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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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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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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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528,821 410,755 
— 使用實際利率法計算之利息收入   104,626 143,080 
— 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範圍內之客戶合約收入   214,326 147,090 
— 源自其他來源收入   209,869 120,585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3  5,777 (7,481) 
佣金費用   (79,190) (41,567) 
僱員薪酬和福利費用   (154,063) (135,498) 
折舊   (20,607) (19,751) 
利息費用   (133,756) (59,001) 
其他費用淨額   (86,545) (54,632) 

     
除稅前溢利   60,437 92,825 
     
所得稅 4  (6,771) (12,128) 

     
期內溢利   53,666 80,697 

  
 

  
應佔溢利：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   53,666 80,697 
非控股權益   - - 

     
   53,666 80,697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5  3.44港仙 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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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 53,666 80,697 

   

其他全面收益︰   

於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綜合損益表之項目:   

按公平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 公平價值儲備變動淨額 (可轉回) (2,146) (20,302)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的匯兑虧損 (4,769) - 

   

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6,915) (20,302) 

   

全面收益總額 46,751 60,395 

   

應佔全面收益：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 46,751 60,395 

非控股權益 - - 

   

 46,751 6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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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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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3  13,534 
聯交所及期交所交易權   4,212  4,212 
其他資產   20,871  30,587 
其他金融資產   723,101  844,844 
使用權資產   75,659  38,119 
遞延稅項資產   6,349  3,954 
      
非流動資產總額   844,775  935,250 
      
流動資產      

經損益按公平價值列帳之投資   5,978,531  3,618,331 
其他金融資產   949,074  987,844 
應收帳款 7  5,868,336  2,014,818 
貸款及墊款   7,686,148  2,893,03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32,292  545,290 
買入返售金融資產   787,267  89,025 

可退回稅項   27,701  33,236 
代客戶持有之銀行結存   4,427,972  4,756,813 
現金及銀行結存   521,008  414,929 
      
流動資產總額   26,478,329  15,353,324 
      

流動負債      
經損益按公平價值列帳之金融負債   3,791,383  1,391,695 
應付帳款 8  9,237,834  6,259,616 
合約負債   2,553  3,05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72,588  248,386 
返售金融負債   999,867  - 

計息銀行貸款   8,671,769  4,271,923 
租賃負債   55,084  25,786 
應繳稅項   44,950  35,799 
      
流動負債總額   23,276,028  12,236,255 
      
流動資產淨值   3,202,301  3,117,06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047,076  4,05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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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續)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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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3,529  13,077 

遞延稅項負債   576  576 

      

非流動負債總額   24,105  13,653 

      

資產淨值   4,022,971  4,038,666 

  
 

 
 

 
權益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782,477  2,782,477 

其他儲備   1,237,868  1,253,563 

      

   4,020,345  4,036,040 

非控股權益   2,626  2,626 

      

權益總額   4,022,971  4,038,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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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及主要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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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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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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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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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政策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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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以下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

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COVID-19相關之租金寬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第

4號及第16號之修訂，利率基準改革—第2期 

  

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並無對本集團已編製或呈列當前或之前期間業績及財

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本集團尚未應用於當前會計期間仍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準則

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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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及主要會計政策（續） 
 

截止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可能產生的
影響 
 

直至此等財務報表刊發日期,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尚未生效且並未在此等財務報表內採納的多項修訂。此等修訂包括下列各項可能

與本集團相關之準則。 

 

 

 

 

 

 

 

 

 

 

 

 

 

 

 

 
1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現正評估此等修訂預期將於初步應用期間產生的影響。截至目前，採納此等修

訂預期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作業準則第 2 號(修訂) 

會計政策的披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修訂) 會計估計的定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 與單項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有關的

遞延稅項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扣除擬定用途前

之所得款項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 號（修訂）  虧損性合約－履約成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修訂）  引用概念框架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至二零
二零年之年度改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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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分部業績如下： 

 

 企業金融 
 

財富管理 

 機構服務及

交易 

 
資產管理 

 
其他 

 

分部合計 

 企業融資  本金投資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源自外來客戶之分部收入 

及其他虧損 28,330  (4,395)  208,016  285,074  11,796  5,777  534,598 

              

分部業績及除稅前溢利╱（虧

損） 633  (4,395)  28,717  32,933  (3,228)  5,777  60,437 

              

 企業金融 
 

財富管理 

 機構服務及

交易 

 

資產管理 

 
其他 

 
分部合計 

 企業融資  本金投資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源自外來客戶之分部收入 

及其他虧損 23,769  (4,105)  169,676  214,595  6,820  (7,481)  403,274 

              

分部業績及除稅前溢利╱（虧

損） (3,682)  (4,105)  40,669  70,695  (3,271)  (7,481)  9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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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其他虧損，淨額 

  

 收入(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及其他收益/(虧損)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之客戶合約收入︰   

代理買賣的證券佣金收入   

－港股 93,314 75,957 

－非港股 20,749 21,021 

代理買賣的期貨及期權佣金收入 11,812 11,212 

首次公開發售、配售、包銷及分包銷佣金收入 23,937 19,263 

財務顧問、合規顧問、保薦費收入及其他 46,708 4,506 

管理費、投資顧問費收入及表現費收入 11,796 6,820 

手續費收入 2,224 3,740 

證券研究費收入及其他服務費收入 3,786 4,571 

 214,326 147,090 

   

計息交易之收入︰   

使用實際利率法計算之利息收入︰   

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 7,277 29,967 

首次公開發售貸款利息收入 27,228 14,992 

源自其他來源收入︰   

現金客戶及孖展客戶貸款利息收入 74,637 35,274 

結構性產品的利息收入 30,004 23,422 

孖展貸款之未變現公平價值收益 - 7,288 

 139,146 110,943  

   

投資收益，淨額︰   

使用實際利率法計算之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   

－債務證券 70,121 98,121 

源自其他來源收入︰   

金融資產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上市股本及期貨 7,262 (30,487) 

－債務證券及衍生工具 (18,370) 33,847 

利息收入︰   

－債務證券 116,336 51,241  

 175,349 152,722  

   

 

528,821 410,755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264 (7,481) 

合併投資基金其他持有人應佔資產淨值之變動 4,513 - 

 
5,777 (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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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 

 

 已就期內源於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二零二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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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 – 香港利得税   

期內撥備 9,200 8,700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34) 260 

 9,166 8,960 
   

本期 – 其他地區 - (91) 

遞延 (2,395) 3,259 

   

期內總稅項支出 6,771 12,12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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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已發行普通股股數為 1,561,138,689 股。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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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66 80,697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1,561,139 1,561,139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每股港仙) 3.44 5.17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10 

6.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 – 無（二零二零年：無）  -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7. 應收帳款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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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按攤銷成本計量：   
代理買賣證券產生之應收帳款：   

－現金客戶 3,026,219 1,382,825 

－其他經紀及證券行 2,282,513 411,679 

－結算所 221,305 178,778 

   

 5,530,037 1,973,282 
   
企業融資、咨詢及其他服務產生之應收帳款：   
－企業客戶 30,269  14,552 
   

 5,560,306 1,987,834 

   

減：預期信貸虧損(第1階段) (806)  (806) 

   

 5,559,500 1,987,028 

(ii) 經損益按公平價值列帳計量：   
代理買賣證券產生之應收帳款：   

－給予現金客戶之墊款 308,836 27,790 

   

 5,868,336 2,014,818 

     

 

除本集團同意給予信貸期外，現金客戶之應收帳款乃於各證券及期貨合約交易結算

日到期。鑑於本集團應收帳款涉及大量各類客戶，因此並無高度集中之信貸風險。

雖然本集團並無就現金客戶之應收帳款持有任何抵押品或推行其他加強信貸措施，

惟本集團可出售客戶存放於本集團之證券以償還任何逾期款項。現金客戶之逾期應

收帳款 308,836,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7,790,000 港元）主要以

參考港元最優惠利率（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元最優惠利率）釐定的息率

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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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帳款 (續) 

 

根據交易日期計算之減值撥備前之應收現金客戶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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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內 3,315,293 988,552 

一至兩個月 5,264 411,628 

兩至三個月 1,830 4,276 

超過三個月 12,668 6,159 
   

 3,335,055 1,410,615 

    

 

代理買賣證券產生之應收其他經紀及證券行、結算所帳款之帳齡為一個月內，有

關帳款來自(1)買賣證券業務之待結算買賣交易，一般於交易日後數日內到期；(2)

買賣證券、期貨及期權合約業務之結算所保證金及(3)於其他經紀及證券行存放之

現金及存款。企業融資、咨詢及其他服務產生之應收帳款帳齡主要為一個月內。 

 

8. 應付帳款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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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帳款   

- 客戶 7,329,330 5,997,234 

- 其他經紀及證券行 1,908,504 187,285 

- 結算所 - 75,097 

   

 9,237,834 6,259,616 

     

 

 

所有應付帳款均於一個月內到期或於要求時償還。 

 

9. 帳目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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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於期內採納之財務報表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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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局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管理層探討與分析 

 

市場回顧 

 

從全球環境來看，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全球各經濟體都在疫情的反覆下逐步艱難復甦。

印度等地的變種病毒正在令全球防疫形勢再度複雜化，全球消費服務業的復甦仍然崎

嶇；而疫情下的「長期危機化」亦令製造業就業的恢復任重道遠。大宗商品價格飛升引

發市場對通貨膨脹的擔憂，但美聯儲仍然處於將收未收的時間段。音樂仍未停止，全球

資產定價仍處在流動性寬鬆之下。 

 

從內地宏觀經濟來看，經濟恢復已經遠遠走在主要發達國家恢復路徑之前，從「衝擊恢

復階段」進階至「長期結構優化階段」。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去年的低基數

下增長 12.7%。另外，在全球供給受疫情影響恢復仍然漫長的情況下，中國內地的淨出口

仍然保持強勢，對整體經濟的拉動作用較強。但與此同時，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

在大宗商品價格飆升的影響下，開始逐步出現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傳導的趨勢，

對消費的影響仍需觀察。此外，投資成本的大幅上行亦可能令基建和製造業投資展望趨

於謹慎，第二輪復甦的峰值高度恐將受到影響。 

 

內地資本市場在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呈現明顯的結構性行情，以創業板和小盤股為代表的

板塊漲幅明顯，創業板指數上半年漲幅 17%，而反應大盤藍籌股的上證 50 則下跌近

4%。主題投資熱點較多，醫美、新能源車、光伏等板塊表現較強。得益於內地本土經濟

復甦及註冊制上市的進一步發展，A 股新股（IPO）市場在二零二一上半年繼續表現活

躍。二零二一年上半年，上海證券交易所約有 139 只新股上市，募集資金 1,418 億人民

幣，位列全球第四；而深圳證券交易所約有 105 只新股上市，融資 661 億人民幣。 

 

香港方面，疫情的發酵與中美的博弈導致香港經濟在年初面臨下行之痛，而有紀錄以來

的最大幅度經濟衰退使香港經濟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再度顯性化。但全球經濟的復

甦和內地「內外雙循環」的逐步推進，為香港經濟的復甦提供了強勁的動力。同時，中

央政府對香港定位的進一步明確也進一步鞏固了香港在全球的競爭優勢。港股指數表現

低於年初的預期，價值風格跑贏成長，恒生指數上半年上漲 5.8%。年初南下資金大量湧

入港股市場，一月份港股通淨流入達 3,106 億港元，刷新港股通單月淨流入新高。科技指

數表現則較為反覆，互聯網行業的反壟斷政策對相關公司的影響仍在發酵中。二零二一

年上半年，內地新經濟公司紮堆赴港上市，帶動香港市場新股上市數量再創新高，共有

47 宗 IPO，融資金額達到 2,129.6 億港元，比去年同期翻倍，位列全球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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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深化業務轉型，在鞏固業務轉型成效的同時，積極探索

新業務模式，不斷提升各業務的專業水平，豐富服務客戶手段，積極發揮集團內部及與

母公司之間的協同效應，為客戶提供全面多元化的綜合金融服務。面對日益加劇的市場

競爭和日趨加強的監管力度，本集團及時研判市場變化及發展趨勢，積極在挑戰中尋找

發展機遇，並切實做好風險及合規管理，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夯實發展後盾。儘管新冠

肺炎疫情反覆，但本集團通過不斷完善業務持續經營方案，確保整體經營保持平穩。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收入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 4.11 億港元，同比增加 29%，至

5.29 億港元，這主要源於財富管理業務、企業融資業務及交易業務的增長。未經審核稅

前溢利由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9,283 萬港元，減少 35%至 6,044 萬港元，主要由於佣金費用

和與結構性票據掛鈎的客戶背對背利息支出增加所致。股東應佔溢利由二零二零年上半

年的 8,070 萬港元，減少 33%至 5,367 萬港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21年 
% 

2020年 
% 

千港元 千港元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214,326 41% 147,090 36% 

利息收入 139,146 26% 110,943 27% 

投資收益淨額 175,349 33% 152,722 37% 

     

 
528,821 100% 410,755 100% 

 

回顧期內，隨著財富管理業務持續推進以及機構服務與交易業務的拓展，拉動手續費及佣金

收入按年增加46%，至2.14億港元。得益於適時的業務策略及拓展新業務模式，帶動利息收

入按年增加25%，至1.39億港元。而固定收益銷售交易業務交易組合規模保持平穩的同時以

穩健的策略實現盈利，本集團錄得投資收益淨額1.75億港元，按年增長15%。 

 

財富管理業務 

 

財富管理業務主要向個人客戶及非專業機構投資者提供金融服務，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

式，提供包括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財富管理、場外交易等金融產品銷售，證券保證金融

資等一系列綜合金融服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 

千港元 千港元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107,831 91,786 17% 

利息收入 100,181 77,028 30% 

投資收益淨額 4 862 (100%) 

 

 
208,016 169,67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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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續)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繼續為市場帶來重大挑戰和不確定性因素，金融市場動盪

加劇。但隨著疫苗的接種以及各地採取嚴格的檢疫安排，加上主要經濟體實施超寬鬆的貨幣

政策，全球經濟活動開始復甦。香港股市市場表現反覆，雖然第二季港股成交額下降，但縱

觀上半年整體市場仍具活力，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港股日均成交額達 1,882 億港元，較二零二

零年上半年的 1,175 億港元上升 60%。 

 

回顧期內，本集團積極把握市場業務機會，貫徹一站式財富管理平台的理念，深入推進財富

管理業務模式的轉型和服務體系的完善，繼續豐富產品組合及提升專業服務水平。通過不斷

完善線上遠端開戶渠道和開展多樣的營銷活動，進一步強化品牌價值。在財富管理平台的國

際化、信息化的進程中，優化經營舉措，推升盈利能力，保持良好發展的態勢。期內，本集

團財富管理業務的收入有較大幅度增長，按年增長 23%，至 2.08 億港元。其中手續費及佣金

收入按年增長 17%，至 1.08 億港元；利息收入增長 30%，至 1.00 億港元。 

 

本集團將全力打造財富管理業務新競爭優勢，深化金融科技的應用，佈局產品和服務體系，

以及通過財富管理平台貫通其他業務的服務資源，全面推動服務模式轉型，滿足多層級客戶

需求，提升客戶體驗，為高淨值客戶提供全球資產配置和綜合化服務。 

 

企業金融業務 

 

企業金融業務由企業融資業務和投資業務組成。企業融資業務為企業客戶提供股票承銷保

薦、債券承銷及財務顧問服務；投資業務主要包括以自有資金進行股權投資、債權投資、其

他投資等。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21 年 2020 年 
 % 

千港元 千港元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28,330 23,769 19% 

投資虧損淨額 (4,395) (4,105) (7%) 

  

  23,935 19,664 22%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在經歷了二零二零年受疫情大幅影響後，本集團的保薦承銷業務回暖，

同時得益於豐富的資源積累，債券資本市場業務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回顧期內，企業金融

業務的手續費及佣金收入按年增加 19%，至 2,833 萬港元。此外，本集團運用自有資金進行

投資，錄得投資虧損 439.5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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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保薦承銷及財務顧問 

 
回顧期內，本集團的保薦承銷業務按年有所增長，加之項目審核週期的因素，相關保薦承銷

項目收入預期將於今年下半年逐步顯現。同時，在母公司支持下本集團堅定不移地實施國際

化以及境內外一體化戰略，逐步恢復一定保薦承銷項目儲備，也保持開發及跟進多種類的財

務顧問項目。本集團將積極擴大保薦承銷的項目儲備，參與更多收購兼併有關的財務顧問類

項目，也會加強跟母公司境內團隊的協作，以求增加企業融資業務潛在客戶覆蓋。 

 
——股票資本市場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股票資本市場團隊繼續為客戶提供全方位服務，並積極在優選的重點行

業佈局，參與承銷項目的品質持續上升，回顧期內完成首次公開發售承銷項目 3 單，參與了

4 單非保薦承銷項目，該些項目在回顧期後完成發行。本集團將繼續加強股票資本市場團隊

的建設和擴大承銷配售網路，不斷深挖客戶需求，加強與境內外及集團內部各業務團隊的客

戶資源對接。 

 

——債券資本市場 

 

得益於境內外團隊的協作以及二零二零年的項目積累，回顧期內本集團共完成 18 單債券項

目，其中 12 單國企及城投平台類項目，協助客戶融資 27.20 億美元；2 單房地產企業項目，

協助客戶融資 3.30 億美元；3 單金融機構類企業項目，協助客戶融資 11.00 億美元；1 單產業

類項目，協助客戶融資 0.20 億美元。面對境外美元債市場日益變化的挑戰與機遇，本集團將

持續開發大型央企、綜合國企等優質企業境外債券項目，持續完善境內外團隊的協作能力，

努力提升市場佔比及收入。同時，本集團將繼續招募專業人員，持續拓展債券資本市場這一

重要業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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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機構服務及交易業務 

 

機構服務及交易業務主要向機構客戶提供環球股票經紀和交易，固定收益債券、外匯及大宗

商品銷售及交易，研究諮詢，投融資解決方案等一站式綜合金融服務。亦使用自有資金或作

為機構客戶的交易對手從事自營盤及客盤的固定收益債券、外匯及大宗商品、權益及權益掛

鈎證券交易，並向機構客戶提供銷售、交易、對沖及場外衍生服務。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儘管信用事件頻出令市場相對疲弱，但固定收益交易團隊繼續採取穩健

的投資組合策略並配以靈活的對沖，在交易組合規模保持平穩的同時，實現了穩定的盈利增

長。本集團亦積極擴大業務品種及範圍，以更好地控制風險及收入的波動性。回顧期內，機

構服務及交易業務錄得投資收益淨額1.80億港元，按年增長15%。 

 

自二零二零年起組建的金融創新團隊持續穩步開展業務，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業務發展步伐加

快，業務品種及業務規模不斷擴大，成為新增的收入來源，亦是對接境內外資源開展跨境業

務的重要平台。本集團將繼續積極推進結構性產品的開發與銷售，進一步擴大業務的收入貢

獻。回顧期內，受資本中介業務快速發展帶動，機構服務及交易業務錄得利息收入3,897萬港

元，按年增長15%。 

 

而在股票銷售交易方面，回顧期內持續加強與境內資源協同合作，開發及落地新客戶，在高

端交易系統全面投入使用後，為機構客戶提供更優的服務質量。本集團將繼續把握市場機遇 

，為機構客戶提供更多元化、更豐富的股權交易服務。回顧期內，機構服務及交易業務的手

續費及佣金收入為 6,637 萬港元，按年增長 169%。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利息收入 投資收益淨額 總計 

% 

2021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0 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固定收益、 

外匯及商品 
- - - - 179,740 155,965 179,740 155,965 15% 

結構性產品 - - 30,004 23,422 - - 30,004 23,422 28% 

股票業務 66,369 24,715 8,961 10,493 - - 75,330 35,208 114% 

 
 

 
66,369 24,715 38,965 33,915 179,740 155,965 285,074 214,59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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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資產管理業務 

 

資產管理業務主要提供包括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投資顧問及委託專戶管理服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21 年 2020 年 
 % 

千港元 千港元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11,796 6,820 73%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資產管理業務在優化佈局和模式轉型上取得顯著成效，為新業務拓展打

下基礎。本集團密切關注最新監管政策及中資券商香港資管業務需求的變化，提前把握政策

紅利，開拓創新業務，憑藉出色的跨境產品設計能力，開創了多個跨境類創新業務，市場反

應良好。回顧期內，資產管理規模顯著上升，截至 6 月底，資產管理規模突破百億，達 

101 億港元，按年增長 133%。 

 

本集團將繼續鞏固圍繞固收及類固收板塊主動管理的業務模式，以香港為中心，聯動大灣區

發展，同時積極打通各類銷售管道，擴大資產管理規模。本集團將緊抓政策機遇，拓展業務

空間，優化運營機制，提高管理效能，聯動各個業務，發揮跨境業務優勢，重點開發主動管

理型產品，滿足不同市場客戶的需求，力爭成為客戶首選的跨境資產管理服務商。 

 

展望 

 

從全球金融市場環境來看，二零二一年下半年海外貨幣環境雖仍將維持寬鬆，但在高通脹之

下，對寬鬆政策退出的討論可能對金融市場造成一定影響。全球的疫苗接種不平衡可能導致

各國復甦的不平衡，目前發達市場的疫苗推廣較為領先，進而後續在匯率和金融市場上可能

對新興市場構成一定壓力。 

 

內地方面，在下半年宏觀環境仍然存在較大變數的情況下，整體市場的波動可能提升，結構

性機會可能更為重要。成長板塊的相對業績趨勢佔優，而考慮到估值切換，核心資產的業績

消化估值能力差異可能令板塊出現分化。在外需週期向好下，週期板塊亦有交易性機會。 

 

香港方面，港股所面臨的宏觀流動性環境仍將處於緊平衡。而年初以來傳統經濟的價值板塊

和新經濟的成長板塊之間的估值水平快速收斂，考慮到基本面和政策面的因素，亦令β層面

的機會較難尋覓，新經濟中的細分領域以及週期板塊中受益於外需週期的行業的α機會更加

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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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續) 

 

二零二一年下半年，在全球疫情發展及宏觀經濟仍具不確定性之下，本集團將繼續密切關注

疫情的發展趨勢，及時迅速應變，採取積極主動的發展策略，加快業務拓展步伐，力求各項

業務平穩快速發展。在「雙循環」發展新格局下，本集團立足香港，作為申萬宏源集團境外

業務和跨境業務的最重要業務中心和執行平台，將充分發揮境外資源優勢及競爭力，融入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大力開拓跨境業務。本集團將進一步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提升運營協調能

力，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拓展面向機構客戶的綜合化資本中介性業務，打造財富管理平

台，做強資產管理的產品平台，聯動境內母公司的資源，拓展跨境資產管理業務，強化「投

資+投行」的競爭策略，為客戶提供境內外一體化的企業金融服務。以堅持風控合規為底線 

，以夯實基礎管理為支撐，以發展金融科技為導向，全面提升專業服務水平，致力於成為具

備國際競爭力的綜合金融服務商。 

 

資本架構 

 

回顧期內，本公司之股本並無任何變動。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已發行普通股合共

1,561,138,689股，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則約為40.2億港元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40.4億港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結存5.21億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4.15億港元）及經損益按公平價值列帳之投資59.79億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36.18億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未動用之銀行信貸總額約為

51.26億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4.17億港元），其中約51.26億港元（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4.17億港元）為毋須發出通知或完成前提條件下即可動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償還短期銀行借貸為86.72億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42.72億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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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5%）及

216%（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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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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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予以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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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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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給予客戶之墊款分別為現金客戶之逾期應收帳款、孖展貸款及結構性產

品。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客戶之逾期應收帳款餘額及孖展貸款餘額分別為3.09億港元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28億港元）及27.89億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3.56億港元）。 

 

孖展貸款餘額中的15%（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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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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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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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於「展望」一段所披露之未來計劃外，本集團於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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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全職僱員總數為290人（二零二零年：269人）。回顧期內員工成

本合共約1.541億港元（二零二零年：1.355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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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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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場（二零二零年：9場）持續

專業培訓講座。 

 

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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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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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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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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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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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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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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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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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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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九位董事，其中房慶利先生、郭純先生、張劍先生、

吳萌女士及梁鈞先生為執行董事，張磊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吳永鏗先生、郭琳廣先生及 

陳利強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承董事局命 

主席 
房慶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