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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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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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萬宏源（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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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連同上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簡明綜合簡明綜合簡明綜合損益表損益表損益表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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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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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02,723 429,430 其他收益,淨額 3 2,499 4,453 
 佣金費用  (31,189) (96,881) 僱員薪酬和福利費用  (60,923) (109,416) 折舊費用  (2,506) (2,627) 金融服務營運之利息費用  (2,466) (11,656) 其他費用淨額  (55,991) (73,938)   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  52,147 139,365 
 所得稅費用 4 (4,404) (14,949)   _________ _________ 
 溢利  47,743 124,416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應佔溢利：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  47,744 124,416 
 非控股權益  (1) -   _________ _________ 
 

  47,743 124,416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5 6.00 港港港港仙仙仙仙 15.70 港仙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期內建議股息(如有)詳情披露於財務報表附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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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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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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47,743 124,416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收益收益收益收益／（／（／（／（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於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處置可供出售投資  - (167) 
  _________ _________ 
 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 (167)   _________ _________ 
 全面收益總額全面收益總額全面收益總額全面收益總額  47,743 124,249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應佔全面收益：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  47,744 124,249 

 非控股權益  (1) -   _________ _________ 
 

   47,743 124,249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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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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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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7 12,221 聯交所及期交所交易權  4,212 4,212 其他資產  26,657 26,006 可供出售投資 7 2,470 2,470 遞延稅項資產  7,267 7,304   __________ _________ 
 非流動資產總額  52,233 52,213   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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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27 42,980 應收帳款  8 533,450 879,937 貸款及墊款  1,910,769 2,053,81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4,077 21,253 可退回稅項  1,072 1,172 代客戶持有之銀行結存  4,367,135 3,862,085 現金及銀行結存   342,451 511,804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總額  7,299,081 7,373,049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 9 4,717,235 4,448,65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2,062 127,599 計息銀行貸款  482,340 749,680 應繳稅項  22,148 17,889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負債總額  5,293,785 5,343,824   __________ 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  2,005,296 2,029,225   __________ _________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057,529 2,081,438   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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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266   __________ _________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2,057,263 2,081,172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200,457 1,200,457 

 其他儲備  854,177 878,085   __________ _________ 
 

  2,054,634 2,078,542 非控股權益  2,629 2,630   __________ _________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2,057,263 2,081,172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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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簡明簡明簡明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財務報表附註財務報表附註財務報表附註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及及及及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 

 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    
 此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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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中期業績公告所載用作比較的財務資料是摘錄自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但該等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當年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36條規定而披露的關於此等法定財務報表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呈交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報告。該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在不對其報告出具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項；亦不載有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條或第407(2)或(3)條作出的陳述。     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此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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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採用若干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新詮釋，於下文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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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新詮釋。惟採納該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新詮釋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列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 

 （二零一一年）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  披露主動性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及  澄清折舊及攤銷之可接納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 38 號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及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 41 號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  於獨立財務報表內之權益法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  修訂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週期之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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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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分部業績如下： 

 
                                        經紀經紀經紀經紀     投資銀行投資銀行投資銀行投資銀行   資產管理資產管理資產管理資產管理   融資及貸款融資及貸款融資及貸款融資及貸款        投資投資投資投資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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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止六個月    
 

 源自外來客戶之分部收入源自外來客戶之分部收入源自外來客戶之分部收入源自外來客戶之分部收入    及其他收益及其他收益及其他收益及其他收益                                                                                                                                                102,459           25,902           1,117              73,033               212        2,499        205,222               

 

     分部業績及分部業績及分部業績及分部業績及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10,727            5,474           (4,200)             39,248         (1,601)        2,499         52,147                    

 

      經紀   投資銀行   資產管理  融資及貸款          投資          

                                                             業務           業務           業務              業務          業務         其他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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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源自外來客戶之分部收入 及其他收益                                   256,196            57,538            6,148              90,855        18,693       4,453       433,883                     分部業績及 除稅前溢利                                        58,381            15,454               836              43,415        16,826       4,453       13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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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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及其他收益之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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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千千千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千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經紀業務經紀業務經紀業務經紀業務︰︰︰︰ 

 代理買賣的證券佣金收入 

  – 港股 55,079 195,466 

  – 非港股 13,006 27,688 

 代理買賣的期貨及期權佣金收入 16,930 21,136 

 手續費收入 10,116 2,545 

 證券研究費收入及其他 7,328 9,361   _________ _________ 

   102,459 256,196   _________ _________ 
 

 投資銀行業務投資銀行業務投資銀行業務投資銀行業務︰︰︰︰ 

 首次公開發售、配售、包銷及分包銷佣金收入 13,914 43,939 

 財務顧問、合規顧問、保薦費收入及其他 11,988 13,599   _________ _________ 

   25,902 57,538   _________ _________ 
 

 資產管理業務資產管理業務資產管理業務資產管理業務︰︰︰︰ 

 管理費及投資顧問費收入 1,117 6,148   _________ _________ 
 

 融資及貸款業務融資及貸款業務融資及貸款業務融資及貸款業務︰︰︰︰ 

 現金客戶及孖展客戶貸款利息收入 60,366 74,524 

 首次公開發售貸款利息收入 101 4,595 

 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 12,566 11,736   _________ _________ 

   73,033 90,855   _________ _________ 
 

 投資業務投資業務投資業務投資業務︰︰︰︰ 

 金融資產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淨額： 

  – 上市投資 (102) 822 

  – 非上市投資 (1,450) 15,500 

 股息和利息收入：   

  – 上市投資 40 53 

  – 非上市投資 1,724 2,318   _________ _________ 

   212 18,693   _________ _________ 

  202,723  429,430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其他收益其他收益其他收益其他收益︰︰︰︰ 

 匯兌收益淨額 2,484 4,28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15 - 處置可供出售投資收益 - 167   _________ _________ 

   2,499 4,453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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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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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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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按當地之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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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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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 14,800 

  本期 – 其他地區 67 104 

  遞延 37 45   ________ ________ 
 

 本期間總稅項支出 4,404 14,949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5.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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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發行普通股股數為 796,138,68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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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千港元) 47,744 124,416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附註(a)) 796,139 792,313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每股港仙) 6.00 15.7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附註： 

(a)  截止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以供股方式按本公司股東每持有兩股現有股份可按 2.342 港元（較現有股份於供股日期當日的公平價值有所折讓）的價格認購一股供股股份的基準發行 265,379,563 股新股籌集約 621.5 百萬港元。減去有關此次供股的開支 1.2 百萬港元後的所得款項淨額 620.3 百萬港元已計入本公司的股本賬內。供股引致的紅利部分的影響已計入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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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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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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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無）  -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7. 可供出售可供出售可供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投資投資投資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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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供出售投資，按公平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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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應收帳款應收帳款應收帳款應收帳款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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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450 879,937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沒有減值撥備（二零一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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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交易日期計算之應收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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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100 828,936 

 一至兩個月 3,134 6,687 

 兩至三個月 2,986 3,165 

 超過三個月 23,230 41,149   _________ _________ 
 

   533,450 879,937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9 

9. 應付帳款應付帳款應付帳款應付帳款 

 

 根據交易日計算之應付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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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7,235 4,448,656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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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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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董事局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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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出現了一定的波動。包括脫歐在內的一系列風險事件使得避險資產受到資金的追逐。然而，美國經濟弱復蘇和全球市場的波動使得美國聯儲局的加息預期較去年末有一定放緩。英國的脫歐也使得美國聯儲局年內加息的概率繼續下降。歐洲市場受脫歐的影響較大，受衝擊較大的銀行業出現較為明顯的壓力，目前歐洲部分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成為市場的主要關注點。日本上半年寬鬆貨幣政策的邊際效用有限，並且因為避險導致日元升值，通脹上行受限，日本央行可能會嘗試新的方法擴大量化寬鬆規模。新興經濟體隨著美國聯儲局加息的推遲和大宗商品的大幅回暖，出現了一定的復蘇。 

 中國內地經濟在二零一六上半年也出現了一定的波動。一方面，我們看到了信貸在一季度出現了擴張，4.6萬億元人民幣的新增信貸帶動了市場對固定資產的投資熱情，另一方面，外匯儲備在年初出現下降，一月外匯儲備下降994億美元，延續二零一五年末十一月的872億美元和十二月的1,079億美元的下降幅度，直到二月份才收窄到285億美元。匯率波動是一季度的主導因素之一，在人民幣匯率的影響下，恆生國企指數從9,661.03點跌至9,003.25點，二月十二日在港幣匯率波動的影響下創造了7,498.81的七年低位。二季度市場則處於震蕩格局，多空因素交織：好的方面，中國內地銀行體系的風險邊際可控，且美國聯儲局加息放緩為資本市場帶來了一定的緩和；不好的方面，二季度末宏觀數據走軟，深港通推出時點也晚於市場預期，英國的超預期脫歐一度令市場承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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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整體業務有所下降，營業額2.03億港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4.29億港元），同比下降53%。未經審核稅前溢利下降63%至0.52億港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
1.39億港元）。經紀業務、融資及貸款業務及投資銀行業務均隨著大市成交額下降而有所回調。經紀業務方面，由於大市成交額顯著回落，經紀業務收入同比下降約1.54億港元，跌幅
60%。融資及貸款業務方面，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孖展平均餘額約18.45億港元，實現收入7,303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1,783萬港元，跌幅約20%。至於投資銀行業務方面，今年上半年主承銷、配售和財務顧問項目數各為2家、5家和7家，其中獨家保薦人╱主承銷項目為成功完成華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2738）主板上市及Future Data Group Limited（8229）創業板上市。今年上半年投資銀行業務實現收入2,59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3,164萬港元，跌幅
55%。資產管理業務在今年上半年實現收入112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503萬港元，跌幅
82%。投資業務在今年上半年實現收入21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1,848萬港元，跌幅
99%。 

 本集團的經紀業務的重點是香港的股票及期貨市場、中國內地的B股市場、海外股票市場及環球期貨市場。二零一六年環球金融市場受到一連串不明朗因素困擾，包括中國內地經濟放緩較預期嚴重、人民幣繼續有貶值的可能性、油價持續下跌令油企及持有原油相關產品的金融機構出現財務問題、美國可能加息再度觸發新興市場走資潮及美息上調影響本港樓市、及英國脫歐可能引發環球經濟衰退等，全球投資者對入市態度審慎，從基金手持現金比例升至歷史新高可見一斑。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港股市場日均成交金額為675億港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的1,253億港元下跌46%。本集團為減低港股交投萎縮的影響，積極引導客戶參與海外股票市場及環球期貨市場，以降低受單一板塊的依賴。除了拓展海外股票市場及環球期貨市場，本集團繼續積極開拓內地市場，增加港股開戶數量。今年一至六月，本集團與申萬宏源證券有限公司國際業務總部密切配合，大力開發跨境產品，以QDII為通道投資海外市場，滿足國內客戶投資海外的需求。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底，國內機構和個人客戶使用QDII通道，投資香港、美國等海外市場，資金規模達到4億美元。 

 上半年恆生指數、國企指數及日均成交持續低迷，客戶借貸意慾受到影響，本集團已及時推出措施適時滿足客戶借款需求，以減低利息收入下滑的幅度。此外，本集團亦成功與多間銀行爭取下調借入資金的利率，減低利息支出。上半年孖展平均餘額約18.45億港元，較去年同期的24億港元下跌23%。利息收入為7,303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9,086萬港元下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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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續續續續) 

 本集團的投資銀行業務主要包括保薦人、財務顧問和證券承銷等。本集團出任華津國際控股有限公司（2738）獨家保薦人兼獨家全球協調人、獨家賬簿管理人及獨家牽頭經辦人；
Future Data Group Limited（8229）獨家保薦人兼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上述兩家公司之股份分別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和七月在香港聯交所主板和創業板成功上市。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亦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各種顧問服務，包括合規顧問╱獨立財務顧問╱財務顧問服務，客戶如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3996）、福耀玻璃工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3606）、東瀛遊控股有限公司（6882）等。此外，本集團還先後完成中國數碼文化（集團）有限公司（8175）、絲路能源服務集團有限公司（8250）和中國城建集團股份有限公司（0711）的等5家公司配售工作。 

 本 集 團 的 資 產管理業 務 截 至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底資 產管理總 規模約 44億港元，資產管理業務實現收入112萬港元。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新增發行首隻股權類RQFII基金，投資於中國內地A股市場。該項目獲得英國標準人壽（Standard Life）評估認可後，列入該公司上架產品名單進行銷售，使得本集團資管產品首次進入保險渠道。設立種子基金專戶，投入自有資金1億港元，開發全球配置型資管產品，滿足內地客戶海外市場多元化投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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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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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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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分析供客戶參考，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之證券研究團隊共發表研究報告近5,000篇，涵蓋宏觀經濟、市場策略及各行業，為客戶提供對港股及中國內地A股深入精闢分析。在滬港通開展後，客戶對本集團提供之研究服務需求進一步提高。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共組織29位分析師共計路演42次。邀請A股、港股上市公司前往香港、台灣、英國、美國、新加坡等地舉辦
14次路演。在四月舉行的上市公司見面會上，共邀請50家機構約80人次參會。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主導的首筆4.2億元人民幣同業合作“境外合資格有限合夥人（QFLP）”專案成功落地。這不僅是全香港同業第一筆成功落地的QFLP專案，更是全國首單直接引進境外資金的“公共私營合作制（PPP）”項目。該專案標誌著本集團在形成跨境業務特色、深化境內同業合作、開展綜合金融服務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效。本集團於境外成立專注投資於境內基礎設施的美元基金，並提供專業的政策諮詢與投資優化服務，同時通過金融工具為客戶配套匯率風險對沖解決方案，成功地為客戶搭建自貿區投資通道，引入境外優質的投資資本投資於境內基礎設施，有效支援境內實體經濟發展。在QFLP業務尚未有先例參照的情況下，本集團突破現有的制度與業務困局，這對該創新業務的繼續發展有著重要的指引作用。本集團將利用自身跨境投資優勢，為客戶提供跨境投資、資產管理、風險對沖、併購融資等一站式優質服務，全力打造行業第一的跨境業務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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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我們對下半年香港市場和中資機構的業績持謹慎樂觀態度，主要基於以下幾點原因：首先，我們認為中國內地的銀行業風險可控，並且在邊際改善，主要是因為銀行的資產端對過剩產能的暴露下降，信貸的擴張和央行不斷補充流動性緩釋了銀行業當前遇到的流動性風險。其次，今年以來美國聯儲局面對英國脫歐和美國經濟較為乏力的復蘇，可能會推遲加息的節奏，對全球的流動性帶來一定緩釋作用，而日本、歐洲、英國央行可能在未來加強寬鬆政策，為市場注入更多流動性。再次，香港市場受益於南下資金的湧入。我們看到滬港通自四月二十二日以來便保持淨流入狀態，截止七月十四日，南向總餘額已不足20%，下半年深港通的開通可能成為香港市場最大的主題之一，我們也期待深港通的開通為香港市場帶來更多的資金流入。和滬港通相比，深港通或為香港優質的中小企業提供難得的流動性和融資機會。最後，境內資金、尤其是境內企業資金有愈加強烈的海外併購資產的需求，這一需求一方面受人民幣匯率因素帶動，另一方面因為海外擁有較多高質量低估值的資產。不斷上升的海外併購規模將助力中資機構的業績向上提升。 

  資本架構資本架構資本架構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普通股合共796,138,689股，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則約為20.5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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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結存342.5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11.8百萬港元）及短期有價證券120.1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0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未動用之銀行信貸總額為4,028.7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11.3百萬港元），其中2,146.0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46.3百萬港元）為毋須發出通知或完成前提條件下即可動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償還短期銀行借貸為482.3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49.7百萬港元），而流動資金率（即流動資產與流動負債之比率）及資本負債率（即期末銀行借貸與資產淨值之比率）分別為138%（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8%）及23%（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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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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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給予客戶之墊款為現金客戶之逾期應收帳款及孖展貸款。現金客戶之逾期應收帳款為40.1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9.0百萬港元）；而孖展貸款為
1,910.8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53.8百萬港元），其中27%（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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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民幣結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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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開支均計入損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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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培僱員及培僱員及培僱員及培訓訓訓訓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全職僱員總數為263人（二零一五年：249人）。期內員工成本合共約60.9百萬港元（二零一五年：109.4百萬港元）。 

 本集團致力為僱員提供專業培訓。為符合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有關規定，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為所有持牌僱員舉辦了共8場（二零一五年：7場）持續專業培訓講座。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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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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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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企業管治。除偏離守則條文A.6.7外（該等偏離行為的解釋如下），本公司在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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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中的全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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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大會，對公司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處理其他事務，故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及股東特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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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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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swhyhk.com)刊登。本公司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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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位董事，其中朱敏杰先生、陳曉升先生、郭純先生及李萬全先生為執行董事，張磊先生為非執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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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 

 

 

 

承董事局命 主席 朱敏杰朱敏杰朱敏杰朱敏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