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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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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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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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 CHINA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南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619）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南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期間」）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5 88,706 64,745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 – 11,200
應收貸款及貿易款項減值淨額 (439) (359)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虧損 (10,019) (21,750)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收益╱（虧損） 28,963 (1,034)
其他收入 1,210 770
其他經營支出 (106,003) (63,422)

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2,418 (9,850)

融資成本 6 (4,993) (4,063)

除稅前虧損 4 (2,575) (13,913)

利得稅項支出 7 (388) (312)

期內虧損 (2,963) (14,225)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2,963) (14,225)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9 （經重列）

基本及經攤薄 (0.02港仙) (0.1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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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99 2,770
投資物業 10 440,000 440,000
無形資產 6,764 1,111
商譽 15 14,065 –
可供出售之投資 35,949 27,058
其他資產 9,175 7,236
聯營公司投資 – –
長期應收貸款 12 11,405 1,390
長期預付款項及按金 1,223 1,297

非流動資產總值 521,180 480,862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 11 489,961 414,346
應收貸款 12 283,315 321,718
應收貿易款項 13 229,819 235,145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及按金 46,508 35,074
衍生金融工具 16 422 1,019
有抵押定期存款 500 500
客戶信託存款 577,470 479,424
現金及銀行結餘 218,370 355,406
可收回稅項 2,165 –

流動資產總值 1,848,530 1,842,632

流動負債
客戶之存款 620,996 530,863
應付貿易款項 13 48,085 29,61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8,763 17,823
衍生金融工具 16 20,456 49,521
計息銀行借款 390,547 418,519
應付稅項 4,115 4,234

流動負債總值 1,102,962 1,050,576

流動資產淨值 745,568 792,05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66,748 1,272,918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款 131,169 146,137
已收按金及其他應付款項 3,516 2,175
遞延稅項負債 30,339 30,146

非流動負債總值 165,024 178,458

資產淨值 1,101,724 1,094,460

權益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4 1,085,474 1,086,680
儲備 16,250 7,780

權益總值 1,101,724 1,09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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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及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已經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包括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除預計於二零一七年度財務報表上的會計政策變更，本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二零

一六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會計政策的任何變更的詳情載於附註2。

本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編製年度財務報表所需之全部資料及披露，並應於適當處與本集團二零

一六年度財務報表並覽。

2. 會計政策的變更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之有關修訂，該

等修訂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 

（納入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披露其他實體權益

採納上述修訂並無對本中期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3. 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 二零一六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佣金及經紀收入 17,173 13,140

買賣證券、外匯、金銀及期貨合約之溢利淨額 29,539 23,132

來自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926 1,805

來自買賣金銀及外匯合約之利息收入 238 367

來自應收貸款及應收貿易款之利息收入 12,125 9,566

來自銀行及金融機構之利息收入 793 674

服務提供 15,717 11,281

媒體出版及金融公關服務 7,402 –

總租金收入 4,793 4,780

88,706 64,745



4

4. 除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虧損已扣除：
提供服務成本 22,823 7,417
媒體出版及金融公關服務的成本 9,746 –
折舊 792 1,013
孖展融資及信貸借款業務利息支出 2,323 1,232

5.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業務類別（產品及服務）劃分之分部管理其業務。本集團按與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本

集團最高行政管理層內部呈報資料一致之方式呈列以下八個（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七個）可報告分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收入 收入

經營業務
溢利╱
（虧損）

經營業務
溢利╱
（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紀 16,861 13,675 (16,441) (31,594)
買賣及投資 30,377 25,067 46,590 (2,589)
孖展融資及信貸借款 13,384 10,817 5,781 7,916
企業諮詢及包銷 13,854 9,631 (5,640) 6,274
資產及財富管理 1,431 256 (12,131) (1,841)
物業投資 4,793 4,780 4,366 15,482
媒體出版及金融公關服務 7,402 – (13,965) –
其他業務及企業 604 519 (6,142) (3,498)

綜合 88,706 64,745 2,418 (9,850)

本集團超過90%之收入及經營業務溢利╱（虧損）來自香港經營之業務。

6.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主要包括本集團之投資物業而作抵押的按揭貸款之利息支出。

7. 利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或在香港賺取之應課稅溢利可被稅務虧損對沖，故並無就

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於上期，香港利得稅乃按該期間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

作出撥備。於其他地方賺取之應課稅溢利乃根據本集團在經營國家現行稅率與有關之法例、規則

及詮譯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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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該期間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於該期間應佔虧損約2,963,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22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股份15,081,955,157股（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817,386,850股（經重列））普通股計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已作調整，以反映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供股。

由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對所呈列

的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具有反攤薄影響，因此對每股基本虧損金額無須作出調整。

10. 投資物業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之賬面值 440,000 397,500

按公平值調整之淨收益 – 42,500

賬面值 440,000 440,00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由瑞豐環球評估諮詢有限公司估值為440,000,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0,000,000港元）。投資物業的公平值透過參考最近期可比較物

業的銷售價格（價格以每平方呎為基準）的市場比較法釐定。投資物業在經營租賃安排下出租予第

三方。

本集團投資物業乃位於香港。該賬面值為440,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40,0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已予抵押，作為本集團獲授銀行貸款融資之抵押。

本集團投資物業詳情如下：

地點 現時用途

香港金鐘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第一座26樓 寫字樓

11.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主要為按市值列賬之香港上市股份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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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貸款

於報告期完結日，客戶應收貸款按其剩餘日期至合約到期日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還款：
即日 278,104 309,513
三個月內 1,324 132
三個月以上至一年 3,887 12,073
一年以上至五年 11,405 1,390

294,720 323,108
列作流動資產部份 (283,315) (321,718)

列作非流動資產部份 11,405 1,390

13.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付貿易款項

本集團給予之信貸期限至相關證券、外匯、金銀及商品交易之結算日期，或與合約方共同商議後
而制定。

本集團所有應收貿易款項及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均在90日之內。

14. 股本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份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5,063,853,500股（二零一六年：15,084,253,500股）普通股 1,085,474 1,086,680

本公司股本變動情況一覽如下：

已發行
股份數量 股本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15,084,253,500 1,086,680
股份購回 (20,400,000) (1,206)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15,063,853,500 1,085,474

在該期間內，本公司於聯交所以總代價1,20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購回合共
20,400,000股（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普通股。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前，該等股份被
交還以作註銷，並已被註銷。在向公司註冊處提交相關披露報表時，公司註冊處就股份購回提出
若干查詢。本公司已就此事尋求並正等待有關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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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業務合併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本集團向本公司董事、董事會主席兼主要股東吳鴻生先生所全資擁有
的Win Gain Investments Limited及Surge Fast Assets Limited分別收購Media Bonus Limited及金威時有
限公司之100%股權，現金總代價為22,329,000港元，其由現金代價20,000,000港元及按相關買賣協
議中所擬定調整代價之條款而支付之現金代價調整2,329,000港元組成，其中18,702,000港元用於收
購Media Bonus Limited，而3,627,000港元則用於收購金威時有限公司。Media Bonus Limited及其附
屬公司以及金威時有限公司均從事金融媒體業務、活動管理、市場推廣服務及其他相關業務。上
述收購與本集團致力成為獨特的「一站式服務」金融機構之使命一致，並預期可藉著有關知名媒體
平台，為現有及潛在客戶提供營銷傳播增值解決方案，與本集團金融公關（「金融公關」）業務及其
他現有業務實現協同效益。

透過此業務合併所收購之主要資產包括無形資產及應收貿易款項等。Media Bonus Limited及金威時

有限公司之可識別淨資產於收購日期之公平值合共為8,264,000港元，而就此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所確認之商譽合共為14,065,000港元。

16.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及公平值等級架構

上市股份投資之公平值基於市場報價。非上市之可供出售投資為會所債券，其公平值基於市場交

易價格。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基於市場報價計量。

公平值等級架構

下表列述本集團之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等級：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公平值計量採用

活躍市場之

報價

（第1級）

重大可觀察

輸入值

（第2級）

重大不可觀察

輸入值

（第3級）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列賬的資產：

可供出售之投資：

股份投資 33,811 – – 33,811

債券投資 – 2,138 – 2,138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 

金融資產（附註11） 489,961 – – 489,961

衍生金融工具：

槓桿性外匯合約 – 422 – 422

523,772 2,560 – 526,332

按公平值列賬的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槓桿性外匯合約 – 20,456 – 2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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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公平值計量採用

活躍市場之

報價

（第1級）

重大可觀察

輸入值

（第2級）

重大不可觀察

輸入值

（第3級）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列賬的資產：

可供出售之投資：

股份投資 24,850 – – 24,850

債券投資 – 2,208 – 2,208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 

金融資產（附註11） 414,346 – – 414,346

衍生金融工具：

槓桿性外匯合約 – 994 – 994

槓桿性金銀合約 – 25 – 25

439,196 3,227 – 442,423

按公平值列賬的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槓桿性外匯合約 – 49,521 – 49,521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加強及依賴其旗下不同業務單位，就此，本集團業

務一直進行革新，對旗下所提供之服務及業務模式實行擴張及現代化改革，並開展其

與二零一七年一月所收購之金融媒體集團的融合工作。

本集團於該期間錄得未經審核虧損3,000,000港元，相比去年同期則為未經審核虧損

14,200,000港元。虧損於該期間大幅下跌，主要原因是持作買賣之金融資產錄得買賣及

公平值淨額收益，而去年同期則為買賣及公平值淨額虧損。

經紀、買賣及投資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股市平均每日成交額達760億港元，與去年

同期之675億港元相比，上升13%。受惠於上半年本地股市交投回升所帶動，經紀業務

收入為16,900,000港元，按年增長23.4%。經紀業務經營虧損亦由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之

31,600,000港元大幅削減至該期間之16,400,000港元。此分部之虧損減少，主要基於期內

內部業務架構的重組，當中若干業務單位轉往其他分部，以反映業務發展方向及資源

調配，以及經紀收入上升所帶動。由於重組內部業務架構，經紀分部之經營成本下降，

相反資產及財富管理以及企業諮詢分部之經營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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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證券交易組合乃歸類為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其賬面值

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414,300,000港元增加至490,000,000港元。下表列出為該

證券組合之主要組成：

股票編號 股票名稱

於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之賬面值

所佔股權

百分比

於該期間

公平值收益

╱（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670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42,118 0.204 33,515
992 聯想集團有限公司 104,703 0.191 2,928
1033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65,200 0.375 (15,213)
317 中船海洋與防務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43,234 0.219 (4,038)
1618 中國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39,394 0.072 (5,909)
其他 95,312 (21,302)

總值 489,961 (10,019)

於二零一七年首六個月，香港股市有所回升，恒生指數及恒生中國企業指數分別上升

17.1%及10.3%，其表現較於二零一六年與其他主要市場的升勢相比增長相對輕微為優勝。

與去年同期之2,600,000港元虧損相比，本集團於買賣及投資分部確認收益46,600,000港

元。於該期間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為10,000,000港元，去年同期則為公平值虧損

21,800,000港元。

孖展融資及信貸借款

貸款組合總值於該期間下跌8.8%，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323,100,000港元下

跌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294,700,000港元。該期間收入為13,400,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同期則為10,800,000港元。此分部之溢利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7,900,000港元減少至該期間5,800,000港元，其主要歸因於投資者在近期市場升勢下對

部分證券組合進行孖展融資平倉，以及因香港多個上市股份於二零一六年年底及該期

間被持續拋售，導致市場對新造結構性貸款審批更為審慎，使孖展融資貸款數目下降。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恢復信貸借款業務並提供無抵押私人貸款，自此，該業務

以多元化及建立合理的回報與相應風險平衡之貸款組合為目的，錄得穩定增長。與去

年末相比，私人貸款組合總值於該期間增加超越八倍達16,600,000港元。儘管信貸業務

競爭日趨激烈，惟憑藉更多新產品上市帶動業務上揚，我們對信貸借款業務於下半年

維持升勢保持審慎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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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諮詢及包銷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香港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市場之集資額按年增長

23.1%。該期間新上市公司為72間，去年同期為40間。在首次公開發售市場強勁增長帶

動下，我們完成了一宗於主板上市之首次公開發售交易，於該交易中擔任獨家保薦人

及牽頭經辦人，並於另一宗首次公開發售交易中擔任聯席牽頭經辦人。我們亦參與數

項主要及次要市場配售活動，持續拓展我們於企業諮詢業務領域。

因此，本集團企業諮詢及包銷業務收入由去年同期的9,600,000港元增加至該期間的

13,900,000港元。為構建持續增長之投資銀行業務並為該業務營造進一步擴張之環境，

本集團已擴大投資銀行團隊以應付繁重的工作項目量、投入更多資源於業務發展及參

與協助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海外地區物色具潛力可作首次公開發售交易及併

購之機會。故此，此分部於該期間的經營成本急升，導致其經營業績由去年的溢利

6,300,000港元轉至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虧損5,600,000港元。

資產及財富管理

該期間錄得的收入為1,400,000港元，而二零一六年同期為300,000港元。該期間經營虧

損由二零一六年同期的1,800,000港元擴大至12,100,000港元。虧損增加很大程度上歸因

於上述的若干業務單位獲重新調配及於分類間轉移，以反映期內之新業務發展新方向，

致使分類經營成本上升。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資產管理部開始經營，並從投資管理及諮詢服務賺取服

務收入。受美國聯儲局多次加息之憂慮升溫及歐洲央行可能縮減其刺激方案規模之預

期上升所影響，資產管理部門認為現時並非推出南華薈萃分級固定收益基金（「固定收

入基金」）的最佳時間（原計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推出市場），並決定在環球債券市場前

景明朗化前，暫停固定收入基金的推出。此決定導致我們須調低本年度管理費收入預期。

我們正在設立一項以投資亞太不動產投資信託為主題之私募基金，預期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推出。同時，我們亦正爭取從不同機構客戶獲得多項投資委託授權，倘若簽成，將

擴大我們的投資管理及諮詢服務費收入。

香港是海外及中國內地投資之主要管道。考慮到香港保險業之強勁增長，以及隨着中

國國內的富裕人口增加帶動渴望更多財富管理產品及服務選擇需求上昇，我們部署了

更多資源於擴充及加強我們區內的財富管理平台，以爭取於日益興旺的保險業開拓更

多業務及推動基金產品銷售。截至目前為止，本集團透過開發新渠道擴充業務發展，

並拓展中國經營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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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出版及金融公關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完成收購一間從事出版《資本雜誌》系列刊物的金融媒體集團。

該項收購與本集團致力成為獨特的「一站式服務」金融機構之使命一致，而本集團其後

已開始進行業務整合，以致力從協同效應中獲益。

媒體出版及金融公關業務分部於該期間錄得收入7,400,000港元及經營虧損14,000,000港

元。該虧損包括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就收購金融媒體集團及新收購事項而分

別產生之一筆過交易成本27,000港元及200,000港元。受過往兩年經濟放緩及消費情緒

低落所拖累，香港廣告市場整體表現疲弱。當前市場環境充滿挑戰，對媒體業（尤其是

傳統印刷媒體）的發展不利。從香港政府近期公佈之經濟數據可見，現行零售環境及整

體市場預期略轉正面，本地經濟於二零一七年首兩季之表現較一年前大幅反彈。因此，

我們認為整體廣告市場已離見底回升不遠。於該期間內，該金融媒體集團專注投資於

其數碼服務及產品之研發及基礎建設，其包括近期啟動新的《資本雜誌》網站及推出新

視訊產品，以構建綜合媒體平台並獲取日益增長之數碼廣告預算。本集團亦已新成立

一隊企業服務團隊，專注發展及服務企業客戶。隨著廣告市場的改善，香港經濟重拾

升勢及新綜合全方位媒體平台的開發，我們審慎認為媒體分部之營運表現於可見將來

將有所改善。

物業投資

於該期間並無錄得任何公平值重估收益或虧損，而二零一六年同期乃錄得公平值收益

11,2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的總租金收入與去年同期錄得的4,800,000港元大致

相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從一家銀行獲取每年審視之短期融資額度及一項長期按揭貸款。股票孖展融資

業務之銀行融資以本公司孖展客戶及本集團之證券作抵押。未償還信貸融資額度由本

公司擔保。

本集團採用資本負債比率監管資金，資本負債比率為債務淨額除以資本加債務淨額。

債務淨額按計息銀行貸款減現金及銀行結餘計算。資本指權益總值。於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約為21.6%（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1%）。

本集團於該期間期結日之現金結餘為218,4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六年年結減少38.5%。

本集團擁有足夠營運資金基礎以應付其營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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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與最近期刊發之年報比較，本集團於該期間之資本架構並無重大改變。

展望

於二零一六年，本集團為資產管理與信貸借款業務擴充新業務團隊，並增強及壯大投

資銀行部之業務團隊，以進一步開拓市場及業務領域、擴闊我們的金融服務範疇。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在全球股市競賽中，香港股市一路向上並領先全球多個主要市場，

而於該期間美國及其他主要市場均紛紛升至其多年或歷史高位。

儘管紐約於上半年取代了香港成為首次公開發售中心的首位（以集資總額計算），而香

港則次於上海及深圳成為第四位，憑藉其成熟的法律及金融服務框架，香港依然是內

地企業集資之首選地點。事實上，本集團麾下投資銀行團隊已就多宗首次公開發售交

易達成協議，因此，預期下半年將有更多首次公開發售項目完成並獲批上市。

本集團資產管理部門正在籌備於二零一七年九月推出其首項以投資亞太不動產投資信

託為主題之私募基金，同時亦正爭取從不同機構客戶獲得多項投資委託授權。基於香

港作為海外及中國內地之主要投資管道之角色及香港保險業之強勁增長，我們部署了

更多資源於擴充及加強我們區內的財富管理平台，以爭取於日益興旺的保險業開拓更

多業務及推動基金產品銷售。因此，我們期望資產及財務管理業務於下半年及往後有

更佳表現。

本集團已啟動其與新收購金融媒體集團之綜合計劃，透過發揮本集團及金融媒體集團

雙方之優勢，包括善用金融媒體集團之平台，透過其雜誌出版、活動管理及市場推廣

服務，為現有及潛在客戶及業務夥伴提供增值市場推廣通訊解決方案，從而逐步發展

金融公關業務、實現本集團成為一站式金融服務供應商之願景。

為進一步提升結合金融服務與金融媒體業務的綜合平台之價值，董事已議決訂立一項

協議，以有條件地收購一間從事出版生活題材雜誌系列及相關數碼媒體資產、以及提

供創意服務及活動管理服務等業務之媒體集團（「媒體集團」）的100%權益，現金代價為

15,000,000港元，當中現金部分可按有關買賣協議所擬定之方式作出調整（「新收購事

項」）。有關新收購事項之資料可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七月

十四日之公告。藉結合本集團及根據新收購事項所購入之媒體集團的優勢，新收購事

項能創造並充分發揮（其中包括）資源共享，新增的客戶、會員及用戶群，數碼技術，

議價能力、互相轉介及整體內容等方面之協同效益，並因此能增強本集團之現有業務。

於媒體業之強勁品牌力，金融媒體業務及媒體集團業務之用戶及讀者滲透力，龐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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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基礎、客戶群及編採網絡，以及出產及篩選與整理優質內容之能力，均能透過數

據化技術及綜合數碼平台協助本集團生成大數據、開發更能滿足客戶要求之定製產品

及更精確地尋找目標客戶群。金融公關業務、金融媒體業務及媒體集團業務所提供之

服務將進一步加強及明確經擴大集團作為全面成熟的企業市場推廣及金融公關諮詢服

務供應商之定位，以及有助建立更全面、更具競爭力的服務組合。更重要的是，本集團

之長遠目標是要構建能同時為其現有業務及新業務線帶來增長機會之綜合平台，以向

其於香港及中國之終端客戶帶來全方位的增值服務；而在經擴大的業務生態中，隨著

客戶或用戶群增加，數碼化世界可營造出此一環境。於本業績公告之最後可行日期，

新收購事項正處於交易處理階段。

展望將來，本公司預期，新成立及經擴大之業務本身及與金融媒體平台結合及協同後，

將擴大本集團收入基礎及鞏固其競爭優勢，長遠將進一步提升投資者回報。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該期間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該期間，本公司於聯交所以合共1,201,100港元購買20,4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所購

回股份其後已被註銷。購回股份之詳情如下：

年╱月 購回股份數目 最高價 最低價 合共支付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七年五月 17,200,000 0.063 0.058 1,019,900

二零一七年六月 3,200,000 0.057 0.056 181,200

20,400,000 1,201,100

除上表所披露者外，於該期間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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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該期間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與最近期刊發之年報比較並無重大改變，惟董事會主席由於須

處理其他商務，故未能出席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七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

十四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及股東週年大會，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E.1.2條

之規定。

審閱財務報表

本集團於該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而審核委員會認為，該等

中期業績已遵照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承董事會命

South China Financial Holdings Limited
南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吳鴻生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1)執行董事：吳鴻生先生、張賽娥女士、吳旭茉女士
及王維新博士；及(2)獨立非執行董事：謝黃小燕女士、Hon. Raymond Arthur William 
Sears, Q.C.及董渙樟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