774,000港元（2020年3月31日：761,000

港元）。

12. 應付賬款

於2020年

9月30日

於2020年
3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現金客戶 83,947 75,971

保證金客戶 139,717 80,449  

223,664 156,420
  

應付客戶賬款的一般還款期限為交易日後兩天。

應付保證金客戶及現金客戶賬款於還款期限後須應要求償還。由於本公司董事認為鑑於
該業務的性質，賬齡分析不會帶來額外的價值，因此概無披露任何賬齡分析。

應付賬款172,849,000港元（2020年3月31日：111,352,000港元）是就進行受規管活動期間收取
及持有予客戶的信託及獨立銀行結餘而應付予客戶的。然而，本集團現時並無可強制執
行以所存放之存款抵銷該等應付款項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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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回顧

2020年第三季度，香港經濟同比萎縮 3.5%，經濟持續衰退至第五個季度。受宏
觀經濟環境影響，疫情爆發後，投資者對市場的態度發生很大變化，普遍保持
審慎態度。然而，即使在冠狀病毒（「COVID-19」）大流行和宏觀經濟環境疲弱的
情況下，香港資本市場仍能證明其對大規模上市活動具有韌性。繼阿里巴巴成
功上市之後，儘管COVID-19大流行帶來不確定性，但許多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
司在2020年前三個季度在香港進行了早期計劃的二級或雙重上市。由於多年來
的良好聲譽，以及最近引入的滬港通和深港通，香港的資本市場多元化並繼續
為理想的首次公開發售地點。

儘管恆生指數的波動反映市場波動，但投資者對香港的資本投資機會並沒有
失去希望，並且總體上相信很快會逐步復甦。根據香港聯交所提供的每月市場
要聞，證券市場的活躍交易活動反映在2020年首十個月證券市場的日均成交量
不斷增長，達到1,250億港元，較去年同比增長40%。儘管商業環境似乎仍然令
人沮喪，但投資者已設法在極端不確定的情況下行進，使波動性低於預期。疫
情期間，金融服務業在2020年上半年的表現在香港相對穩定。

業務回顧

自十多年前以來，本集團一直在香港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包括 (i)證券交易服
務，包括經紀服務及保證金融資服務；(ii)配售及包銷服務；及 (iii)資產管理服
務。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本集團的收入約為21.0百萬港元，
較2019年同期的總收入減少 34.7%。

在COVID-19疫情下，本集團將健康與安全放在首位，並致力於為員工提供安全
健康的工作場所。於報告期內，本集團加強了工作場所的預防措施，以保護員
工和客戶。本集團在部分運營過程中還採用了在家工作政策，以減少COVID-19

傳播的機會。新的工作安排可能在早期階段帶來了一些不便，但本集團在整個
過程中已經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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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服務

經紀服務

本集團向擁有交易賬戶的客戶提供證券交易及經紀服務及配套服務。於報告期
間，本集團證券經紀業務的佣金收入及手續費及其他費用收入較截至 2019年9

月30日止六個月減少 4.7%至約10.3百萬港元（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10.8百萬
港元），佔總收益的49.3%（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33.8%）。經紀服務收益輕微
減少乃由於報告期內儘管交易量增加，但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導致佣金收入減
少。由於報告期內收取的佣金收入減少，經紀服務的分部溢利較2019年同期減
少12.4%至約8.5百萬港元（截至 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9.7百萬港元）。

保證金融資服務

本集團提供融資服務，以便其客戶於二級市場按保證金基準購買證券及就首
次公開發售的新股認購。本集團於報告期間提供保證金融資產生的利息收入
較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增加13.3%至約9.3百萬港元（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約8.2百萬港元），佔總收益的44.5%（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25.6%）。保證金融
資的利息收入增長令人鼓舞，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首次公開發售認購融資所
得利息收入增加。保證金融資服務的分部溢利較2019年同期減少9.3%至約6.9百
萬港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7.6百萬港元），此乃由於鑒於經濟前景
不明朗及股市波動，因此已就預期信貸虧損模型下證券買賣業務產生的應收
賬款作出減值虧損撥備約 1.6百萬港元所致。

配售及包銷服務

本集團通過擔任 (i)首次公開發售上市申請人的賬簿管理人、牽頭經辦人或包銷
商；及 (ii)上市公司發行或銷售證券的配售代理，並就此收取配售及╱或包銷佣
金收入。配售及包銷業務佣金因情況而異，因為佣金乃按預先釐定的固定費用
或按所包銷股份總價格的百分比計算的費用收取。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來自配
售及包銷服務的佣金收入較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減少90.0%至約1.3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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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13.0百萬港元），佔總收益的6.2%（2019年9月30日止
六個月：40.6%）。自2020年第一季度COVID-19爆發以來，香港資本市場一直出現
波動，影響投資者認購新發行人證券的積極性，因此，本集團在接受配售及包
銷業務客戶方面採取更為審慎的業務方法。來自配售及包銷服務的分部溢利
較2019年同期減少96.6%至約0.4百萬港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11.7

百萬港元）。由於報告期內產生的員工成本增加，分部溢利的降幅度高於分部
收益。

資產管理服務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向客戶推出資產管理服務業務作為獨立業務分部。於報告
期間，資產管理服務的收入為3,000港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無），而
分部虧損為 57,000港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無）。

展望

鑑於本地控制COVID-19爆發的步伐迅速，香港仍然是全球最強大的金融市場
之一。恆生科技指數為於 2020年7月推出的新股票基準，目的為緊貼香港部分
最大型上市科技公司，該指數可能會為市場帶來新的曝光率，使科技產品的覆
蓋範圍更大。此次介紹也可能吸引更多的技術公司將來選擇香港作為其上市
和籌款地點。

Pfizer及BioNTech的COVID-19在研疫苗最近取得令人鼓舞的結果，在美股躍升至
新紀錄的同時，更令全球投資者的信心開始回升。

為應對市場機遇，本集團將繼續審慎應對全球及本地經濟狀況引發的外部因
素，並增強自身實力以鞏固本集團在行業中的地位。

財務回顧

收益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收益約21.0百萬港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
32.1百萬港元），較截至2019年9月 30日止六個月減少 34.7%。整體減少乃主要由
於報告期間配售及包銷服務收入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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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開支

於報告期間，其他經營開支較截至 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增加 101.1%至約4.9

百萬港元（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約2.5百萬港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報告期
間上市（定義如下）後向審計師支付了額外的中期審計費用及合規諮詢費用。

純利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的純利約為 6.7百萬港元，較截至 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
的約8.4百萬港元減少19.9%。該變動乃主要由於 (i)配售及包銷服務收入減少；
(ii)於預期信貸虧損模型下的減值虧損增加及 (iii)經營開支較截至2019年9月30

日止六個月增加所致。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公司股份於2020年2月19日成功在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此後本集團的資
本結構並無發生變化。

本集團維持充裕的現金狀況，銀行存款額可觀，主要通過銀行借貸為其業務提
供資金。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的一般賬戶銀行結餘及現金總額約為79.7百
萬港元（於2020年3月31日：約149.5百萬港元）。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
資產淨值約為 317.5百萬港元，較 2020年3月31日的約310.5百萬港元增加約 7.0百
萬港元。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於報告期間保持穩定。

本集團於2020年9月30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0.17（於 2020年3月31日：0.03）。

資產負債比率乃根據報告期間末的總債項（僅指銀行借貸）除以資產淨值計算。

借貸

本集團債務融資的主要來源主要來自銀行及經紀公司之短期墊款。於 2020年9

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為55.0百萬港元（於2020年3月31日：10.0百萬港元）。
所有銀行借貸均有按需償還條款。30.0百萬港元的銀行借貸按浮動利率1個月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每年 2.5厘計息，及25.0百萬港元的銀行借貸按浮動利率 1

個月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每年 2.25厘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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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抵押（於2020年3月31日：無）。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僅在香港營業，而其業務產生的大部分收益及交易均以港元結算，
故董事認為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並不重大。因此，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訂立任
何衍生合約以對沖外匯風險。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於 2020年3月31

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僱用18名員工（於2020年3月31日：16名）。僱員薪酬乃
根據資歷、職責、貢獻及年資等因素釐定。員工成本主要包括薪金、花紅及津
貼以及為本集團董事及僱員作出的強制性公積金供款。於報告期間，員工成本
約為4.1百萬港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3.2百萬港元），增加約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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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持有的重大投資

於2020年9月30日，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重大投資（於2020年3月31日：無）。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本公司日期於2020年1月31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
途」一節所披露者外，於本中期業績公告日期，本集團概無有關重大投資或資
本資產的其他未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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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本集團已收上市所得款項淨額（於扣除相關開支後）約為 90.6百萬港元。該等所
得款項擬根據招股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的建議用途應用。
該等用途包括：(i)擴展配售及包銷業務；(ii)為保證金融資業務提供資金；(iii)

設立及翻修新辦公室；(iv)擴大勞動力；(v)升級資訊科技系統；(vi)推廣及營銷；
及 (vii)營運資金。

業務策略

根據招股章程

所述分配的

所得款項淨額

直至2020年
9月30日的
所得款項

淨額實際

使用金額

直至2020年
9月30日的
未動用

所得款項

淨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擴展配售及包銷業務 27,000 27,000 –

為保證金融資業務提供資金 10,200 10,200 –

設立及翻修新辦公室 15,700 – 15,700

擴大勞工 12,900 190 12,710

升級資訊科技系統 9,000 – 9,000

推廣及營銷 7,200 – 7,200

營運資金 8,600 4,169 4,431   

總計 90,600 41,559 49,041
   

於2020年9月30日，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存放於香港一間持牌銀行。

考慮到持續COVID-19危機所致股市波動及經濟前景不明朗，本集團採取保守
而靈活的方法以有效利用所得款項，實現本集團的長遠發展。本集團於報告期
間暫緩擴張及發展計劃，並計劃於COVID-19疫情受控或完結時繼續。

董事定期評估本集團的業務目標，並可能根據不斷變化的市況更改或修訂計
劃，以確定本集團的業務增長。於報告期間，董事認為毋須修改招股章程所述
的所得款項用途。除招股章程所披露者外，本集團目標為於二零二一年第三季
度或之前完成使用所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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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報告期間派發中期股息（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無）。

報告期後事項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後並無重大事項。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 2020年 9月30日止六個月已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行為守則。在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
本報告期間，均有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2020年1月22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
即黎文星先生、楊孫西博士及何鍾泰博士。審核委員會亦已採納清楚列明其職
責及義務的書面職權範圍，清楚列明其職責及義務，以確保符合有關監管規
定。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之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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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載列於本中期業績公告之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
及本公司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資料

本 公 司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刊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com.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hkfsfinance.com)。本公司截至2020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
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
發。

承董事會命
富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青松

香港，2020年11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主席兼非執行董事李青松先生、執行董事許文超先
生及吳錫釗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楊孫西博士、黎文星先生及何鍾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