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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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申銀萬國（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公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業績連同上個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綜合收益表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4 293,991,742 383,312,131 
 佣金費用  (48,569,149) (64,701,935) 僱員福利費用  (111,133,312) (117,497,668) 折舊費用  (9,361,278) (8,802,207) 金融服務業務之利息費用  (441,857) (1,507,632)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2,330,221) - 其他收益  3,682,510 980,464 其他費用淨額  (94,028,435) (113,974,036)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5 31,810,000 77,809,117 
 所得稅費用 6 (1,648,515) (3,801,137)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  30,161,485 74,007,980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0,151,847 74,003,499 
 非控股權益  9,638 4,481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30,161,485 74,007,980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7    7,961,387 20,168,847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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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每股盈利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及攤薄  5.68 港仙港仙港仙港仙 13.94 港仙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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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本年度溢利  30,161,485 74,007,980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價值變動  546,897 (4,166,697) 

 重新分類調整至綜合收益表內之虧損／（收益） 

  -  出售投資之收益  (144,587) - 

  -  減值虧損  2,330,221 - 

 所得稅項之影響  - -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除稅後本年度其他全面收除稅後本年度其他全面收除稅後本年度其他全面收除稅後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益益益／（／（／（／（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2,732,531 (4,166,697)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32,894,016 69,841,283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應佔全面收益： 

 本公司擁有人  32,884,378 69,836,802 

 非控股權益  9,638 4,481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32,894,016 69,841,283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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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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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7,853 17,811,857 聯交及期交所交易權   4,211,831 4,211,831 其他資產   16,282,236 16,989,494 可供出售投資 9  12,624,430 12,595,080 遞延稅項資產   877,503 1,437,686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總非流動資產   51,043,853 53,045,94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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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20,854 136,490,550 應收帳款 10  478,246,702 228,109,841 貸款及墊款   1,138,486,758 560,272,89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886,779 12,928,269 可退回稅項   5,225,274 7,579,700 代客戶持有之銀行結存   2,335,223,269 1,981,941,33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93,914,276 392,691,82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總流動資產   4,527,003,912 3,320,014,41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 11  2,692,540,606 2,107,840,44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3,648,116 75,724,789 計息銀行貸款   614,697,682 - 應繳稅項   1,819,397 2,400,066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總流動負債   3,372,705,801 2,185,965,30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154,298,111 1,134,049,11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205,341,964 1,187,095,05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82,799 368,65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資產淨值   1,204,759,165 1,186,726,40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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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379,563 265,379,563 儲備   928,784,694 903,861,703 擬派末期股息 7  7,961,387 14,861,256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1,202,125,644 1,184,102,522 非控股非控股非控股非控股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2,633,521 2,623,88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權益總額   1,204,759,165 1,186,726,40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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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1. 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中環花園道3號花旗銀行廣場花旗銀行大廈28樓。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證券買賣及投資控股、證券經紀及交易、證券融資及直接貸款、投資銀行及資產管理。  本公司為Shenyin Wanguo Holdings (B.V.I.) Limited之附屬公司，該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成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2.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會計政策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當中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而編製，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更改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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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本）  報告準則－嚴重惡性通脹及取消首次採納者 

  的固定過渡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金融工具： 

  （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之抵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遞延稅項： 

  （修訂本）  相關資產的收回  

 

 採納該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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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分分分部部部部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本集團之須予呈報分部於本年度之除稅前業績之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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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截至二零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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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1,808 164,989,293 75,873,519 43,897,122 293,991,742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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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41,682) 18,883,379 62,279,384 2,388,919 31,810,000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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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源自外來客戶之分部收入 43,900,289 235,207,309 69,920,850 34,283,683 383,312,131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分部業績及   除稅前溢利 29,578,080 (8,861,472) 56,416,039 676,470 77,809,117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大部份位於香港，而本集團大部份之非流動資產亦位於香港，因此，並沒有呈列地區資料之詳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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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收入（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金融服務︰ 

 佣金及經紀佣金收入 186,535,948 233,923,507 

 證券融資及直接貸款之利息收入 50,759,722 69,901,348 

 買賣證券及期貨合約之公平價值收益／（虧損）淨額 6,175,743 (43,220,098) 

 提供服務之收入 23,814,935 23,166,942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267,286,348 283,771,699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其他︰ 

 出售非上市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43,186,821 

 出售上市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144,587 - 

 銀行利息收入 25,113,797 12,739,203 

 源自下列投資之股息收入： 

  非上市可供出售證券投資 - 42,798,176 

  上市可供出售證券投資 140,303 189,524 

  經損益按公平價值列帳之上市證券投資 1,083,792 494,850 

 其他 222,915 131,85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26,705,394 99,540,432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293,991,742 383,312,13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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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金融服務業務之銀行貸款及透支    （須於五年內償還）利息支出 441,857 1,507,632 

 根據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應付之最低租金 30,061,040 30,713,597 買賣上市證券投資及期貨合約 

 之已變現虧損／（收益）淨額 638,597 (2,616,387)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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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所得所得所得稅稅稅稅 

 
 已就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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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二二二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本期 – 香港 
  本年度支出 1,574,285 6,841,45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7,738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897,708) (4,114,493) 
 本期 –其他國家 197,609 174,771 
 遞延  774,329 891,667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本年度總稅項支出 1,648,515 3,801,137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7.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中期 － 無（二零一一年：每股普通股 1 港仙） - 5,307,591 
 擬派末期 － 每股普通股 1.5 港仙（二零一一年：2.8 港仙） 7,961,387 14,861,256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7,961,387 20,168,847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本年度擬派末期股息須待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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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溢利 30,151,847 港元（二零一一年：
74,003,499 港元）及 530,759,126 股（二零一一年：530,759,126 股）年內已發行之普通股計算。 

 

 本集團於上述年度內並無已發行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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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供出售投資可供出售投資可供出售投資可供出售投資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可供出售投資，按公平值︰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投資 2,558,532 2,922,464 

  非上市之股本投資 7,595,898 7,202,616 

  非上市會所債券 2,470,000 2,470,00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12,624,430 12,595,080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10. 應收帳款應收帳款應收帳款應收帳款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應收帳款 500,016,585 249,879,724 

 減︰減值 (21,769,883) (21,769,883)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478,246,702 228,109,84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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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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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集團並無就應收帳款結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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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99,771 港元（二零一一年：111,666,265 港元）以參考最優惠利率（二零一一年：最優惠利率）釐定的息率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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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一個月內 421,491,715 157,896,391 

 一至兩個月 4,084,693 52,778,765 

 兩至三個月 1,603,466 1,034,757 

 超過三個月 72,836,711 38,169,81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500,016,585 249,879,724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應收帳款結存中包括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所結欠之應收經紀帳款 12,887,538 港元（二零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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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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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帳款應付帳款應付帳款應付帳款 

 

 於報告期完結日，根據交易日期計算之應付帳款帳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年年年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港元 

 

 一個月內 2,692,540,606 2,107,840,448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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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13,668 港元（二零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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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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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183 港元（二零一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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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應付客戶之帳款 2,005,969,578 港元（二零一一年：1,830,837,636 港元）按銀行存款儲蓄年利率計息外，餘下之應付帳款乃為免息。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局議決建議派發二零一二年每股普通股之末期股息 1.5 港仙予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待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或前後派發。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下列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a. 由二零一三年五月六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三年五月十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不會登記任何本公司股份轉讓。股東如欲符合資格出席及於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最遲必須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及 

 

b. 由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不會登記任何本公司股份轉讓。股東如欲獲得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最遲必須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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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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二二二年市場回顧年市場回顧年市場回顧年市場回顧 

 二零一二年年初以來，香港市場深受歐債危機拖累以及中國內地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股指呈大幅波動走勢。第一季度，恒生指數從 18,877 點上升至 21,760 點高位 ，從第二季度起，隨著歐債危機加深以及中國內地 GDP 增幅下跌，股指震盪下行，六月四日恒生指數跌至全年最低位18,056 點。第三季度，恒指從七月份低位 18,711 點，回復到九月高位 20,896 點。受美聯儲宣佈推出 QE3 計劃的刺激、歐債危機緩和以及市場預期內地經濟增長速度觸底回升等眾多利好因素影響，恒生指數第三季度開始重拾升勢。第四季度，在市場預期轉好及國際熱錢大量流入香港的情勢下，香港市場延續前一季度升勢，恒生指數在十一月中旬達到 22,150 點年內高位。進入十二月份大多數交易日恒生指數維持在 22,000 點以上的高位，並在接近年底時創下 22,719 點的本年度最高指數位。從市場成交來看，二零一二年香港聯交所日均成交金額為 539 億港元，比二零一一年的日均成交水平 697 億港元下降 23%。  二零一二年，中國內地經濟增長總體上呈現放緩的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信息，二零一二年中國內地全年 GDP 增幅為 7.8%。與過去三十年長期保持兩位數的增長速度相比，中國內地經濟增速創下過去十一年的最低水平。二零一二年中央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採取各種措施，擴大內地消費需求，保持投資穩定增長，促進外貿出口恢復增長。去年十一月，中共十八大召開，順利完成領導集體的更替。市場預期中國內地經濟已於去年第三季度見底回升。受其影響，香港證券市場氣氛亦在去年第四季度轉為趨好。  二零一二年，本集團淨佣金收入和淨利息收入出現下滑，而資產管理收入和本集團投資的種子基金投資收入均錄得較大幅度增長。由於二零一二年港股大市成交縮減，本集團來自於二級市場的淨佣金收入較上一年減少 16.55%。去年港股市場淡靜以及新股上市減少，亦使得本集團孖展貸款業務出現下滑，淨利息收入較上一年下降 7.03%。本集團投行業務取得較好進展，成功保薦日本公司 DYNAM JAPAN HOLDINGS Co., Ltd.主板上市，亦完成多家香港上市公司配股和財務顧問項目，投行業務收入比上一年略有增長。  二零一二年，本集團根據市場變化和總公司發展戰略，推動業務轉型。設立財富管理中心，向客戶推薦債券、基金、海外股票和商品期貨等多種金融產品，擴大收入來源渠道。本集團之控股公司申銀萬國（香港）集團有限公司取得中國證監會批准 RQFII 業務資格，獲得國家外管局批准人民幣 9 億元 RQFII 額度，並授權由本集團之附屬公司申銀萬國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進行運作和管理。經過近一年的運作，RQFII 業務取得良好進展，使得本集團之資產管理業務規模較上一年有顯著擴大。二零一二年，本集團完成新增美國股票、澳洲股票、英國股票網上交易，增加多個環球大宗商品期貨交易品種。目前本集團網上交易平臺不僅覆蓋香港的現貨和期貨市場，美國、英國、澳洲等主要股票市場，還輻射到環球主要商品期貨市場，交易品種包括貴金屬、有色金屬、能源和農產品等大宗商品以及軟商品等，從事跨境、跨市場、跨現貨期貨綜合交易業務。二零一二年，本集團進一步整合機構交易服務平臺，機構交易業務比重進一步提高，業務開發和進展亦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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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本集團針對新業務風險管理的需要，制訂了有關新業務操作流程，並對於相應的內部監控系統作出檢討、修訂和補充，其中包括債券交易、債券融資、產品銷售等。本集團以積極、認真的態度回應香港證監會在對本公司下屬 4 家持牌子公司進行例行檢查中提出的各種監察和內審方面的問題，並按照香港證監會提出的建議，採取各種措施，加強和改進內部控制制度，提高風險管理和合規內控水平。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之股東應佔淨溢利約為 3,000 萬港元，較二零一一年減少 59.3%。營業額減少 23.3%至約 2.94億港元（二零一一年：3.83億港元）。與上年度 13.94 港仙比較，每股盈利下降 59.3%至 5.68 港仙。 

 證券經紀業務證券經紀業務證券經紀業務證券經紀業務 

 本集團的證券經紀業務涵蓋香港的股票、期貨市場、中國內地的 B 股市場，以及美國、英國、澳洲和日本等主要股票市場，以及環球主要商品期貨市場。二零一二年，恒指走勢反復，市場交投總體較為清淡，與上一年相比，聯交所日均成交水平下降 23%。受市場不利因素影響，二零一二年，本集團錄得 1.87 億港元來自一、二級市場的佣金及經紀佣金收入，比上一年的 2.34 億港元下降 20.1%。期貨及期權佣金收入較上一年下降 20.9%。在業務拓展方面，二零一二年，本集團在推廣海外機構客戶銷售取得良好進展，機構交易比重上升，本集團市場佔有率水平較上一年有所上升。本集團積極開展財富管理業務，推動經紀業務轉型，亦取得一定成效。 

 證券融資業務證券融資業務證券融資業務證券融資業務 

 二零一二年，本集團利用財務資源充裕的優勢，開展孖展貸款業務，也積極開拓新業務，如債券融資、B 股融資等，但因二零一二年港交所交易量和 IPO 募集資金量大幅度下跌的影響，本集團錄得淨利息收入 7,543 萬港元，比二零一一年的 8,113 萬港元下降 7.03%。 

 本集團一如過往將繼續審慎地向客戶提供證券融資、密切監察有關信貸政策，並定期審核及評估個別借款人之負債水平、投資組合及信貸記錄等。 

 企業融資業務企業融資業務企業融資業務企業融資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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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銀萬國融資分別為瀚洋控股有限公司及 DYNAM JAPAN HOLDINGS Co., 

Ltd.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及八月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的保薦人。此外，申銀萬國融資於二零一二年亦曾擔任數宗新股發行及公開招股的承銷商、參與了多項股份配售工作、獲委任為 16 家上市公司擔任各類財務顧問，及完成多項財務顧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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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研究業務證券研究業務證券研究業務證券研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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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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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發表關於本港及內地證券市場的定期報告。報告內容同時涵蓋宏觀經濟、市場策略及分析在香港、上海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重點中國企業。本集團之證券研究團隊亦編撰詳細之行業及公司分析報告供客戶參考。 

 於二零一二年內，本集團聯同母公司先後邀請約 30 名投資分析員參加了合共 107 個由本集團舉辦之國際路演，與亞洲、美國及英國客戶見面。本集團相信該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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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管理業務資產管理業務資產管理業務資產管理業務 

 本集團下屬申銀萬國投資管理(亞洲)有限公司（「申銀萬國投資管理」）從事資產管理服務。二零一二年三月，申銀萬國投資管理成功發行了兩隻香港的公募基金，分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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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金融市場環境有很大的挑戰，但是申銀萬國投資管理的 RQFII 基金業績表現不僅優於基準指數，而且業績超越同類基金平均水平。截止二零一二年年末，RQFII 基金規模已經達到所獲批 RQFII 額度的 90%以上。CPF 基金也展現出了優良的表現。CPF 基金不僅跑贏了指數，並且超過了許多的同業競爭對手。申銀萬國投資管理作為顧問管理的一隻臺灣公募基金在二零一二年亦有卓越表現。 

 

 資本架構資本架構資本架構資本架構 

 年 內 ， 本 公 司 之 股 本 並無任何變 動 。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已 發 行普通股 合 共
530,759,126 股，股東應佔權益總額則約為 12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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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現金 1.94 億港元及短期有價證券 3.60 億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未動用之銀行信貸總額為 5.36 億港元，其中 2.96 億港元為毋須發出通知或完成前提條件下即可動用。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償還短期銀行借貸為 6.15億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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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借貸與資產淨值之比率）分別為 1.34 及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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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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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抵押集團資產抵押集團資產抵押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資產予以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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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給予客戶之所有墊款 11.52 億港元均為孖展貸款（二零一一年：5.73 億港元），其中 6%（二零一一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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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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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計劃及前景」一段所披露之未來計劃外，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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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職僱員總數為 219 人（二零一一年：233 人）。年內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袍金）合共約 1.11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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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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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將來計劃及前景將來計劃及前景將來計劃及前景將來計劃及前景 

 二零一三年，全球經濟仍將受到歐元區國家債務危機的困擾。美國財政赤字問題有待解決，另外，高失業率、房地產市場低迷、消費者和企業信心缺失等問題將繼續困擾美國經濟。全球金融市場仍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這一局面將會對香港證券市場構成壓力。 

 從中國內地經濟來看，近期 A 股市場轉好，反映整體經濟見底回升的信號獲得市場確認。國內市場人士預期，二零一三年三月政府換屆之後，將會有新一輪經濟振興措施。從趨勢上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已基本結束，經濟結構調整將成為未來若干年中國內地經濟工作的主基調。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二零一三年，中央政府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可以預期，中國內地經濟未來仍將維持穩健的增長速度，這對於二零一三年香港證券市場構成正面支撐。從整體上看，二零一三年香港證券市場很可能維持震盪向上的格局。 

 在新的一年裏，本集團將圍繞總公司五年規劃提出的發展思路和目標，採取“加快轉型創新，完善體制機制，提升盈利能力，培育可持續發展競爭力”的經營方針，密切關注中國證監會最新跨境監管的政策變化，加速推進證券經紀、投資銀行、資產管理三大業務的轉型，根據香港市場的新變化和同行競爭的新趨勢，穩中求進，以增加營業收入，提高淨收入水平和提升盈利能力為重點，主動和積極探索新的經營模式和盈利模式，推動各項業務協調發展。在零售業務領域，本集團將繼續發掘本地市場潛力的同時，與總公司合作開發內地市場業務，並積極開展財富管理業務，開發固定收益、海外股票、商品期貨等各類金融產品。本集團將大力發展機構銷售業務，進一步整合和加強海外銷售隊伍，提高機構交易的比重。在資產管理業務方面，本集團擬繼續申請新的 RQFII 額度，發行新的 RQFII 產品，借此提高資產管理產品營銷能力。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繼續在韓國、日本、新加坡、臺灣等周邊海外市場，擴大資產管理業務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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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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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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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內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正假座香港中環畢打街 11 號置地廣場告羅士打大廈 43 樓香港銀行家會所龍房舉行股東週年大會。有關股東週年大會之詳情，請參閱將於稍後刊登並寄發予股東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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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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企業管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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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內已遵守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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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全部守則條文，並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內已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 14「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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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司股東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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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全年業績及年報之刊登全年業績及年報之刊登全年業績及年報之刊登全年業績及年報之刊登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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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公司之網站（http://www.sywg.com.hk）刊登。二零一二年之年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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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局命 主席 儲曉明儲曉明儲曉明儲曉明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由九位董事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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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平沼先生及張磊先生為非執行董事，而吳永鏗先生、郭琳廣先生及卓福民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