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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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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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同
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59,809 100,196

其他收益 478 75
已售出買賣證券之成本 (49,214) (63,062)
僱員福利支出 (31,331) (20,138)
折舊及攤銷費用 (1,972) (1,179)
金融服務業務之利息支出 (152) (10)
上市證券投資經損益
按公平值列帳之公平價值虧損 (2,820) (3,247)

非上市金融工具投資經損益
按公平值列帳之公平價值虧損 (9,808) –

應收帳款及貸款及墊款之減值撥回 – 3,200
其他開支淨額 (21,055) (15,798)
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8,694 5,840

除稅前溢利 4 52,629 5,877

稅項 5 (2,400)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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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 50,229 5,224

中期股息 6 10,615 –

每股盈利 7
基本 9.46仙 0.98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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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5 9,855
預付土地租賃款 1,502 1,522
聯交及期交所買賣權 4,212 4,212
其他資產 8,177 6,511
聯營公司之權益 104,207 102,936
商譽 57,632 57,632
金融工具 8 205,471 207,412

總非流動資產 392,156 390,080

流動資產
經損益按公平價值列帳之股本投資 11,921 39,887
應收帳款 9 183,066 118,935
貸款及墊款 241,070 133,847
可退回稅項 319 1,123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8,126 7,051
代客戶持有之銀行結存 636,319 503,25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3,411 114,015

總流動資產 1,174,232 918,112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 10 777,270 600,780
應繳稅項 1,628 9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3,084 17,502

總流動負債 811,982 61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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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淨值 362,250 299,739

資產淨值 754,406 689,819

權益
已發行股本 265,380 265,380
儲備 478,411 419,131
擬派／宣派股息 10,615 5,308

權益總額 754,406 689,819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及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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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
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
以下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
之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公平值期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 財務擔保合約

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中期財務報表之計算方法並
無重大影響。

2.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按業務分類劃分，業務分類之詳情如下︰

(a) 證券買賣及投資控股

(b) 證券經紀及交易

(c) 證券融資及直接貸款

(d) 投資顧問服務

本集團各分類業務間之銷售及轉讓乃根據與第三者同類交易之條款及條件按當時市價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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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本集團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按業務分類之未經審核收入及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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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銷 合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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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外來客戶 80,425 65,747 38,604 19,910 21,185 11,479 19,595 3,060 – – 159,809 100,196
各分類業務之間 – – – – 145 285 1,332 1,330 (1,477 ) (1,615 ) – –

合計 80,425 65,747 38,604 19,910 21,330 11,764 20,927 4,390 (1,477 ) (1,615 ) 159,809 100,196

分類業績 11,049 (5,296 ) 3,474 (6,895 ) 16,390 11,944 13,008 920 – – 43,921 673

未分配開支 14 (636 )

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8,694 5,840

除稅前溢利 52,629 5,877

稅項 (2,400 ) (653 )

期間溢利 50,229 5,224

3. 收入

收入（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指買賣證券及期貨合約所得之銷售款項、毛利息收入、佣金及
經紀佣金減回佣支出、提供服務之收入及股息收入之總額。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服務︰
買賣證券及期貨合約之銷售款項 79,692 65,338
證券融資及直接貸款之利息收入 16,437 8,204
佣金及經紀佣金收入 38,583 19,877
提供服務之收入 19,595 3,060

154,307 96,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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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銀行利息收入 4,748 3,275
上市證券投資股息收入 695 394
其他 59 48

5,502 3,717

159,809 100,196

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買賣上市證券投資及期貨合約之已變現收益淨額 (6,035) (2,276)
售賣可供出售投資之已變現收益淨額 (24,443) –

5. 稅項

已就期內源於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二零零五年：17.5%）之稅率作出香港利得
稅撥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香港
本期間支出 2,400 159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 494

2,400 653

6.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二零零五年：無） 10,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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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未經審核溢利50,229,296港元（二零零五年：5,223,703港
元）及期內已發行之530,759,126股（二零零五年：530,759,126股）普通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並無存在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此等期間之
每股攤薄盈利。

8. 金融工具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投資︰
於香港之上市股本投資，按公平價值 26,653 18,786
於香港之非上市股本投資，按公平價值 236,777 236,777
非上市會所債券，按公平價值 2,470 2,470

265,900 258,033
非上市股本投資之附帶內在衍生工具，
按公平價值 (60,429) (50,621)

205,471 207,412

9. 應收帳款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帳款 206,873 142,742
減︰減值 (23,807) (23,807)

183,066 11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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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帳款之帳齡分析如下︰

即期至30日 172,439 112,909
31至60日 8,574 2,173
61至90日 944 2,896
超過90日 24,916 24,764

206,873 142,742

除本集團同意給予信貸期外，應收帳款乃於各證券及商品交易結算日到期。

於結算日之應收帳款結存中包括本公司主要實益股東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萬
證券股份」）所結欠之應收經紀帳款8,063,278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95,299
港元），乃因證券買賣交易而產生。該結存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有關交易之結算當日支付。

10. 應付帳款

應付帳款之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30日 777,270 600,780

於結算日之應付帳款結欠中包括欠本公司主要實益股東申萬證券股份之應付經紀帳款
127,432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104,695港元），乃因證券買賣交易而產生。該
結欠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有關交易之結算當日支付。

於結算日之應付帳款結欠中包括代另一主要實益股東申銀萬國香港（集團）有限公司（「申
萬香港集團」）持有之獨立客戶款項 19,959,236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2,242,658港元），乃源於證券買賣交易。該結欠為無抵押、按銀行存款儲蓄年利率計息及
須於要求時支付。

11. 帳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
（二零零五年：無）予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有關股
息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或前後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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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二）至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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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如欲獲得派發中期股息，最遲必須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下午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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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為香港金鐘皇后大道東一號太古廣場三座二十五樓。

管理層探討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本年度上半年錄得未經審核股東應佔溢利淨額5,023萬港元（二零零五年：
522萬港元），較二零零五年上升862%，而本集團之營業額則較去年同期上升約5,900
萬港元至1億5,900萬港元（二零零五年：1億港元）。

本集團繼續專注證券經紀業務，主要買賣在香港聯交所上市之證券以及在上海與深
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之B股。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證券經紀業務為本
集團帶來3,800萬港元之營業額，而客戶數目則增加約17%。

二零零六年上半年，集資活動方面，以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為核心，投資者認
購新股熱情依然強勁。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申銀萬國融資（香港）有限公司分別參
與了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連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集優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等大
型H股之首次公開招股活動，以及冠君產業信託、金鷹商貿集團有限公司等新股發行。
此外，申銀萬國融資（香港）有限公司亦出任多家上市公司之財務顧問，包括上海棟
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及位元堂藥業控股有限公司等。

於二零零六年第一季，全球過多流動資金紛紛湧入中國等新興市場，加上能源及商品
價格高企，而且大部分離岸上市之中國股票（非A股及B股）亦屬於以商品為基礎之企
業，令離岸上市之中國股票表現勢如破竹。隨著中國非流通股票改革成效漸見，激勵
了管理層盡量提高股東價值，帶來收購合併之可能性，使內地上市A股表現終於第二
季迎頭趕上。因此，由本集團管理之基金及獨立投資組合全部表現理想。

有見及此，本集團二零零六年下半年之業務發展重心，將會集中進一步開發現有市場，
物色更多新機構客戶，同時開發對於投資中國所需專業知識需求殷切之新市場。

市場回顧

香港經濟於二零零六年繼續穩步增長。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實際較去年同期增長
5.2%，居民消費開支和固定資產形成總額分別比去年同期增長5.0%和4.3%。二零零六
年上半年香港商品整體出口貨量上升10.2%，商品進口貨量上升10.1%。據統計，二零
零六年四月至六月失業率維持在5.0%水平，較去年的6%再下降一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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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於整體經濟持續回升，香港證券市場成交活躍，今年1至6月聯交所每日平均成交
金額達322億港元，比上一年每日平均成交金額增加77%。中國銀行募資876億港元，
並於6月1日在聯交所成功上市，刷新了聯交所公開招股規模最大的歷史記錄。今年1
至6月香港證券市場IPO融資達1,120億港元，推動聯交所上市證券總市值超過10萬億
港元。

在今年上半年本集團通過調整業務戰略，充分發揮熟悉中國內地市場的優勢，大力開
發機構客戶和本地零售市場，其業務進展令人滿意。本集團進一步加強與母公司在研
究領域的合作，繼續針對客戶投資紅籌國企提供專業諮詢指導，提高服務水準。本集
團亦繼續致力於推薦中國內地企業來港上市以及為已上市國企提供各種諮詢服務，
有關業務均取得良好進展。

B股買賣於本年首六個月漸見活躍，惟新股發行仍然暫停。期內上海及深圳證券交易
所之B股指數分別高見（及低見）101.4(62.9)點及324.1(199.2)點。上海證券交易所B股
平均每日成交額由去年同期之人民幣8,020萬元增至人民幣2億2,060萬元，而深圳證
券交易所B股平均每日成交額則由去年同期之人民幣2億330萬元升至人民幣2億9,950
萬元。

展望

今年上半年中國內地GDP增長率達到10.3%，對香港經濟的擴張構成有力的支撐。可
以預計，中國內地經濟持續發展和政策支援，將繼續為未來香港經濟的增長提供新的
動力。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業務展望調查發現，38%的受訪者預期今年第3季的業務狀
況較第2季為佳，而預期較差的受訪者只有6%；所有受訪者均預期第3季的業務或產
量較第2季上升。

中國內地QDII政策的逐步落實、人民幣的升值預期等因素對香港市場的推動作用有
望在下半年逐步顯現。即將上市的中國工商銀行等大型國企的融資活動亦將會把香
港證券市場的總市值進一步推高。香港證券市場交投有望在下半年繼續活躍。

然而，應當看到，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導向、美國聯邦儲備局的利率政策、商品價
格波動、原油價格維持高企及地區衝突等因素，有可能對下半年香港證券市場的走勢
產生不利影響。

在此情況下，集團將在自營股票買賣、向客戶提供孖展融資，以及拓展業務方面採取
穩健經營方針，並審慎控制成本。同時，本集團將繼續積極爭取為中國內地企業提供
財務顧問及把握集資服務商機，在加強傳統證券經紀業務之同時，維持高水平之流動
資金，以把握隨時出現之商機。此外，本集團將與母公司申萬證券股份緊密協作，在多
方面共同發揮市場推廣優勢，力求在壯大本集團與母公司現有之機構經紀業務的同
時，建立全新之機構經紀業務。本集團將繼續招攬銷售專才，藉以於日後業界日益劇
烈之競爭中維持市場佔有率及實現營運收入之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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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期內，本公司之股本並無任何變動。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普通股合共
530,759,126股，股東應佔權益總額則為7億5,400萬港元。

流動資金、資本負債率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9,340萬港元及短期有價證券1,190萬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未動用銀行信貸總額為5億1,500萬港元，其中
1億港元為無須發出通知或完成先決條件下即可動用。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沒有借貸，流動資金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
之比率）為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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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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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公司持有四川成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四川成綿」）
60%權益。按照合營協議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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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得四川成綿的溢利淨額之60%，該溢利淨額乃取自四川成綿之財
務報表。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聯營公司權益之帳面值約為1億420萬港元。

於結算日，本集團持有世紀城市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世紀」）2,651,472,241股無投票
權可換股可贖回優先股（「優先股」）。該等優先股可按一股優先股兌換一股世紀普通
股之基準轉換成已繳足之世紀普通股。自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分階段直至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優先股可轉換成已繳足世紀普通股。世紀有權按每股優先股
0.15港元之價格贖回全部或部份優先股。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優先股按公平值
約為1億7,630萬港元列帳。

於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

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所擁有之聯營公司權益已按予銀行，作為備用短期貸款信貸之抵押品。於二零
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動用該筆備用貸款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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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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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緊密注視市場情況，以便作出預防措施，減低本集團可能會面對之任何風險。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給予客戶之墊款包括直接貸款為3萬港元（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3萬港元）及孖展融資約為2億5,421萬港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億4,699萬港元）。全部直接貸款均借予個人。孖展融資方面，其中10%（二零零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借予企業，其餘則借予個人。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對沖機制

本集團因進行境外股票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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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進行對沖。匯兌收益
及／或虧損均計入收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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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除「展望」一段所披露之未來計劃外，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投資
或資本資產之其他未來計劃。

僱員及培訓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全職僱員總數為122人。期內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袍金）
合共約為3,096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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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二零零六年九月為所有持牌僱員舉辦一次持續專業培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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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集團繼續致力推行高水準企業管治，並相信此乃發展本集團業務及保障本公司股
東利益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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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述之偏離行為外，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會計期內，已遵
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中的全部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A 4.1列明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守則條文A 4.2列明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之董事，應在他接受委任後的首次
股東大會上退任及接受股東重選。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
最少每三年一次。

在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已通過一項特別決議案，修訂本公
司相關的組織章程細則，使每名在年內獲委任的董事須在下一次股東大會上退任；而
每名董事亦須最少每三年退任一次。

自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開始，本公司已完全遵從守則條文A 4.1及A 4.2。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操守守則。根據董事回覆
本公司之特定查詢，所有董事於中期報告涵蓋之會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
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笫3.21條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
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於聯交所網址刊登業績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第46(1)至46(9)段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本公司中期報告，將於適當
時候在聯交所網站登載。

董事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馮國榮先生、陸文清先生、李萬全先生、郭純先生、
應年康先生，非執行董事張平沼先生及黃剛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永鏗先生、
郭琳廣先生及卓福民先生組成。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馮國榮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八日
網站：http://www.sywg.com.hk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