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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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不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NM HOLDINGS LIMITED 

安 寧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28） 

 

 

截 至 二 零 一 六 年 六 月 三 十 日 止 六 個 月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安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六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

連同二零一五年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數字。 

 

本公佈下文所載之財務資料乃從截至二零一六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中摘錄。該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經審核，惟經本公司外聘核數師中瑞岳華（香港）

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 號「實體的獨立核數師對中期財務資料之審閱」進行審閱，其未經修訂之審閱報

告將刊載於即將寄發予股東之中期報告內。此外，截至二零一六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亦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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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零一六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附註 二零一六年  二零一五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87,507  111,266 

銷售成本  (34,111)  (53,926) 

     
毛利  53,396  57,340 

其他收入  1,265  1,464 

銷售及分銷費用  (41,104)  (54,834) 

行政費用  (39,717)  (40,388) 

折舊及攤銷  (2,548)  (6,016) 

其他經營收益淨額  3,332  8,665 

     
經營虧損  (25,376)  (33,769) 

     
投資物業公允值收益／(虧損）  (1,100)  2,400 

渡假中心及俱樂部物業之重估虧絀撥回／(虧絀）  (548)  1,273 

融資成本  5 (249)  (280) 

應佔一間聯營公司溢利／(虧損）  1,005  (488) 

     
除稅前虧損  (26,268)  (30,864) 

     
所得稅開支 6 -   -  

     
期內虧損 7 (26,268)  (30,864) 

     
可分配於：      

 本公司持有人   (26,202)  (30,686) 

非控股股東權益  (66)  (178) 

     
  (26,268)  (30,864)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虧損     

 一基本 8(a) (1.59 仙)  (1.86 仙) 

     
 一攤薄 8(b)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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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零一六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六年  二零一五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26,268)  (30,864) 

     

其他全面虧損：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591  (85) 

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之公允值變動  (30,169)  (33,025) 

可供出售之債務投資之公允值變動   2,710  2,890 

出售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時重新分類重估儲備 

 至損益中 

  

(21,060) 

  

- 

出售可供出售之債務投資時重新分類重估儲備 

 至損益中 

  

(64) 

  

320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後淨額  (47,992)  (29,900)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74,260)  (60,764) 

     

可分配於：      

 本公司持有人   (74,180)  (60,590) 

 非控股股東權益   (80)  (174) 

     

  (74,260)  (6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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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二零一六年六月三十日 
 

  

 

附註 

 

二零一六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五年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流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76,445  78,641 

投資物業   35,200  36,300 

無形資產  1,169  1,211 

於一間聯營公司之權益   17,033  15,297 

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   44,610  101,658 

可供出售之債務投資－應收票據  140,546  132,459 

     
非流動資產總額  315,003  365,566 

     
流動資產      

存貨   45,833  49,421 

應收賬款 10 856  2,02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9,567  40,653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金融資產 11 214,957  251,967 

可供出售之債務投資－應收票據  7,886  3,989 

已抵押銀行存款  11,000  11,000 

定期存款  343,545  358,670 

現金及銀行結餘   73,123  41,582 

     
流動資產總額  726,767  759,304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21,274  28,814 

附息銀行借款   8,066  8,949 

債券之即期部份  784  716 

     
流動負債總額  30,124  38,479 

     

流動資產淨值   696,643  720,825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1,011,646  1,08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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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狀況表 (續) 

二零一六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六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五年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1,011,646  1,086,391 

     

非流動負債      

債券   662  1,144 

遞延收入   3  6 

     

非流動負債總額  665  1,150 

     

資產淨值   1,010,981  1,085,241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206,706  1,206,706 

累計虧損  (1,043,828)  (1,017,626) 

其他儲備   848,391  896,369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1,011,269  1,085,449 

非控股股東權益  (288)  (208) 

     

權益總額  1,010,981  1,08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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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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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

露規定編製而成。 

 

該等截至二零一六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作

為比較資料之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屬於本公

司該年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資料數據來自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香港

法例第 622 章《公司條例》第 436 條規定而披露關於該等法定財務報表的進一步

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香港法例第 622 章《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之規定將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送呈公司註冊處。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提交報告。報告中核數師並無保留意見，

亦無提述任何其在無提出保留意見下強調須予注意的事項，也沒有任何根據香港

法例第 622 章《公司條例》第 406(2)、407(2)或(3)條的述明。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二零一五年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該等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採納所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其業務相關且於二零

一六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

影響。 



 

7 

3. 分類資料 
   

批發及零售 

時裝及飾物 

  

經營渡假中心

及俱樂部 

  

投資及 

財務管理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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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六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來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71,286  7,410  8,811  87,507 

         
 分類溢利／(虧損）  (19,378)  (4,538)  1,000  (22,916) 

         
 於二零一六年六月三十日：         

         
 分類資產 85,799  76,271  862,667  1,024,737 

         

 分類負債 (15,627)  (3,801)  (3,295)  (22,723)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7,033  -  -  17,033 

         

 截至二零一五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來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94,793  6,538  9,935  111,266 

         
 分類溢利／(虧損） (32,827)  (4,177)  5,122  (31,882) 

         
 於二零一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類資產，經審核 93,546  78,583  937,444  1,109,573 

         

 分類負債，經審核 (23,543)  (4,385)  (2,752)  (30,680)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經審核 15,297  -  -  15,297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六年  二零一五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呈報分類溢利或虧損之對賬：    

     
 呈報分類之溢利或虧損總額 (22,916)  (31,882) 

 未分配公司行政開支 (2,460)  (1,88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005  (488) 

 投資物業公允值收益／(虧損) (1,100)  2,400 

 渡假中心及俱樂部物業之重估虧絀撥回／(虧絀) (548)  1,273 

 融資成本 (249)  (280) 

     
 期內之綜合虧損 (26,268)  (3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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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批發及零售時裝及飾物、經營渡假中心及俱樂部，以及投資

及財務管理。本集團按經營業務劃分之收入之分析如下：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六年  二零一五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批發及零售時裝及飾物 71,286  94,793 

 渡假中心及俱樂部業務 7,410  6,538 

 上市股本投資所得股息收入 2,174  1,353 

 非上市基金投資所得股息收入 84  105 

 可供出售股本投資所得股息收入  377  638 

 利息收入 6,176  7,839 

     

  87,507  111,266 

 

5. 融資成本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六年  二零一五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行貸款及透支之利息  244  275 

 債券之累增利息  5  5 

     
  249  280 

 

6.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於香港及其經營所在其他國家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利，或承前之稅

務虧損足以抵銷期間產生之應課稅溢利，故截至二零一六年及二零一五年六月三

十日止六個月兩個期間毋須就香港利得稅及海外所得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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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虧損 

 

本集團之期內虧損經扣除／（計入）下列各項︰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六年  二零一五年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存貨成本^ 34,068  53,871 

 折舊 2,506  5,974 

 無形資產之攤銷 42  42 

 外幣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447  (4,686)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之虧損／ 

 (收益)淨額*： 

   

  持有作買賣    

   利息收入 (641)  (1,719) 

   公允值虧損淨額 4,786  2,539 

   出售虧損／(收益)淨額 671  (940) 

  4,816  (120) 

  於首次確認入賬時，指定以公允值列賬    

   公允值虧損／(收益) 11,384  (5,002) 

 出售可供出售之債務投資之虧損* 157  1,153 

 出售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之收益* (19,103)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11  (10) 

 應計應付款項之撥回* (1,044)  - 

 投資物業之公允值虧損／(收益) 1,100  (2,400) 

 存貨撥備 4,793  12,307 

 

^ 銷售存貨成本已計入存貨撥備 4,793,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六月三十日：12,307,000 港元）。 

 

* 該等金額已計入「其他經營收益淨額」一項。 

 

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26,202,000港元（二零一

五年六月三十日︰30,686,000港元）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50,658,676股（二零一五年六月三十日：1,650,658,676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一六年及二零一五年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兩個期

間並無任何具攤薄潛力普通股，故並無呈列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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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董事並不建議就截至二零一六年及二零一五年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兩個期間向

股東派發任何中期股息。 

 

10. 應收賬款 

 

本集團與其貿易客戶維持一套既定信貸政策，按業務給予不同信貸期。在給予個

別信貸期時，會按個別基準考慮客戶之財務能力及與其之經商年期。管理層定期

審閱逾期賬款。 

 

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計算，並已扣除減值）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六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五年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之內 791  1,553 

 二至三個月 65  123 

 三個月以上 -  346 

     

  856  2,022 

 

11.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金融資產  

   

二零一六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五年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上市投資，按公允值：    

  香港 183,079  207,886 

  香港以外 2,535  17,300 

     

  上市投資之市值 185,614  225,186 

     
 非上市投資，按公允值：    

  其他 29,343  26,781 

     

  214,957  25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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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於二零一六年六月三十日之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中包括應付賬款及

應付票據3,406,000港元（二零一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7,000,000港元）。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六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五年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之內 2,220  4,767 

 二至三個月 1,057  2,027 

 三個月以上 129  206 

     

  3,406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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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面臨挑戰。本集團的時裝零售業務仍然蒙受經營虧損，因

為香港及中國高端奢侈品零售市場客戶的消費水平均下降。隨著中國的所有詩韻及帝奇

諾店舖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關閉，本集團在中國的時裝零售業務的經營虧損大幅減少。 

 

全球金融市場在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的波動走勢，亦對本集團的金融工具投資有相當的負

面影響。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東應佔淨虧損為26,202,000港元，而二零一五

年同期則為淨虧損30,686,000港元。淨虧損主要來自時裝零售業務虧損19,378,000港元（二

零一五年：32,827,000港元）及俱樂部業務虧損4,53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4,177,000港

元）。股東應佔淨虧損減少主要是由於時裝零售業務（不包括應佔聯營公司業績）的經

營虧損下降13,449,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關閉中國業務所致。然而，該減少部分被(i)

投資及財務管理分類的貢獻下降4,122,000港元及(ii)本集團投資物業重估的公允值虧損

1,100,000港元（而二零一五年同期則為公允值收益2,400,000港元）所部份抵銷。 

 

本集團收入主要來自香港的時裝零售業務。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

團錄得綜合收入87,507,000港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的111,266,000港元減少21%。該減少

主要是由於時裝零售業務收入下滑。消費市場持續疲弱，依舊對時裝零售市場造成下行

壓力。本集團毛利減少7%至53,39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57,340,000港元）。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毛利率為61%，而二零一五年同期則為52%。二零一

五年中期錄得較低毛利率，主要因預期結束中國的時裝零售業務，而計提額外存貨撥備

所致。 

 

本集團其他收入主要包括(i)本集團來自香港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及(ii)自聯營公司收取

的管理費。其他收入減少14%至1,265,000港元（二零一五年：1,464,000港元），主要是

由於向聯營公司提供管理服務產生的收入減少所致。 

 

本集團銷售及分銷費用下降25%至41,104,000港元（二零一五年：54,834,000港元），而

折舊及攤銷費用減少58%至2,54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6,016,000港元）。減少主要是

由於關閉香港及中國表現欠佳店舖所致。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行政費用略降2%至39,717,000港元（二零

一五年：40,38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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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其他經營收益淨額」主要包括金融工具投資的變現及未變現公允值收益╱（虧

損）、應計應付款項撥回及匯兌收益╱（虧損）。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其他經營收益淨額」減少主要是由於匯兌虧損447,000港元所致，而二零一五年同期則

為匯兌收益4,686,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佔聯營公司溢利為1,005,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虧損488,000港元），乃指應佔與Brunello Cucinelli SpA的合營公司業務的業績。轉虧

為盈主要是由於毛利率上升，此乃由於實施嚴格的價格控制指引及於續一間店舖的新租

約時成功商議減租所致。 

 

業務回顧 

 

時裝零售 

 

詩韻香港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體營業額錄得20%跌幅至69,729,000港元（二零

一五年：87,588,000港元）。營業額減少乃由於宏觀經濟環境不明朗及形勢嚴峻，導致

本地經濟增長放緩。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毛利率微降1%至54%，乃由

於為過往季度存貨計提的撥備增加。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虧損為

16,29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虧損15,901,000港元）。 

 

由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來自中國內地入境旅客數字持續下滑，整體奢侈品零售消費顯著

減少。 

 

鑒於二零一六年前景不明朗，我們已採取緊縮措施削減整體員工開支及營運成本。通過

控制行政及零售人員數量，整體員工成本大幅降低。結束三間表現欠佳的店舖已削減員

工及營運開支。我們亦對行政及營運程序進行檢討，以改善生產力及效率。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香港黃金購物區的商場的租金水平相對收入依然高企，但黃金購

物區的臨街店舖租金劇降。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我們進行店舖遷址及裝修以及開設新店，已落實「詩韻」店的遷

址及裝修以及開設「詩韻outlet」。另外，我們不斷發掘具潛力的新銷售點，以增設店

鋪數量。 

 

二零一六年仍然充滿挑戰，國際政治、社會及經濟局勢變幻莫測。預計二零一六年下半

年香港整體零售仍有向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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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詩韻香港將繼續專注於達致收支平衡，並盡量提高經營效率及生

產力。我們將繼續與業主磋商有利之租賃條款及理想之售點，倘上述事項成功落實，將

於年末業績內反映。 

 

我們亦將繼續進行檢討及縮減現有品牌組合的策略行動，以改善生產力及盈利能力，同

時開發新品牌以營造更高貴及奢華形象。 

 

詩韻中國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關閉位於北京金寶匯的最後一間店鋪。鑒於結束中國的業務，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下跌4,375,000港元至1,367,000港元。於本期間所計

提存貨撥備銳減令致經營虧損減少。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虧損為

1,599,000港元（二零一五年：虧損15,124,000港元）。 

 

帝奇諾 

 

於報告期間，最後一間北京店結業。由於該店舖關閉，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銷售及經營虧損分別錄得190,000港元及1,482,000港元。 

 

Brunello Cucinelli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與Brunello Cucinelli SpA的合營公司業績雖與預期稍有落

差，然而，情況未及許多其他國際時裝品牌般嚴峻。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對本集團的貢獻為1,005,000港元，而二零一五年同期為虧損488,000港元。之前獲得的

租金大幅減少亦帶來整體盈利能力上升。 

 

經營渡假中心及俱樂部 

 

顯達鄉村俱樂部（「顯達」） 

 

顯達為香港最早期成立的私人俱樂部之一，位於荃灣，面積合共超過400,000平方呎，為

會員提供休閒及戶外活動、舉行會議、晚宴及住宿設施。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顯達的銷售總額由二零一五年同期的6,538,000港

元增加13%至7,410,000港元。增加主要是由於公司會員的活動開展業務改善。然而，期

內顯達的經營虧損增加8.6%至4,53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虧損4,177,000港元），主要

是由於法定最低工資提高對新員工及臨時工招募產生影響。 

 

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顯達管理層將集中於公司會員的活動開展業務及個別會員訂製的

推廣項目以提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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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投資 

 

除時裝零售與渡假中心及俱樂部業務外，本集團在金融工具上進行多元化投資，包括按

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及可供出售之債務投資。於二零一

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金融工具投資組合的賬面總值為407,999,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90,07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金融工具

投資合共向本集團帶來收益（未計一般及行政費用）為9,575,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9,744,000港元）。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金融資產及可供出售之債務投資 

 

本集團現有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主要包括上市股票、基金及非美元債券投

資。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投資組合的賬面

總值為214,95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1,967,000港元）。於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其中主要兩間上市股票為培力控股有限公司（「培力」）及中華汽車有

限公司，佔此類別賬面總值約70%。本集團投資培力為首次公開發售前投資，培力於二

零一五年七月成功上市後本集團將此投資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而現為可供買賣投資。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中之金融資產錄得淨虧損

13,943,000港元（二零一五年：淨收益6,580,000港元）。投資回報減少主要是由於培力股

價大幅下跌，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收市價較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八日首次公開發售的

上市價下跌近46%。 

 

可供出售之債務投資主要包括上市之美元債券投資以加強回報率。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可供出售之債務投資貢獻淨收益4,03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淨收益

2,526,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賬面值為148,43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36,448,000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黑天鵝事件繼續影響全球金融市場。由於全球經濟低迷及商品價

格下跌，恒生指數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及二零一六年二月初大幅下挫。中國A股市場無利

好消息。全球金融市場在二零一六年六月底英國退歐公投前後愈加動盪不安。面對這些

不利因素，本集團採取了更審慎投資策略，減少股本市場投資，維持較高比例於債券投

資，以此降低投資風險及保證穩定收入。 

 

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  

 

本集團可供出售之股本投資指於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健亞」）的權益。健亞

為一家綜合性特色藥廠，其業務範圍主要為開發新藥物、製藥，以及在台灣與區內市場

進行藥物推廣及分銷。健亞於台灣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股份代號：

4130）掛牌上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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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逐步出售其健亞股權以變現投資收益。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合共2,270,000股健亞股份（佔健亞已發行全部股份的2.25%）已售出，變現溢利

19,103,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健亞4.08%股權。 

 
重大之投資收購與出售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進行重大之投資收購與出售。 

 

流動資金及財務狀況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穩健，持有現金及非抵押存款416,668,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0,252,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借

貸總額為9,51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809,000港元），其中8,850,000

港元須於一年內到期償還（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665,000港元）。於中期結算

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借貸總額與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之比率）為0.9%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流動比率為24.1倍（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7倍）。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及銀行結餘主要以港元及美元為單位，而匯兌

差額已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反映。本集團之所有借貸均為以浮息計算。顯達

之所有俱樂部債券均免息。 

 

本集團之進口採購主要以歐元、日元及美元結算。本集團會不時審閱其外匯狀況及市場

情況，以決定是否需要進行任何對沖。 

 

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抵押其定期存款 11,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11,000,000 港元），作為取得金額達 31,000,000 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1,000,000 港元）之一般銀行融資之抵押。 

 

財政期間後重大事件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期間結束後，並無發生影響本集團的重大事件。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零一六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

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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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惟以下情況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有區分，並不應

由一人同時兼任。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之期間，主席及行

政總裁職位懸空；而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由當時三名執行董事蔣耀強先生、梁煒才先

生及楊永東先生所履行。董事會相信透過全體董事會及董事委員會成員的監督已保證權

力及授權平衡。自二零一六年三月二十三日起，執行董事梁煒才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

署理行政總裁。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至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舉行的股東

週年大會（「二零一六年股東週年大會」）結束之期間，主席之職務由當時兩名執行董

事蔣耀強先生及楊永東先生所履行。自蔣耀強先生於二零一六年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退

任董事，主席之職務由執行董事楊永東先生所履行。董事會將不時檢討架構，以確保在

適當時候作出合適安排。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梁煒才先生（署理行政總裁）及楊永東先生；而獨立非執行

董事則為陳正博士、張建榮先生、李僑生先生及黃之強先生。 

 

 

 

 

承董事會命 

安寧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署理行政總裁 

梁煒才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