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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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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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AST ASIA PROPERTIES & FINANCE LIMITED
華信地產財務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證券代號：252）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華信地產財務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報告
期間」）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上一個報告期間」）
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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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 186,399,695 281,266,636
銷售成本 (134,019,196) (230,620,730)  

毛利 52,380,499 50,645,906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 1,325,347 1,491,180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產生之虧損 (36,538,112) (1,349,820)
通過損益反映公平價值變化的金融資
產之（虧損）溢利 (917,282) 3,286,528
銷售及分銷費用 (4,019,558) (5,496,955)
行政費用 (25,626,066) (36,672,761)
其他營運（費用）收益 (194,764) 1,079,899  

經營（虧損）利潤 6 (13,589,936) 12,983,977

財務成本 7 (6,760,884) (5,598,32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437,206) (1,719,612)  

除稅前（虧損）利潤 (21,788,026) 5,666,040

所得稅費用 8 (3,371,129) (3,755,092)  

期內（虧損）利潤 (25,159,155) 1,910,948  

期內（虧損）利潤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5,715,844) 1,492,281
非控股權益 556,689 418,667  

(25,159,155) 1,910,948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及攤薄（港仙） 10 (11.4)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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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利潤 (25,159,155) 1,910,948

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折算海外業務賬項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8,987,929) (13,956,701)
應佔聯營公司匯兌儲備 – (1,263,132)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8,987,929) (15,219,833)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34,147,084) (13,308,88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34,140,325) (12,959,757)
非控股權益 (6,759) (349,128)  

 
(34,147,084) (13,30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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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998,019,508 1,027,755,824
物業、機器及設備 165,080,326 174,119,977
使用權資產 14,580,587 –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 14,009,506
聯營公司權益 17,632,468 18,547,136
無形資產 3,702,706 3,702,706
遞延稅項資產 2,156,138 1,897,682
其他資產 2,700,000 2,700,000  

1,203,871,733 1,242,732,831  

流動資產
存貨 50,423,278 55,564,109
物業庫存 131,811,500 130,000,00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121,197,832 156,350,723
通過損益反映公平價值變動的 
金融資產 6,757,500 8,883,000
按金及預付款項 8,269,792 12,615,707
預付稅項 1,798,724 2,090,040
限制性現金 4,100,000 4,100,000
證券業務客戶信託存款 81,565,141 78,365,690
現金及現金等值 108,016,385 91,012,693  

513,940,152 538,981,962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125,828,814 136,855,146
合約負債 2,510,472 2,637,312
銀行貸款 184,057,792 202,229,468
租賃負債 1,314,048 –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423,560 1,158,234
應繳稅項 3,960,035 2,128,083  

319,094,721 345,008,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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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194,845,431 193,973,71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98,717,164 1,436,706,550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82,486,041 186,747,955
租賃負債 335,585 –
應付非控股權益款項 3,110,000 3,110,000
遞延稅項負債 10,615,712 10,531,685  

196,547,338 200,389,640  

淨資產 1,202,169,826 1,236,316,91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45,062,941 245,062,941
儲備 948,621,905 982,762,23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193,684,846 1,227,825,171

非控股權益 8,484,980 8,491,739  

總權益 1,202,169,826 1,236,31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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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及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及主要地點為香港九
龍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第二座四樓407-410室。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物業投資、發展及出租、酒店營運、生產及
分銷塑膠包裝材料及經紀及證券保證金融資。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以港元（「港元」）呈列，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作為比較信息被納入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與由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期間有關的財務信息雖然來源於本公司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告，
但不構成本公司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告。香港公司條例（「香港公司條例」）
第622章第436條要求披露的與這些法定財務報表有關的更多信息如下：

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要求，本公司已向香港公司
註冊處遞交由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財務報告。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有關財務報告出具核數師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
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其中不包含核數師在不出具保留意見的情況下
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項；亦不包含根據香港公司條例
第406(2)條及第407(2)或(3)條作出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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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投資物業和通過損益反映公平價值變化（「通過損益反映公平價值變動」）
的金融資產以公平價值計量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按歷史成本基準
編製。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致。

本集團已首次於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改、縮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 

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之提前還款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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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後之會計政策變動載列於下文：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且按照
該準則的過渡條款，未重述過往年度的比較數字。因此，因採納新租賃準
則而作出的重新分類及調整在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期初簡明綜合財務狀
況表內確認及匯總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摘要） 先前呈報
採納後
之影響 經重列

使用權資產 – 16,304,975 16,304,975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4,009,506 (14,009,506) –
租賃負債 – (2,295,469) (2,29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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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起，在本集團預期可使用租賃資產之日，租賃將被
確認為一項使用權資產和相應負債。

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為之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租賃的原則歸入「經營租賃」的租賃已確認為租賃負債。該等租賃負債以
剩餘租賃付款額按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的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折現的現
值計量。

每筆租賃付款額均在相應負債與財務費用之間分攤。財務費用在租賃期
限內計入簡明綜合損益表，以使各期負債餘額產生的利息率保持一致。

因此，已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披露的2,970,145港元經營租賃承擔，
按照借款利率折現，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調整後確認為2,295,469港元租
賃負債。該金額已分為流動部份1,297,250港元和非流動部份998,219港元。

相關使用權資產以同等相應以現值計量的初始租賃負債金額計算。連同
重新分類的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合共為16,304,975港元之使用權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使用權資產按照
直線法在資產使用年期與租賃期兩者中較短的一個期間內計提折舊。

除上述披露外，採納此新準則對本集團的財務表現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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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營運分部按內部報告識別，有關報告由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
運決策者」）定期審閱，以分派資源及評估各分部間之分部表現並用於作
出策略性決策。

本公司之董事被確認為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就分派資源及
評估分部表現目的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並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營運
分部。

主要營運決策者僅從地域及產品角度考慮業務，就從地域及產品角度考
慮而言，主要營運決策者評估物業投資、發展及出租、酒店營運、生產及
分銷塑膠包裝材料及經紀及證券保證金融資之表現。

為與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內部呈報資料之方
式一致，本集團當前分為下列營運分部：

物業投資、發展及 
出租╱酒店營運

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投
資、發展及出租物業及於香港提供 
酒店服務

生產及分銷塑膠包裝材料 生產及分銷塑膠包裝材料

經紀及證券保證金融資 提供股票及期貨經紀服務及證券保證 
金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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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報告分部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物業投資、發展及出租╱
酒店營運 生產及分銷塑膠包裝材料 經紀及證券保證金融資 綜合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20,791,075 22,669,212 156,913,680 249,097,891 8,694,940 9,499,533 186,399,695 281,266,636        

分部業績 4,205,052 (4,093,465) 17,618,058 13,184,788 1,125,066 5,242,474 22,948,176 14,333,797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產
生之虧損 (36,538,112) (1,349,820) – – – – (36,538,112) (1,349,820)        

經營（虧損）利潤 (32,333,060) (5,443,285) 17,618,058 13,184,788 1,125,066 5,242,474 (13,589,936) 12,983,977

不分配呈列財務成本 (6,760,884) (5,598,32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437,206) (1,719,612)  

除稅前（虧損）利潤 (21,788,026) 5,666,040

  

所得稅費用 (3,371,129) (3,755,092)  

期內（虧損）利潤 (25,159,155) 1,910,948  
 
上述所呈報之收益指來自外間客戶之收益。

分部業績為每個分部所賺取的利潤，但未有把財務成本，應佔聯營公
司業績及所得稅開支作分配。此為向主要營運決策者作報告以分配
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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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地區分部

下表載列有關(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及(ii)本集團非流動資產所
在地域之資料。客戶所在地域乃基於獲提供服務或交付貨品之所在地。
非流動資產所在地域乃基於資產之實際所在地。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58,205,145 66,948,085
北美洲 8,630,352 12,231,592
大洋洲 23,777,217 38,518,719
歐洲 9,022,084 14,768,765
中國 53,904,783 118,256,407
其他亞洲國家 32,860,114 30,543,068  

186,399,695 281,266,636  

非流動資產（附註）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1,110,496,917 1,141,021,919
中國 89,782,298 98,096,880  

1,200,279,215 1,239,118,799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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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入

以下列出的是與客戶簽訂合同的收入與分部信息中披露的金額的對賬。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貨品銷售 156,913,680 249,097,891
經紀佣金 4,041,221 5,560,439
酒店住宿收入 8,959,806 12,090,409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169,914,707 266,748,739
租金收入及租金相關收入 11,831,269 10,578,803
客戶利息收入 4,303,870 3,839,673
上市股本證券股息收入 349,849 99,421  

總收入 186,399,695 281,266,636  

收入確認時間
於一個時間點 160,954,901 254,658,330
於一段時間內 8,959,806 12,090,409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 169,914,707 266,748,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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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虧損）利潤

經營（虧損）利潤已扣除（計入）：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 254,745
存貨銷售成本 107,482,066 198,472,3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6,518,914 6,906,581
使用權資產折舊 897,265 –
匯兌虧損（溢利） 193,773 (1,137,092)

出售通過損益反映公平價值變動的金融
資產之（虧損）溢利 333,782 (3,077,406)
通過損益反映公平價值變動的金融資產
之（虧損）溢利 583,500 (209,122)

917,282 (3,286,528)

貿易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 – 392,521
辦公室物業經營租賃租金 – 679,214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袍金）
– 薪金及津貼 25,397,990 26,759,301
– 員工福利 185,606 157,541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41,653 433,105

26,025,249 27,34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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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成本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支出於：
銀行貸款及透支 6,225,927 5,270,694
其他借款 267,776 5,151
租賃負債 29,164 –

銀行費用 238,017 322,480  

6,760,884 5,598,325  

8. 所得稅費用

所得稅費用如下：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當期所得稅：
本期內預提 3,545,559 4,031,733

遞延稅款計入 (174,430) (276,641)  

3,371,129 3,755,092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了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
7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引入了雙層利得稅稅率制度。該
法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簽署成為法律，並於次日在憲報刊登。根
據雙層利得稅制度，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2,000,000港元利潤將按8.25%徵
稅，而超過2,000,000港元的利潤則須按16.5%徵稅。不符合雙層利得稅稅率
制度的集團實體的利潤將繼續按16.5%的固定稅率徵稅。

因此，從上一個報告期間開始，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首2,000,000
港元計算為8.25%，而估計應課稅溢利高於2,000,000港元計算為16.5%。

於兩個期間，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
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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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報告期間派發任何中期股息（上一個期告期間：無）。

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共6,762,601港元，已
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全數支付。

10. 本公司擁有人每股（虧損）盈利

於兩個期間，每股（虧損）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25,715,844港
元（上一個期告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1,492,281港元）及加權平均
225,420,034股普通股計算（上一個期告期間：225,420,034股）。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並無具攤薄潛力之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對就本
報告期間及上一個報告期間所呈列之基本每股（虧損）盈利作出調整。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本集團於兩個期間之貿易應收賬款是由(i)物業投資、發展及出租╱酒店營
運；(ii)生產及分銷塑膠及包裝材料及(iii)經紀及證券保證金融資所引起。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 結算所及現金客戶 9,578,948 8,119,284
– 有抵押孖展貸款客戶 78,618,520 106,845,479
– 其他客戶 30,945,371 38,032,866  

119,142,839 152,997,629
減：信貸虧損撥備 (2,666,724) (2,668,197)  

116,476,115 150,329,432
其他應收賬款 4,721,717 6,021,291  

121,197,832 156,35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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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與客戶簽訂合約的
貿易應收款項（扣除信貸虧損前）金額分別為119,002,398港元及152,624,678
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中其他客戶是由銷售塑膠包裝材料及租金收入所構成。

本集團之證券經紀業務均給予現金客戶之信貸期至各證券交易結算日期（按
慣例在相對交易日兩個工作日後結算）。每位有抵押孖展貸款客戶均有信
貸限額。

除本集團與客戶相互另有協定外，生產及分銷塑膠包裝材料的貿易應收
賬款之信貸期通常為0至90天。

集團與酒店房間客人的交易條款是於退房前將被要求支付未付款項。主
要以現金或信用卡。信用卡公司的結算條款通常是在提供服務後的第7天。

本集團有關提供酒店及其他服務與若干企業客戶的交易條款主要為信貸，
除惟新客戶外，通常需要預先付款。信貸期一般為30天。

通常，在辦理入住手續時，本集團會要求其客房的客人提供現金押金或信
用卡付款授權。除此之外，本集團並無從其客房的客人獲得任何其他抵押
物。

賬齡分析

按發票日期（與各收益確認日期相若）計算之產生自結算所及現金客戶以
及其他客戶之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已扣除信貸虧損）如下：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24,572,915 29,112,195
31至60日 7,327,793 7,328,050
60日以上 7,558,575 8,645,395  

39,459,283 45,085,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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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孖展貸款客戶之孖展貸款須應要求償還。於本報告期間，孖展貸款被
要求以客戶存於本集團之上市證券作抵押並以利息8.5厘計算（上一個報告
期間：8.25厘至8.5厘）。授予孖展貸款客戶之信貸融資額度乃根據本集團
所接納之抵押品證券之折讓市值釐定。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客戶
就獲授之孖展客戶之貸款而抵押作為抵押品之證券之總市值為128,459,597
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362,382,252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九月
三十日，就授予本集團銀行信貸而抵押予銀行之孖展客戶證券之價值為
11,531,385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3,131,000港元）。由於本公司董
事認為賬齡分析就證券孖展借貸業務之性質而言並無附加價值，故並無
披露有抵押孖展貸款客戶之賬齡分析。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本集團於兩個期間之貿易應付賬款是由(i)酒店營運；(ii)生產及分銷塑膠包
裝材料；及(iii)經紀及證券保證金融資所引起。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包括：
– 結算所及現金客戶 76,269,169 78,439,247
– 有抵押發展貸款客戶 15,458,601 14,990,074
– 其他債權人 8,902,801 17,522,788  

100,630,571 110,952,109
其他應付賬款 25,198,243 25,903,037  

125,828,814 136,855,146  

應付其他債權人之貿易應付賬款由採購原材料及物料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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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報告期間結束時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99,098,292 109,961,382
31至60日 414,522 384,448
60日以上 1,117,757 606,279  

100,630,571 110,952,109  

供應商一般在授予的信用期為30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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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及業務回顧

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收入 186,400,000港元，較上一個報告期間的
281,300,000港元比較，減少94,900,000港元，或33.7%。本集團於本報告期間錄得
虧損為25,200,000港元，對比上一個報告期間的利潤為1,900,000港元。

錄得期內虧損的主要由於本集團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產生之虧損增加約
35,200,000港元，扣除因上一個報告期間之分拆費用約9,900,000港元所致。

物業投資、發展及出租╱酒店營運

本分部包括於香港及中國物業投資、發展及出租業務及於香港提供酒店服務
業務。於本報告期間，本分部錄得收入20,800,000港元，較上一個報告期間的
22,700,000港元減少1,900,000港元，或8.3%。計及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產生之
虧損36,500,000港元，經營虧損為32,300,000港元，較上一個報告期間的經營虧
損5,400,000港元錄得虧損增加26,900,000港元，或494.0%。

(i) 物業投資、發展及出租

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之大部份投資物業均已出租及為本集團帶來穩定
租金收入。本集團之租金收入及租金相關收入為11,800,000港元，較上一
個報告期間的10,600,000港元增加1,200,000港元或11.8%，主要由於於本報
告期間，恆港中心的租戶組合的變化和及逐步轉型。另一方面，持續的社
會衝突對香港的房地產市場造成了不利影響，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投資
物業公平值變動產生的虧損為36,500,000港元，較上一個報告期間則為虧
損1,300,000港元錄得虧損增加35,2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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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酒店營運

於本報告期間，酒店錄得住宿收入為9,000,000港元，較上一個報告期間的
12,100,000港元減少25.9%。與上一報告期間相比，入住率為87.2%，下降了
8.2%，平均房價為760.1港元，下降了18.9%。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香港的
社會衝突對香港的旅遊業務造成了負面影響。其中，與去年同期相比，二
零一九年八月及九月份酒店住宿收入分別大幅下降63.7%和63.1%。而訪港
旅客總數自七月份以來，來自我們的主要市場（中國和短途市場）的過夜
旅客總數急劇下降。

生產及分銷塑膠包裝材料

本業務錄得收入為156,900,000港元與上一個報告期間的249,100,000港元，下跌
37.0%。收入下跌主要因製造及貿易部門銷售下降所致。但是，溢利由上一個
報告期間的13,200,000港元增長33.6%至17,600,000港元。溢利增長主要由於銷售
成本下降及受惠於中國政府公佈的減稅降費措施。

隨著中美貿易戰的爆發以及一次性塑膠製品禁令得到廣泛支持，我們致力開
拓大中華地區和美國以外的出口市場，並推廣可回收和可持續的替代品，以抵
消中美之間的貿易爭議及實現全球對綠色生活方式的追求。

經紀及證券保證金融資

於本報告期間，分部收入為8,700,000港元，較上一個報告期間的9,500,000港元
比較，下跌800,000港元或8.5%。分部利潤為1,100,000港元，與上一個報告期間
的5,200,000港元比較，減少4,100,000港元或78.5%。此減少主要由於年內通過損
益表反映公平價值變動的金融資產虧損為900,000港元，而上一個報告期間則
為溢利3,300,000港元。

本行業務經營環境仍備受挑戰。就近月香港發生社會衝突影響，恒生指數在二
零一九年八月曾下挫至25,000點附近。中美貿談進展變幻無常，使經濟活動受
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同時調低未來全球及香港經濟前景預測。投資市場受制
於上述因素，客戶變得保守而對投資市場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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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向採取穩健的財政政策及預備充足的流動資產以應付集團的發展及
營運需求，並以淨債務權益比率來監管其資產。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值為108,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91,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
約為1.6（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6）。

集團之銀行貨款減少22,300,000港元，由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388,900,000
港元減少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的 366,600,000港元，其中短期貸款為
184,1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202,200,000港元），而長期貸款則
為182,5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86,700,000港元）。集團期內之
淨債務權益比率為21.3%（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23.9%），此乃按集團之總
債務扣除限制性現金及現金及現金等值相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的比例計算。
銀行貸款均以本集團之內部資源償還。

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1,193,700,000港元（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1,227,800,000港元）。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的
每股綜合資產淨值為5.33港元（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5.48港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及中國經營業務，大部份交易乃以港元、美元（「美元」）、及
人民幣計值。外匯風險主要來自未來商業交易、已確認資產及負債以本集團及
本公司功能貨幣以外之其他貨幣計值而產生。

本集團不會面對有關港元外幣兌換風險主要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

為使外匯波動所帶來的風險減至最低，集團的借貸主要是以港元為主，因此，
外匯牌價波動對本集團並無重大影響。

至中國境外，以人民幣計值之交易及貨幣資產及負債極少，本集團及本公司認
為並無有關人民幣之重大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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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集團旗下員工為357（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380）。薪酬政策乃經參考市場狀況及員工個人表現而釐定。

策略及前景

展望未來，由於全球經濟環境仍然起伏不定，我們將謹慎監察本集團的表現及
財務狀況，並在有需要時調整業務策略。

物業投資、發展及出租

(i) 物業投資、發展及出租

我們位於香港北角英皇道111號建造辦公大廈的地盤預計將於二零二零年
第一季竣工。

恆港中心第二期翻新工程已於本報告期間完成，更多的專用辦公桌和服
務式辦公室在開始招租。

在梨木道1號之物業現正申請重建成老人院舍，現正由城市規劃委員會考
慮其改劃地帶申請。

由於全球經濟和本地政治因素的不確定性持續存在，香港房地產市場的
投資者對入市普遍採取持觀望態度。本集團將考慮相應策略以利用我們
的物業組合為本集團帶來有利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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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酒店營運

進入接下來的六個月，我們仍然面臨中美貿易戰、英國退歐局勢、全球經
濟疲軟，尤其是香港持續的社會衝突的不確定性。如果旅遊業務未能及時
恢復，而香港經濟持續惡化，預期表現將大大低於去年同期。然而，在當
前充滿挑戰的時期，我們將繼續密切監視局勢，並繼續關注與在線旅行社
達成的積極銷售和營銷策略，以擴大我們的業務範圍，維持我們的服務質
量並改善酒店的現有狀況。

生產及分銷塑膠包裝材料

「減塑」運動繼續在全球得到廣泛支持，鼓勵市民和企業放棄使用一次性塑料，
改以採用可重覆使用、可回收和可持續的替代品代替。歐盟已經投票通過落實
在二零二一年將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而目前尚無替代品的塑料，主要是食品
包裝，必須在二零二五年前減少25%。

中美同意分階段取消已加徵關稅；目前仍然不確定是否兩者都將同步以相等
比率取消已加徵關稅，以及我們的產品是否包含在首階段協議中。在充滿不確
定性的環境中，我們將繼續加大開拓其他市場力度，並投資於使工作流程更自
動化和提高營運效率的工具。

經紀及證券保證金融資

展望未來，中美貿易爭端懸而未決，會繼續影響市場投資氣氛。投資者亦趨觀
望，直至香港社會抗爭平靜下來。

在不穩定的市況下，我們在證券保證金融資方面會採取較保守的策略。亦為配
合證監在二零一九年十月在行內發出的證券保證金融資活動指引。

我們的業務表現仍受制於整體市場成交萎縮及市場的疲弱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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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從企業管治的常規守則

於本報告期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載的企業管治守則（「守則」），
惟以下偏離者則除外：

根據守則第A.2.1條，上市公司的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由不同人士擔任。現時，
本公司的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由同一人士擔任。經審閱管理層架構後，董事
會認為，董事會的決定乃全體董事以投票表決方式作出的集體決定，並非董事
會主席一人的決定。此外，董事會成員的職責與日常業務管理層的職責均有清
晰劃分及獨立運作。因此，本公司管理層的權力並無集中在任何一位人士身上。
董事會認為，現行的架構不會對董事會與本集團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權限平
衡造成損害。

根據守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作為與其他董事擁有同等
地位的董事會成員，應出席本公司的股東大會。本年內一名非執行董事因其他
事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遵從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內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標準。本公司已向所有
董事特地作出查詢，而所有董事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兆庭先生（審核
委員會主席）、郭良先生、黃錫強先生及徐家華先生，及本公司兩名非執行董
事，分別為陳文漢先生及蔡漢榮先生組成。本集團本報告期間的中期業績獲董
事會批准前，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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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建議派發任何本報告期間之中期股息（上一個報告期間：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股份。

於聯交所網站公佈的詳細資料

本中期業績公佈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seapnf.com.hk)
可供閱覽。本公司之二零一九╱二零二零年度中期報告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並盡快於上述網站上供閱覽。

承董事會命
華信地產財務有限公司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蔡乃端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1)執行董事蔡乃端先生、蔡基鴻先生及蔡基信先生； (2)
非執行董事陳文漢先生、蔡奕忠先生、蔡漢榮先生及蔡穎雯女士；及(3)獨立非
執行董事陳兆庭先生、郭良先生、黃錫強先生及徐家華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