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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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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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NICE HOLDINGS LIMITED
結好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4）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結好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中期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
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257,963 243,819
其他營運收入 4,312 5,169
其他收益及虧損 (2,443) (14,219)
折舊 (3,741) (3,815)
佣金開支 (6,137) (6,823)
員工成本 (9,909) (9,617)
其他開支 (16,198) (75,186)
融資成本 (8,731) (2,192)

稅前溢利 215,116 137,136
稅項 3 (36,351) (33,216)

期內溢利 178,765 10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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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90 –

重估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允值  

（虧損）收益 (1,973) 499

重估可供出售投資產生之遞延稅項 – (4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1,883) 455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76,882 104,375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38,003 70,352

非控股權益 40,762 33,568

178,765 103,920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6,120 70,807

非控股權益 40,762 33,568

176,882 104,375

股息 4 177,150 289,219

每股盈利 5

基本－港仙 1.69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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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以及物業及設備 119,201 122,850

投資物業 761,886 513,670

無形資產 8,410 8,963

商譽 15,441 15,441

其他資產 6,117 6,069

遞延稅項資產 1,266 1,281

貸款及墊款 29,593 5,607

證券投資 538,930 559,881

1,480,844 1,233,762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 6 3,869,703 3,000,547

貸款及墊款 509,764 630,97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2,289 18,927

可收回稅項 – 343

證券投資 253,194 240,282

銀行結餘－客戶賬戶 311,596 649,170

銀行結餘－一般賬戶及現金 1,094,041 1,069,341

6,060,587 5,609,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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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7 380,989 722,78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424 10,170

欠非控股股東款項 52,684 52,684

應付稅項 182,464 161,707

624,561 947,341

流動資產淨額 5,436,026 4,662,24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916,870 5,896,00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585 7,627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之已發行可換股債券 8 306,625 –

314,210 7,627

資產淨額 6,602,660 5,888,37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 966,270 805,225

儲備 4,388,917 4,075,6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355,187 4,880,872

非控股權益 1,247,473 1,007,503

總權益 6,602,660 5,88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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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以及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
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乃按重估金
額或各報告期末之公允值計量。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
表所遵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對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之會計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就未實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之一部份

於本中期期間內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於目前及過往期間之財務表現
及狀況及╱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任何已頒佈但對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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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以下為按須予報告及經營分部提供之本集團之未經審核收益及業績的分析：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紀
證券保證金 

融資 放債 企業融資 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43,562 155,764 38,576 800 19,261 257,963

分部溢利 33,688 155,764 38,375 674 6,225 234,726

未分配企業費用 (19,610)

稅前溢利 215,116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紀
證券保證金

 融資 放債 企業融資 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52,712 138,957 48,077 950 3,123 243,819

分部溢利（虧損） 24,512 138,957 47,743 694 (38,084) 173,822

未分配企業費用 (36,686)

稅前溢利 13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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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須予報告及經營分部提供之本集團資產及負債的分析：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紀
證券保證金

 融資 放債 企業融資 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406,202 3,949,871 625,163 8,578 1,617,820 6,607,634

未分配資產（附註1） 933,797

綜合資產總值 7,541,431

分部負債 181,947 235,403 11,105 96 5,765 434,316

未分配負債（附註2） 504,455

綜合負債總額 93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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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經紀
證券保證金

 融資 放債 企業融資 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881,759 3,315,860 727,485 8,426 1,375,907 6,309,437

未分配資產（附註1） 533,906

綜合資產總值 6,843,343

分部負債 487,600 256,923 7,472 – 5,073 757,068

未分配負債（附註2） 197,900

綜合負債總額 954,968

附註1： 有關結餘包括銀行結餘800,647,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390,606,000港
元）。

附註2： 有關結餘包括一間上市附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債券之債務部份之賬面值
306,625,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零港元）以及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
52,684,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52,684,000港元）。

所有分部之業務主要位於香港（一項位於英國之投資物業以及其相關租賃業務除外）而本集
團之收益主要源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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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36,351 33,216

香港利得稅乃按兩段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計算。

4.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付之末期股息 80,523 80,524

就分拆一間附屬公司獨立上市而以實物分派該附屬公司
股份之方式派發之特別中期股息 – 128,171

擬派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一六年：1.0港仙） 96,627 80,524

177,150 289,219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1.0港仙之末期股息已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三日派
付予股東。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予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此擬派
中期股息不會在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列作應付股息，惟將反映作截至二零一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溢利分配。



10

5.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以下數字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38,003 70,352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149,059 6,944,888

由於兩段期間均並無未發行之潛在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6. 應收賬項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買賣業務中產生之應收賬項：
－現金客戶 93,984 13,641

－保證金客戶：
－董事及彼等之緊密家族成員 898 1,819

－其他保證金客戶 3,747,582 2,921,480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20,786 65,591

期貨買賣合約業務中產生來自期貨結算所之應收賬項 23,774 15,345

3,887,024 3,017,876

減：減值撥備 (17,321) (17,329)

3,869,703 3,00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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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現金客戶及證券結算所之賬項的正常結算期為交易日後兩日，而應收期貨結算所之賬
項的正常結算期為交易日後一日。

現金客戶之應收賬項中，包括於報告期末已逾期而賬面值為909,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162,000港元）之應收款項，惟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款項並無減值，因為有關款項
之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而大部份賬面值已於其後清償。

就報告期末已逾期但並無減值之現金客戶應收賬項而言，相關賬齡分析（由結算日期起計）
如下：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889 125

31至60天 – –

超過60天 20 37

909 162

於報告期末，賬面值為93,075,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3,479,000港元）之應收
現金客戶之賬項為並無逾期亦無減值，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款項為可以收回。

借予證券保證金客戶之貸款均以客戶之抵押證券作抵押，有關證券之公允值為
14,766,824,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5,308,956,000港元）。香港上市股本證券佔
已抵押證券中的重要部份。有關貸款須按通知還款，以年利率香港最優惠利率加2厘至4.45

厘（在某些情況有關利率可能上升至年利率18厘）（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利率香港最
優惠利率加2厘至4.45厘（在某些情況有關利率可能上升至年利率18厘））計息。證券被賦予特
定之保證金比率以計算其保證金價值。若未償還款額超過已存入之證券的合資格保證金價值，
則會要求客戶提供額外資金或抵押品。所持有之抵押品可以再抵押，而本集團可酌情將之
出售以結清保證金客戶應付之任何未償還款額。鑑於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之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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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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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付賬項

於二零一七年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買賣業務中產生之應付賬項：
－現金客戶 118,934 441,434

－保證金客戶 235,403 256,923

期貨合約買賣業務中產生之應付客戶賬項 26,652 24,423

380,989 722,780

應付現金客戶及結算所之賬項的正常結算期為交易日後兩日。該等結餘之賬齡為30天以內。

欠證券保證金客戶款項須於要求時償還並且按0.25厘（二零一六年：0.25厘）之年利率計息。
鑑於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之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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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券買賣業務產生之應付保證金客戶賬項中，包括應付本公司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士的款
項為23,575,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90,000港元）。

期貨合約買賣業務中產生之應付客戶賬項，是指向客戶收取以在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期
交所」）買賣期貨合約之保證金按金。超過期交所規定所需之初步保證金按金之尚未退還款額，
須於客戶要求時償還。鑑於期貨合約買賣業務之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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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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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間附屬公司之已發行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本集團之上市附屬公司結好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結好金融」，股份
代號：1469）向獨立第三方發行面值為525,000,000港元的票息2厘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
債券持有人可選擇於可換股債券發行日期起計兩年內按每股換股股份1.05港元之換股價將
可換股債券轉換為普通股。任何未換股的可換股債券將於發行日期起計兩年後按未償還本
金額贖回。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可換股債券之債務部份及權益部份（作為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
分別為306,625,000港元及212,61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概無可換股債券已
轉換為普通股。

9. 股本

股份數目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30,000,000 3,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6,710,214 671,021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發行股份 1,342,042 134,204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8,052,256 805,225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發行股份 1,610,450 161,045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9,662,706 96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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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0港仙。中期股息
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或前後派付予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名列股
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止期間（包
括首尾兩天）（記錄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
登記手續。

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以便辦理登記手續。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收益約為258,000,000港元，較上財
政期間約243,800 ,000港元增加5.8%。期內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
138,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70,400,000港元）。收益及溢利增加，主要因為期內
保證金融資業務之利息收入增加、債務證券投資之利息收入增加，以及其他開支
減少。經營開支（如佣金開支及結算開支）整體與收益相符。其他開支顯著減少是
因為(i)結好金融獨立上市之上市開支約23,100,000港元是於上期間錄得；及(ii)於
上期間就購入一項商業物業錄得開支約30,000,000港元所致。每股基本盈利增加
至1.69港仙（二零一六年：1.01港仙），此乃主要由於期內溢利增加所致。

回顧及展望
市場回顧

於回顧期間，香港股市的投資氣氛大振。鑑於滬深港三地股市的互聯互通機制之
發展，「一帶一路」倡議開創的新氣象，以及中國近期錄得強韌的經濟數據，專業
投資者和公眾已重拾信心。隨著大量內地資金湧港，香港股市的升勢可望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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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各國的金融政策走向分道揚鑣，例如加拿大步入加息週期、日本承諾繼續採
取量化寬鬆措施、歐洲中央銀行重新審視是否持續實行其資產購買計劃，中國則
專注於不同金融行業的合規和信譽事務，但全球金融市場轉為向好，大部分市場
指數均創出歷史新高。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底，恒生指數收報27,554點，相比二零一六年九月底收報
23,297點，二零一七年三月底則收報24,111點。主板及創業板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平均每日成交額約為858億港元，較去年同期的655億港
元上升31%。

本地放債市場方面，鑑於當局對銀行放貸實施更多限制及遵例規定，對於為散戶
和企業客戶提供更靈活貸款服務的非銀行放債人而言因此迎來更多機遇。

業務回顧

經紀及證券保證金融資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經紀以及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均錄
得穩健表現。於本期間出售一間從事經紀業務而並不重要之附屬公司帶來
10,000,000港元之收益，令經紀業務之經營業績增長37.6%。證券保證金融資之利
息收入亦隨著證券保證金貸款增加而上升。經紀分部於期內之收益較上財政期間
減少17.3%至約43,6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52,700,000港元），當中約18,7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18,700,000港元）源自包銷、配售及資金證明業務之貢獻。經紀
業務於期內錄得溢利約33,7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24,500,000港元）。經紀分部
之營業額變動是受到期內之平均市場成交額所影響。

證券保證金融資繼續是本集團於期內之主要收益來源。於期內，證券保證金融資
之利息收入總額增加12.1%至約155,8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39,0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應收證券保證金融資貸款總額約為3,748,5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2,923,3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增加28.2%。期內並無錄得減值支銷（二零一六年：零港元）。本集團將繼續維
持收益與風險之間的平衡，並以謹慎的態度對旗下保證金融資業務實行信貸控制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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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債

放債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提供消費者及按揭貸款。期內放債業務持續表現穩健。貸
款總額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636,600,000港元下降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
日之539,400,000港元，利息收入於期內減少19.8%至38,6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48,100,000港元）。其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除稅前溢利
38,4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47,700,000港元）。放債業務之貸款組合於本期間並
無錄得重大減值虧損。憑藉本集團掌握的專門知識以及與高淨值客戶的業務關係，
本集團仍然看好放債業務之前景，並將繼續專注於有短期融資需要之高淨值客戶。

企業融資

本集團之企業融資業務專注向香港上市公司提供財務顧問服務。其於截至二零
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已完成5項（二零一六年：6項）財務顧問項目。此業務於
期內錄得溢利約7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700,000港元）。

投資

投資分部為本集團持有投資物業及金融工具。資產配置是建基於預期回報率及可
動用資金資本。於回顧期間，此分部於本期間錄得溢利6,2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虧損38,100,000港元），主要源自一項非上市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15,800,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零港元）以及上期間就購入一項商業物業錄得開支30,000,000港元。金
融工具於期內之變現及未變現虧損分別為6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零港元）及
34,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4,6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
團持有的股本及債務證券以及可換股票據投資組合之總公允值為792,100,000港元（二
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800,200,000港元）。

於本期間，本集團以213,400,000港元之代價收購一幢位於英國之商業樓宇。於二
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所持投資物業組合的總公允值為761,900,000港元（二
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513,700,000港元）。

展望

展望將來，香港與中國的經濟環境依然穩健樂觀。內地與香港股市互聯互通機制、
香港坐擁的地理優勢，加上中港兩地市場的融合，將繼續推動資金流入香港及創
造財務協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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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投資氣氛改善帶動近期香港股市錄得不俗的表現，但本集團仍要面對全球金
融環境的不明朗因素、預期將會實行的新本地監管要求以及中國金融政策的變化。
面對未來的挑戰，本集團管理層將採取審慎而平衡的風險管理方針，定期檢討並
調整業務策略。本集團管理層對本集團未來的業務發展及整體表現持審慎樂觀態度。

本集團已把配售股份、結好金融上市及結好金融發行可換股債券之所得款項用於
擴充旗下的證券保證金融資及經紀業務，並進一步發展包銷及配售服務。展望未
來，本集團將進一步壯大銷售及市場推廣團隊以及企業融資團隊，並進一步提升
資訊科技基礎設施。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物色擁有良好潛力的優質及高檔投資物業以及證券投資，從
而增強其投資組合，並於未來繼續提供穩定的租金收入及投資收益來源。

憑藉我們精簡高效的組織結構、穩定的客戶群、彪炳往績和雄厚的業務基礎，本
集團已準備好擴大業務範圍和規模，在未來續創新高，務求為全體股東創造更佳
回報和價值。

配售新股份之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已就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完成之配售新股份收到所得款項淨額約
414,500,000港元。下文載列運用所得款項淨額之概要：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五日
公佈所披露之擬議用途

擬動用之 
所得款項淨額

截至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已

 實際運用之金額

截至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之

 未動用金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概約） （概約） （概約）

一般營運資金 414.5 14.6 3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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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之應佔權益為5,355,200,000港元（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4,880,9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增加
474,300,000港元或9.7%。有關變動主要源自配售新股份及期內溢利，扣除派發股
息。非控股權益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007,5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七
年九月三十日約1,247,500,000港元，主要源自非控股權益分佔結好金融期內溢利
之部份，以及非控股權益佔結好金融發行之可換股債券之權益部份。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流動資產為5,436,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4,662,200,000港元），而本集團之流動性（以流動比率，即流動資
產╱流動負債作說明）為9.70倍（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5.92倍）。於二零一七
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手頭現金達1,094,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1,069,3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並無銀行借貸，而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未提取銀行信貸額為
710,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935,000,000港元）。有關銀行信貸額
以客戶之抵押證券、一項物業，以及結好金融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為9,662,705,938（二零一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8,052,255,938）。該增加乃由於期內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所致。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總負債除以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權益）為0.2倍（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0.2倍）。

除了於二零一七年八月收購一項位於英國之投資物業及其相關租金收入是以英鎊
計值外，由於本集團大部份交易是以港元計值，故本集團之業務活動並無面對重
大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於期結時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為106,7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108,100,000港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已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信貸額
之抵押。

有關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期內並無進行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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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77位（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81位）僱
員。本集團乃按照僱員表現、工作經驗及市況釐定僱員薪酬。於本期間，本集團
之僱員總薪酬成本為9,9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9,600,000港元）。本集團提供的
僱員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酌情授出之購股權，以及向員工發放表現花紅。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股份
於本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已一直應用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並已遵守適用守則條文，
惟下文概述之一項偏離情況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
舉。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的委任並無指定任期，而須依據本公司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輪流退任及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自結好金融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成功分拆及獨立上市後，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
洪瑞坤先生已辭任本公司行政總裁而洪漢文先生接掌本公司行政總裁一職。董事
會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由同一人兼任，這並未有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

條。然而，董事會認為，該結構將無損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權力及授權的平衡。
董事會由經驗豐富及優秀人才組成，確保董事會權力及授權的平衡，彼等會定期
召開會議以討論有關本公司運作的事宜。董事會對洪漢文先生充滿信心，並相信
洪漢文先生履行董事會主席及行政總裁角色對本公司整體有利。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工作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之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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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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董事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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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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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段回顧期
間內，彼等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訂的必守標準。

刊載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乃刊載於聯交所之網站(http:/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getnice.com.hk)。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本公司股東寄發載有上市規
則規定之所有資料的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並且在聯交所之網站及本公司網站刊
載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

承董事會命
結好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洪漢文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洪漢文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湛威豪先生、
龍漢雷先生及甘亮明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文剛銳先生、孫克強先生
及蕭喜臨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