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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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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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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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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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275,060 280,567
其他營運收入 2,876 2,909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2,597) (14,220)
攤銷及折舊 (3,589) (3,760)
佣金開支 (4,166) (5,490)
應收賬項之減值虧損淨額 (55,432) (5,719)
貸款及墊款之減值虧損淨額 (11,219) (2,144)
撥回強制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投資減值虧損淨額 (3,610) –
員工成本 (12,275) (11,419)
融資成本 (31,538) (56,038)
其他開支 (17,863) (18,754)

稅前溢利 135,647 165,932
所得稅開支 5 (26,580) (40,386)

期內溢利 109,067 12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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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重新分類或可能重新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2,341) (67)
出售時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強制按公允值 
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投資公允值收益 219 104

強制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投資 
公允值收益（虧損） 600 (6,530)

重估強制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投資產生的遞延稅項 (135) 1,060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指定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投資 
公允值虧損 (4,170) –

重估指定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投資產生的遞延稅項 688 –
物業重估盈餘 1,068 1,885
物業重估產生之遞延稅項 (176) (311)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總額 (14,247) (3,85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94,820 121,687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92,775 110,075
非控股權益 16,292 15,471

109,067 125,546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78,287 105,791
非控股權益 16,533 15,896

94,820 121,687

股息 6 169,097 193,254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7 0.96 1.14
攤薄－港仙 7 0.96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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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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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及設備 110,019 112,407

投資物業 959,761 881,896

無形資產 8,413 8,413

商譽 15,441 15,441

其他資產 5,754 3,517

遞延稅項資產 1,266 1,266

貸款及墊款 111,908 47,553

證券投資 449,116 582,424

1,661,678 1,652,917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 8 4,162,498 3,707,421

貸款及墊款 756,099 1,038,64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8,755 29,868

可收回稅項 417 7,637

證券投資 148,264 232,684

銀行結餘－客戶賬戶 796,312 1,143,120

銀行結餘－一般賬戶及現金 404,165 505,871

6,326,510 6,66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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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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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14,413 1,196,20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6,360 10,661

欠非控股股東款項 43,665 43,665

應付稅項 163,557 144,724

銀行借貸 250,000 50,000

一間上市附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債券之 

負債部分 10 – 233,524

1,377,995 1,678,777

流動資產淨額 4,948,515 4,986,47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610,193 6,639,38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129 6,506

資產淨額 6,604,064 6,632,88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966,270 966,270

儲備 4,561,466 4,498,78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527,736 5,465,059

非控股權益
現有 1,076,328 1,061,514

潛在 – 106,309

總權益 6,604,064 6,63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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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在開曼群島
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其主要
股東為Honeylink Agents Limited。Honeylink Agents Limited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全部股本由洪漢文先生（彼亦為本公司董事）實益擁有。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P.O. Box 10008,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Grand Cayman, KY1-

1001,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皇后大道中183號新紀元廣場中遠大廈10字樓。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i)放債；(ii)物業發展及持有，以
及投資於金融工具；(iii)地產代理及(iv)提供金融服務，包括證券買賣及經紀服務、期貨及期
權經紀服務、包銷及配售、證券保證金融資及企業融資服務。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之功能貨幣港元呈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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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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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是按各報告期
末之重估金額或公允值計量。

除應用新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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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依照者相同。

下文載列會計政策之變動詳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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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以下有關編製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的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修訂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之修訂

於本期間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
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任何已頒佈但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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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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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5 170,329 53,631 207 30,988 275,060

分部業績 (1,360) 114,897 41,350 155 23,972 179,014

未分配企業費用 (12,189)
未分配融資成本 (31,178)

稅前溢利 13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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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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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7 173,039 45,358 1,315 29,628 280,567

分部業績 5,797 167,320 42,809 1,160 46,583 263,669

未分配企業費用 (41,808)

未分配融資成本 (55,929)

稅前溢利 16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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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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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624 4,850,533 920,324 9,924 1,730,665 7,843,070

未分配資產 145,118

綜合資產 7,988,188

分部負債 374,234 804,796 8,037 141 21,036 1,208,244

未分配負債（附註1） 175,880

綜合負債 1,38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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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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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300 4,732,833 1,060,998 9,732 1,822,751 8,164,614

未分配資產 153,551

綜合資產 8,318,165

分部負債 159,828 1,041,015 115 146 74,008 1,275,112

未分配負債（附註1） 410,171

綜合負債 1,685,283

附註1： 有關結餘包括一間上市附屬公司發行之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份之賬面值零港元 

（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233,524,000港元）以及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32,669,000

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32,669,000港元）。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香港及英國。

下表提供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劃分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之分析：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69,735 275,078

英國 5,325 5,489

275,060 28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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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資產所在地劃分之非流動資產之賬面值之分析：

非流動資產之賬面值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894,447 811,765

英國 204,941 209,909

1,099,388 1,021,674

以上非流動資產之資料不包括貸款及墊款、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

5.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5,746 40,386

英國企業稅 834 –

所得稅開支 26,580 40,386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兩段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計算，惟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屬利
得稅稅率兩級制下的合資格法團除外。就此附屬公司而言，於兩段期間內，首2,000,000港元
應課稅溢利以8.25%的稅率繳稅，而其餘應課稅溢利則以16.5%的稅率繳稅。

有關英國營運的稅項撥備，乃根據該附屬公司的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20%之稅率及按相關
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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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付之末期股息 96,627 96,627

擬派中期股息每股0.75港仙（二零一八年：1.0港仙） 72,470 96,627

169,097 193,254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1.0港仙之末期股息已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日派付
予股東。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0.75港仙予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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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將反映作截至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溢利分配。

7. 每股盈利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92,775 110,075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662,706 9,662,706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0.9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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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普通股經調整加權平均數計算（假設所有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轉換）。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六日，本公司向三名獨立第三方授出289,800,000份購股權而產生潛在
攤薄普通股。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92,775 110,075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662,706 9,662,706

就購股權作出調整 1,733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664,439 9,662,706

每股攤薄盈利（港仙） 0.96 不適用

由於無未發行之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8. 應收賬項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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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1 8,879

－保證金客戶：
－董事及彼等之緊密家族成員 225,848 167,054

－其他保證金客戶 4,018,535 3,565,509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537 –

期貨買賣合約業務中產生來自期貨結算所之應收賬項 5,450 3,390

4,255,041 3,744,832

減：虧損撥備 (92,543) (37,411)

4,162,498 3,70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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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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現金客戶之賬項中，包括於報告期末已逾期而賬面值為207,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154,000港元）之應收款項，惟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款項並無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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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171 141

31至60天 9 1

超過60天 27 12

207 154

於報告期末，賬面值為4,464,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8,72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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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6,406,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3,791,49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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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以年利率香港最優惠利率加2厘至5.13

厘（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利率香港最優惠利率加2厘至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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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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項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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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42 119,718

－保證金客戶 804,859 1,041,015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 25,586

期貨合約買賣業務中產生之應付客戶賬項 13,012 9,884

914,413 1,196,203

應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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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結餘之賬齡為30天
以內。

欠證券保證金客戶及期貨客戶款項須於要求時償還並且按0.25厘（二零一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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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家族成員
及一間控股實體的款項為2,388,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6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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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一間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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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所有餘下可換股債券本金額262,500,000港元已因到期
而贖回。直至到期日為止，概無可換股債券已轉換為結好金融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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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金額為168,000,000港元的可換股債券已由結好金融
贖回。

於首次確認時，可換股債券的公允值分配至可換股債券的債務部分及權益部分。於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債務部份及權益部份（作為潛在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分別為
233,524,000港元及106,309,000港元。

11.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30,000,000 3,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9,662,706 96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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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0.75港仙。中期股
息將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或前後派付予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名列股
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止期間（包括首
尾兩天）（記錄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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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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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樓，以便辦理登記手續。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之收益約為275,100,000港元，較上財
政期間約280,600,000港元減少2%。收益減少主要源自期內來自保證金融資業務、
放債業務及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減少。

期內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92,8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10,100,000港元）。
溢利減少，主要因為本期間內應收賬項以及貸款及墊款之減值虧損淨額增加抵銷
融資成本減少所致。本集團於期內錄得來自結好金融於二零一七年九月發行之可
換股債券產生之推算利息開支31,2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56,000,000港元）。期
內並無於二零一九年九月贖回結好金融發行之可換股債券本金額262,500,000港元
所產生之贖回虧損（二零一八年：31,700,000港元）。

每股基本盈利因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減少而減少至0.96港仙（二零一八年：
1.1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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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及展望
市場回顧

在二零一九年首三個季度，香港股市起落甚大。在第一季度，股市錄得可觀升幅，
反映出投資者當時看好後市。然而，投資者仍然擔心全球經濟前景。在二零一九
年第二季度，中美貿易談判陷入僵局。投資者預期中美兩國對貿易戰未必能夠在
短期內停止已作準備，導致香港股市下跌。自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以來，股市持
續疲弱。

在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中美貿易戰升溫及香港近期的政治事件摧毀投資者對股
市的信心。兩國向對方實施的貿易限制措施逐步升級，對兩國經濟體系造成經濟
損失，同時亦增加全球貿易成本和市場不確定性。中美貿易戰觸發中港兩地上市
公司的股價下跌。受中美貿易戰所影響，人民幣匯價持續疲軟，驅使香港股市進
一步下跌。另一方面，市場對中國經濟活動放緩的擔憂加劇投資市場的悲觀情緒。
由於與美國的貿易衝突持續和內需疲弱，中國的經濟增長步伐已回落至近年來的
最低水平。

面對全球經濟逆轉的形勢，香港股市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底收報26,092點，相比二
零一九年三月底收報29,051點。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主
板及GEM的平均每日成交額約為429億港元，較上一財政期間約992億港元減少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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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港物業市道方面，受中美貿易戰、股市下跌和香港近期的政治事件引起的不明
朗因素所影響，香港樓市下滑而整體住宅價格下跌。隨著美國聯儲局宣佈減息，
對香港樓市產生輕微的刺激作用，亦增加了近年來轉趨謹慎和保守的準買家入市
的信心。另一方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佈重新啟動活化工廈計劃的細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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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投資者關注重建潛力，例如改建為數據中心或商廈。因此促進工廈市場的投
資。與此同時，英國的物業市場受到充滿挑戰的全球貿易環境以及英國面對硬脫
歐風險所影響。英國的物業價格穩定但未來走勢充滿不明朗因素。

業務回顧

經紀以及證券保證金融資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經紀業務錄得虧損約1,400,000港元（二零
一八年：溢利5,800,000港元）。由於本期間經紀業務之營業額及較大型之企業融
資交易數目減少，經紀業務之經營業績減少124.1%。經紀業務之營業額亦因為本
地股市波動及環球投資市場氣氛不景而下跌。經紀分部於期內之收益較上財政期
間減少36.2%至約19,9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31,200,000港元），當中約2,600,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6,100,000港元）源自包銷、配售及資金證明業務之貢獻。此等
費用收入減少是因為本期間內資本市場較不活躍令交易數目隨之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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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利息收入總額減少1.7%至約170,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73,000,000港元）而
期內證券保證金借貸之平均水平下降。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應收證
券保證金融資貸款總額約為4,244,4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3,732,600,000港元）。期內應收保證金客戶款項之減值虧損支銷為55,400,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5,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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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債

放債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提供消費者貸款及按揭。期內放債業務持續表現不俗。貸
款總額由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1,086,200,000港元下降至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之868,000,000港元。利息收入總額於期內增加18.1%至53,600,000港元（二零
一八年：45,400,000港元）。其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除稅前
溢利41,4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42,800,000港元）。放債業務之貸款組合於本期
間錄得減值虧損淨額11,200,000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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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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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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已完成1項（二零一八年：3項）財務顧問項目。此業務於
期內錄得溢利約2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200,000港元）。

投資

投資分部為本集團持有物業及金融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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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部錄得溢利24,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46,600,000

港元），主要因為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兩項非上市債務證券之公允值收益2,600,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9,400,000港元）、兩項非上市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14,200,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18,800,000港元）、投資物業之公允值收益5,000,000港元（二零
一八年：15,700,000港元）、租金收入6,7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6,300,000港元）（主
要源自倫敦租賃業務）以及股本證券之已實現收益零港元（二零一八年：2,500,000

港元）。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透過收購附屬公司以70,000,000港元之總代價新收購兩項香
港住宅物業。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所持投資物業組合的總公允值為
959,8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881,900,000港元），主要包括香港
的住宅、商業及工業物業以及倫敦的一幢商業大廈。紅磡商業大廈－結好中心翻
新項目之重要部份已於期內竣工，本集團現正物色潛在租戶並擬收取穩定的租金
收入。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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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4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815,100,000港元）。
投資組合之總公允值下降是主要源於在期內部份贖回一項非上市可贖回債券
200,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50,000,000港元）。股本證券投資組合主要包括香
港上市公司以及一間於英國成立從事物業發展業務之公司的非上市股份，而債務
證券投資組合主要包括由香港若干上市公司發行之上市及非上市債券及可換股債券。

展望

展望未來，全球經濟大局仍然被種種不確定因素所籠罩。由於中美兩國是全球高
度一體化貿易網絡中最關鍵的參與者，因此兩國商貿摩擦升級，對全球金融市場
必然構成重大風險。美國積極的貿易政策將窒礙市場發展，因為不斷增加的貿易
壁壘對於最依重全球貿易和投資的市場（包括香港）來說是必須正視的挑戰。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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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亞洲國家的經濟狀況皆較數年之前更為強健，但鑑於全球供應鏈的整合，仍難
免容易受到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所影響。另一方面，香港近期的政治事件亦令到香
港的股市和樓市蒙上陰霾。在可預見的將來，香港市場的前景仍不明朗。

未來，本集團的營商環境固然繼續充滿競爭，但仍可看俏。大灣區的發展和中國
的「一帶一路」倡議預計將在未來數十年為香港創造豐富機遇。另一方面，符合監
管要求的合規相關成本和系統相關成本上漲，或會影響本集團的成本效益和盈利
增長。

本集團之投資活動方面，管理層將繼續於亞洲及歐洲地區物色優質及高檔投資物
業以及擁有良好潛力的證券投資，從而增強其投資組合，並於未來繼續提供穩定
的租金收入來源及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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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致力為富裕及高淨值客戶提供全面服務，以維持客戶對集團的信心和
繼續選用集團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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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回顧
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之應佔權益為5,527,700,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5,465,100,000港元），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增加
62,600,000港元或1.1%，而非控股權益由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167,800,000

港元減少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的1,076,300,000港元。有關變動主要源自贖回
可換股債券之262,500,000港元本金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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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淨流動資產略為下降至4,948,500,000港元（二
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4,986,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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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倍（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3.97倍），主
要由於結好金融發行之可換股債券已於到期時贖回所致。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手頭現金達404,2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505,900,000港元）。銀行結餘及手頭現金減少，主要是由於贖回結好金融發行之
可換股債券262,500,000港元所致。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銀行借貸為
250,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50,000,000港元），而本集團於二零
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未提取銀行信貸額為833,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1,033,000,000港元）。有關銀行信貸額以客戶之抵押證券、一項物業，
以及結好金融及本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為9,662,705,938（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9,662,705,938）。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借貸總額除以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權益）為0.05倍（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0.06倍）。

除了於一項非上市股本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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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港元兌英鎊之匯率出現合理可能年度變動5%不會
對本集團之業績有重大影響，故認為毋須透過使用衍生工具來進行對沖。

本集團於期結時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為104,9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105,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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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80位（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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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1,4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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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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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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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市公司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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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並且在聯交所之網站 

(http://www.hkexnews.hk)之「上市公司公告」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getnice.com.hk) 

刊載。

承董事會命
結好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洪漢文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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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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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