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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您心目中的燦爛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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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您心目中的燦爛星河？

Full Presentation can be found in:

www.Facebook.com/NelsonCFA

您了解您投資的上巿公司嗎？

您投資的上巿公司是明星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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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分析
又何常不是呢？

「投資同拍拖差不多，先要細心觀察，
瞭解對象，從而投放時間和感情，以減
低癡心錯付的機會。

只看外表，沒有詳細觀察瞭解，有很大
潛在風險。

拍拖浪費感情，投資浪費金錢 ......」
《香港經濟日報》楊青峰

(2010年10月27日)

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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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分享

大歷史．大趨勢

分析的風險

全面收益

基本分析．分析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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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Company’s  
activities

Financial
Statements

User 
perception

上市公司財務報表？

IAS 1:

• The objective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i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financial positi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cash flows of an entity that is 
useful to a wide range of users in making economic 
decisions. (IAS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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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財務報表？

• (Apple Daily, 3 April 2009)



5

© 2008‐16 Nelson Consulting Limited 9

“Profit is so low, how can we boom 
it a little bit?”

“Net assets seem not 
enough for bank loan, any 
help?”

“Profit is too high, 
help me ……”

Dilemmas – Some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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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l we ……

• Reclassification of balances

• Change of accounting estimates

• Change of accounting policy

• Other ……

Dilemmas – Some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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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d Approach in Analysing

Target

Research

Understand

Analyse

Expect

Asses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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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日常分析

‧閱讀新聞稿及發佈資訊

‧閱讀由第三者計算的比率

‧閱讀第三者分析報告

‧閱讀現金流量表，與損益表及資產
負債表作比較

‧閱讀審計報告

‧閱讀財務報告附注

From Reading to Analysing

Understand

Analy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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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環境 (Macro and Industrial)

• 宏觀環境

• 行業情況

• 行業競爭環境

微觀狀況 (Company Specific)

• 公司策略

• 財務狀況

• 發展前景

Understanding the Target

Understand

Analy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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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Target
Case

《壹週刊》 2015 年 3 月 12 日
《一剎那的財富》

• 《旺角卡門》，電影中張學友飾演的
「烏蠅」有一句說話：「寧願做一日
英雄，都不想做一世烏蠅！」

• 2015年3月漢能薄膜（566）股價急升，
市值超過 3,700 億港元，漢能大股東
李河君成為一剎那的華人首富！

• 2012年和2013年的應收賬週轉日數約
500 日和 470 日

• 漢能 2013年的收入接近全部是來自關
連公司

Can its revenue meet the 
contract criteria in IFR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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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Target
Case

《壹週刊》 2015 年 7 月 23 日
《證監會，我撐你！》

• 漢能（566） 2014 年收入按年增加
接近兩倍，毛利率 57%，溢利率 34%，
表現連蘋果公司也要俯首稱巨

• 漢能 2014 年的收入仍有六成以上是

來自關連公司，為何應收帳或仍表
示整年收不到錢？

• 33 億港元溢利，205 億港元淨資產，
怎可煉成 3,700 億港元的市值？

• 2015 年 5 月 20 日上午一小時內，漢
能股價下跌了 50％以上，漢能主動
申請停牌

• 2015 年 7 月 15 日，漢能被證監會勒
令停牌

Can its revenue meet the 
contract criteria in IFRS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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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Target
Case

文章出街前收 6.62 元
5 月 20 日上午一小時內，漢能股
價下跌了 50％以上，漢能主動申
請停牌，股價收 3.9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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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定性分析
Qualitative Analysis

定量分析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aly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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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分析 (Qualitative Analysis)

Analysis 

• 政治、經濟、社會及科技分析 (PEST Analysis)

• 優點、缺點、機會及威脅分析 (SWOT Analysis)

• 五項競爭力分析模型 (Porter’s Five Forces Model)

– 現有競爭者在業內的競爭

– 新進入者的威脅

– 代替品的威脅

– 顧客的議價能力

– 供應者的議價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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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競爭力分析模型 (Porter’s Five Forces Model)

Analysis 

競爭者

在業內的競爭

供應者

顧客

代替品新進入者

供應者議價的能力

顧客議價的能力

新進入者的威脅 代替品的威脅

強、中或弱

高、中或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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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量分析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alysis 

• 財務報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review)

• 比率分析
(Ratio analysis)

• 時序、趨勢比較
(Time-series or trend analysis)

• 同業比較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 注意定性分析中發現的要點

• 無論如何,分析不僅是集中
 某一數字 (not only one figure)

 某一報表 (not only one statement)

 某一期間 (not only one period)

 某一企業 (not only one company)

數量?次數?深度?
取決於你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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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的回報
(Returns to Investors)

盈利能力
(Profitability)

資產運用
(Use of Assets)

資本結構/財務杠杆
(Gearing)

流動性
(Liquidity)

Auditing & Assurance in HK (2014), Dr. Peter Lau and Mr. Nelson Lam

Selected ratio for reference

Return on Equity (ROE) (股東權益回報)
= 淨利潤 (profit)  總權益(total equity)

Net Profit Margin(利潤率)
= 淨利潤(profit)  營業額(turnover)

Asset Turnover(資產周轉率)
= 營業額(turnover)  總資產 (total assets)

Assets to Equity(總資產/股東權益) 
= 總資產  總權益

(total assets)  (total equity)
Current ratio(流動比率)

= 流動資產  流動負債
(current assets)  (current liabilities) 

Analysis – Ratio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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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採用的比率 (Common ratio used)

• 市賬率 (Price‐to‐book ratio)

– 以股價除以每股帳面值

• 市賬率愈大，代表股價愈貴

• 市賬率愈小，代表股價愈便宜

• 市盈率 (Price‐earning ratio)

– 以股價除以每股盈利

• 市盈率愈大，代表股價愈貴

• 市盈率愈小，代表股價愈便宜

• 股東權益回報 (Return on equity)

– 以利潤除以權益

投資者的回報
(Returns to Investors)

Analysis – Ratio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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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 (or ROI)

= Profit  Assets

• The strength of the Du Pont Formula is that it includes both of the main 
reports for an organisation:
– Resource use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 Resource level (Balance sheet)

Du Pont Formula

Sales
Operating 
expenses

minus 
Non-current 

Assets
Current 
Assets

plus 

Profit Margin

= Profit  Sales

Asset Turnover

= Sales  Assets
Multiply

Analysis – Ratio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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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Pont Formula

ROE

= Profit  Equity

Analysis – Ratio Analysis

Profit Margin

= Profit  Sales

Asset Turnover

= Sales  Assets

Leverage

= Assets  Equity

• The strength of the Du Pont Formula is that it includes both of the main 
reports for an organisation:
– Resource use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 Resource level (Balance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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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分享

分析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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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週刊》 2015年2月19日

埋在沙堆中的電盈
Case

• 2014年，電盈稅前溢利微升不足1億
元或3%

– 業績亦包括收購CSL後的業績

• 如以CSL在2013年6月止稅前溢利12
億元作推算，電盈在全面收購CSL後
得來的稅前溢利應不少於7億元

– 假設電盈並沒有收購CSL，從而
沒有CSL的溢利貢獻，再加上如

沒有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電盈
的稅前溢利豈不是倒退約2成？

– 電盈收益的升幅豈不是又是來自
收購C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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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在沙堆中的電盈

《 壹週刊》 2015年2月19日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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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盈的兩個認同數個 ASK

《 壹週刊》 2015年3月5日

Case

• 週前分析是 2月 16日出版，電盈一日
內就來函，回應迅速，令人受寵若驚

• 電盈來函指出兩週前分析「未考慮到
若干主要事項」，不知電盈是否忽略
了分析中已指出：「電盈並沒有提供
CSL貢獻的收益和溢利數字」？

• 電盈中期報告原認為「量化並不實際」
的數字，為何一日內卻可「以合理的
基礎予以量化」並回覆編輯？

• 以提高透明度和企業管治角度看，電
盈相關資料可與編輯分享，是否也可
提供給投資者？

• 沒人與大家分享，就由《壹計就明》
來分享吧！

© 2008‐16 Nelson Consulting Limited 30

被人尋仇

《 壹週刊》 2015年7月9日

Case

• 當有一人提出一疑問，你不太在意；

• 當不同人先後提出同一疑問，甚至讀者
也很關心，同樣來信詢問：「你經常揭
穿上市公司的會計陷阱，怕不怕得罪人？
有沒有試過被人尋仇？」

• 以數字、證據及事實來分析可以是忠
言，也可被指是爆陰毒，更何況「忠
言逆耳」，難怪令大家擔心。

• 很感激大家關心，也高興分享，暫時
仍未覺有人來尋仇，僅久不久收到一
些溫馨的回應。

• 忠言的代價或是被抹黑，或是屈原，
或是比干，但也並不重要；重要是，
無悔大家的期望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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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分享

大歷史．大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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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之後․雙面刃 (IFRS 3)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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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之後․雙面刃 (IFRS 3)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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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之後․雙面刃 (IFRS 3)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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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之後․雙面刃 (IFRS 3)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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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之後․雙面刃 (IFRS 3)
Case

分析文章
在《香港經濟日報》
刊登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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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之後․雙面刃 (IFRS 3)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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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之後․雙面刃 (IFRS 3)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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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之後․雙面刃 (IFRS 3)
Case

《 壹週刊》 201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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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之後․雙面刃 (IFRS 3)
Case

《 壹週刊》 2014年8月28日

• 「應付或然代價重估收益」
(Contingent Consideration)表示預期

要交付的代價負擔減少，所以在會
計上，是損益表之收益，亦成了利
豐溢利增長的救命草；

• 從另一角度看，這收益實際反映，
是收購未達盈利標準的預期提高，
或是當年收購的估價太高，所以在
商業上，是投資者不願見到之利益，
亦是收購未達盈利標準的預警。

• 再者，即使有收益，但收購未達標
或估價太高，利豐管理層又是否需
要為收購商譽作出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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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之後․雙面刃 (IFRS 3)
Case

分析文章
在《香港經濟日報》
刊登之時

再分析的文章
刊登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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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分享

全面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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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收益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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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收益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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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收益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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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收益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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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分享

大歷史．大趨勢

全面收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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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BC (5)

分析文章在《香港經
濟日報》刊登之時

分析文章在《壹週刊》
刊登之時



28

© 2008‐16 Nelson Consulting Limited 55

HSBC (5)

分析文章在《香港經
濟日報》刊登之時

《壹週刊》 2016年3月3日

分析文章在《壹週刊》
刊登之時

分析文章在《壹週刊》
刊登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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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您心目中的燦爛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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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acebook.com/NelsonCFA

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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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Version of Presentation can be found in:

www.Facebook.com/NelsonC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