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之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所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所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1）

二零一零年中期業績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

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4 42,990 23,531

其他收益 4 308 99

其他淨收入 4 434 450

43,732 24,080

員工成本 5(a) 19,884 16,826

佣金開支 10,071 10,440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4,177 3,688

其他營運開支 9,695 9,377

總營運開支 43,827 40,331

經營虧損 (95) (16,251)

融資成本 5(c) (38) (29)

(133) (16,28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9 5,701 —

除稅前溢利╱（虧損） 5,568 (16,280)

所得稅 6 (753)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虧損） 4,815 (1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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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3 (8,260) (6,097)

本期間虧損 (3,445) (22,377)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 (3,445) (22,377)

港仙 港仙
（重列）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8 (0.64) (5.30)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8 0.90 (3.86)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8 (1.5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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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 (3,445) (22,377)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應佔聯營公司有關可供出售證券的投資重估儲備：
— 公平值變動 (7,656) —

— 出售時轉撥至損益 (100) —

投資重估儲備變動淨額 (7,756) —

換算之匯兌差額：
— 應佔聯營公司匯兌儲備 337 —

9 (7,419) —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0,864) (22,377)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 (10,864) (2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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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439 1,319

固定資產 5,651 5,61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 124,156 125,874

其他資產 7,678 4,166

138,924 136,969

流動資產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 8,373 2,491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88,875 230,076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 256,150 160,181

353,398 392,748

流動負債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61,013 88,297

應付稅項 753 —

61,766 88,297

流動資產淨值 291,632 304,45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30,556 441,420

資產淨值 430,556 441,42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3,434 53,434

其他儲備 350,641 358,060

保留盈利 26,481 29,926

總權益 430,556 44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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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

露規定。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但已經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

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

誠如附註3所披露，提供之槓桿式外匯買賣及經紀服務構成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之非

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項下之已終止經營業務。因此，若干比較數字經重列以呈列持續經營

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

2. 會計政策變動及過往年度調整

(a) 新訂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於本集團之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兩項經修訂香港財務匯報準則、多

項香港財務匯報準則修訂本及一項詮釋。當中以下變動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

.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3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業務合併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本集團並無採納任何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或詮釋。

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3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大部分修訂之影響並未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產

生重大影響，此乃由於該等變動將於本集團訂立相關交易（例如業務合併）時首次生效，且概無

重列過往該等交易錄得金額的規定。

(b) 過往年度調整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信達國際直接投資有限公司從本公司之中

間控股公司收購漢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漢石」）已發行股本

之40%。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漢石之純利為60,115,000港

元，當中包括出售若干可供出售投資之除稅後收益58,586,000港元。此項收益主要源於把先前

記錄於漢石投資重估儲備之收益回流入賬。因此，誠如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所錄，40%漢石純利被本集團確認，即24,046,000港元，而這包括

本集團應佔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23,434,000港元。同時相應撥回漢石申報之投資重估儲備

之40%亦被本集團確認。然而，本公司最近獲其核數師通知，指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

司之投資第23段之規定無意中被忽略，並未適當調整漢石申報之款額以反映本集團收購漢石當

日相關資產之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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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綜合溢利多報了23,434,000港元，

而其他全面收入則少報了同一金額。由於上述兩筆金額乃於同期之全面收入總額中入賬，此項

疏忽並不影響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申報之全面收入總額或於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股東權益。由於此項疏忽乃有關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進行

之交易，因此亦不影響於本中期報告內所申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款

額。

為了恰當地反映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的規定，本集團已作出下列調整，以重列於截至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申報之比較款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如前申報 調整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收益表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24,046 (23,434) 612

年度溢利╱（虧損） 4,412 (23,434) (19,022)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0.97港仙 (5.14港仙) (4.17港仙)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0.97港仙 (5.14港仙) (4.17港仙)

綜合全面收益表

應佔聯營公司有關可供出售證券的

投資重估儲備：
— 出售時轉撥至損益 (23,883) 23,883 —

— 公平值變動 — (449) (449)

年度其他全面收入總額 (23,862) 23,434 (428)

綜合財務狀況表

其他儲備 334,626 23,434 358,060

保留盈利 53,360 (23,434) 2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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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本公司董事會決定終止向其客戶提供槓桿式外匯買賣服務。董事認為本集

團可利用提供槓桿式外匯買賣服務所節省之資源，發展董事認為具較高業務潛力的本集團其餘業

務。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4 2,848 7,724

其他收益 4 3 —

其他淨虧損 4 (20) (359)

2,831 7,365

員工成本 5(a) 1,710 2,945

佣金開支 1,187 5,320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1,840 2,334

其他營運開支 6,354 2,861

總營運開支 11,091 13,460

經營虧損 (8,260) (6,095)

融資成本 5(c) — (2)

除稅前虧損 (8,260) (6,097)

所得稅 6 — —

本期間虧損 (8,260) (6,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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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其他收益、其他淨收入及分部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費用及佣金 24,784 21,102

保險經紀收益淨額 172 159

掉期利息及外匯買賣收益 46 —

利息收入 2,866 1,174

包銷佣金 15,122 1,096

42,990 23,531

其他收益

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33 21

其他收入 275 78

308 99

其他淨收入

匯兌淨虧損 (104) (77)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之已變現淨虧損 (20) —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之未變現淨收益 558 527

434 450

43,732 24,080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營業額

費用及佣金 681 3,645

外匯期權買賣淨收益 163 —

掉期利息及外匯買賣收益 1,993 4,047

利息收入 11 32

2,848 7,724

其他收益 3 —

其他淨虧損 (20) (359)

2,831 7,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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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其業務。按照就資源配置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提供資料之內

部報告一致之方式，本集團已識別下列可呈報分部。並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成下列可呈報分部。

持續經營業務：

1. 企業融資 — 為於香港上市或尋求上市之公司提供企業融資及顧問服務。

2. 證券經紀 — 提供於香港及已選定海外市場買賣之證券、股份掛鈎產品、單位信託及股份期權

之經紀服務及為該等經紀客戶提供孖展融資服務。

3. 商品及期貨經紀 — 提供於香港及已選定海外市場買賣之商品及期貨合約之經紀服務。

4. 於香港之財務策劃及保險經紀 — 作為售賣儲蓄計劃、一般及人壽保險之代理及提供證券投資

顧問服務及全權委託之基金管理。

5. 資產管理 — 管理私人基金。

已終止經營業務：

1. 於香港境外之槓桿式外匯買賣╱經紀 — 提供世界主要貨幣之槓桿式外匯買賣及經紀服務。

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8號，分部資料乃按照本集團之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分

部間資源配置所用資料一致之方式而編製。就此而言，本集團之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控

各可呈報分部應佔之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於聯營公司權益及其他企業資產除外。分部負債

包括個別分部經營活動應佔之應付交易賬款及應計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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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分部業績以未計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EBIT」）呈列。在計算EBIT時，本集團之盈利會就融

資成本及並無明確歸於個別分部之項目（如攤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及其他總公司或企業行政成本）

作進一步調整。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企業融資 證券經紀

商品及

期貨經紀

於香港之財務

策劃╱保險經紀 資產管理 小計

於香港之槓桿式

外匯買賣╱經紀 小計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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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外來顧客所得營業額 20,824 16,833 1,680 3,605 — 42,942 2,848 2,848 45,790

分部間營業額 — 26 — — — 26 1 1 27

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20,824 16,859 1,680 3,605 — 42,968 2,849 2,849 45,817

可呈報分部業績(EBIT) 5,885 (995) (1,429) (1,117) (187) 2,157 (7,355) (7,355) (5,198)

可呈報分部資產 35,570 189,790 23,567 10,688 7,235 266,850 24,692 24,692 291,542

可呈報分部負債 3,261 47,517 5,668 3,093 13 59,552 4,888 4,888 64,440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企業融資 證券經紀

商品及

期貨經紀

於香港之財務

策劃╱保險經紀 資產管理 小計

於香港之槓桿式

外匯買賣╱經紀 小計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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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外來顧客所得營業額 2,782 14,707 2,589 3,452 — 23,530 7,724 7,724 31,254

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2,782 14,707 2,589 3,452 — 23,530 7,724 7,724 31,254

可呈報分部業績(EBIT) (4,140) (5,977) (1,929) (1,568) (103) (13,717) (6,182) (6,182) (19,899)

可呈報分部資產 25,014 252,603 23,878 18,171 4,435 324,101 70,115 70,115 394,216

可呈報分部負債 10,837 76,296 4,550 6,660 26 98,369 1,316 1,316 99,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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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呈報營業額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42,968 23,530

分部間營業額抵銷 (26) —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營業額 48 1

42,990 23,53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2,849 7,724

分部間營業額抵銷 (1) —

2,848 7,724

綜合營業額 45,838 31,255

可呈報業績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業績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從外來顧客所得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 2,157 (13,71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5,701 —

融資成本 (38) (29)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開支 (2,252) (2,534)

5,568 (16,280)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可呈報分部虧損 (7,355) (6,182)

分部間（溢利）╱虧損抵銷 (905) 87

從外來顧客所得可呈報分部虧損 (8,260) (6,095)

融資成本 — (2)

(8,260) (6,097)

除稅前綜合虧損 (2,692) (2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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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呈報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291,542 394,216

分部間應收款項抵銷 (301) (4,796)

291,241 389,42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24,156 125,874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資產 76,925 14,423

綜合總資產 492,322 529,717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64,440 99,685

分部間應付款項抵銷 (3,719) (13,086)

60,721 86,599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負債 1,045 1,698

綜合總負債 61,766 88,297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得出：

(a) 員工成本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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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薪酬及津貼 19,379 16,489 1,657 2,846 21,036 19,335

強積金計劃供款 505 337 53 99 558 436

19,884 16,826 1,710 2,945 21,594 1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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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營運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核數師酬金 1,003 938

固定資產折舊 1,232 1,148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核數師酬金 245 290

固定資產折舊 566 790

(c)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透支利息 — 6

銀行貸款利息 38 13

融資租約責任下之利息 — 10

38 29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融資租約責任下之利息 — 2

— 2

6. 所得稅

於綜合收益表內扣除之稅項數額為：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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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本期稅項：
— 本期香港利得稅 753 — — — 753 —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當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撥備。

由於本集團就過往期間稅項而言錄得虧損，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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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適用稅率計算之稅項開支與會計溢利之對賬如下：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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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除稅前虧損（不包括應佔

聯營公司溢利） (133) (16,280) (8,260) (6,097) (8,393) (22,377)

按照在香港之適用所得稅率

16.5%計算除稅前虧損之

名義稅 (22) (2,686) (1,363) (1,006) (1,385) (3,692)

毋須課稅之收入之稅項影響 (58) (96) (2) (5) (60) (101)

就課稅而言不可扣減之開支

之稅項影響 11 37 701 — 712 37

動用先前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234) (10) — — (234) (10)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項影響 1,043 2,740 511 1,026 1,554 3,766

其他 13 15 153 (15) 166 —

稅項開支 753 — — — 753 —

7.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零）。

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的計算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3,44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22,377,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普通股數534,338,000股普通股（二零零九年：

422,303,000股普通股）計算，計算如下：

(i) 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盈利╱（虧損） 4,815 (16,280)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8,260) (6,097)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 (3,445) (2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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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於六月三十日已發行普通股 534,338,000 422,303,000

於六月三十日之加權平均普通股數 534,338,000 422,303,000

(b) 每股攤薄虧損

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一致，此乃由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並無具有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
股。

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於一月一日應佔資產淨值 125,874 —

本期間╱年度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5,701 612
本期間╱年度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7,419) (428)
收購聯營公司 — 125,690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佔資產淨值 124,156 125,874

10.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交易賬款 85,655 221,355
其他應收款項 3,220 8,721

88,875 230,076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應收交易賬款按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70,707 212,121

30至60日 5,677 511

超過60日 9,271 8,723

85,655 22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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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銀行結餘及現金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手頭現金 15 14

銀行結餘
— 已抵押 12,002 12,001
— 一般賬戶 244,133 148,166

256,135 160,167

256,150 160,181

按到期日

銀行結餘
— 活期及儲蓄賬戶 244,133 148,166
— 定期存款（三個月內到期） 12,002 12,001

256,135 160,167

12.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61,013 88,297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因於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之證券經紀業務而應向結算所及證券買賣客戶支付之款項之償還期限為該

等交易之買賣日期後兩至三日不等。就槓桿式外匯買賣、商品及期貨合約買賣而向客戶收取保證

金，須於要求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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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整體表現

金融市場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出現劇變。首季追隨二零零九年復甦步伐，揭開市況暢旺

的序幕。本港股票市場於二零一零年一月每日平均成交量達780億港元。然而隨著歐洲

地區爆發金融危機，全球投資市場信心轉弱。每日平均成交量降至640億港元，跌幅達

17.9%。儘管上半年度樓市升勢淩厲，豪宅樓價屢創新高，但卻未能成為股票市場上升

動力。反之，中國收緊銀行貸款的政策未明，加上房地產市場施行的新法規對市場產生

不利影響。因此，恒生指數僅可徘徊於22,416至18,971點之間。首次招股市場降溫則帶

來更大影響。以二零一零年六月計，僅4項首次招股得以成功上市。整體而言，我們於首

季締造佳績，但卻被第二季的虧損抵銷。營業額為4,58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3,130萬港

元），虧損為34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2,240萬港元）。

企業融資

誠如去年年報所述，企業融資將成為業務發展核心之一。此一分部業績最為理想，我們

的表現遠勝去年同期。我們已獲委任為若干即將進行首次招股的保薦人。此外，我們已

為股票配售擔任發行代理，出任上市公司的合規顧問，並擔任財務顧問及獨立財務顧

問。所有首次招股項目均進展理想，預計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及來年可望提供收益。在

發展中的企業融資業務預期將成為本集團業務擴充的動力之一，並將為其他業務單位提

供協同效益。我們成功將此分部扭虧為盈。此分部營業額自去年同期約280萬港元增加

約7倍至2,080萬港元。錄得分部業績59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虧損410萬港元）。

證券經紀

證券經紀一直是本集團主要業務之一。本地股票市場首季表現理想，但卻未能延續至第

二季。市場成交跟隨首次招股數目急跌而下降，以致我們的業務深受影響。因此，營業

額僅略升至1,68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1,470萬港元）。虧損收窄至100萬港元（二零零九

年：虧損600萬港元）。與此同時，本集團已成功推出全新證券交易系統，功能及容量均

已升級，可供更多客戶使用。新系統提供經完善的網上證券交易設施，使客戶無論身處

何地都能享受快捷方便的交易服務。機構及企業銷售團隊工作如期開展，如一手及二手

市場氣氛好轉，則可望達致理想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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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

於二零零九年收購的聯營公司對回顧期內業績帶來正面貢獻。聯營公司持有的若干投資

已到期並已上市。本集團在香港的資產管理業務在招聘合適人手後將於二零一零年下半

年開展。回顧期內，僅產生維持牌照的最低開支，虧損為2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虧損10

萬港元）。

商品及期貨經紀

經紀之間進行割喉競爭，本港買賣的商品佣金極低，使此項業務難以產生盈利。我們在

海外市場的業務在上半年未見改善。上述情況導致營業額自260萬港元進一步減至170萬

港元，分部虧損為14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虧損190萬港元）。本集團將於下半年進行期

貨買賣電子交易系統升級，以開拓海外市場及提高交易能力。

財務策劃及保險經紀

迷你債券及累計股票期權醜聞後，分銷單位信託及基金業務大幅下滑。經分析成本及利

益後，管理層決定終止此一範疇的業務，將會交出相關牌照。本集團決定專注於財務策

劃業務，包括財產策劃、保險策劃、退休策劃、稅務策劃及其他資產策劃。業務重點在

於銷售投資相連保險產品、財險、壽險及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項下的投資產品。回顧期

間營業額為36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350萬港元）。分部業績略降至虧損110萬港元（二零

零九年：虧損160萬港元）。

槓桿式外匯買賣

此項業務於停止收取客戶買賣指示後終止。經營虧損為740萬港元（二零零九年：虧損

620萬港元）。此分部的資源將投入其他業務單位。

未來展望

儘管市場憂慮雙底衰退及主權債務危機問題，導致美國及歐洲經濟疲弱，但中國經濟增

長依然理想。同時中國經濟亦面對房地產及資產價格急升的重大壓力，故已採取一系列

宏調措施。令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市場氣氛深受影響，而不利影響於第二季更為明顯，導

致首次招股活動擱置、股票市場成交量萎縮及對中國流動資金構成壓力。我們的核心業

務倚重股票市場，因此無可避免受到不利影響。然而，我們對市況可望於下半年回穩抱

持樂觀態度。經濟可望反彈，而市場將湧現商機。我們進行中的若干首次招股將會完

成。股票市場的成交量可望回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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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控股股東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達」）經國務院批准完成改制為

股份制有限公司，中國信達註冊資本人民幣251億元，網絡遍佈全國，業務覆蓋整個金融

領域，為本集團提供廣闊的合作空間。中國信達將專注於其金融業核心業務，而本集團

作為中國信達集團的唯一海外平台，將受惠於其母公司各業務單位的協同效益。在中國

信達的有力支持下，將有助本集團在中國發掘更多商機。

財務資源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本集團概無任何借款。持有證券及期

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牌照的所有集團公司均符合訂明的財務資源規定。終止槓桿式外匯業

務進一步提供更多財務資源以供其他業務分部使用。

或然負債

除就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獲銀行提供的融資而提供公司擔保外，本集團概無訂立任何擔

保或保證協議。於報告期末，董事認為本公司應不會遭到重大索償。若干訴訟個案已獲

前主要股東作出彌償。

匯率波動風險

終止本集團槓桿式外匯買賣業務後，所有業務均以港元或美元進行。所有資產及負債均

以港元或美元計值。因此，本集團的匯率波動風險不大。

薪酬及人力資源發展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於推出新證券系統及重新調配資源後，節省了後勤員工的人手。本

集團繼續就主要業務重點（即企業融資、資產管理及證券經紀）招聘員工。我們向本集團

各級員工提供具吸引力的薪酬福利，當中部分為績效掛鈎福利及部分為其他福利。我們

有意將員工的薪酬增幅與本集團的業績增長掛鈎。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零）。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於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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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透過採納及實施合適之企業管治常規，一直致力於提高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及透明

度；而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所列載之所有守則條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董事

買賣其股份之行為守則。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所有時間，全體董事確

認彼等均已遵守規定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匯

報事宜，包括與董事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

表。本集團之外聘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

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公佈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cinda.com.hk公佈。本公司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將在適當時候於相同網站公

佈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劉敏聰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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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陳孝周先生 （主席）
高冠江先生 （副主席）
顧建國先生

趙紅衛先生 （董事總經理）
龔智堅先生

劉敏聰先生

非執行董事： 周國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汪同三先生

陳工孟先生

洪木明先生

網站：http://www.cind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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