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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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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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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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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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3 138,583 189,314 
 佣金費用  (24,493) (44,444) 僱員福利費用  (54,822) (53,769) 折舊費用  (4,681) (3,566) 金融服務業務之利息費用  (10) (1,282) 其他收益 3 525 659 其他費用淨額  (47,014) (57,863)   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4 8,088 29,049 
 所得稅費用 5 (2,200) (2,301)   _________ _________ 
 期間溢利期間溢利期間溢利期間溢利  5,888 26,748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5,882 26,748 
 非控股權益  6 -   _________ _________ 
 

  5,888 26,748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6 - 5,308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普通股普通股普通股普通股股權持有人股權持有人股權持有人股權持有人應佔應佔應佔應佔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7 
 基本及攤薄  1.11 仙仙仙仙 5.04 仙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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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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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溢利期間溢利期間溢利期間溢利  5,888 26,748 
  _________ _________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價值變動  (1,261) 940 
  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除稅除稅除稅後的期間其他全面收益後的期間其他全面收益後的期間其他全面收益後的期間其他全面收益／（／（／（／（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1,261) 940   _________ _________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627 27,688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應佔全面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  4,621 27,688 

 非控股權益  6 -   _________ _________ 
 

   4,627 27,688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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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986 17,812 聯交所及期交所交易權  4,212 4,212 其他資產  14,928 16,989 可供出售投資 8 11,326 12,595 遞延稅項資產  1,163 1,438   __________ _________ 
 總非流動資產  50,615 53,046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經損益按公平價值列帳之投資  116,994 136,490 應收帳款  9 545,413 228,110 貸款及墊款  602,060 560,27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095 12,928 可退回稅項  7,041 7,580 代客戶持有之銀行結存  1,986,133 1,981,94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34,081 392,692   __________ _________ 
 總流動資產  3,606,817 3,320,014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 10 2,407,567 2,107,84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9,299 75,725 應繳稅項  3,786 2,400   __________ _________ 
 總流動負債  2,480,652 2,185,965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126,165 1,134,049   __________ _________ 
 資產總值減資產總值減資產總值減資產總值減流動流動流動流動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1,176,780 1,187,095   __________ _________ 
 非非非非流動流動流動流動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88 369   __________ _________ 
 資產淨值  1,176,492 1,186,726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擁擁擁擁有人應佔權益有人應佔權益有人應佔權益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265,380 265,380 儲備  908,482 903,861 擬派／宣派股息  - 14,861   __________ _________ 
 

  1,173,862 1,184,102 非控股非控股非控股非控股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2,630 2,624   __________ _________ 
 權益總額  1,176,492 1,186,726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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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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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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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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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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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採用若干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下文附註(a) 詳述。 

 

(a)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更改會計政策及披露之更改會計政策及披露之更改會計政策及披露之更改 

 本集團已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惟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首次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嚴重高通脹及 

    剔除首次採納的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金融工具： 

   披露－金融資產之轉移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的收回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於此等財務報表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首次採納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政府貸款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金融工具： 

   披露－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之抵銷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  綜合財務報表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合營安排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披露其他實體權益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   公平價值計量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的呈列－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金融工具： 

    呈列－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之抵銷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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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續）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2
 

 －詮釋第 20 號  

 年度改進工程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九年至 

      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2
 

 
1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現正評估首次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截至目前，本集團認為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的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2. 營運分部資料營運分部資料營運分部資料營運分部資料 

        

  證券買賣證券買賣證券買賣證券買賣 證券經紀證券經紀證券經紀證券經紀 證券融資證券融資證券融資證券融資 投資投資投資投資銀行銀行銀行銀行  

  及投資控股及投資控股及投資控股及投資控股 及交易及交易及交易及交易 及直接貸款及直接貸款及直接貸款及直接貸款 及及及及資產管理資產管理資產管理資產管理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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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二二二零一零一零一零一二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年六月三十日止止止止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源自外來客戶之分部收入 (2,193) 95,554 25,869 19,353 138,583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分部業績及除稅前溢利 (1,399) (8,810) 19,890 (1,593) 8,088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證券買賣 證券經紀 證券融資 投資銀行  

  及投資控股 及交易 及直接貸款 及資產管理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源自外來客戶之分部收入 (8,822) 137,844 41,165 19,127 189,314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分部業績及除稅前溢利 (9,736) 4,353 32,356 2,076 29,049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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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及其他收益及其他收益及其他收益及其他收益 

  

 收入（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及其他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截至六月三截至六月三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十日止六個月十日止六個月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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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金融服務︰ 

 佣金及經紀佣金收入 86,525 142,318 

 證券融資及直接貸款之利息收入 25,869 41,159 

 買賣證券及期貨合約之公平價值 

  虧損淨額 (2,870) (9,339)

 提供服務之收入 15,970 10,569   ________ ________ 
 

   125,494 184,707   ________ ________ 

 

 其他︰ 

 銀行利息收入 12,488 4,212 

 源自下列投資之股息收入： 

  經損益按公平價值列帳之上市證券投資 550 344 

 其他 51 51   ________ ________ 
 

   13,089 4,607   ________ ________ 
 

   138,583 189,314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其他收益其他收益其他收益其他收益 

 匯兌收益淨額 525 659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4.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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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捐獻 40 40 

 根據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應付之最低租金 15,151 16,114 

 買賣上市證券投資及期貨合約之已變現收益淨額 (35) (314)   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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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所得所得所得稅稅稅稅 

 

 已就期內源於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一一年：16.5%）之稅率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源自香港以外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有業務經營之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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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 香港 

  本期間支出 2,032 5,72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72) (3,794)

  本期 – 海外 46 106 

  遞延 194 265   ________ ________ 
 

 本期間總稅項支出 2,200 2,301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6.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截截截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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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 – 無（二零一一年：每股普通股 1 港仙）  - 5,308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7.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之未經審核溢利 5,881,990 港元（ 二 零 一 一 年 ： 26,747,742 港元） 及 期內已 發 行 之 530,759,126 股 （ 二 零 一 一 年 ：
530,759,126 股）普通股計算。 

 

 本集團於上述期間內並無已發行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 

 

 

8. 可供出售可供出售可供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投資投資投資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投資 3,273 2,922 

  非上市之股本投資 5,583 7,203 

  非上市會所債券  2,470 2,470   ________ ________ 
 

  11,326 12,595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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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帳款應收帳款應收帳款應收帳款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帳款 567,183 249,880 

 減︰減值  (21,770) (21,770)   ________ ________ 
 

   545,413 228,11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除本集團同意給予信貸期外，應收帳款乃於各證券及期貨合約交易結算日到期。 

 

 於報告期完結日，根據交易日期計算之應收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469,359 157,896 

 一至兩個月 15,074 52,779 

 兩至三個月 10,011 1,035 

 超過三個月 72,739 38,170   ________ ________ 
 

   567,183 249,88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應收帳款中包括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所結欠之應收經紀帳款
14,844,302 港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399,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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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支付。 

 

 

10. 應付帳款應付帳款應付帳款應付帳款 

 

 於報告期完結日，根據交易日計算之應付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2,407,567 2,107,84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應付帳款結欠中包括欠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之應付經紀帳款
6,934,183 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4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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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支付。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應付帳款結欠中包括代本公司一中間控股公司持有之獨立客戶款項 345,937 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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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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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帳目審閱帳目審閱帳目審閱帳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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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董事局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1 港仙）。 

 

 管理層探討與分析管理層探討與分析管理層探討與分析管理層探討與分析 

 市場回顧市場回顧市場回顧市場回顧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香港市場走勢反覆。從周邊外圍市場來看，歐洲債務危機出現新的發展，美國經濟復蘇面臨重重困難，對全球股市構成壓力。在中國內地市場方面，市場普遍預計中國內地經濟逐漸步入下行週期，銀行和房地產等行業受壓，今年第二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同比增長 7.6%，為過去三年的最低。從總體上看，當前國內外環境依然複雜嚴峻，經濟運行中不確定、不穩定因素較多。受周邊經濟環境影響，港股市場走勢反覆。 

 年初以來，恒生指數在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升至 21,760 點高位，之後反覆下探至二零一二年六月四日 18,056點低位。今年上半年，恒指大多數時間在 19,000點至 21,000點之間震盪。今年一至六月香港聯交所日均成交金額為 567 億港元，比去年同期日均成交 736 億港元的水準下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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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投行業務與同期相比仍保持增長，資產管理業務規模繼續擴大，業務收入與去年同期大體持平，投入的種子基金投資收益因市場調整而出現虧損，經紀業務收入較去年有較大幅度下滑。從總體上看，本集團經營狀況仍屬正常，由於市場競爭激烈，港股大市向下，市場交投經營業績較去年同期有較大回落。今年上半年，本集團獲得中國證監會和國家外管局批核 RQFII 業務資格和額度，並成功發行「申萬人民幣投資基金」，開拓業務的新領域。財務報表顯示，本集團於本年度上半年錄得未經審核除稅前溢利 809 萬港元（二零一一年：2,905 萬港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減少 72.2%，本集團之營業額則較去年同期減少 5,073 萬港元，主要是因為本年度上半年港股市場交投減少，造成佣金收入比去年同期減少 5,579 萬港元。 

 本集團的證券經紀業務專注於香港的股票及期貨市場及中國內地的 B 股市場。二零一二年兩地市場指數均呈現震盪下行走勢，市場成交金額與去年同期比較有較下回落。本集團通過大力發展機構交易，增加交易品種、提高服務質量等措施，努力穩定經紀業務佣金收入，在大市成交同比下降的情況下，其中機構客戶成交金額相對比較平穩，本港零售客戶成交金額則較上一年相比有較大的降幅。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經紀業務錄得 8,653 萬港元收入，比去年同期的 1 億
4,232 萬港元下降 39%。在業務拓展方面，二零一二年，本集團對於機構客戶銷售團隊進行重新整合，將業務流程進一步優化，並在新加坡設立分支機搆，在推廣海外機構客戶銷售取得良好進展，為未來的業務發展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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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務主要包括財務顧問和證券承銷。申銀萬國融資為瀚洋控股有限公司作保薦人，該公司之股份成功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申銀萬國融資曾擔任五家新股發行的承銷商及新簽十家財務顧問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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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銀萬國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申銀萬國投資管理」）業務在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開展了重要的一頁，投資管理部門在三月發行了「申萬人民幣投資基金」（RQFII 基金）和「申銀萬國中國國策焦點基金」（CPF 基金）兩隻香港證監會認可的公募基金，首次在香港發行公募基金對集團和申銀萬國總公司來說都是重大的里程碑。申銀萬國投資管理目前已經擁有更為完善的基金產品，包括香港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股票基金，債券基金，絕對收益基金及相對回報基金等。投資管理部門充分利用本集團海外辦公室的網路，擴大客戶基礎，目前我們的客戶已擴展到了大中華區，韓國，日本和亞洲其他地區。上半年，投資管理部門也完善了投資管理業務各個環節的工作流程。申銀萬國投資管理完成了三項關鍵指標：部門管理的資產規模較前期增加；盈利能力也在逐步改善；基金業務表現良好，大部分基金表現優於業績基準。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我們
RQFII 基金（香港公募基金）和 SKIT 基金（臺灣公募基金）的優異表現。我們所管理的 RQFII基金上半年基金表現持續位居前五位至七位；RQFII 基金並在第二季度按計劃進行了第一次季度派息，我們的派息頻率及比例都相對進取。在二零一二年上半年，SKIT 基金年初以來表現也位於同類 30 隻基金的第一位。我們將繼續利用我們所建立的聲譽，加大市場開拓力度，提高資產管理規模，提升部門業績，為集團公司貢獻更多利潤。同時，我們正配合申銀萬國集團公司開拓
QDII 業務，力爭發行一隻 QDII 基金。比較歐美，亞洲地區似乎前景略好，但是全球市場仍然充滿了挑戰。我們相信，只要我們秉承專注的職業操守，充分利用團隊的專業經驗以及遵守管理承諾，我們應該可以成功度過這些陰霾的日子。 

 本集團的證券研究團隊向其證券交易及經紀業務提供專業的支援。本公司之母公司為中國內地最具領導地位證券公司之一，在其支援下，本集團已成為研究中國內地證券之專家，並發表關於中國內地證券的定期報告，同時涵蓋宏觀經濟、市場策略及分析於香港、上海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之重點中國內地企業。本集團之證券研究團隊亦編撰詳細之公司分析供客戶參考。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母公司合共三十六名投資分析員參加了本集團於中國杭州舉辦之週年投資會議，與亞洲、美國及英國客戶見面並舉行國際路演。本集團相信該等考察有助加強本集團與母公司之合作關係，對本集團之研究及投資銀行業務具有正面影響。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一般預計認為，二零一二年下半年，歐洲部分主權國家債務危機仍將持續，全球經濟受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影響，復蘇前景難以樂觀。從中國內地公佈的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最新經濟資料來看，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有所回落，投資、消費、出口走勢稍好於市場預期。隨著中國內地政府下調利息和存款準備金率、促進投資合理增長等宏觀政策效應逐漸顯現，可以預期年內中國內地經濟仍將維持平穩的發展趨勢。鑒於當前全球經濟和中國內地經濟仍有許多不明朗的因素，香港周邊市場的波動將對香港市場產生的影響將是複雜多變的。預計二零一二年下半年香港證券市場很可能維持震盪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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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以上各種因素均會對市場產生影響，本集團擬緊緊圍繞“深化轉型、夯實基礎、突出創新、提升品質”經營方針，推動本集團由以零售業務為主向提高機構業務比重轉型，由以經紀業務為主向經紀、資產管理、投行業務三業並舉轉型，由以香港本地業務為主向跨境業務為主轉型，顯著提高和本集團三大平臺之間業務聯動的收入比重。下半年本集團擬繼續大力發展機構銷售業務、加快海外佈局、保持創新優勢和提高服務品質等方面做好各項工作，尤其是在 RQFII 產品和跨境 ETF 產品等金融創新領域取得突破，以此帶動各項業務再上一個臺階。本集團擬在上半年經營業績的基礎上，繼續採取積極、務實的經營策略，推廣零售經紀業務，增加交易品種，包括債券和不同海外股票，積極推廣全球大宗商品期貨交易業務，為本地和中國內地零售投資者提供更加豐富的交易產品和更為便利的交易服務手段，努力追回上半年經紀佣金收入減少部分。本集團擬加快對資產管理業務的發展力度，繼續做好 RQFII 產品的管理，以期保持本集團在資產管理業務方面的競爭優勢。在投行業務方面，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首次公開招股保薦業務的開發，注重對配售業務的投入，積極推進直接投資業務，力求在做多業務項目的同時，改善投行業務的收入結構，增強盈利能力。在大力開拓各項業務的同時，本集團將會繼續加強風險管理，不斷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機制，使本集團業務獲得健康、持續、穩定的增長。 

 資本架構資本架構資本架構資本架構 

 期內，本公司之股本並無任何變動。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普通股合共530,759,126股，股東應佔權益總額則為11億7,400萬港元。 

 流動資金流動資金流動資金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率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率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率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3億3,400萬港元及短期有價證券1億1,700萬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未動用之銀行信貸總額為8億6,100萬港元，其中3億8,800萬港元為毋須發出通知或完成前提條件下即可動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短期銀行借貸，而流動資金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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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持重大投資所持重大投資所持重大投資所持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重大收購及出售重大收購及出售重大收購及出售 

 期內，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 

 集團資產抵押集團資產抵押集團資產抵押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予以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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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風險管理風險管理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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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本集團可能會面對之任何風險。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給予客戶之墊款包括直接貸款及孖展貸款，分別為700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及6億800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億7,300萬港元），總墊款中
9%（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乃借予企業客戶，其餘則借予個人客戶。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對沖機制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對沖機制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對沖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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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進行，僅佔本集團收益一小部分。該等境外交易大部分以美元結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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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需進行對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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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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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除於「展望」一段所披露之未來計劃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其他未來計劃。 

 僱員及培訓僱員及培訓僱員及培訓僱員及培訓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全職僱員總數為235人（二零一一年：228人）。期內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袍金）合共約為5,46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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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為所有持牌僱員舉辦一次持續專業培訓講座。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出售出售出售或或或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期內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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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為令本公司的透明度及對股東的問責性更臻美好，本公司在實際情況許可下一直致力維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除偏離《守則》條文 A.4.1 及 A.6.7 外（該等偏離行為的解釋如下），本公司在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其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改稱為《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中的全部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 A.4.1 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在二零一二年的首四個月，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委任指定任期，惟每名董事皆須至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於二零一二年五月，本公司向各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發出正式的委任書，據此，彼等各自獲指定任期，並須至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  《守則》條文 A.6.7 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公司股東大會。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另有事務在身，故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董事局於二零一二年三月設立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職責主要為檢討董事局的架構、人數及組成，並就任何為配合本公司的策略而擬對董事局作出的變動提出建議；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以及就董事委任或重新委任以及董事（尤其是主席及行政總裁）繼任計劃向董事局提出建議。提名委員會的權責範圍詳情，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及本公司網頁。 

 提名委員會包括一名執行董事，儲曉明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吳永鏗先生、郭琳廣先生及卓福民先生。儲曉明先生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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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董事於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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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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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已於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的網站(www.sywg.com.hk)刊登。本公司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將會稍後寄發予股東，並將會載列於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之網站。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九位董事，其中儲曉明先生、陸文清先生、郭純先生及李萬全先生為執行董事，張平沼先生及黃剛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吳永鏗先生、郭琳廣先生及卓福民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承董事局命 主席 儲曉明儲曉明儲曉明儲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