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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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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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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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365,231 284,715 
— 使用實際利率法計算之利息收入   57,979 24,610 
— 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範圍內之客戶合約收入   212,226 191,074 
— 源自其他來源收入   95,026 69,031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3  (6,860) 5,505 
佣金費用   (41,644) (58,909) 
僱員薪酬和福利費用   (122,600) (96,620) 
折舊   (10,832) (4,066) 
利息費用   (10,384) (9,886) 
其他費用淨額   (86,681) (62,492) 

      
除稅前溢利   86,230 58,247 
     
所得稅 4  (8,093) (5,858) 

     
期內溢利   78,137 52,389 

  
 

   
應佔溢利：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   78,137 52,390 
非控股權益   - (1) 

     
   78,137 52,389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5  5.77港仙 6.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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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溢利 78,137 52,389 

   

其他全面收益︰   

於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 公平值儲備變動淨額 (可轉回) 28,082 - 

   

除稅後其他全面收益 28,082 - 

   

全面收益總額 106,219 52,389 

   

應佔全面收益：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 106,219 52,390 

非控股權益 - (1) 

   

 106,219 52,389 

    



3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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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28  13,150 

聯交所及期交所交易權   4,212  4,212 

其他資產   27,408    22,922 

其他金融資產   1,209,343  - 
使用權資產   26,790  - 
遞延稅項資產   3,760  4,624 
      

非流動資產總額   1,284,841  44,908 
      

流動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   837,373  - 
經損益按公平價值列帳之投資   436,668  602,272 
應收帳款 7  767,116  457,414 
其他合約成本   -  5,000 

貸款及墊款   1,271,129  1,208,09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7,834  37,277 
可退回稅項   7,585  8,674 
代客戶持有之銀行結存   3,881,689  4,879,449 
現金及銀行結存   426,677  620,571 
      

流動資產總額   7,706,071   7,818,748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 8  4,449,334  5,082,12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6,926  82,185 
計息銀行貸款   539,235  469,920 
合約負債   1,100  13,144 

租賃負債   158  - 

應繳稅項   10,539  7,232 
      

流動負債總額   5,097,292   5,654,603 
      

流動資產淨值   2,608,779  2,164,14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893,620  2,209,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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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續)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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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94  - 

遞延稅項負債   1,313  943 
      
非流動負債總額   28,507  943 
      

資產淨值   3,865,113  2,208,110 

  
   

 

權益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2,782,477  1,200,457 

其他儲備   1,080,009  1,005,026 

      

   3,862,486  2,205,483 

非控股權益   2,627  2,627 
      

權益總額   3,865,113  2,2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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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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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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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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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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下詳述之期內所採納的若干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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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租賃」及相關詮釋、香

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四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香港詮

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十五號「經營租賃 ─ 優惠」及香港詮釋常務委員會詮釋第二

十七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交易的內容」。其就承租人引入單一會計模式，

並規定承租人就所有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租期為十二個月或以下

的租賃(「短期租賃」) 及低價值資產的租賃除外。出租人的會計規定則大致保留

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的規定。 

 

本集團已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本集團

已選用經修訂追溯法，並因而確認首次應用的累積影響作為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

一日權益期初餘額的調整。比較資料未被重列且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

呈報。本集團概無重列比較資料，並繼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呈報。 

 

有關過往會計政策變動的性質和影響及所採用的過渡性選擇的進一步詳情載列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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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及主要會計政策 （續） 
 
主要會計政策 （續）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續） 

 
(i) 租賃的新定義 

 
租賃定義的變動主要與控制權的概念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根

據客戶是否在某一時段內控制已識別資產的使用( 其可由指定使用量釐定) 

而對租賃作出定義。當客戶有權指示可識別資產的用途以及從該用途中獲

得絕大部分經濟利益時，即表示擁有控制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內租賃的新定義僅適用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變更的合約。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前訂立的

合約而言，本集團已採用過渡性可行的權宜方法以豁免屬租賃或包含租賃

的現有安排的過往評估。 

 
因此，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評估為租賃的合約繼續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入賬列為租賃，而先前評估為非租賃服務安排的合約

則繼續入賬列為未生效合約。 

 

(ii) 承租人會計處理方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剔除先前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要求承租人將

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的規定。反之，當本集團為承租人，其須

將所有租賃資本化，包括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分類為經營租賃

的租賃，惟該等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 

 

當合約包含租賃部分及非租賃部分，本集團選擇不區分非租賃部分及將各

租賃部分及任何關聯非租賃部分入賬列為所有租賃的單一租賃部分。 

 

倘本集團就低價值資產訂立租賃，則本集團決定是否按個別租賃基準將租

賃資本化。與該等未資本化租賃相關的租賃付款於租期按系統基準確認為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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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及主要會計政策 （續） 
 
主要會計政策 （續）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續） 

 
(ii) 承租人會計處理方法（續） 

 

當租賃已資本化，租賃負債初步按租期應付租賃付款現值確認，並按租賃

中所隱含的利率貼現，或倘該利率不能輕易釐定，則以相關遞增借款利率

貼現。於初步確認後，租賃負債按攤銷成本計量，而利息開支則採用實際

利率法計量。租賃負債的計量並不包括不依賴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付

款，因此可變租賃付款於其產生的會計期間在損益中扣除。 

 

於資本化租賃時確認的使用權資產初步按成本計量，其中包括租賃負債的

初始金額，加上於開始日期或之前作出的任何租賃付款以及任何所產生的

初始直接成本。倘適用，使用權資產的成本亦包括拆卸及移除相關資產或

還原相關資產或該資產所在工地而產生的估計成本，按其現值貼現並扣減

任何所收的租賃優惠。 

 

使用權資產隨後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 

 

倘指數或利率變化引致未來租賃付款出現變動，或本集團預期根據剩餘價

值擔保應付的估計金額產化變化，或就本集團是否合理確定將行使購買、

續租或終止選擇權的有關重新評估產生變化，則租賃負債將重新計量。倘

以這種方式重新計量租賃負債，則應當對使用權資產的賬面值進行相應調

整，而倘使用權資產的賬面值已調減至零，則應於損益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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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及主要會計政策 （續） 
 
主要會計政策 （續）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續） 

  
應用上述會計政策時作出之重大會計判斷及存在之估計不明朗因素之來源 
 
(i) 釐定租賃期 

 

誠如上述會計政策所闡述，租賃負債以租賃期內應付租賃付款的現值進行初

步確認。於開始日期釐定包含本集團可行使的續租權的租賃租期時，本集團

會評估行使續租權之可能性，並考慮到所有能形成經濟誘因促使本集團行使

續租權之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有利條款、已作出之租賃裝修及該相關資產

對本集團經營之重要性）。倘發生重大事件或情況出現重大變動而該等事件

或變動受本集團控制，則將重新評估租賃期。租賃期的任何延長或縮短均會

影響於未來年度確認的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金額。 

 

過渡影響 

 

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當日（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集

團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按餘下租賃付款現值釐定餘下租期及計量租

賃負債，並已使用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相關遞增借款利率進行貼現。 

 

為緩解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的過渡，本集團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十六號當日採用下列確認豁免及可行權宜方法︰  

 

(i) 本集團已選擇不就租賃（其餘下租期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

六號當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屆滿（即租期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

之前完結））確認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

號的規定；  

 

(ii) 於計量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當日之租賃負債時，本集團

對具有合理類似特徵的租賃組合使用單一貼現率（例如，在類似經濟環

境下就類似分類的相關資產採用與餘下租期類似的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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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及主要會計政策 （續） 
 
主要會計政策 （續）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續） 

 

過渡影響（續） 

 

(ii) （續） 

  

下表概述於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之影響︰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重新計量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150  -  13,150 

聯交所及期交所交易權 4,212  -  4,212 

其他資產 22,922  -  22,922 

使用權資產 -  31,648  31,648 

遞延稅項資產 4,624 
 

- 
 

4,624 
      

非流動資產總額 44,908  31,648  76,556 

      

流動資產      

經損益按公平價值列帳之投資 602,272  -  602,272 
應收帳款 457,414  -  457,414 
其他合約成本 5,000  -  5,000 

貸款及墊款 1,208,091  -  1,208,09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7,277  39  37,316 
可退回稅項 8,674  -  8,674 
代客戶持有之銀行結存 4,879,449  -  4,879,449 
現金及銀行結存 620,571  -  620,571 
      

流動資產總額 7,818,748  39  7,818,787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 5,082,122  -  5,082,12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82,185  65  82,250 
計息銀行貸款 469,920  -  469,920 
合約負債 13,144  -  13,144 

應繳稅項 7,232  -  7,232 
      

流動負債總額 5,654,603  65  5,654,668 
      

流動資產淨值 2,164,145  (26)  2,164,11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209,053  31,622  2,240,675 
      

 



10 

1. 一般資料及主要會計政策 （續） 

 
主要會計政策 （續）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續） 

 

過渡影響（續） 

 
(ii) （續）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重新計量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31,635  31,635 

遞延稅項負債 943  -  943 

      

非流動負債總額 943  31,635  32,578 

      

資產淨值 2,208,110  (13)  2,208,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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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026  (13)  1,005,013 

      

 2,205,483  (13)  2,205,470 
非控股權益 2,627  -  2,627 

      

權益總額 2,208,110  (13)  2,208,097 

      
 

下列為本集團按相關資產類別劃分之使用權資產於結算日及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十六號當日之賬面淨值分析︰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以折舊成本列賬的租賃以供自用的其他物業 26,427 31,648 

以折舊成本列賬的租賃以供自用的機器及設備 363 - 
   
 26,790 3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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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及主要會計政策 （續） 

 
主要會計政策 （續）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租賃」（續） 

 

過渡影響（續） 

 
(ii) （續） 

 

下列為本集團於結算日及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當日之租賃負債尚餘

合約期限︰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58 - 

一年後但五年內 27,194 31,635 
   
 27,352 31,635 

    

 

(iii) 對財務業績的影響 

 

在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初始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後，本集團（作為

承租人）須確認租賃負債的未償還餘額中產生的利息開支以及使用權資產的

攤銷，而非過往以直線基準確認租期內經營租賃產生的租賃開支的政策。與

倘於年內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所得的業績相比，此對本集團綜合收益

表中錄得的經營虧損產生正面影響。 

 

下表或可顯示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業績產生的估計影響，方法為將該等中期財務報表中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所呈報的金額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十七號

本應確認的假設金額進行比較(倘該被取代標準繼續適用於二零一九年而非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十六號)，以及將該等二零一九年假設金額與根據香港會計

準則第十七號編製的二零一八年實際相應金額進行比較。  

 
 

受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十六號影響的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財務業績 

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第十六號 

呈報的金額 

加回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第十六號折舊

及利息開支 

扣除假設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 

第十七號 

有關經營租賃的

估計金額 

假設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 

第十七號作出

的二零一九年

假設金額 

根據 

香港會計準則 

第十七號呈報

的二零一八年

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10,832) 6,208 - (4,624) (4,066) 

利息費用 (10,384) 626 - (9,758) (9,886) 

其他費用淨額 (86,681) - (6,245) (92,926) (62,492) 

      

除稅前溢利 86,230 6,834 (6,245) 86,819 5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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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及主要會計政策 （續） 

 
主要會計政策 （續）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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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所得税處理之不確定性 

    —詮釋第 23 號 

《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香港財 

改進》 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 香港 會 計
準則第 12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3 號
的修訂 

 

（c）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於此等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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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號及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  之間資產出售或注資 1 

 （二零一一年）（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 重大的定義 2 

   準則第 8 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修訂） 業務的定義 2 

 
1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但可供採納 

2
 於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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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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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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金融 

 機構服務及

交易 

 

投資管理 

 
其他 

 

分部合計 

 投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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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源自外來客戶之分部收入 

及其他虧損 115,446  3,532  121,386  108,879  15,988  (6,860)  358,371 

              

分部業績及除稅前溢利╱（虧

損） 33,418  1,506  25,174  31,594  1,398  (6,860)  86,230 

              

 企業金融 

 

個人金融 

 機構服務及

交易 

 

投資管理 

 
其他 

 
分部合計 

 投資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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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經重列)  

 

 

 

 

 

 

 

 

   

 

              

源自外來客戶之分部收入 

及其他收益 34,675 - (3,542)  174,563  62,135  16,884  

 

5,505  290,220 

              

分部業績及除稅前溢利╱（虧

損） 2,305  (3,542)  41,451  12,138  390  

 

5,505  5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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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其他收益 

  

 收入及其他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之客戶合約收入︰   
經紀業務︰   

代理買賣的證券佣金收入   
－港股 50,502 101,069 
－非港股 16,473 18,425 

代理買賣的期貨及期權佣金收入 7,137 10,956 
手續費收入 2,066 3,666 
證券研究費收入及其他 4,614 5,398 

 80,792 139,514 

   
企業融資業務︰   
首次公開發售、配售、包銷及分包銷佣金收入 89,053 14,472 
財務顧問、合規顧問、保薦費收入及其他 26,393 20,203 

 115,446 34,675 

   
資產管理業務︰   
管理費及投資顧問費收入 15,988 16,143 
表現費收入 - 742 

 15,988 16,885 
   
使用實際利率法計算之利息收入︰   
融資及貸款業務︰   
銀行及其他利息收入 40,558 24,610 

源自其他來源收入︰   

融資及貸款業務︰   
現金客戶及孖展客戶貸款利息收入 42,366 68,651 
首次公開發售貸款利息收入 753 4,605 

 83,677 97,866 

   
使用實際利率法計算之利息收入︰   
投資業務︰   
利息收入︰   
－非上市投資 17,421 - 

源自其他來源收入︰   

投資業務︰   
金融資產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虧損)淨額︰   
－上市投資 (1,336) (237) 
－非上市投資 8,174 (6,742) 

股息和利息收入︰   
－上市投資 - 99 
－非上市投資 45,069 2,655 

  69,328 (4,225) 
 365,231  284,715 

   
其他(虧損)/收益：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6,860) 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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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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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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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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9 5,800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40) 15   ________ ________ 

   6,799 5,815 

 

 本期 – 其他地區 60 85 

  遞延 1,234 (42)   ________ ________ 
 

 期內總稅項支出 8,093 5,858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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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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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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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37 52,39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附註 a) 1,354,039 796,139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每股港仙) 5.77 6.58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附註: 

(a)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本公司與申萬宏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認購

人」）訂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據此認購人有條件地同意認購，而本公

司有條件地同意以認購價每股2.068港元配發及發行765,000,000股新股份。認購事

項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八日根據認購協議完成，其中本公司已分配及發行以認購

價每股2.068港元合共765,000,000股新股份予認購人。經扣除相關開支後，認購事

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5.8億港元。所得款項淨額隨後用於增強及發展現有業務和

策略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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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 – 無（二零一八年：無）  - -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7. 應收帳款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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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768 121,726 
－其他經紀及證券行 157,691 103,199 
－結算所 282,937 174,036 
   
 659,396 398,961 
   
企業融資、咨詢及其他服務產生之應收帳款：   
－企業客戶 80,992 25,496 
   
 740,388 424,457 
減：虧損撥備 (1,473) (1,095) 
減：減值撥備 (7,775) (1,000) 
   
 731,140 42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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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76 35,052 
   
  767,116 45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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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76,000 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5,052,000 港

元）主要以參考港元最優惠利率（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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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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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292 132,243 

一至兩個月 3,750 3,601 
兩至三個月 2,001 3,174 
超過三個月 11,701 17,760 
   
 254,744 15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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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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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9,260 5,012,850 
- 其他經紀及證券行 199,804 15,969 
- 結算所 270 53,303 

   
 4,449,334 5,08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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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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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中期股息 

 

董事局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

無）。 

 

管理層探討與分析 

 

市場回顧 

 

從中國內地宏觀經濟來看，2019年上半年宏觀經濟增速持續放緩，其中房地產和基建投

資仍然有較強的韌性，但以製造業投資為代表的需求側數據較為疲弱。另一方面，在減

稅降費和相關行業刺激政策下，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代表的消費數據在上半年表現

亮眼，對宏觀經濟構成一定支撐。但市場對後續刺激政策的空間尚存疑問，財政政策持

續發力的效果有待觀察，而貨幣政策重點亦在疏通利率傳導機制而非全面寬鬆。 

 

從全球市場環境來看，2019年上半年延續了2018年以來的弱衰退格局。一方面，特朗普

政府的減稅政策帶給美國經濟的紅利正在逐漸消退，而貿易爭端給經濟帶來的不確定性

正在顯現，美國經濟放緩信號出現；另一方面，歐洲和日本等地經濟仍然較為疲弱。 

 

中國內地資本市場在一季度反彈明顯，其中大型藍籌股受益於外資淨流入，而中小成長

股則超跌反彈明顯。自二季度開始，一方面估值從極端吸引水平已經修復到了中位，另

一方面伴隨著外部環境的震蕩，資金重新開始趨於謹慎。 

 

香港市場在一季度受惠於外部環境改善和人民幣匯率企穩，市場出現一定的反彈。隨後

在中國內地經濟數據放緩和中美貿易摩擦重燃的壓力下進入震蕩期。從板塊表現來看，

地產和消費受益於較為穩健的行業基本面，資訊科技受益於年初以來的風險偏好修復，

收益均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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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整體業務穩步提升，營業額3.65億港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2.85億港元），同比上升28%。未經審核稅前溢利上升48%至8,623萬港元（二零一八年上

半年：5,825萬港元）。企業融資業務隨著市場融資氣氛上升而有所增加，而經紀業務、

融資及貸款業務均隨著大市成交額下降而有所回調。經紀業務方面，隨著大市成交額顯

著回落，經紀業務收入同比下降約5,872萬港元，跌幅42%。融資及貸款業務方面，二零

一九年上半年孖展平均餘額約13.79億港元，實現收入8,368萬港元，較去年同期下降

1,419萬港元，跌幅約14%。至於企業融資業務方面，今年上半年主承銷、配售和財務顧

問項目數各為12家、9家和5家，其中保薦人╱主承銷項目為成功完成首灃控股有限公司 

(1703)、興合控股有限公司 (1891)、申萬宏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 H股 (6806)及金茂源環

保控股有限公司 (6805) 上市。今年上半年企業融資業務實現收入1.15億港元，較去年同

期上升約0.81億港元，漲幅233%。資產管理業務在今年上半年實現收入1,599萬港元，較

去年同期下降約90萬港元，跌幅5%。投資業務在今年上半年實現收入6,933萬港元，較去

年同期上升約7,355萬港元，漲幅1741%。 

 

本集團的經紀業務的重點是香港的股票及期貨市場、中國內地的滬深通A股和B股市場、

海外股票市場及環球期貨市場。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環球金融市場表現低於預期。二零一

九年上半年港股市場日均成交金額為927億港元，較二零一八年同期的1,192億港元下跌

22%。本集團各項業務均衡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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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內地市場，增加港股開戶數量。二零一九年一至六月，本集團與申萬宏源證券有限公

司密切配合，大力開發跨境產品，以QDII方式投資海外市場，滿足中國內地客戶投資海

外的需求。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底，中國內地機構和個人客戶使用申萬宏源證券有限公

司QDII產品方式，投資香港、美國等海外市場，資金規模達到4億美元。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恆生指數、國企指數及日均成交有所回落，客戶借貸意慾受到影響，

本集團已推出措施適時滿足客戶借款需求及與多間銀行爭取下調借入資金的利率，以減

低利息收入的跌幅。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孖展平均餘額約13.79億港元，較去年同期的23.61

億港元下降42%。利息收入為8,368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9,787萬港元下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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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本集團的企業融資業務主要包括保薦人、財務顧問和股票、債券等證券。本集團出任首

灃控股有限公司(1703)、興合控股有限公司(1891)及金茂源環保控股有限公司(6805)的獨

家保薦人、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申萬宏源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 - H股(6806)的聯席保薦人、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

人。上述四家公司之股份分別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三月、四月和七月在香港聯交所主板

成功上市。二零一九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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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如中船海洋與防務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 H股

(317)等。此外，本集團還先後完成中國恆大集團、廣州富力地產、蘇寧電器有限公司、

新彊金融投資有限公司、福建陽光集團、華遠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及淮安市水利控股集團

有限公司等的12家公司債券配售工作。 

 

本集團的資產管理業務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底資產管理總規模約57.44億港元，資產管理

業務實現收入1,599萬港元，收入較去年同期輕微下降，跌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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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涵蓋宏觀經濟、市場策略及分析，以及在香港滬股通、深股通之重點中國內地

企業。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之證券研究團隊共發表研究報告1,600多篇，為客戶

提供對港股、美股（包括ETF）、滬深通A股、全球債券基金以及環球商品期貨等精闢分

析。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共在香港組織7位分析師共計路演69場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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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次路演。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本集團逐步發展為大型企業和機構客戶提供綜合化金融服務的結構

性融資業務，於境外成立結構型票據，並提供專業的政策諮詢與投資優化服務，為客戶

搭建投資通道，引入境外優質的投資資本，有效支援境內同業的境外融資需求。 

 

展望 

 

海外方面，我們預計今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增速將呈現進一步放緩的格局。美國經濟在特

朗普減稅政策下的消費高增恐將進一步放緩，歐洲仍將受困於英國脫歐等政治困局，而

日韓等東北亞外向型經濟體亦受累於全球需求放緩。部分東南亞經濟體則有望受益於產

能轉移而維持較高的經濟增速。貨幣政策方面，全球貨幣政策整體轉向鴿派大勢已定，

但本次衰退的根源在於此前累積的全球結構性矛盾尚未得到解決，生產力在新科技革命

尚未全面到來前仍難以進一步突破，因此流動性寬鬆對經濟的提振效應恐將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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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續) 

 

從國內宏觀來看，在外部環境的變化對經濟的短期沖擊較為有限。政策方面，貨幣政策

層面將長期趨於中性，而財政政策將致力於提高內需。整體而言，今年一季度以來大幅

去庫存或有望得到逆轉，為未來數個季度提供一定的緩衝；投資方面則呈現地產不弱、

基建小幅改善、製造業底部徘徊的格局，但扣除價格因素後實際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然

較強；出口增速可能有所回落但貿易順差仍然可以支撐。居民消費在減稅降費和行業刺

激政策的持續促進下有望有所改善。此外在通脹方面，考慮到多種因素的此消彼長，CPI

上行空間較為有限，其對貨幣政策影響較為有限。 

 

國內市場受經濟壓力，尤其是需求側不振的影響，非金融石油石化板塊盈利增速下行壓

力較大。另一方面，貨幣和財政總量刺激政策卻難以在當前市場的較高預期上再超預

期。此外，海外事件對國內市場的沖擊近年來有所加強，長期事件對市場的短期沖擊值

得重視。估值方面，當前國內市場的估值水平處在歷史低位，但尚未到性價比最優區

間。結構方面，核心資產仍然是值得信任的底倉資產。此外，國防軍工、5G和新能源板

塊亦有高景氣機會，低估值的銀行和地產等板塊在年末的底倉遷移中景氣度可能佔優。 

 

研究認為，下半年香港市場基本面受中國內地經濟壓力影響，企業盈利增速恐將承壓；

另一方面，估值水平及股息率與10年期美債收益率的利差顯示，港股市場目前估值處在

底部區間，但尚未達到性價比最優。從流動性角度看，雖然全球貨幣環境同步寬鬆漸行

漸近，但港股作為離岸市場，在基本面下行階段能夠吸引的外部流動性相對有限。但考

慮到不斷走闊的AH股價差，當前港股市場對部分內地投資者有較強的吸引力，內地南下

資金今年以來亦不斷流入香港市場。總體而言，我們預計下半年香港市場將呈現基本面

趨勢下行與流動性趨勢寬鬆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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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本公司與申萬宏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認購人」）訂立

認購協議（「認購協議」），據此認購人有條件地同意認購，而本公司有條件地同意以認購

價每股2.068港元配發及發行765,000,000股新股份。認購事項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十八日根據認

購協議完成，其中本公司已分配及發行以認購價每股2.068港元合共765,000,000股新股份予認

購人。詳情請參閱本公司之有關公告及通函文件。 

 

經扣除相關開支後，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5.8億港元。所得款項淨額隨後用於增強及

發展現有業務和策略擴展。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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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億港元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1億港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率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銀行結存4.27億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6.21億港元）及經損益按公平價值列帳之投資4.37億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6.02億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未動用之銀行信貸總額約為33.17

億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1.86億港元），其中20.42億港元（二零一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18.14億港元）為毋須發出通知或完成前提條件下即可動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償還短期銀行借貸為5.39億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4.70億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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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8%）及

14%（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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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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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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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億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35億港元）；而孖展貸款為12.71

億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08億港元），其中33%（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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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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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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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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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全職僱員總數為266人（二零一八年：264人）。期內員工成本合

共約12,260萬港元（二零一八年：9,662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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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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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場（二零一八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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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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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守則》及《企

業管治報告》（「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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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公正的了解。本公司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適逢當時有其他公務在身，而未能出席本

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此外本公司一位非執行董事亦基於上述原

因而未能出席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七日舉行之股東特

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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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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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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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朱敏杰先生、陳曉升先生、張劍先

生、郭純先生及邱一舟先生為執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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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八月九日 

 

 

 

承董事局命 

主席 
朱敏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