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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美元列值）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營業額 3 $ 48,380,446 $ 52,482,940

其他收益 4  24,384,935  23,688,449

其他收入淨額 4  1,723,061  1,439,504

員工成本 5  (28,320,505)  (32,981,328)

折舊 9  (5,217,920)  (4,770,373)

其他經營開支   (45,098,930)  (50,162,144)
   

經營虧損  $ (4,148,913) $ (10,302,952)

融資成本 6(a)  (140,421)  (2,078,588)
   

期內除稅前及除稅後虧損 6 $ (4,289,334) $ (12,381,54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證券：投資重估儲備的變動淨額  72,632  240,46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4,216,702) $ (12,141,072)
 

 

第 6頁至第 21頁的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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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以美元列值）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8 $ 383,263 $ 383,582
固定資產 9  15,812,968  20,224,584
可供出售證券 10  3,081,001  3,017,287
其他非流動存款   4,322,869  5,095,883
    

  $ 23,600,101 $ 28,721,336
     

流動資產     
通過損益按公平值列值的金融資產 11 $ 14,866,663 $ 15,676,914
反向回購協議的應收款項 12  36,621,179  38,946,641
應收賬款 13,21  1,100,113,488  1,130,382,620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1  23,839,297  20,087,716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5  468,875,994  520,007,700
    

  $ 1,644,316,621 $ 1,725,101,591
     

流動負債     
通過損益按公平值列值的金融負債 16 $ 9,630,855 $ 15,676,094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4  36,579,709  38,903,001
應付賬款 17,21  1,072,459,119  1,130,650,59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1  43,052,913  58,182,413
    

  $ 1,161,722,596 $ 1,243,412,099
     
    

流動資產淨值  $ 482,594,025 $ 481,689,492
     
    

資產淨值  $ 506,194,126 $ 510,41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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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續）
（以美元列值）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 $ 697,860,644 $ 697,860,644
一般儲備 20(a)  12,008,165  12,008,165
投資重估儲備 20(b)  1,035,216  962,584
累計虧損   (204,709,899)  (200,420,565)
    

總權益  $ 506,194,126 $ 510,410,828
     

第 6頁至第 21頁的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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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美元列值）

   股本  一般儲備  投資重估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 697,860,644 $ 12,008,165 $ 962,584 $ (200,420,565) $ 510,410,828
       

期內虧損  $ – $ – $ – $ (4,289,334) $ (4,289,334)

其他全面收益   –  –  72,632  –  72,63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72,632 $ (4,289,334) $ (4,216,702)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 697,860,644 $ 12,008,165 $ 1,035,216 $ (204,709,899) $ 506,194,126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 557,860,644 $ 12,008,165 $ 478,535 $ (182,285,767) $ 388,061,577
       

期內虧損  $ – $ – $ – $ (12,381,540) $ (12,381,540)

其他全面收益   –  –  240,468  –  240,46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 240,468 $ (12,381,540) $ (12,141,072)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 557,860,644 $ 12,008,165 $ 719,003 $ (194,667,307) $ 375,920,505
           

第 6頁至第 21頁的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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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簡明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美元列值）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經營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 (51,576,419) $ (38,986,089)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585,134  (56,546)

融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140,421)  (2,078,588)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淨額  $ (51,131,706) $ (41,121,223)

於四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5  485,007,700  516,768,772
   

於九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5 $ 433,875,994 $ 475,647,549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一般賬戶 15 $ 433,875,994 $ 475,647,549
   

第 6頁至第 21頁的附註為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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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以美元列值）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
策編製，不包括預期將於二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有
關該等會計政策之變動詳情載於附註 2。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多項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而這些準則在本公司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當中，以下改動與本公司財務報表
相關：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之修訂本，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之修訂本釐定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之抵銷標準。由於該等
修訂本與本公司已採納之政策一致，故有關修訂本不會對本公司之未經審核中
期財務報告造成影響。

本公司並未採納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該等變動對本公
司的財務報表並未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3 營業額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佣金及經紀收入 $ 32,556,136 $ 44,790,655
包銷及其他佣金收入  14,190,222  5,289,335
財務諮詢費用收入及其他佣金收入  1,634,088  2,402,950
   

 $ 48,380,446 $ 52,48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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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4 其他收益及其他收入淨額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其他收益

自營交易倉盤的股息收入 $ 26,191 $ 19,848
從集團公司賺取的研究費用  4,311,798  4,623,139
從集團公司賺取的管理費用及服務費用  17,340,616  17,273,028
利息收入  1,306,518  1,042,385
相關公司的租金收入  1,399,812  730,049
   

 $ 24,384,935 $ 23,688,449
   

其他收入淨額

證券的交易收益淨額 $ 1,636,134 $ 812,797
匯兌收益淨額  (89,776)  (115,908)
出售可供出售證券收益淨額  52,273  –
其他  124,430  742,615
   

 $ 1,723,061 $ 1,439,504
   

5 員工成本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薪酬、薪金及其他福利 $ 27,462,950 $ 32,051,866
界定供款計劃的供款  857,555  929,462
   

 $ 28,320,505 $ 32,98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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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6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的利息開支 $ 4,831 $ 115
支付予最終控股公司的利息開支  –  1,887,161
支付予同系附屬公司的利息開支  74,232  73,350
   

 $ 79,063 $ 1,960,626
其他財務開支  61,358  117,962
   

 $ 140,421 $ 2,078,588
   

(b) 其他項目

佣金及經紀費用 $ 21,987,276 $ 28,402,736
包銷開支  1,918,212  122,161
物業的經營租賃收費  7,288,024  7,084,204
核數師酬金  316,218  242,636
   

7 所得稅

(a)  本公司由於持續承受稅項虧損，於兩個期間並未就香港利得稅作出任何撥備。

(b) 按適用稅率計算的稅務開支及會計虧損：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除稅前虧損 $ (4,289,334) $ (12,381,540)
   

除稅前虧損的名義稅項
 （按 16.5%的稅率計算） $ (707,740) $ (2,042,954)
不可扣減的開支的稅務影響  11,756  311,715
非應課稅收益的稅務影響  (202,781)  (149,703)
尚未確認的未動用稅務虧損及其他
 可扣減暫時差異的稅務影響  898,765  1,880,942
   

實際稅務開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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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8 無形資產

  交易權  會所債券  合計

成本：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 419,448 $ 383,578 $ 803,026
匯兌差額  –  (319)  (319)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 419,448 $ 383,259 $ 802,707

累計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419,444  –  419,444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 4 $ 383,259 $ 383,263
   

  交易權  會所債券  合計

成本：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 419,448 $ 383,373 $ 802,821
匯兌差額  –  409  409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 419,448 $ 383,782 $ 803,230

累計減值虧損：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419,444  –  419,444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 4 $ 383,782 $ 383,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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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9 固定資產

    傢俬、裝置
  租賃物業裝修  及辦公室設備  汽車  合計

成本：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 9,544,866 $ 46,831,950 $ 315,379 $ 56,692,195
添置  –  806,304  –  806,304
出售  –  (4,079)  (139,510)  (143,589)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 9,544,866 $ 47,634,175 $ 175,869 $ 57,354,910
        

累計折舊：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 3,451,471 $ 32,700,761 $ 315,379 $ 36,467,611
期內計提  805,817  4,412,103  –  5,217,920
出售撥回  –  (4,079)  (139,510)  (143,589)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 4,257,288 $ 37,108,785 $ 175,869 $ 41,541,942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 5,287,578 $ 10,525,390 $ – $ 15,812,968
        

    傢俬、裝置
  租賃物業裝修  及辦公室設備  汽車  合計

成本：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 9,252,194 $ 43,277,864 $ 315,379 $ 52,845,437
添置  4,343  1,114,436  –  1,118,779
出售  (626,273)  (886,158)  –  (1,512,431)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 8,630,264 $ 43,506,142 $ 315,379 $ 52,451,785
        

累計折舊：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 2,074,901 $ 25,247,862 $ 315,379 $ 27,638,142
期內計提  728,852  4,041,521  –  4,770,373
出售撥回  (147,870)  (885,198)  –  (1,033,068)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 2,655,883 $ 28,404,185 $ 315,379 $ 31,375,447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 5,974,381 $ 15,101,957 $ – $ 21,07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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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10 可供出售證券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會所債券 $ 3,081,001 $ 3,017,287
   

11 通過損益按公平值列值的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上市股本證券好倉 $ 5,235,808 $ 820
衍生工具的正公平值（附註 23）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  9,630,855  15,676,094
   

 $ 14,866,663 $ 15,676,914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就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由同系附屬公司抵押予本
公司作為抵押品之證券市值為 228,160,847美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55,300,092美元）。

上述金融資產已分類為持作交易。

12 反向回購協議的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反向回購協議的應收款項 $ 36,621,179 $ 38,946,641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就反向回購交易可接受的抵押品公平值為
44,826,476美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45,916,106美元），本公司並無於財
務狀況報表確認此抵押品。

該等交易乃根據證券回購交易及借貸活動之通常及慣常條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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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13 應收賬款

本公司因日常業務交易於香港期貨交易所結算有限公司開立獨立賬戶。於二零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並無於財務報表其他部份處理之獨立賬戶款項為 42,706美
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081,549美元）。

應收賬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所有應收賬款預計於一年內收回。

14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為無抵押、不計息及有固定償還期限。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5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銀行存款 $ 410,533,123 $ 459,019,250

銀行及手頭現金  58,342,871  60,988,450
   

資產負債表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 468,875,994 $ 520,007,700

減：已抵押存款  (35,000,000)  (35,000,000)
   

現金流量表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 433,875,994 $ 485,007,700
   

本公司因日常業務交易於獲認可機構開立獨立賬戶。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
日，並無於財務報表其他部份處理之獨立賬戶款項為 27,995,037美元（二零一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46,355,104美元）。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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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16 通過損益按公平值列值的金融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衍生工具的負公平值（附註 22）
–與一間同系附屬公司 $ 9,630,855 $ 15,676,094

   

上述金融負債已分類為持作交易。

17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8 資產負債表的所得稅

本公司並未就327,754,560美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322,307,498美元）的
稅項虧損及其他可扣減暫時差異確認遞延稅項資產，因未來應課稅溢利未必可
用作抵銷虧損。根據現時稅法，稅務虧損不會到期。

19 股本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10,000,000股每股面值 10港元的普通股及
53,673,423股每股面值 10美元的普通股獲授權發行。根據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
日開始生效的新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章），「法定股本」及「面值」的概念不再存
在。該等變動對已發行股份數目或任何股東相關權利並無影響。本公司之普通
股之變動列載如下：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普通股，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於四月一日及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77,673,423 $ 697,860,644  63,673,423 $ 557,860,644

發行股份（附註）  –  –  14,000,000  140,000,000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  77,673,423 $ 697,860,644  77,673,423 $ 697,86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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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19 股本（續）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續）

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透過股東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以普通決議
案方式增設14,000,000股每股面值10美元的普通股。該等新普通股在所有方面與本公司股
本中現有股份均享有相同權益。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按面值向現有股東發
行 14,000,000股普通股以換取現金。

20 儲備

（a） 一般儲備

當本公司為受限制持牌銀行時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設立一般儲備。

(b) 投資重估儲備

投資重估儲備包括於結算日持有的可供出售證券的公平值累計變動，並根據截
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的會計政策處
理。

21 集團公司

除本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所指的集團公司結餘外，下列最終控股及同系附屬公司
的結餘載列於所指的資產負債表項目內：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應收賬款 $ 442,459,012 $ 513,933,996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5,529,651  5,519,093
應付賬款  (328,940,847)  (608,829,62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031,360)  (1,18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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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22 衍生工具

本公司交易的主要衍生金融工具為股權衍生工具合約，屬於場外及交易所買賣
的衍生工具合約。就財務報告而言，所有衍生工具分類為持作交易。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衍生工具公平值  資產  負債  資產  負債

股權衍生工具 $ 9,630,855 $ 9,630,855 $ 15,676,094 $ 15,676,094
        

23 金融工具公平值

(a) 公平值等級

下表呈列本公司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該等工具於報告期末按經常性基準計量，
並分類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公平值計量界定的三級公平值等級。將公平
值計量分類的等級乃經參考以下估值方法所用輸入數據的可觀察性及重要性後
釐定：

－ 第一級估值：僅使用第一級輸入數據（即於計量日期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
市場的未經調整報價）計量的公平值。

－ 第二級估值：使用第二級輸入數據（即未能達致第一級的可觀察輸入數據）
且並非使用重要的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的公平值。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為
無市場數據的輸入數據。

－ 第三級估值：使用重要的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的公平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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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23 金融工具公平值（續）

(a) 公平值等級（續）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的公平值計量

 

  於  於活躍市場的  其他重大  重大
  二零一四年  已識別資產  可觀察  不可觀察
  九月三十日  的報價  輸入數據  輸入數據
  的公平值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資產

可供出售項目
－會所債券 $ 3,081,001 $ – $ 3,081,001 $ –

通過損益按公平值列值的
 金融資產  14,866,663  5,235,808  9,630,855  –
        

 $ 17,947,664 $ 5,235,808 $ 12,711,856 $ –
      

負債

通過損益按公平值列值的
 金融負債 $ (9,630,855) $ – $ (9,630,85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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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23 金融工具公平值（續）

(a) 公平值等級（續）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的公平值計量

 

  於  於活躍市場的  其他重大  重大
  二零一四年  已識別資產  可觀察  不可觀察
  三月三十一日  的報價  輸入數據  輸入數據
  的公平值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資產

可供出售項目
－會所債券 $ 3,017,287 $ – $ 3,017,287 $ –
通過損益按公平值列值的
 金融資產  15,676,914  820  15,676,094  –
        

 $ 18,694,201 $ 820 $ 18,693,381 $ –
      

負債

通過損益按公平值列值的
 金融負債 $ (15,676,094) $ – $ (15,676,094) $ –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
月，第一級及第二級之間的工具概無轉撥，亦無轉入第三級或自第三級轉出。
本公司的政策為於公平值等級架構中各等級間轉撥發生的報告期末確認轉撥。

(b) 第二級公平值計量所用的估值方法及輸入數據

就並非於活躍市場買賣的金融工具而言，本公司採用估值方法釐定公平值。估
值方法包括淨現值及現金流量折現模式及各種市場上已廣泛認可的期權定價模
式。估值方法所採用的假設及輸入數據包括無風險利率、基準利率、股票價
格、外幣匯率、指數價格及過往或預期波幅。採用估值方法的目的為釐定公平
值，藉以在報告日期能反映金融工具的價格，而該價格本應由市場參考者公平
釐定。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平值乃根據可觀察數據所支持的經紀人或其他定價來源
的報價直接或間接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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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23 金融工具公平值（續）

(c)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本公司已與交易對手訂立交易，惟須受限於可強制執行總淨額結算安排或類似
協議。於資產負債表列示的已確認應收及應付該等交易對手的賬款的總額及結
餘淨額披露如下：

涉及抵銷、可強制執行總淨額結算安排及類似協議的金融資產

    於資產  於資產  於資產
    負債表內抵銷  負債表內  負債表內
  已確認應收  已確認應付  呈列應收  並無抵銷的
  賬款總額  賬款總額  賬款淨額  相關款項  淨額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應收賬款 $ 1,143,199,823 $ (43,086,335) $ 1,100,113,488 $ (3,494,086) $ 1,096,619,402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應收賬款 $ 1,177,624,348 $ (47,241,728) $ 1,130,382,620 $ (2,615,538) $ 1,127,767,082
      

涉及抵銷、可強制執行總淨額結算安排及類似協議的金融負債

    於資產  於資產  於資產
    負債表內抵銷  負債表內  負債表內
  已確認應付  已確認應收  呈列應付  並無抵銷的
  賬款總額  賬款總額  賬款淨額  相關款項  淨額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應付賬款 $ 1,115,545,454 $ (43,086,335) $ 1,072,459,119 $ (3,494,086) $ 1,068,965,033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應付賬款 $ 1,177,892,319 $ (47,241,728) $ 1,130,650,591 $ (2,615,538) $ 1,128,03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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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24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除本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披露的交易及結餘外，本公司亦訂立以下重大關連人士
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與關連人士之交易：

從同系附屬公司賺取的
　經紀佣金 $ 2,826,589 $ 2,051,268

從同系附屬公司賺取的
　包銷及銷售佣金  5,468,563  1,836,196

從同系附屬公司賺取的租金收入  1,399,812  730,049

從同系附屬公司賺取的研究費用  4,311,798  4,623,139

從同系附屬公司賺取的
　管理費用收入及服務費用  17,340,616  17,273,028

向同系附屬公司支付的經紀佣金  (12,829,540)  (14,874,802)

向下列公司支付的利息支出
－同系附屬公司  (74,232)  (73,350)
－最終控股公司  –  (1,887,161)

   

25 信貸融通

本公司獲認可機構及集團公司提供的信貸融通總額分別為 284,159,000美元（二
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288,378,000美元）及 770,927,000美元（二零一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1,011,621,000美元）。於此等信貸融通中，195,574,000美元（二零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195,736,000美元）由獲認可機構提供，730,927,000美元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971,619,000美元）由集團公司提供，是與香港一間
同系附屬公司共享。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尚未使用獲認可機構提
供的信貸融通（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無），而本公司已使用集團公司提供
的 36,546,000美元（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38,864,000美元）信貸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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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26 承諾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有下列承諾：

(a)  不可撤銷的經營租賃項下的未來最低應收租賃款項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自同系附屬公司：

一年內 $ 397,782 $ 642,078
一年後至五年內  1,359,088  1,599,944
   

 $ 1,756,870 $ 2,242,022
   

自其他：

一年內 $ 1,806,177 $ 1,807,690
一年後至五年內  7,529,083  8,439,234
   

 $ 9,335,260 $ 10,246,924
   
   

 $ 11,092,130 $ 12,488,946
   

(b)  不可撤銷的經營租賃項下的未來最低應付租賃款項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一年內 $ 13,523,799 $ 13,095,940
一年後至五年內  39,175,714  44,540,430
   

 $ 52,699,513 $ 57,63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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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資本市場香港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26 承諾（續）

(c)  與交易對手訂立之反向回購協議項下已承諾的融通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一年內 $ 242,941,982 $ 355,515,465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交易對手並未使用總額為 206,395,614美元（二零
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316,650,697美元）的融通。

27 母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

董事認為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直屬母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分別為於荷蘭
註冊成立的Daiwa Capital Markets Asia Holding, B.V.，以及於日本註冊成立的
Daiwa Securities Group Inc.。Daiwa Securities Group Inc.會編製供公眾使用的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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