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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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業績公佈

業績
結好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年財政年度
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581,242 362,581
其他營運收入 4a 5,878 35,052
其他收益及虧損 4b 67,482 (7,904)
攤銷及折舊  (7,311) (6,810)
佣金開支  (23,535) (17,258)
員工成本 5 (19,954) (15,091)
融資成本 6 (2,027) (652)
其他開支  (57,837) (33,094)
   

稅前溢利 7 543,938 316,824
稅項 8 (80,272) (47,745)
   

本年度溢利  463,666 26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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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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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2)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允值收益（虧損）  2,660 (3,049)
  重估可供出售投資產生之遞延稅項  (439) 503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物業重估盈餘  2,706 1,583 
  物業重估產生之遞延稅項  (419) (261)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4,489 (1,246)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468,155 267,833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63,714 260,583
 非控股權益  (48) 8,496
   

  463,666 269,079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68,203 259,337
 非控股權益  (48) 8,496
   

  468,155 267,833
   

每股盈利 
 －基本（港仙） 10 6.97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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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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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982 127,750
 投資物業  69,650 47,600
 無形資產  8,955 8,955
 商譽  15,441 15,441
 其他資產  5,220 4,547
 遞延稅項資產  1,281 1,686
 貸款及墊款 13 62,041 267,686
 證券投資  101,539 93,455
   

  391,109 567,120
   

流動資產
 應收賬項 11 3,317,491 3,042,821
 貸款及墊款 13 565,435 366,61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958 31,682
 可收回稅項  886 67
 證券投資  89,123 87,915
 銀行結餘－客戶賬戶  402,409 205,388
 銀行結餘－一般賬戶及現金  1,271,207 1,237,590
   

  5,657,509 4,97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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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2 493,927 278,37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項  7,467 799,512
 欠非控股股東款項  52,684 124,688
 應付稅項  183,531 166,403
 銀行借貸  435,000 328,490
   

  1,172,609 1,697,464
   

流動資產淨額  4,484,900 3,274,61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876,009 3,841,73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008 6,175
   

資產淨額  4,869,001 3,835,56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671,021 447,348
 儲備  4,168,338 3,452,19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839,359 3,899,538
非控股權益  29,642 (63,978)
   

總權益  4,869,001 3,83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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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以及編製基準

於本年度應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

於本年度內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年度及以往年度本集團之財務表現及狀況
及╱或本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及準則之修訂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而可能與本集團相關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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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號 金融工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約收益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之澄清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3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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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式之澄清3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
  年度改進3

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在未來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對有關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
債之報告金額構成重大影響。就本集團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而言，須待完成詳盡檢討後
方能提供有關影響的合理估計。

本公司董事預期，在未來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可能對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之報
告金額及披露構成影響。然而，須待本集團完成詳盡檢討後方能提供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5號的影響之合理估計。

除上述者外，本公司董事並不預期應用其他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修訂會對綜合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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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
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
露規定。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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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收益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紀佣金 83,048 54,827

包銷及配售佣金 45,042 12,252

資金證明佣金 16,000 10,859

其他佣金 22 –

貸款及應收款項之利息收入
  －客戶 410,131 266,374

  －金融機構 1,710 2,335

  －結算所 2 1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確認
  之金融資產
  －可換股票據 706 874

  －債務證券 – 104

 可供出售投資
  －債務證券 5,767 5,058

結算及手續費收入 15,108 7,151

顧問費收入 2,962 2,002

物業租金收入 744 744
  

 581,242 36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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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現時分成五個營運部門，即經紀、證券保證金融資、放債、企業融資，以及投資。該
等部門是本公司董事會（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經營業績及財務資料之基準。該等部門之
主要業務如下：

經紀  － 提供股票經紀、期貨及期權經紀服務以及包銷及配售

證券保證金融資  － 提供證券保證金融資

放債  －  提供按揭及消費者貸款

企業融資  －  提供企業顧問服務

投資  －  持有位於香港之投資物業以及持有金融工具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為監察分部表現及分部間之資源分配：

• 除部份預付租賃款項以及物業及設備、會所會籍、商譽、部份其他資產、部份預付款
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部份銀行結餘、可收回稅項及遞延稅項資產外，所有資產
均已分配至經營分部。

• 除部份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項、欠非控股股東款項、銀行借貸、應付稅項及遞延稅
項負債外，所有負債已分配至經營分部。

• 除就本集團之策略規劃所錄得之部份攤銷及折舊、部份融資成本、部份員工成本以及
部份其他開支外，所有溢利或虧損已分配至經營分部。

此等部門之分部資料謹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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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按須予報告及經營分部提供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的分析：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證券保證
 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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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界客戶之分部收益 160,715 341,800 67,391 2,988 8,348 581,242
      

分部溢利 92,354 338,589 60,653 2,213 78,050 571,859
     

未分配企業費用      (27,921)
      

稅前溢利      543,938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證券保證
 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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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界客戶之分部收益 87,467 200,981 62,313 2,040 9,780 362,581
      

分部溢利 39,567 203,771 57,404 1,317 2,010 304,069
     

未分配收入      23,552

未分配企業費用      (10,797)
      

稅前溢利      316,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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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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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證券保證
 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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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5,012 3,615,315 690,638 7,988 272,227 5,641,180
     

未分配資產（附註1）      407,438
      

綜合資產總值      6,048,618
      

分部負債 117,668 421,317 3,211 – 719 542,915
     

未分配負債（附註2）      636,702
      

綜合負債總額      1,179,617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證券保證
 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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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960 3,086,990 609,867 8,181 317,725 4,340,723
     

未分配資產（附註1）      1,198,476
      

綜合資產總值      5,539,199
      

分部負債 377,524 114,193 284 66 150 492,217
     

未分配負債（附註2）      1,211,422
      

綜合負債總額      1,703,639
      

附註1： 有關結餘包括銀行結餘257,06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060,339,000港元）。

附註2： 有關結餘包括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52,684,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24,68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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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證券保證
 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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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量分部溢利或虧損或分部資產
 計入之款額：

物業及設備之添置 1,800 – – – 1,592 3,392
物業及設備之折舊 955 – 2 – 460 1,417
證券保證金客戶貸款之
 減值虧損之確認淨額 – 3,129 – – – 3,129
貸款及墊款之減值虧損之確認淨額 – – 4,207 – – 4,207
出售物業及設備之收益 112 – – – 95 207
投資物業之公允值虧損 – – – – 6,150 6,150
金融資產之公允值（收益）虧損
 －持作買賣 54 – – – (21,675) (21,621)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確認 – – – – (129) (129)
佣金開支 23,535 – – – – 23,535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證券保證
 經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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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量分部溢利或虧損或分部資產
 計入之款額：

物業及設備之添置 589 – – – – 589

物業及設備之折舊 962 – 2 4 5,842 6,810

證券保證金客戶貸款之
 減值虧損之撥回淨額 – 3,013 – – – 3,013

貸款及墊款之減值虧損之確認淨額 – – 4,511 – – 4,511

出售物業及設備之虧損 1,469 – – – – 1,469

投資物業之公允值收益 – – – – 1,400 1,400

金融資產之公允值（收益）虧損
 －持作買賣 (76) – – – 3,906 3,830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確認 – – – – 4,812 4,812

佣金開支 17,258 – – – – 17,258
      

所有分部之業務主要位於香港而本集團之收益絕大部份源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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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客戶作出超過本集團總收益10%

之貢獻。

4. 其他營運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4a. 其他營運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3,326 4,079

 證券保證金客戶貸款之減值虧損之撥回淨額 – 3,013

 其他收入 2,552 5,790

 推算利息收入 – 22,170
  

  5,878 35,052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4b. 其他收益及虧損

 投資物業之公允值變動 (6,150) 1,400

 減值虧損之確認淨額
  －貸款予證券保證金客戶 (3,129) –

  －貸款及墊款 (4,207) –

 錯誤執行交易之已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17 (51)

 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持作買賣 21,621 (3,830)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確認 129 (4,812)

 出售金融資產之已變現收益
  －持作買賣 39,707 –

  －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確認 9,049 –

 匯兌虧損淨額 (776) (611)

 議價購買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12,753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虧損 (1,476) –

 出售物業及設備之收益 207 –

 其他虧損 (263) –
  

  67,482 (7,904)
  

上列項目包括來自上市投資及非上市投資之收益分別約61,32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虧損
3,830,000港元）及約9,17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虧損4,81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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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員工成本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其他福利 19,441 14,64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513 446
  

 19,954 15,091
  

6. 融資成本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之利息 1,798 532

客戶賬戶之利息 229 120
  

 2,027 652
  

7. 稅前溢利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前溢利經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核數師酬金 3,040 1,960

有關分拆一間附屬公司之上市開支 9,051 –

減值虧損之確認（撥回）淨額
 －貸款及墊款 4,207 4,511

 －證券保證金客戶貸款 3,129 (3,013)

租賃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997 19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744) (744)

出售物業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207) 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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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80,181 48,031

 澳門 – 308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香港 (289) (219)

  

 79,892 48,120
  

遞延稅項
 本年度 380 (375)

  

 80,272 47,745
  

香港利得稅乃按兩個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計算。澳門所得補充稅乃按兩個年度之
估計應課稅溢利以適用稅率12%計算。

9. 股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上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
 （二零一五年：1港仙） 67,102 44,735

已付，本財政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1港仙
 （二零一五年：1港仙） 67,102 44,735
  

本年度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134,204 89,470
  

本公司董事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共計約為
67,10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67,102,000港元），此事須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擁
有人批准作實。



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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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463,714 260,583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6,656,015 4,731,969
  

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而言，由於兩個年度內均無未發行之
潛在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1. 應收賬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買賣業務中產生之應收賬項：
 －現金客戶 8,605 12,969

 －保證金客戶：
  －董事及彼等之緊密家族成員 453 1,566

  －其他保證金客戶 3,286,201 2,996,931

 －經紀 22 629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35,375 40,094

期貨買賣合約業務中產生來自期貨結算所之
 應收賬項 4,164 5,234

  

 3,334,820 3,057,423

減：減值撥備 (17,329) (14,602)
  

 3,317,491 3,04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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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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8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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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375 748

31至60天 1 67

超過60天 31 20
  

 407 835
  

於報告期末，賬面值為8,19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2,13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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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4,593,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5,915,005,000港元）。香港上市股本證券佔已抵押證券中
的重要部份。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有關貸款在結算日期後須按通知還款，並通常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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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一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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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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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向證券保證金客戶提供之全部貸款的45%（二零一五年：38%）是應收本集團十大證券保
證金客戶之款項，本集團面對信貸集中風險之情況。應收十大證券保證金客戶的結餘包括
總額為1,469,21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149,865,000港元）並無逾期亦無減值及以總公允值
為6,144,37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7,132,851,000港元）之客戶抵押證券作抵押之款項。鑑於
抵押品按個別基準足以涵蓋整筆結餘，本集團相信該金額乃視為可以收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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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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應收賬項包括總未償還結餘為24,72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35,815,000港元）之保
證金貸款，有關貸款並無獲全面抵押。本集團並無因為該等貸款而面對明顯之信貸集中風險，
有關風險乃源自多名客戶並由本集團作密切監察。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就該等貸款持有之
抵押品為公允值達7,22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4,597,000港元）之上市股本證券，並已就總
未償還結餘為22,299,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9,475,000港元）之保證金貸款作出17,329,000港
元（二零一五年：14,602,000港元）之減值撥備。根據本集團對收回款項成數之評估，認為毋
須對其餘保證金貸款作出進一步減值撥備。

本集團管理層於釐定證券保證金客戶貸款之減值撥備時，將各證券保證金客戶之股票組合
市值與客戶本身之未償還貸款結餘作比較，從而考慮保證金之短欠金額。本集團就年結日
之客戶保證金短欠金額（於年結日後仍未結清）作出減值。

借予證券保證金客戶之貸款之減值債務撥備的變動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結餘 14,602 17,615

年內扣除（撥回）淨額 3,129 (3,013)

撇銷 (402) –
  

年終結餘 17,329 14,602
  

除了個別地評估減值債務之撥備外，本集團亦就與證券保證金客戶買賣證券之業務產生而
個別地並非重要的應收賬項，又或並無個別地被評為出現減值的應收賬項，以整體基準就
應收賬項進行減值評估。整體減值之客觀證據可包括本集團之收款經驗、內部信貸評級，
以及與應收款項違約有關的國家或地方經濟情況之可觀察變動。根據本集團之評估，認為
毋須作出大額的整體減值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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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項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買賣業務中產生之應付賬項：
 －現金客戶 61,478 144,913

 －保證金客戶 421,317 114,360

 －結算所 224 1,219

 －經紀 – 84

期貨合約買賣業務中產生之應付客戶賬項 10,908 17,795
  

 493,927 278,371
  

應付現金客戶、證券結算所及經紀之賬項的正常結算期為交易日後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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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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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之緊密家族成員
及一間由洪漢文控制的實體的款項75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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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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貸款及墊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利率應收貸款 631,914 633,813

浮動利率應收貸款 – 5,000
  

 631,914 638,813

減：減值債務撥備 (4,438) (4,511)
  

 627,476 634,302
  

有抵押 376,176 269,645

無抵押 251,300 364,657
  

 627,476 634,302
  

分析為：

流動 565,435 366,616

非流動 62,041 267,686
  

 627,476 634,302
  

固定利率應收貸款按介乎8厘至24厘（二零一五年：8厘至24厘）之年利率計息。

由於全部貸款及墊款中的75%（二零一五年：81%）是應收本集團五大借款客戶之款項，本集
團面對信貸集中風險之情況。該結餘包括總額為468,429,000港元（二零一五年：516,450,000

港元）並無逾期亦無減值之款項，當中賬面值為335,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48,750,000

港元）之貸款及墊款由總公允值為501,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360,000,000港元）之一項香
港物業之第一按揭作為抵押。其餘賬面值133,429,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67,700,000港元）
代表附有個人或公司擔保的無抵押貸款。鑑於抵押品足以涵蓋有抵押貸款之全部結餘及無
抵押貸款之借款人並無近期違約記錄，本集團管理層相信該金額乃視為可以收回。本公司
董事相信減值債務撥備為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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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於年初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 1,000,000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增加 20,000,000 – 2,000,000 –
    

 於年結 30,000,000 10,000,000 3,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年初 4,473,476 4,473,476 447,348 447,348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
  根據供股發行股份（附註） 2,236,738 – 223,673 –
    

 於年結 6,710,214 4,473,476 671,021 447,348
    

附註：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本公司以供股方式按每股供股股份0.28港元之認購價配發
及發行2,236,737,979股股份，基準為每持有兩股股份獲發一股供股股份。截至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35%及39%的所得款項淨額已分別用於支持本集團
的放債業務及保證金融資業務。其餘約26%的所得款項淨額已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
運資金。

15. 報告期後事項

本集團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結好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結好金融」）以首次公開發售方式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其股份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八日開始在主板買賣。

本集團另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訂立一項貸款協議以向獨立第三方提
供200,000,000港元之貸款，此事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之公佈內披露。

本集團另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一項買賣協議，
以350,000,000港元之現金代價購入一項投資物業，此事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五月
二十三日之公佈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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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連同年內已派付之中期股息，本財政年度之
股息合共為每股2港仙。

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三日或前後向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名列本
公司股東登記冊內之本公司股東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以下期間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就出席二零一六年  ：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二零一六年
 股東週年大會而言   八月二十四日止期間（包括首尾兩天）

就獲派末期股息之  ： 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
 資格而言   九月二日止期間（包括首尾兩天）
   （記錄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為符合資格出席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三）舉行之二零一六
年股東週年大會及╱或收取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
以下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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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項  遞交過戶文件之最後日期

就出席二零一六年  ：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星期四）
 股東週年大會而言

就獲派末期股息之  ： 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資格而言

概覽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本集團之收益約為581,200,000

港元，較上財政年度約362,600,000港元急升60.3%。本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
利約為463,7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60,600,000港元）。收益大幅增加，主要因
為證券經紀之佣金收入及保證金融資業務之利息收入於本年度增加。推動溢利增
加的主要因素還包括證券經紀及保證金融資分部的貢獻，並在投資分部的業績改
善而得到進一步提升。因此，每股基本盈利升至6.97港仙（二零一五年：5.5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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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及展望
金融服務業務

市場回顧

於回顧年度，香港股市大幅上落。於二零一五年四月至六月期間，國內股市牛氣
沖天，內地投資者的資金紛紛南下湧港，帶動港股成交量顯著上升。二零一五年
第二季度之主板平均每日成交額為1,627.07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之569.86億港元增
加186%。恒生指數由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的25,083點急升至二零一五年四月
二十八日的28,443點，創出七年新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收報26,250點。本
港股市在本年度初乃受到上述積極的市場氣氛所刺激。

升勢轉瞬間即逝；股市在創出高位後迅即失去動力。希臘差點違約事件觸發初夏
時的歐元區危機、中國監管機構推出連串措施為內地股市過熱的投機活動降溫，
加上中國經濟數據令人失望，令到股市自二零一五年七月起開始調整。中國人民
銀行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將人民幣貶值的決定，進一步削弱投資者的信心。此外，
市場對美國年內的加息步伐持審慎觀望態度，而全球經濟表現的數據仍然疲弱。
因此，香港股市從高位回落，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之主板平均每日成交額縮減至
722.44億港元，而二零一五年第二季度則為1,627.07億港元。恒生指數自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的26,250點急跌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收報20,777點，跌幅為
20.8%。

地產市場於本年度亦面對不少挑戰。儘管香港目前的按揭利率仍處於低水平而地
產發展商為一手市場買家提供多種優惠，但中國內地的買家數目減少令到地產市
道回落。除了環球金融市場波動引起的各種市場不明朗因素外，在美國的加息步
伐以及政府推出的樓市政策所影響下，銷量及成交價均錄得溫和的減幅。

業務回顧

經紀以及證券保證金融資

於本年度，本集團之經紀以及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均錄得可觀增長。證券交易活
動及包銷交易之收益上升，推動經紀業務之經營業績大增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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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分部於本年度之收益較上財
政年度上升83.7%至約160,7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87,500,000港元），當中約



22

45,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2,300,000港元）源自包銷及配售業務之貢獻。經紀
業務於本年度錄得溢利約92,4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39,600,000港元）。經紀分
部之營業額以及證券保證金融資之利息收入增加，乃得力於本年度之平均市場成
交額上升。

證券保證金融資繼續是本集團於本年度之主要收益來源。於本年度，證券保證金
融資之利息收入總額急升70.1%至約341,8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01,000,000港
元）。本集團於本年度年結日之應收證券保證金融資總額約為3,286,600,000港元（二
零一五年：2,998,500,000港元），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增加9.6%。本年度錄
得減值支銷3,1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減值支銷撥回3,000,000港元）。

放債

本集團之放債業務包括消費者融資及按揭貸款。於本年度年結日之應收貸款總額
約為627,5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634,300,000港元）。本年度之利息收入約為
67,4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62,300,000港元），增加8%。整個貸款組合是以內部
資源提供。此業務於本年度錄得約4,2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4,500,000港元）的
減值支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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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本年度已完
成12項（二零一五年：5項）財務顧問項目。此業務於本年度錄得溢利約2,200,000港
元（二零一五年：1,300,000港元）。集資活動及有關收購之交易於本年度轉趨活躍，
本集團乘勢捕捉更多商機。

投資

本集團之投資組合整體上由物業及金融工具組成。於本年度，金融工具之公允值
收益，金融工具及投資物業所賺取之利息及租金收入（部份因投資物業的公允值
減少而被抵銷）的應佔溢利約為78,1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2,000,000港元）。於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的股本及債務證券投資組合之總公允值約
為190,7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81,400,000港元）。本集團之投資策略為物色具
備合理回報及資本收益潛力，又或能夠與本集團核心業務產生協同效益之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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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儘管全球市場復甦，但全球經濟前景仍然被種種不明朗因素所籠罩，加上中國內
地經濟放緩，商品價格暴跌，以及美國加息週期的步伐，將於不久將來對香港這
個高度外向型經濟體系帶來挑戰。儘管如此，本集團在過去多年隨着不同的經濟
周期，一再證明本集團的靈活應變能力，並成功鞏固主要收入來源。展望將來，
本集團將採取積極主動的營業方針，致力推動業務增長，務求繼續提升股東收益。

本集團正把其附屬公司結好金融獨立上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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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金額的資金讓我們可以為
客戶提供更多保證金貸款、壯大銷售及市場推廣團隊以及企業融資團隊，並且有
助促成潛在的包銷及配售交易。

於結好金融獨立上市後，本集團正致力透過建立更高的知名度及市場曝光率增強
本集團的品牌實力，並且為富裕及高資產淨值人士提供全面服務，從而增加並維
持客戶的信心及忠誠度。

本集團已發揮滬港通開通所帶來的機遇，提供交易平台供客戶買賣在上海證券交
易所上市的A股。本集團一直高瞻遠矚。市場預計籌備中深港通快將開通，而本
集團已準備就緒，把握中國內地資金在境外投資所蘊藏的龐大潛力。

本集團將繼續提升資訊科技基礎設施，以支援業務進一步增長及鞏固現有交易平
台，確保效率。

鑑於目前市況和傳統銀行的放貸要求日趨嚴謹，銀行以外的持牌放債人成為潛在
借款人獲得高效靈活資金周轉方案的最佳替代選擇之一。對放債人的貸款服務需
求因此更為殷切，為本集團進一步擴大其放債分部提供龐大潛力。因此，本集團
將致力提升其優勢並提高其在放債市場的滲透率，同時力求加強其放貸能力，從
而提升整體盈利能力。

本集團的多元化策略繫於旗下團隊不懈努力的發掘多元化商機，包括物色具潛力
的物業以獲得理想收益。鑑於主要商業地區的商廈仍面對強勁的租賃需求，本集
團於二零一六年五月訂立一項買賣協議，以350,000,000港元的現金代價收購紅磡
一幢商廈。本集團將繼續物色擁有良好潛力的優質及高檔投資物業，從而增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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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物業組合，並於未來繼續提供穩定的租金收入來源。此外，我們已成立一項
從事物業代理業務的新業務，以進一步推動業務營運多元化並建立全新的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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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拆結好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作獨立上市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八日，本公司透過旗下附屬公司結好金融（股份代號：1469）在
聯交所主板作獨立上市之方式而將旗下金融服務業務成功分拆。分拆涉及(i)向合
資格結好股東（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之通函）實物分派
167,755,348股結好金融股份，比例為每持有40股本公司股份獲配發一股結好金融
股份；及(ii)全球發售（定義見結好金融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之招股章程）
507,554,481股結好金融股份，發售價為1.00港元，籌得所得款項淨額約475,600,000

港元。緊接分拆結好金融一事完成後，本集團於結好金融之股本權益已由100%攤
薄至72.99%。

財務回顧
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為4,839,400,000港元（二零
一五年：3,899,500,000港元），較上財政年度之年結日增加約939,900,000港元或
2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增加，主要源自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完成供股令股本
及股份溢價增加626,30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463,700,000港元及
所派發之股息減少134,2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淨流動資產為4,484,900,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3,274,6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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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倍（二零一五年：2.9倍）。增加主要是因為經營活動所得營運資金
於本年度增加及供股帶來的額外資金。手頭現金達1,271,2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1,237,600,000港元）。銀行借貸約為435,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328,500,000港
元）。於本年度之年結日，未動用之銀行信貸額約為540,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715,100,000港元）。有關銀行信貸額以客戶之抵押證券、本集團所擁有之部份物業，
以及本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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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為6,710,213,938股（二零一五
年：4,473,475,959股）。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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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倍（二零一五年：0.44倍）。

本集團之業務活動並無面對任何重大匯兌風險。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年結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貸款承擔為12,2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103,300,000港元）。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賬面值為110,8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122,6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以及租賃土地及樓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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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有關分拆結好金融集團有限公司獨立上市的重組外，於本年度並無完成有關附
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85位（二零一五年：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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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本集團之僱員總薪
酬成本為20,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5,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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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向員工發放績效花紅。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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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一直應用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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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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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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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工作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
報表（包括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工作範疇
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同意本集團於初步業績公佈所載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
表及有關附註之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之數字相符。由於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
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保證委聘準則而進行之保證委聘，因此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不對初步業績公佈作出任何保證。

刊載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乃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http://www.hkexnews.hk)

之「最新上市公司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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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年報，並且
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http://www.hkexnews.hk)之「最新上市公司公
告」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getnice.com.hk)刊載年報。

承董事會命
結好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洪漢文

香港，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洪漢文先生（主席）、湛威豪先生、龍漢雷
先生及鄧雅忻女士，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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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