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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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82）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華金國際資本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
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的比較數字。

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16,491 81,049
銷售成本 5 (63,626) (65,425)  

毛利 52,865 15,624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4 3,225 2,655
銷售及分銷開支 5 (6,059) (6,208)
行政開支 5 (51,212) (40,745)  

經營虧損 (1,181) (28,674)

財務開支淨額 (1,700) (83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16) (151)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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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所得稅前虧損 (3,297) (29,664)
所得稅開支 6 (1,487) –  

期內虧損 (4,784) (29,664)
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914) (29,664)
非控股權益 (2,870) –  

期內虧損 (4,784) (29,664)

除稅後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隨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的
金融資產的價值變動 – (208)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106) –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4,890) (29,872)  

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020) (29,872)
非控股權益 (2,870) –  

(4,890) (29,8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港仙）
– 基本及攤薄 7 (0.019) (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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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014 3,572
使用權資產 2 33,456 –
無形資產 11,628 11,628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39,069 39,48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4,748 14,064
遞延稅項資產 1,822 2,168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233 7,417  

116,970 78,334  

流動資產
合約資產 9,913 4,097
應收賬款及應收孖展貸款 9 115,200 74,564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2,270 12,928
客戶信託銀行結餘 34,205 18,431
受限制銀行結餘 – 15,00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52,767 129,937  

324,355 254,957  

資產總值 441,325 333,291  

權益
股本 2,515 2,515
儲備 189,641 191,66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92,156 194,176
非控股權益 11,882 14,752  

權益總額 204,038 20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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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續）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 17,237 –
遞延稅項負債 74 103  

17,311 10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87,112 31,498
合約負債 17,784 13,60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861 19,773
租賃負債 2 16,670 –
銀行借貸 11 75,500 55,000
應繳所得稅 2,049 4,382  

219,976 124,260  

負債總額 237,287 124,363  

權益及負債總額 441,325 33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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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而該年度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2. 會計政策

(a) 本集團所採納的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除採用適用於預期年度盈利總額的稅率估計所得稅以及採納下列新訂準則、準則
修訂本及詮釋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述會計政策貫徹一致。

下列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首次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強
制應用，且現時與本集團有關：

• 年度改進項目（修訂本）「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長期權益」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具有負補償的預付款項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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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已於下文披露。

除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外，概無於本中期期間首次生效而預期對本集團
造成重大影響的其他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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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續）

(a) 本集團所採納的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續）

已頒佈但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的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如下：

二零一八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修訂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業務的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保險合約」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及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間的資產銷售或注入」

待定

下文闡釋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影響，並披露
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應用的新會計政策（倘其與過往期間所應用者不同）。

(i) 對財務報表的影響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惟尚未
按準則的簡化過渡方法所允許重列二零一八年報告期間的比較數字。因此，
新租賃準則導致的重新分類及調整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年初資產負債表
確認。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後，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的
原則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確認租賃負債。該等負債按餘下租賃付
款的現值計量，並以承租人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增量借貸利率貼現。於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應用至租賃負債的承租人增量借貸利率加權平均數為
4.44%，視乎經營租賃合約及租賃條款的司法權區而定。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59,547
減：
以直線法確認短期及低價值租賃為開支 (19,078) 

40,469 

以承租人於首次應用日期的增量借貸利率貼現，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的租賃負債 38,250 

其中：
流動租賃負債 14,761
非流動租賃負債 23,489 

38,250 



– 7 –

2. 會計政策（續）

(a) 本集團所採納的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續）

(i) 對財務報表的影響（續）

使用權資產按相等於初步計量租賃負債的金額計量，並以於二零一九年一月
一日的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的該租賃相關的任何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金
額作出調整。概無須就首次應用日期的使用權資產作出調整的虧損性租賃合
約。折舊以直線法按資產可使用期限及租賃期中的較短者扣除。

已確認的使用權資產與下列各項資產有關：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樓宇 32,408 36,907

設備 1,048 1,343  

使用權資產總值 33,456 38,250  

會計政策變動影響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財務狀況表的下列項目：

– 使用權資產 – 增加38,250,000港元

– 租賃負債（流動部分） – 增加14,761,000港元

– 租賃負債（非流動部分） – 增加23,489,000港元

概無因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除稅後虧損淨額造成重大影響。

(ia) 分部披露的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均因會計政策變動而
增加。下列分部受政策變動影響：

分部資產 分部負債
千港元 千港元

   

財經印刷服務及投資控股 6,192 6,350

金融服務 27,264 27,557  

33,456 3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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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續）

(a) 本集團所採納的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續）

(i) 對財務報表的影響（續）

(ib) 已應用的可行權宜方法

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使用準則所允許的下
列可行權宜方法：

• 對具有合理相似特徵的租賃組合使用單一貼現率；

• 依賴決定租賃是否錄得虧損的過往評估；

•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餘下租賃期少於 12個月的經營租賃作為短
期租賃的會計處理；

• 撇除於首次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的初始直接成本；及

• 當合約包含延長租賃的選擇時，使用事後分析釐定租賃期。

於首次應用日期，本集團亦選擇不對屬於或包含租賃的合約作出重新評
估。相反，就於過渡日期前訂立的合約而言，本集團依賴透過應用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 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含
租賃」所進行的評估。

(ii) 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納的會計政策

租賃於租賃資產可供本集團使用當日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相應負債。每項租
賃付款於負債及融資成本之間分配。融資成本於簡明綜合收入表按租賃期扣
除，以得出各期間負債餘額的定期週期利率。使用權資產按資產的可使用期
限及租賃期中的較短者以直線法折舊。

租賃產生的資產及負債初步按現值基準計量。租賃負債包括下列租賃付款的
淨現值：

• 固定付款（包括實質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

• 基於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付款；

• 預期承租人根據剩餘價值擔保應付的金額；

• 在承租人合理確定行使購買權的情況下，該選擇權的行使價；及

• 在租賃條款反映承租人行使終止權的情況下，終止租賃的罰款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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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續）

(a) 本集團所採納的新訂準則、準則修訂本及詮釋（續）

(ii) 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採納的會計政策（續）

租賃付款以租賃隱含的利率貼現。倘無法釐定該利率，則使用承租人的增量
借貸利率，即承租人在類似經濟環境以類似條款及條件下將須支付以借入取
得具有類似價值資產的必要資金的利率。

使用權資產按包括下列各項的成本計量：

• 初步計量租賃負債的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的任何租賃付款減任何已收租賃優惠；

• 任何初始直接成本；及

• 恢復成本。

有關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的付款以直線法於簡明綜合收入表確認為開
支。短期租賃為租賃期為12個月或更短的租賃。低價值租賃包括辦公室設備。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人已識別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的內部申
報，以評估表現並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根據營運性質獨立組織及管理。本集團各可報告分部代表一個戰略業
務單位，其所受風險及回報與其他可報告經營分部迥異。

本集團主要從事以下業務：

• 財經印刷服務及投資控股－提供財經印刷以及投資控股；

• 金融服務－提供證券包銷、證券及期貨經紀、資產管理以及顧問及諮詢服務；及

• 酒店顧問、酒店管理及展覽服務策劃－提供酒店諮詢服務、酒店管理服務以及活動
策劃及組織。

執行董事認為，與營運有關的所有資產及收入主要位於香港及中國內地。

分部資產主要不包括於聯營公司的權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現金及現金等
值物、受限制銀行結餘、遞延稅項資產以及按集中基準管理的其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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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負債主要不包括銀行借貸、應繳所得稅、遞延稅項負債及按集中基準管理的其他負
債。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入約38,76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零）源自珠海華發集團有限公司（「珠海華發」，本公司單一最大股東）及其附
屬公司。

執行董事根據經營分部的相關溢利評估其表現，而相關溢利則透過除所得稅前溢利計
量，惟不包括按集中基準管理的收入及開支。

財經印刷服務及投資控股 金融服務
酒店諮詢、酒店管理
及展覽服務策劃 總計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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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68,346 60,854 36,396 20,195 11,749 – 116,491 81,049

分部業績 (3,486) (10,202) 2,817 (16,658) 3,651 – 2,982 (26,860)  

未分配收入 480 332

未分配開支 (6,343) (2,98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16) (151)

所得稅開支 (1,487) –  

期內虧損 (4,784) (29,664)  

財經印刷服務及投資控股 金融服務
酒店諮詢、酒店管理
及展覽服務策劃 總計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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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94,186 52,330 142,851 91,366 7,198 1,432 244,235 145,128

未分配資產 197,090 188,163  

資產總值 441,325 333,291  

分部負債 63,475 33,283 90,776 27,613 4,186 2,755 158,437 63,651

未分配負債 78,850 60,712  

負債總額 237,287 12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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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財經印刷服務及投資控股 金融服務
酒店諮詢、酒店管理
及展覽服務策劃 總計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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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分部資料：
非流動資產增加 2,150 41 238 692 9 – 2,397 733
銷售成本 (48,756) (49,121) (12,027) (16,304) (2,843) – (63,626) (65,425)
折舊（附註5） (500) (669) (455) (1,401) – – (955) (2,070)
使用權資產折舊及
攤銷（附註5） (1,327) – (6,543) – – – (7,870)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的金融資產
的公平值收益 – – 684 – – – 684 –

應收賬款及
應收孖展貸款
虧損撥備╱
（虧損撥備撥回） 500 (502) – – – – 500 (502)

本集團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收入由提供服務位置及由資產所在地釐定的非流動資產地理
位置所釐定，詳情如下：

隨時間確認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 非流動資產（附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於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04,742 81,049 61,322 22,617
中國內地 11,749 – 9 –    

116,491 81,049 61,331 22,617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聯營公司的權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及遞延所得稅
項資產。

4.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由一名關聯方承擔的行政開支 2,125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收益 684 –
外匯收益淨額 68 82
其他 348 2,573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淨額 3,225 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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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性質劃分的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銷售及分銷開支以及行政開支的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服務成本 21,178 22,739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57,985 56,11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55 2,070

使用權資產折舊及攤銷 7,870 –

法律及專業費用 3,040 869

有關以下項目的經營租賃：
－租賃辦公室物業 9,741 13,791

－辦公室設備 127 315

應收賬款及應收孖展貸款虧損撥備╱（虧損撥備撥回） 500 (502)

其他 19,501 16,986  

120,897 112,378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概無於香港產生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
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有關中國業務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根據現
行法例、詮釋及慣例以及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適用於本集團位於中國的實
體的企業所得稅率為2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1,171 –

遞延所得稅 316 –  

1,4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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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約1,914,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虧損約29,664,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10,060,920,000股（二零一八年六
月三十日：10,060,920,000股）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914) (29,664)  

股份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060,920,000 10,060,920,000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港仙） (0.019) (0.295)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無潛在攤薄普通股發行在外，
故每股攤薄虧損等於每股基本虧損。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

9. 應收賬款及應收孖展貸款

本集團的銷售信貸期主要為90天。應收賬款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最多90天 89,123 37,001
91至180天 10,159 11,198
181天以上 11,573 15,130  

110,855 63,329
減：虧損撥備 (7,011) (8,244)  

應收賬款淨額 103,844 55,085  

應收孖展貸款 32,446 40,569
減：虧損撥備 (21,090) (21,090)  

11,356 19,479  

應收賬款及應收孖展貸款淨額 115,200 7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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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

本集團獲貿易債權人提供30至60天的平均信貸期。應付賬款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
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最多90天 80,261 29,140

91至180天 5,169 1,215

181天以上 1,682 1,143  

87,112 31,498  

11. 銀行借貸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華金金融（國際）控股有限公
司（「華金金融」）簽立的交叉公司擔保作抵押。

銀行借貸按實際年利率4.25%至4.60%計息（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0%至4.93%）。

本集團銀行借貸的賬面值以港元計值，銀行借貸的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12. 財務狀況表日期後事件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就建議收購和輝集團有限公司（由珠海華發全資附
屬公司香港華發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全部已發行股本向廣東聯合產權交易中心
（「產權交易中心」）投標（「建議收購事項」），並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自產權交易中
心接獲組織簽約通知書。組織簽約通知書確認，本公司獲選為建議收購事項的成功中標
者，投標價為人民幣七億三仟三佰七拾八萬圓整。於本公告日期，並無訂立具法律約束
力的正式協議。亦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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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雖然面對複雜的全球營商環境及激烈市場競爭，但是經過本集團的努力，本集
團的整體收入由二零一八年同期的81,049,000港元增加約 44%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16,491,000港元。

自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獲得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第9類（資產管理）
牌照後，本集團一直 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華金金融、華高和昇財務顧問有限
公司及華金國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進行受規管活動，包括香港法例第571章證
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的第1類（證券交易）、第 2類（期貨合約交
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
管理）受規管活動，並持有香港法例第 163章放債人條例項下的放債人牌照。另
外，本集團已透過全資附屬公司珠海市橫琴新區華金國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及
珠海市橫琴新區華金國際會展服務有限公司在中國內地逐步開展酒店管理、
會展及活動策劃業務。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連同其附屬公
司主要於香港以及中國內地提供財務顧問服務、證券包銷及諮詢、證券及期貨
經紀、股權研究業務、資產管理、放債業務、酒店管理及諮詢服務、有關會展及
活動策劃的顧問服務以及財經印刷服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較過往截至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約44%，而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金融服務業務活動為本集團帶來收入約 36,39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0,195,000港元），酒店顧問、酒店管理及展覽服務策劃業
務活動為本集團帶來收入約11,74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零），財經印刷服務業務活動為本集團帶來收入約68,346,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60,85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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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116,491,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 81,049,000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增加
約44%。本集團除所得稅前虧損約為3,297,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約 29,664,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虧損總額約為
2,02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9,872,000港元）。每股
基本及攤薄虧損約為 0.019港仙（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295港
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下跌主要由於收入及銷售成本較二零一八
年同期分別有所增加及減少，致使整體毛利率由約19%上升至約45%。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約為152,767,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29,937,000港元），來自銀行的借貸為 75,500,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5,000,000港元）。本集團有流動資產總額約
324,355,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54,957,000港元）及流動負債總
額約219,976,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124,260,000港元）。本集團
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總額除流動負債總額）為1.47（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05）。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權益總額約為 204,03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08,928,000港元）。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即負債總額除資產
總額）約為53.8%（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3%）。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資產。

資本結構

除已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資本結構概無變
動。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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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劃

金融服務

本集團將積極參與更多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包銷項目及股權融資
交易項目，致力打造成為香港及國內中小企業融資活動的主要服務商之一，繼
續提高市場知名度，擴大客戶基礎及提升收入。本集團將繼續為客戶提供一站
式的綜合金融服務。

酒店顧問、酒店管理及展覽服務策劃

本集團一直致力於提升核心業務競爭力的同時，不斷尋找和開拓新的商機。本
集團已招聘一支由具相關經驗人員組成的團隊，彼等在酒店管理業以及活動
策劃及管理方面具備全面專業知識，並擁有必要的專業知識及人員提供酒店
管理及諮詢服務及為會展、展覽、會議以及活動策劃及籌辦提供顧問服務，將
其目前主要的顧問服務業務從財務顧問領域擴展至其他領域。

財經印刷服務

有見市場環境艱難，本集團將致力精簡業務架構及實現內部資源整合，以加強
財經印刷服務的整體營運效率。

僱員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總數為231名（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217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員工成本約為
57,98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56,110,000港元），當中
包括薪金、佣金、花紅、其他津貼及退休福利計劃供款。本集團根據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條例推行定額供款計劃及為所有僱員提供醫療保險。一般而言，本集
團僱員薪酬待遇參考一般市場慣例、僱員職務及職責以及本集團財務表現釐
定。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培訓課程及培訓計劃，讓員工掌握所需技能、技術及知
識，以提升生產力及行政效率。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
一八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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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

本集團持有按不同息率計息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由於並無利率變動產生的重
大財務風險，本集團並無任何利率對沖政策。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以港元進行業務交易。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大部分現
金及銀行存款結餘主要以港元及美元（「美元」）計值。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故
本集團外匯風險較輕微。因此，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外匯
衍生工具進行對沖。

信貸風險

本集團的信貸風險主要源自於銀行結餘、按金、客戶信託銀行結餘、應收孖展
貸款、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及客戶應付服務合約款項。本集團透過嚴密監
察其客戶的付款記錄，並於需要時要求客戶支付按金，致力管理應收賬款面對
的風險。由於銀行信貸評級高，故銀行存款的信貸風險有限。

流動資金風險

本集團的金融服務須符合相關監管機構所規定的各項法定流動資金規定。本
集團已採用一套監察系統，確保其維持足夠的流動資金，從而遵守香港法例第
571N章相關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

經營風險

本集團於受到高度監管的行業經營金融服務。違反監管規定的風險或會導致
喪失營業執照。本集團一直積極落實政策及程序以確保遵守相關法律及法規。
就管理層所深知，本集團於香港的金融服務一直遵守相關法規，而管理層並未
發現任何重大的不遵守或違反相關規則及法規的事件。

重大收購及出售投資事項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收購或出售任何重大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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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批准及採
納購股權計劃，據此，經選定類別參與人士可獲董事會酌情授出可認購股份的
購股權。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
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已成立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杰平博士、孫明春
博士及謝湧海先生。陳杰平博士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務為
檢討及監察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與風險管理制度的成效。審核委
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及中期報告。

前景

環球金融市場於二零一九年餘下時間料會繼續波動。展望未來，儘管面對複雜
的營商環境，但本集團對其業務前景依然抱持審慎樂觀態度。本集團將繼續重
整其業務，為香港金融市場未來的機遇與挑戰作好準備。本集團亦致力加強金
融服務分部的發展，物色潛在投資及發展機會，重新部署金融牌照業務以擴寬
金融服務業務範圍。本集團亦將加強酒店顧問、酒店管理及展覽服務策劃分部
的發展，物色潛在市場化的業務機會，以擴寬此分部的範圍。本集團旨在透過
上述舉措，進一步豐富及擴闊收入來源，確保本集團可持續發展，盡力全面提
升本集團的未來營運表現。為盡力擴大本集團的溢利及回報以及提升本公司
股東價值，本集團將於專注加強現有業務競爭力的同時，繼續發掘新商機。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認為，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
則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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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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作出具體查
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

致謝

本公司謹此對客戶及股東一直以來的鼎力支持致以衷心謝意，另藉此機會感
謝董事會、本集團管理層團隊及員工的傑出貢獻及不懈努力。

承董事會命
華金國際資本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主席
李光寧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李光寧先生（執行董事兼主席）、謝偉先生（執行董事兼
行政總裁）、郭瑾女士（執行董事）及謝勤發先生（執行董事）；張葵紅女士及熊曉
鴿先生（均為非執行董事）；陳杰平博士、孫明春博士及謝湧海先生（均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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