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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YIN WANGUO (H.K.) LIMITED
申銀萬國（香港）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8）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終業績

業績

申銀萬國（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財政年度之
比較數字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重列）

營業額 3 1,067,193,097 589,505,339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417,353 534,216
已售出買賣證券之成本 (961,544,597) (466,435,173)
員工成本 (44,000,984) (45,175,337)
折舊及攤銷費用 (8,222,684) (10,409,175)
金融服務業務之利息支出 (1,680,833) (4,893,127)
上市證券投資之未變現虧損淨額 (10,958,401) (17,825,590)
呆壞帳撥備及撇銷壞帳 (8,689,753) –
長期投資之減值撥備回撥 – 5,382,802
索償撥備 – (4,000,000)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34,057,260) (34,217,963)

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5 (1,544,062) 12,465,992

財務成本 6 (37,724) (48,576)

佔聯營公司（前為共同控權公司）之溢利 7 13,034,904 18,850,212

除稅前溢利 11,453,118 31,267,628

稅項 8 (2,397,508) (3,34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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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經常業務之溢利淨額 9,055,610 27,922,436

股息
擬派末期股息 5,307,591 10,615,183

每股盈利 9
基本 1.71仙 5.26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附註：

1. 會計政策

編製此等財政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政報
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納了會計實務準則詮釋第22項「基建設施之適用會計政策」（「會計
實務準則詮釋22」）則除外。會計實務準則詮釋22禁止使用年金法作為基建資產折舊或攤
銷之基準。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前為共同控權公司）（下文統稱「聯營公司」）及本集團在過
往年度分別就所持收費道路之折舊及因收購聯營公司產生之商譽攤銷而採用年金法。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詮釋22後，有關聯營公司將計算其收費道路折舊之會計政策由年金法更
改為以直線法按估計可用年期計算。此項會計政策變動已於聯營公司之綜合財政報表中作
出追溯往年調整。因此，本集團之財政報表已作出往年調整，以反映上述事項對本集團佔
聯營公司之溢利及稅項之影響；而本集團已作出往年調整，增加商譽成本11,173,266港元，
以反映於收購日所收購聯營公司之可明確辨認資產及負債公平值之追溯減少。

此外，為反映因佔聯營公司溢利及稅項之追溯變動而引起之未來經濟收益模式之變動，有
關商譽攤銷之會計政策由年金法更改為以直線法按25年攤銷計算。此項會計政策變動已追
溯作出往年調整。

因此，本集團在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已減少44,055,285港元，而本
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商譽已增加1,972,396港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佔聯營公司之溢利及稅項分別減少6,826,581港元及651,225港元，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股東應佔經常業務之溢利淨額已減少
7,703,403港元，而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之綜合滾存溢利已分別減少
42,082,889港元及34,379,486港元。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香港財政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以下統稱新香港財政
報告準則，一般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並無提早於截
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政報表採納此等新香港財政報告準則。本集團已
開始評估新香港財政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釐定此等新香港財政報告準則是否對其經
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按業務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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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買賣及投資控股 證券經紀及交易 證券融資及直接貸款 投資顧問服務 於綜合時抵銷 合計 合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重列）

分類營業額：

外來客戶 966,087,450 498,915,615 63,088,347 52,844,880 27,391,229 31,339,656 10,626,071 6,405,188 – – 1,067,193,097 589,505,339

各分類業務之間 – – – – 763,934 – 1,200,000 3,008,554 (1,963,934 ) (3,008,554 ) – –

合計 966,087,450 498,915,615 63,088,347 52,844,880 28,155,163 31,339,656 11,826,071 9,413,742 (1,963,934 ) (3,008,554 ) 1,067,193,097 589,505,339

分類業績 (25,675,912 ) 10,276,976 4,743,802 (17,567,747 ) 19,844,777 23,098,907 4,505,115 2,073,326 – – 3,417,782 17,881,462

未分配開支 (4,961,844 ) (5,415,470 )

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1,544,062 ) 12,465,992

財務成本 (37,724 ) (48,576 )

佔聯營公司（前為共同

控權公司）之溢利 13,034,904 18,850,212

除稅前溢利 11,453,118 31,267,628

稅項 (2,397,508 ) (3,345,192 )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之

溢利淨額 9,055,610 27,922,436

本集團之營業額按地區分類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元 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760,158,449 518,423,574
中國內地 306,867,053 70,785,370

其他 167,595 296,395

1,067,193,097 589,505,339

3. 營業額

營業額指買賣證券及期貨合約所得之銷售款項、證券融資及直接貸款之毛利息收入、佣金
及經紀佣金減回佣支出、提供服務之收費及股息收入之總額。來自以下業務之收益已包括
於營業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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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元 港元

金融服務：
買賣證券及期貨合約之銷售款項 964,008,748 497,030,571
證券融資及直接貸款之利息收入 26,390,188 28,686,059
佣金及經紀佣金收入 61,676,986 52,776,754
提供服務 12,093,479 6,283,425

1,064,169,401 584,776,809

其他：
銀行利息收入 1,001,039 2,653,598
上市證券投資股息收入 1,952,040 1,743,522
其他 70,617 331,410

3,023,696 4,728,530

營業總額 1,067,193,097 589,505,339

4. 其他收入及收益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元 港元

匯兌收益淨額 417,353 378,216
其他 – 156,000

417,353 534,216

5. 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本集團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元 港元

（重列）

折舊 4,347,034 6,533,525
商譽之攤銷 3,033,284 3,033,284
聯交及期交所買賣權之攤銷 842,366 842,366
涉及銀行貸款及透支之金融服務業務利息支出 1,680,833 4,893,127
買賣上市證券投資及期貨合約之
已變現虧損／（收益）淨額 7,041,622 (30,595,398)

出售長期投資之已變現收益淨額 (9,505,7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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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元 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37,724 48,576

7. 聯營公司（前為共同控權公司）

年內，共同控權公司成為另一法團之附屬公司。因此，本集團把這些公司之權益重新分類
為聯營公司之權益。

8. 稅項

已就年內源於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之稅率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本集團成員公
司因有結轉稅項虧損可抵銷源於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或於年內並無任何源於香港之應課稅
溢利，故此於過往年度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當時之稅率，根據有關之現行法例、詮
釋及慣例計算。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元 港元

（重列）

本集團：
本期－香港
本年度支出 367,000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8,433 (47,420)

遞延 – 184,000

385,433 136,580

佔聯營公司（前為共同控權公司）之稅項 2,012,075 3,208,612

2,397,508 3,345,192

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股東應佔經常業務之溢利淨額9,055,610港元（二零零三
年重列：27,922,436港元）及年內已發行之530,759,126股（二零零三年：530,759,126股）
普通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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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並無存在具攤薄效應之
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本年度及上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10. 比較數字

如以上附註1所闡述，若干比較數字已被重列。

股息

董事已作出建議向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二
零零四年之末期股息每股1港仙。該項建議派發之股息將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日或前
後支付，惟須待股東於本公司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包
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不會登記任何本公司股份轉讓。股東如欲
獲得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最遲必須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
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

管理層探討與分析

二零零四年市場回顧

香港經濟及市場氣氛在二零零四年已見逐步復甦，此現象實有賴香港經濟與內地關
係密切，加上到港旅遊業興旺、本地消費回升以及外界貿易蓬勃均帶動經濟增長。油
價急升及美國加息，均無礙經濟復甦；低息率、就業率上升、樓價更見穩定、內地個人
遊計劃令零售銷售額強勁增加、以及流動資金流入，均使香港受惠。此外，二零零四年
全球經濟表現強勁，美國及中國內地更擔當舉足輕重之角色。中國內地在原油、鋁及
鋼等商品價格上升帶動下，經濟顯著反彈，而中央政府為控制固定資產投資實施之宏
觀調控政策亦已見成效。

與過去兩年相比，本地消費及資本投資之表現於二零零四年並駕齊驅，帶動香港經濟
增長步伐迅速之餘，更以較廣層面之方式增長。個人消費開支上升7.3%，扭轉二零零
二年及二零零三年度之跌勢。另外，首三個季度之整體投資開支亦分別增長5.5%、
12.7%及4.9%，可見投資者對市場充滿信心。在各界經濟相互帶動下，樓市及股市均展
現良好勢頭，勞動市場亦漸趨穩定，失業率由本年初之7.3%下跌至6.7%。二零零四年，
香港經濟狀況及市場氣氛好轉，本年度之本地生產總值增加約8%，二零零三年則為
3.2%；而香港總出口值亦錄得約16%之增幅，至20,190億港元。

受惠於經濟復甦帶來之良好市場氣氛，香港股市於二零零四年伊始即開出紅盤。市場
於第二季度在中央政府採取宏觀調控政策以控制固定資產投資、美國加息、中東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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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仍以及全球石油危機之陰霾下而有所調整。香港股市全年之成交額為39,484億港
元，較去年增長55%。年底，恆生指數升至14,230點，較去年上升13%。恆生中資企業指
數（紅籌指數）於年內上升9%，而恆生中國企業指數（H股指數）則於同期下跌6%。此
外，恆生中國企業（H股）全年成交額約9,338億港元，較去年增長86%。

二零零四年，中國B股市場相對二零零三年表現參差。上海及深圳B股指數於年終分
別下跌27.9%及上升19.2%。上海及深圳證券交易所B股之平均每日成交量分別下跌
至人民幣1億490萬元及人民幣2億1,250萬元，而二零零三年則為人民幣1億1,950萬元
及人民幣2億5,630萬元。國內A股市場年內表現仍未如理想。經營溢利全面復甦，以及
持續對合資格海外機構投資者計劃之注視，仍不足以消除國內普遍負面之市場氣氛，
尤其在三月嚴格執行宏觀調控政策後，更出現對於中國經濟比率放緩之不明朗因素。
上海及深圳A股指數於年底分別下跌15.2%及16.5%。

業務回顧

整體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股東應佔溢利淨額約為9,000,000
港元，較二零零三年減少68%，而營業額則上升81%至約1,067,000,000港元（二零零三
年：590,0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減少68%至1.71港仙，而二零零三年則為5.26港
仙（重列）。

證券買賣及經紀業務

於二零零四年，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申銀萬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申銀萬國證
券」）繼續經營證券買賣及經紀業務，主要買賣恆生指數成份股、恆生中資企業指數
成份股、H股及在深圳與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B股。證券經紀業務因香港經濟復甦
步伐明顯由二零零四年首兩季伸延至下半年而有所改善。申銀萬國證券作為香港買
賣國內股票最具領導地位之證券商之一，於二零零四年下半年通過其於中國之專才
及資源，把握買賣中國相關股票意欲回升之機遇，舉辦了多個推廣活動，及時向客戶
及市場從業員推廣中國有關股票。證券經紀業務為本集團二零零四年之營業額帶來
約63,000,000港元之貢獻，而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客戶數目增長
7.59%。

證券融資業務

於二零零四年，本集團錄得之利息收入約為27,4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31,300,000
港元），跌幅為12%，其中主要原因乃孖展融資及直接貸款之平均水平下降以及利率
仍處於偏低水平。儘管二零零四年信貸需求收縮，本集團繼續審慎地向客戶提供證券
融資、密切監察有關信貸政策，並定期審核及評估個別借款人之負債水平、投資組合
及信貸記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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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融資業務

本公司之企業融資業務由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申銀萬國融資（香港）有限公司（「申
銀萬國融資」）經營。於二零零四年，申銀萬國融資積極參與中海集裝箱運輸股份有
限公司、中國網通集團（香港）有限公司及中國國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等新股發行之
包銷工作。此外，本集團亦聯同其控股股東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申銀
萬國」）就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B股進行價值逾20億港元之第二次配售。企
業顧問服務方面，申銀萬國融資獲委任為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及江蘇寧滬高速
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財務顧問，並獲委任為Sparkle China Development Limited全面
收購中大娛樂控股有限公司以及一家專門從事顯示器技術之美國公司進行之私人股
本配售之財務顧問。申銀萬國融資亦獲委任為晉利地產金融有限公司私有化之獨立
財務顧問。

證券研究業務

本集團證券研究部向證券交易及經紀業務提供有效的支援。本公司最大單一股東上
海申銀萬國為中國最具領導地位證券公司之一，在其支援下，本集團之證券研究部已
成為研究中國證券市場之專家，並定期發表有關中國證券市場研究之報告，主要包括
宏觀經濟評論、市場策略及香港、上海與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個別中國有關企業之
分析。本集團之證券研究部亦不時及因應個別情況編撰詳細之公司分析供客戶參考。
於二零零四年，上海申銀萬國合共19名投資分析員參加了本集團之交流計劃，於到訪
香港期間，體驗及熟識本地經濟及股票市場。本集團相信該交流計劃可加強與上海申
銀萬國之合作關係，並且對本集團之研究及投資銀行業務具有正面影響。

資產管理業務

本集團經過兩年多精心經營及發展，已聯同日本Aizawa Securities分別於二零零四年
五月及八月成功將Shenyin Wanguo Aizawa中國A股一號及二號基金在日本市場推
出。本集團相信，該基金為首個供日本投資者通過合資格海外機構投資者計劃只投資
於中國內資A股市場之開放式單位信託。雖然A股市場表現疲弱，惟該兩隻基金之表
現依然理想。

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已為日本及其他亞洲市場之現有及準機構客戶籌劃及發展多批
全新之A股基金及其他新產品，於二零零五年推出市場。

於二零零四年第一季末，中國政府推出收緊計劃以壓抑若干重工業之過度投資，因而
觸發第二季度恆生H股及紅籌指數出現重大調整，以及國內A股及B股指數被結構性
調低評級。進一步鞏固原油、石油化學品及煤等於香港H股指數具一定代表性之商品
之價格，加上集裝箱港口及船運等於囱生紅籌指數具一定代表性之物流及運輸業保
持強勢增長，均帶動該兩項指數於下半年顯著復甦。然而，除若干具持續增長前景之
優質公司外，本地A股及B股市場均由於其估值過高、增長勢頭減慢及欠缺透明度而
被進一步調低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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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年內，本公司之股本並無任何變動。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發行普通股合
共530,759,126股，股東應佔總權益則為652,000,000港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率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現金102,000,000港元及短期有價證券
80,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未動用之銀行信貸合共
560,000,000港元，其中200,000,000港元為毋須發出通知或完成前提條件下即可動用。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銀行貸款。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資金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及資本負債率（即借貸
與資產淨值之比率）分別為1.30及零。

本集團具備充裕財務資源進行日常營運，並有足夠財務能力把握適當投資機會。

所持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世紀城巿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世紀」)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世紀集團」）之長期應收款項總額（減撥備110,000,000港元後）為
182,77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連同世紀集團其他債權人與世紀
集團訂立重組協議，以重組世紀集團之債務。

重組程序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完成。本集團收取121,683,500股百利保控股有
限公司普通股（「百利保股份」）及2,651,472,241股世紀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無
投票權可換股可贖回優先股（「優先股」）作償還有關長期應收款項。百利保股份及優
先股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之總公平值為 179,930,000港元。因而撇銷壞帳
2,840,000港元。此外，作為重組一部份，與世紀集團之其他結餘淨值1,850,000港元同
時於年度損益帳扣除。

百利保股份及優先股分別列作短期投資及長期投資，並分別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以公平值26,800,000港元及166,300,000港元列值。

年內，本集團繼續自其持有之The New China Hong Kong Highway Limited（「NCHK」）
26.19%權益獲得穩定收入，而該公司則持有四川成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四川成
綿」）60%權益。根據合營協議之條款，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零零八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NCHK可收取四川成綿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財
政報表內之溢利淨額的60%（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前：100%）。此項投資於二
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帳面值為170,000,000港元，包括商譽58,000,000港元。

於年內並無有關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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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所擁有之聯營公司權益已按予銀行，作為短期貸款信貸之抵押品。於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動用該筆貸款信貸。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已悉數償還原以本集團土地及樓宇
作抵押之長期銀行貸款。

風險管理

本集團對批核客戶交易及信貸限額之審核、定期檢討所授信貸、監察信貸風險及跟進
逾期債務之相關信貸風險等方面實施適當之信貸管理政策。有關政策會定時進行檢
討及更新。

管理層緊密注視市場情況，以便作出預防措施，減除集團可能會面對之風險。於二零
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有給予客戶之總墊款為孖展融資，而總值為157,000,000港
元（二零零三年：284,000,000港元），其中24%（二零零三年：7%）借款人為企業，其餘
則為個人。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相關對沖機制

本集團因進行境外股票交易而承擔匯率波動風險。該等交易乃代表本集團之客戶進
行，僅佔本集團營業額之一小部份。該等境外交易大部份以美元結帳，而由於美元與
港元之間訂有聯繫匯率制度，本集團之外匯風險甚低，毋須進行對沖。匯兌收益及／
或虧損均計入損益帳。本集團會密切留意其外匯風險狀況，當有需要時會採取必要之
措施。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除「未來計劃及前景」一段所披露之未來計劃外，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並無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其他未來計劃。

僱員及培訓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職僱員總數為129人。年內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袍
金）合共約為44,000,000港元。

本集團致力為僱員提供專業培訓。本集團為符合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有關規
定，已於二零零四年九月為所有持牌僱員舉辦一次持續專業培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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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及前景

香港是一開放性經濟體系，世界經濟的變動趨勢對香港經濟有著很大影響。首先是美
國及亞太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將影響香港經濟的增長。其次是內地經濟的持續發展
及在香港落實更緊密經濟合作協定，將促進香港經濟的增長。總體來說，本集團預計
二零零五年香港經濟將保持復甦之動力。

鑑於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越來越密切。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將有助於香港資本市場
的活躍。本集團預期內地大型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在二零零五年將會在本港進行大
規模的上市集資活動。這些大規模上市集資活動使香港經濟和香港資本市場受益。

本集團將繼續積極爭取每個商機，力注為中國企業提供財務顧問及集資服務；在加強
本集團傳統證券經紀業務的同時，並同時維持高水平流動資金，把握有關香港及中國
市場可能隨時出現的商機，以擴大本集團的市場佔有率。此外，本集團將繼續招攬銷
售專才，應付日益激烈的業界競爭。本集團將嚴格遵從香港法律和香港金融監管當局
的有關規則，並同時將繼續審慎地加強管理風險。

最後，本人及董事會全體成員，藉此機會向全體員工在過去的一年作出的貢獻及努力
不懈致以衷心感激，並感謝各股東及客戶過往一年之信賴及支持。

購買、贖回及出售上市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回顧年度內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股
份。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假座香港中環畢打街
11號置地廣場告羅士打大廈43樓香港銀行家會所龍房舉行二零零五年度股東週年大
會。股東週年大會之詳情，請參閱預期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或前後刊發之股東
週年大會通告。

最佳應用守則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年報涵蓋之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整個會計期間
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守
則」），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守則第7段之規定有指定委任期，惟須根據本公
司組織章程細則之規定輪流告退。

該守則已被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替代。本公司將根
據適用監管要求就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情況在適當時作出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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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由馮國榮先生、陸文清先生、李萬全先生、郭純先生、應年康先生、張平沼先生、
曲滋海先生、吳永鏗先生、郭琳廣先生及卓福民先生組成。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馮國榮

香港，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

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第45(1)至45(3)段規定之所有資
料之詳盡業績公佈，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com.hk)登載。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