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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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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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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west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Limited
西 證 國 際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2）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西證國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連同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服務費及佣金收入 37,991 29,113
利息收入 32,884 30,664
投資收益淨額 2,171 30,837

  

總收益 2 73,046 90,614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4,162 36,369
  

收益以及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 77,208 126,983
  

服務費及佣金開支 2 (13,212) (10,195)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值變動 90,822 11,021
財務成本 2, 4b (70,201) (57,210)
員工成本 4a (48,816) (34,934)
折舊 (5,254) (4,134)
其他營運開支 (96,837) (85,318)
合併投資基金產生的其他虧損 2, 4c (14,626) –

  

開支總額 (158,124) (180,770)

除稅前虧損 4 (80,916) (53,787)

所得稅開支 5 – –
  

本公司股權股東應佔期間虧損 (80,916) (53,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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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入
隨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177) (31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 8,456
隨後不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入：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
  公允值變動 (168) –

  

期間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後） (345) 8,138
  

本公司股權股東應佔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81,261) (45,649)
  

每股虧損
 — 基本（港仙） 6 (3.315) (2.203)

  

 — 攤薄（港仙） 6 (3.315)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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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17,145 20,429
無形資產 – –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 7 1,079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7 – 1,247
其他非流動資產 9,353 6,033

  

27,577 27,709
  

流動資產
貸款及墊款 – 3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8 779,553 790,261
衍生金融資產 225 –
應收賬款 9 880,542 612,082
按金、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 19,506 124,521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 548,984 645,184

  

2,228,810 2,172,078
  

流動負債
應付債券 13 1,934,891 1,797,552
衍生金融負債 11 1,218 75,019
應付賬款 12 17,125 25,526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45,818 49,780
合併投資基金產生的其他負債 14 103,726 –
應付稅項 3,000 3,000

  

2,105,778 1,950,877
  

流動資產淨值 123,032 221,201
  

資產淨值 150,609 248,91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44,121 244,121
儲備 (93,512) 4,789

  

總權益 150,609 24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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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統稱包括所
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認會
計原則。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及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之適用披露條文規定。

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需之一切資料及披露，且應與本集
團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覽。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
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除另有註明外，所有數值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之千位港元（「港元」）。

除採納自2018年1月1日起生效之新訂準則外，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
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本集
團並無提前採納任何其他已頒佈但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準則、詮釋或修訂本，並已
著手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
合理估計其對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所造成之影響。

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之規定，該等變動之性質及影響披露如下。

若干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於2018年首次適用，但對本集團中期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於2018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取代香港會
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整合金融工具會計處理全部三個方面：分類及計量；
減值；及對沖會計。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過渡條文，本集團已選擇不重列比較數字。於過渡日期
對金融資產及負債賬面值作出之任何調整已於本年度之年初保留溢利內確認。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出現以下變動：

分類及計量

本集團將金融資產分類為其後按攤銷成本或公允值計量，視乎本集團管理金融資產之業
務模式及金融資產之合約現金流量特徵而定。只有符合下列兩項條件，金融資產方按攤
銷成本計量：金融資產乃於目標為持有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之業務模式中持有；及
金融資產之合約條款指純粹支付本金及利息之合約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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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負債繼續按攤銷成本或按公允值計入損益（「按公允值計入損益」）計量。透過採用公
允值選項指定金融負債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標準維持不變。

減值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要求以預期信用損失模式評估減值，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之已產生虧損法模式。本集團有關金融資產減值之會計政策主要變動如下。

本集團採用簡易方法於若干一年或以內到期及不包含重大融資成分之若干應收款項，除
此之外均採用一般方法。

按照簡易方法，本集團根據相等於有效周期預期信用損失（「預期信用損失」）之金額計量
虧損撥備。

按照一般方法，金融資產乃根據初步確認以來信貸風險變動程度，透過下列三個階段予
以轉撥：

第一階段： 針對初步確認以來信貸風險並無顯著增加且於有效時並無信貸減值之情況，
對與未來十二個月出現違約事件之可能性有關之有效周期預期信用損失
部分確認。

第二階段： 針對初步確認以來信貸風險顯著增加但並無信貸減值之情況，對有效周期
預期信用損失（即反映金融資產剩餘有效周期）確認。

第三階段： 針對獲評定為出現信貸減值（倘發生對資產估計未來現金流量造成不利影
響之一項或多項事件）之情況，於已出現信貸減值之情況下，對有效周期預
期信用損失確認，利息收入則透過金融資產淨攤銷成本應用實際利率計算。

於各報告日期，本集團將比較報告日期起至初步確認日期止預計有效周期內發生違約之
風險，以評估初步確認以來信貸風險有否顯著增加。本集團就此考慮相關及毋須付出過
多成本或努力即可取得之合理可靠資料，包括量化及質化資料以及前瞻性分析。

本集團按個別或集體基準評估信貸風險有否顯著增加。就集體評估減值而言，本集團以
共同信貸風險特徵為基準，經考慮工具類別、距離到期之剩餘年期及其他相關因素後劃
分金融工具。

預期信用損失之金額乃計量為按原實際利率貼現之金融資產預計有效周期內所有現金
不足額之可能性加權現值。現金不足額為所有結欠本集團之合約現金流量與本集團預期
將收取之所有現金流量兩者之差額。虧損金額採用減值撥備確認。倘於後續期間信貸質
素有所改善及撥回任何早前評估自產生以來信貸風險之顯著增長，則減值撥備由有效周
期預期信用損失恢復為12個月預期信用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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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披露於2018年1月1日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對本集團之影響：

(i) 金融工具之分類及計量

金融資產╱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項下
原計量類別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項下
新計量類別

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項下
原賬面值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項下

新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成本減減值 按公允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入
 （不可撥回）

1,247 1,247

其他非流動資產 攤銷成本（貸款及應收款項） 攤銷成本 6,033 6,033

貸款及墊款 攤銷成本（貸款及應收款項） 攤銷成本 30 30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
 （持作買賣）

按公允值計入
 損益

790,261 790,261

應收賬款 攤銷成本（貸款及應收款項） 攤銷成本 612,082 595,057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攤銷成本（貸款及應收款項） 攤銷成本 124,521 124,506

現金及銀行結餘 攤銷成本（貸款及應收款項） 攤銷成本 645,184 645,184

應付債券 攤銷成本 攤銷成本 1,797,552 1,797,552

衍生金融負債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
 （衍生工具）

按公允值計入
 損益

75,019 75,019

應付賬款 攤銷成本 攤銷成本 25,526 25,526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攤銷成本 攤銷成本 49,780 49,780

(ii) 由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財務狀況表結餘對賬

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項下
原賬面值

重新計量
（預期信用
損失撥備）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項下

新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612,082 (17,025) 595,057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24,521 (15) 124,506

(iii) 由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減值撥備結餘對賬

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項下
減值撥備

重新計量
（預期信用
損失撥備）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項下

減值撥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48,145 17,025 65,170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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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董事被視為最高營運決策者，基於對該等分部的本集團內部報告，對經營分部表現作出
評核。未有披露分部資產及負債乃由於分部資產及負債並未被視為資源分配的重要考慮
因素，故此未有定期提交予董事。

報告經營分部

董事認為經紀及孖展借貸、財富管理、企業融資、坐盤買賣及資產管理乃本集團之主要
經營分部。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經紀及
孖展借貸 財富管理 企業融資 坐盤買賣 資產管理 其他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3,850 2,467 23,458 2,171 1,100 – 73,046       

佣金開支 (6,190) (1,279) (507) (4,350) (886) – (13,212)       

財務成本 (28,397) – – (25,903) – (7) (54,307)       

合併投資基金產生的其他虧損 – – – (14,626) – – (14,626)      
 

業績 (17,792) (1,178) 400 (47,496) (376) 19,201 (47,241)      

未分配開支，即中央行政成本 (12,527)
折舊 (5,254)
未分配財務成本 (15,894) 

除稅前虧損 (80,916)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經紀及
孖展借貸 財富管理 企業融資 坐盤買賣 貸款 其他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1,982 4,383 13,242 30,837 10,170 – 90,614
       

佣金開支 (4,214) (1,676) – (3,478) (827) – (10,195)
       

財務成本 (12,271) – – (19,676) (4,210) (5,480) (41,637)
       

業績 10,469 (987) (2,274) 5,021 4,198 (39,380) (22,953)
      

未分配開支，即中央行政成本 (11,127)
折舊 (4,134)
未分配財務成本 (15,573) 

除稅前虧損 (53,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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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
用者一致。分部溢利及虧損指由各分部賺取之溢利或產生之虧損，並未分配中央行政成本、
董事薪金、折舊及所得稅開支。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核向董事匯報之計量。

地區分部

客戶之地理位置乃按提供服務之位置劃分。截至2018年6月30日及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之收益主要來自香港客戶。

3.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 962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7 –

手續費收入 423 469

其他利息收入 3,729 10,302

雜項收入 3 35  

4,162 11,768  

其他收益
撥回呆帳撥備 – 24,601  

– 24,601  

4,162 3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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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虧損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

(a) 僱員福利開支
薪金、佣金及津貼 47,862 34,04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954 889  

48,816 34,934  

(b)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支出 8 10
應付債券之利息支出 70,051 57,182
其他利息支出 142 18  

70,201 57,210  

(c) 合併投資基金產生的其他虧損 (i) 14,626 –  

(d) 其他項目
匯兌虧損淨額 (ii) 71,468 51,567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 5,149
應收賬款減值淨額 2,882 –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減值淨額 (5) –
貸款承擔減值淨額 575 –  

74,920 56,716  

附註：

(i) 合併投資基金的其他虧損乃第三方投資者的應佔綜合投資基金凈利潤14,626,000港
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本集團於綜合投資基金的權益之詳情披露於
附註14。

(ii) 當中包括匯兌虧損72,412,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58,760,000港元），由
以人民幣計價之應付債券重新換算至等值港元所產生。詳細資料載於附註13。

5. 所得稅開支

由於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實體產生稅項虧損或期內估計應課稅收益已由
過往年度積存之承前稅項虧損所悉數抵銷，因此並無就有關實體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截
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董事認為，本集團毋須繳付任何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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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司股權股東應佔虧損及報告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權股東應佔虧損 (80,916) (53,787)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附註） 2,441,220 2,441,220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3.315) (2.203)  

每股攤薄虧損（港仙） (3.315) (2.203)  

附註：

由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及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已發行之潛在攤薄普通股，故相
關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7.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本證券
按成本 – 14,268
減值虧損 – (13,021)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1,247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 1,0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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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證券
 — 於香港上巿 (i) 373,082 239,021
 — 於香港境外上市 (i) 27,943 31,150  

401,025 270,171  

債券
 — 於香港上市 (ii) – 344,415
 — 於香港境外上市 (ii) – 30,064
 — 非上市 (iii) 231,739 –  

231,739 374,479  

非上市基金投資 (iv) 146,789 145,611  

779,553 790,261  

附註：

(i) 於各報告期末，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允值乃經參考於各股票交易所之活躍市場買入報
價而釐定。

(ii) 於各報告期末，上市債券之公允值乃經參考於各證券交易所之活躍市場買入報價而
釐定。

(iii) 就非上市債券而言，公允值乃採用貼現現金流量法（其關鍵輸入資料為可觀察市場
資料，包括但不限於來自香港金融管理局之香港政府債券及國庫債券收益率以及來
自彭博之可比票據信貸息差）釐定。

(iv) 就非上市基金投資而言，公允值乃經參考基金之相關資產（主要為上市證券）按相關
投資信託所報資產淨值而釐定。

(v)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概無向任何銀行抵押任何股本證券、債券及基金投資作為
所獲授銀行融資之抵押品（於2017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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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

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應收賬款之賬面值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證券及期貨合約經紀業務於日常
 業務過程中產生之應收賬款：
 — 證券孖展客戶 (b)(i) 831,952 565,970

 — 證券現金客戶 (b)(ii) 1,207 13,581

 — 證券認購客戶 (b)(ii) 49,594 254

 — 證券及期權結算所及經紀 (b)(ii) 57,059 66,630

 — 期貨客戶 (b)(ii) 2 11

 — 期貨結算所及經紀 (b)(ii) 2,652 3,786

因提供企業融資顧問服務而產生之應收賬款 (b)(ii) 5,573 7,223

因提供保險經紀服務而產生之應收賬款 (b)(ii) 555 572

因提供資產管理服務而產生之應收賬款 (b)(ii) – 2,200  

948,594 660,227

減：減值 (68,052) (48,145)  

880,542 612,082  

附註：

(a) 結算條款

就證券經紀業務於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應收賬款須於交易日期後一至三個交易
日內結算。

代客戶認購香港上市公司首次公開招股（「首次公開招股」）產生之應收賬款須於該等
上市公司配發股份時結算。

就指數、商品及外匯期貨合約以及期權經紀業務於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應收賬款
指存放於期貨結算所、期權結算所或經紀以符合未平倉合約相關保證金要求之保證
金。結算所及經紀之追收保證金每日結算一次。超過所規定保證金之金額乃應要求
償還。

因提供企業融資顧問服務及保險經紀服務而產生之應收賬款須於30日內償還。

就提供資產管理服務而產生之應收賬款乃按各資產管理協議規定之條款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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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應收賬款分析

(i) 本集團應收證券孖展客戶賬款之賬面值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8年
6月30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證券及期貨合約經紀業務於日常業務
 過程中產生之應收賬款：
 — 證券孖展客戶 1 831,952 565,970

減：減值 (66,503) (48,065)  

765,449 517,905  

附註：

1 應收證券孖展客戶之賬款以彼等已質押證券作抵押，須應要求償還及按商
業利率計息。證券孖展客戶獲授信貸，惟以本集團所獲抵押上市證券之融
資價值為限。本集團定期檢討及釐定孖展比例。於報告期末，證券孖展客戶
已質押有價證券之公允值為2,433,368,000港元（於2017年12月31日：1,790,473,000
港元）。

董事認為，基於經紀業務性質使然，賬齡分析並無額外意義，故未有披露相
關賬齡分析。

應收證券孖展客戶賬款之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2018年
未經審核

12個月預期
信用損失

有效周期
預期信用

損失
（無信貸減值）

有效周期
預期信用

損失
（信貸減值）

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
項下減值

撥備 總計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1月1日 – – – 48,065 48,065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時重列 2,797 236 61,212 (48,065) 16,180
扣自╱（計入）損益 2,012 758 (512) – 2,258     

於6月30日 4,809 994 60,700 – 66,503     



– 14 –

2017年
經審核
千港元

於1月1日 80,575

已確認減值虧損 5,150

撥回已確認減值虧損 (37,660) 

於12月31日 48,065 

(ii) 本集團應收賬款（證券孖展客戶除外）之賬面值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8年
6月30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證券及期貨合約經紀業務於日常
 業務過程中產生之應收賬款：
 — 證券現金客戶 1,207 13,581

 — 證券認購客戶 49,594 254

 — 證券及期權結算所及經紀 1 57,059 66,630

 — 期貨客戶 2 11

 — 期貨結算所及經紀 2,652 3,786

因提供企業融資顧問服務而產生之
 應收賬款 5,573 7,223

因提供保險經紀服務而產生之應收賬款 555 572

因提供資產管理服務而產生之應收賬款 – 2,200  

116,642 94,257

減：減值 (1,549) (80)  

115,093 94,177  

附註：

1 本集團就日常期權經紀業務於期權結算所存有客戶之保證金。於報告期末，
並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另行處理之客戶保證金為16,985,000港元（於2017年
12月31日：10,86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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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2018年 2017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1月1日 80 700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時重列 845 –

已確認減值虧損 634 –

撇銷金額 – (620)

撥回已確認減值虧損 (10) –  

於2018年6月30日╱2017年12月31日 1,549 80  

既未逾期亦無出現信貸減值之應收賬款

應收證券
現金客戶
之賬款

應收證券
認購客戶
之賬款

應收證券及
期權結算所
及經紀之

賬款

應收
期貨客戶
之賬款

應收期貨
結算所及

經紀之賬款

因提供企業
融資顧問

服務而產生
之應收賬款

因提供保險
經紀服務而

產生之
應收賬款

因提供資產
管理服務而

產生之
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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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於2018年6月30日
既未逾期亦無出現信貸減值 1,207 49,594 57,059 2 2,652 2,849 302 – 113,665
減：減值 – (15) (16) – (1) (106) – – (138)         

1,207 49,579 57,043 2 2,651 2,743 302 – 113,527         

經審核
於2017年12月31日
既未逾期亦無出現信貸減值 13,581 254 66,630 11 3,786 4,451 330 2,200 9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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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期但並無出現信貸減值之應收賬款

應收證券
現金客戶
之賬款

應收證券
認購客戶
之賬款

應收證券及
期權結算所
及經紀之

賬款

應收
期貨客戶
之賬款

應收期貨
結算所及

經紀之賬款

因提供企業
融資顧問

服務而產生
之應收賬款

因提供保險
經紀服務而

產生之
應收賬款

因提供資產
管理服務而

產生之
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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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於2018年6月30日
逾期少於6個月 – – – – – 1,453 23 – 1,476
逾期6至12個月 – – – – – 135 27 – 162
逾期超過12個月 – – – – – – – – –
減：減值 – – – – – (172) – – (172)         

– – – – – 1,416 50 – 1,466
         

經審核
於2017年12月31日
逾期少於6個月 – – – – – 1,636 52 – 1,688
逾期6至12個月 – – – – – 1,136 14 – 1,150
逾期超過12個月 – – – – – – 176 – 176
減：減值 – – – – – (80) – – (80)         

– – – – – 2,692 242 – 2,934
         

出現信貸減值之應收賬款

應收證券
現金客戶
之賬款

應收證券
認購客戶
之賬款

應收證券及
期權結算所
及經紀之

賬款

應收
期貨客戶
之賬款

應收期貨
結算所及

經紀之賬款

因提供企業
融資顧問

服務而產生
之應收賬款

因提供保險
經紀服務而

產生之
應收賬款

因提供資產
管理服務而

產生之
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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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於2018年6月30日
出現信貸減值之應收賬款 – – – – – 1,136 203 – 1,339
減：減值 – – – – – (1,036) (203) – (1,239)         

– – – – – 100 – – 100
         

於2017年12月31日並無出現信貸減值之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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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現金及銀行結餘

本集團於銀行持有信託賬戶以處理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客戶款項。於報告期末，並未
於 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另 行 處 理 之 信 託 款 項 約 為332,173,000港 元（於2017年12月31日：
489,030,000港元）。

11. 衍生金融負債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交叉貨幣掉期 (i) – 75,000

持作買賣期貨合約 (ii) 1,218 19  

1,218 75,019  

附註：

(i) 於2015年6月，本集團與英國一間銀行訂立交叉貨幣掉期協議，將人民幣債券本金及
有關利息付款（詳情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3）轉換為港元以管理利率及貨幣風險。
交叉貨幣掉期已於2018年5月結算。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交叉貨幣掉期之公允值變動收益90,822,000港元（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收益18,411,000港元）已於損益確認。

(ii) 期貨合約分類為持作買賣。於2018年6月30日，期貨合約之公允值為1,218,000港元（於
2017年12月31日：19,000港元）。公允值乃參考香港期貨交易所之活躍市場報價而釐定。
於報告期內，期貨合約之公允值變動收益9,658,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虧損21,494,000港元）已於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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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2018年 於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證券及期貨合約經紀業務於日常業務
 過程中產生之應付賬款：
 — 證券現金客戶 (i) 9,222 10,965
 — 證券孖展客戶 (i) 5,004 4,957
 — 證券結算所 (i) – 606
 — 期貨客戶 (ii) 2,645 3,779
應付經紀之賬款 (i) 21 4,987
因提供保險經紀服務而產生之應付賬款 (iii) 233 232  

17,125 25,526  

附註：

結算條款

(i) 就現金客戶、孖展客戶、結算所及經紀而言，就證券經紀業務於日常業務過程中產
生之應付賬款須於交易日期後一至三個交易日內結算。

(ii) 就指數、商品及貨幣期貨合約經紀業務於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之應付賬款指就客戶
買賣期貨合約所收取之保證金。超過所規定保證金之金額乃應要求退還予客戶。

(iii) 因提供保險經紀服務而產生之應付賬款須於30日內支付。

於 報 告 期 末， 應 付 賬 款 已 扣 除 客 戶 獨 立 資 產355,838,000港 元（ 於2017年12月31日：
503,158,000港元）。

概無就應付賬款披露賬齡分析。董事認為，基於經紀業務性質使然，相關賬齡分析並無
額外意義。

13. 應付債券

港元債券 美元債券 人民幣債券 總計
（附註 (i)） （附註 (ii)） （附註 (iii)）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2017年1月1日之賬面值 – – 1,659,157 1,659,157
年內推算利息開支 – – 6,351 6,351
外匯調整 – – 132,044 132,044

    

於2017年12月31日及
 2018年1月1日之賬面值 – – 1,797,552 1,797,552
發行時之賬面值 762,682 1,169,391 – 1,932,073
年內推算利息開支 2,054 1,054 2,695 5,803
外匯調整 – (290) 72,412 72,122
本金還款 – – (1,872,659) (1,872,659)

    

於2018年6月30日之賬面值 764,736 1,170,155 – 1,93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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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於2018年5月18日，本公司已發行本金總額為780,000,000港元之債券（「港元債券」）。港
元債券自2018年5月18日（包括該日）起按年利率6.00%計息。港元債券利息每半年支付
一次。港元債券於聯交所上市，並將於2019年5月10日到期，未償還本金及應付利息
須於到期日清償。

港元債券採用實際年利率8.37%按攤銷成本列賬。

(ii) 於2018年5月15日，本公司已發行本金總額為150,000,000美元之債券（「美元債券」）。美
元債券自2018年5月15日（包括該日）起按年利率6.75%計息。美元債券利息每半年支付
一次。美元債券於聯交所上市，並將於2019年5月13日到期，未償還本金及應付利息
須於到期日清償。於2018年6月30日，美元債券之公允值為150,497,000美元。

美元債券採用實際年利率7.45%按攤銷成本列賬。

(iii) 於2015年5月28日，本公司已發行本金總額為人民幣1,500,000,000元之債券（「人民幣債券」）。
人民幣債券自2015年5月28日（包括該日）起按年利率6.45%計息。人民幣債券利息每半
年支付一次。人民幣債券於聯交所上市，並於2018年5月28日到期及結清。

人民幣債券採用實際年利率6.84%按攤銷成本列賬。

14. 於綜合投資的權益

本集團綜合計算由本集團同時作為投資管理人及投資者的基金投資（「合併投資基金」），
乃根據事實及情況 (i)第三方投資者並無實質罷免權以罷免本集團作為基金管理人；及 (ii)

本集團所持有合併投資基金權益連同因服務及管理合併投資基金的酬金產生重大變動
回報風險。

於2018年6月30日，合併投資基金之總資產及總負債（不包括下文所述的第三方權益）分別
為236,088,000港元及3,324,000港元（於2017年12月31日：無）。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第三方投資者於合併投資基金持有之權益14,626,000港元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計入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確認為合併投資
基金產生的其他虧損。於2018年6月30日，第三方投資者持有之權益為103,726,000港元（於
2017年12月31日：無），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為「合併投資基金產生的其他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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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巿場回顧

宏觀環境

2018年上半年政經大事主要圍繞著美國，但局勢卻波譎雲詭。美國於3月向中
國甚至全世界發動貿易戰，雖然前者曾與多國舉行談判，但除了美國商務部
與中興通訊達成協議解除禁令外，美國幾乎沒有與其他國家達成共識，美國
與世界各國均對雙方的部分進口產品加徵關稅。南韓總統及北韓領導人於4
月簽署《板門店宣言》確認北韓無核化目標，雙方於5月再次會面，其後特朗普
與金正恩於6月舉行歷史性會面；但美國國務卿於今年7月第三次訪問北韓後
雙方表態有一些差異，再次為地緣政治局勢帶來隱憂。鮑威爾上任為聯儲局
新主席，美國於上半年加息兩次，並暗示下半年將再加息兩次，比年初預期
今年加息三次為多。中國方面，繼1月對普惠金融實施定向降準政策及4月宣
佈定向降準1個百分點後，於7月再度調低部分銀行要求的存款準備金比率50
個基點。香港方面，首家同股不同權公司小米集團於6月招股，但暫不被納入
港股通名單。其他方面，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宣佈增產但幅度低於預期；意大
利二度組閣成功，政治危機暫時落幕；及英國「脫歐」事務大臣及外相辭職。

香港市場

恒生指數於2018年1月曾升穿33,000點，創下歷史新高33,154點，但受到美國加息、
公債收益率攀升及中美貿易戰陰霾的影響，6月底收報28,955點，較去年年底
下跌3.2%。恒生中國企業指數收報11,073點，環比下跌5.4%。2018年上半年香
港證券市場的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為1,266億港元，按年大增66.6%，環比增加
26.5%，其中2月及3月合共曾有四天之單日成交金額突破2,000億港元。滬港通
及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於2018年上半年分別為香港市場帶來人民幣790億元及
885億元的資金流入。2018年6月底主板及GEM上市公司數目達到2,215間（其中
主板上市公司數目為1,848間，按年增加5.8%，環比上升3.0%），同比增加8.9%，
環比上升4.6%，但證券市場總市值環比略減2.6%至33.1萬億港元。2018年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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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合共有108間新上市公司（包括GEM轉主板公司），按年大增50.0%，而總集資
金額為1,898億港元，同比增加8.9%，但首次上市集額總額按年減少8.1%至504
億港元。2018年上半年聯交所參與者組別A（第1–14名）市場佔有率較2017年下
半年有所上升，組別C（第65名以後）市場佔有率則有所下降，而組別B（第15–65
名）市場佔有率環比大致相若。

業務回顧

本集團業務覆蓋範圍廣泛，涵蓋經紀業務、企業融資、財富管理、資產管理、
自營等。對比香港同業中資券商，除中國母公司西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西
南證券」）實力雄厚，給予本集團極大的支持外，本集團自身業務也較為全面
多樣化，兩方面的優勢對於本集團整體實力起到支撑作用。

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在穩固傳統證券業務例如經紀業務、財富管理業務等
的同時，重點發展企業融資業務、資管業務和貸款融資業務，並不斷擴展其
業務內涵，成效顯著。與此同時，在監管要求趨嚴和市場環境不穩定的情况下，
本集團亦加強風險控制和合規管理，加大反洗黑錢力度，內部嚴格設立防火牆，
精簡部門架構，提高運營效率，重視人才儲備和激勵，提升盈利能力和抗風
險能力。

2018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總收益73,000,000港元（2017年上半年：90,600,000港元）
及除稅前虧損80,900,000港元（2017年上半年：除稅前虧損53,800,000港元）。業務
板塊中表現較為突出的有資管業務、企業融資業務和貸款融資業務，其中
2018年上半年通過設立新分級基金，使資管業務收入進一步提升；企業融資
業務及貸款融資業務憑藉其在業內逐漸穩固的品牌效應，收益同比亦有較大
升幅，發展趨勢明顯。

經紀及孖展借貸

本集團經紀及孖展借貸業務於回顧期內錄得收益43,900,000港元（截至2017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32,000,000港元）。

本集團經紀業務所產生收入輕微下跌4.5%至11,000,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11,500,000港元）。香港股市於2018年上半年一直蓬勃發展，整體
平均每日成交金額增加66.6%至1,266億港元（截至2017年止六個月：760億港元）。
儘管如此，本集團於本業務分部之策略為更集中於孖展借貸而非經紀業務，
而經紀業務之表現維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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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孖展借貸業務所產生收入大幅增加60.5%至32,900,000港元（截至2017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20,500,000港元）。本集團服務對象為高資產淨值客戶，並拓
展高素質的項目融資。滿意結果支持本集團繼續該業務發展方向。

財富管理

鑑於保險監管機構同時頒佈多項嚴格法規及披露要求，銷售過程因而延長並
導致銷售額下跌。本集團的財富管理業務於回顧期內錄得收益減少43.2%至
2,500,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4,400,000港元）。

企業融資

本集團的企業融資業務於回顧期內錄得收益23,500,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13,200,000港元），增幅為77.1%。

本集團的企業融資業務著重首次公開募股項目及財務顧問項目的開發與執行
工作，回顧期內成績理想。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西證（香港）融資有限公司作
為怡園酒業（8146：HK）的獨家保薦人，於2018年6月份完成保薦項目，怡園酒
業成功於GEM掛牌上市，集資7,000萬港元。另外，亦有數項首次公開募股項目
正在進行上市申請中，與及多項存量首次公開募股項目正在洽談中。本集團
亦積極拓展併購融資項目，建立本集團於這方面業務的市場地位。回顧期內
已達成的併購融資項目帶來了可觀的費用收入，亦產生協同增效作用，帶來
相關的融資利息收入，穩定了收入來源。

此外，香港聯合交易所於2018年2月中修訂了《GEM規則》及《主板規則》的上市
規則，提高了對主板上市集資規模的要求及GEM的財務要求；並於同年4月底起，
香港聯合交易所接受同股不同權創新產業公司及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等新經
濟公司申請上市。預期此等香港上市制度改革會為香港資本市場注入新的活力，
間接鼓勵新經濟公司的發展，能提升香港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使香港市場成
為創新公司發展的搖籃。長遠而言，亦為香港企業融資業務帶來新的機遇，
吸引更多大型國際企業來港上市。本集團已經為了抓緊這個新業務機遇，於
回顧期內，通過與母公司西南證券的聯動合作，為爭取將國內更多優質企業
引進香港資本市場打下了良好基礎，期望可於2018年下半年實現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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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盤買賣

坐盤買賣業務於回顧期內錄得收益2,200,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收益30,800,000港元）。

於2018年上半年，縱然香港股票市場具備穩健增長的前景，但是在全球貿易
戰打擊下仍然受到負面影響，導致恒生指數下挫3.2%。上海A股於2018年上半
年下挫約16%，加上港股通自2018年4月起產生資金流出，加劇了市場的負面
氛圍。

另一方面，本公司作為西證（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西證資產管理」）成立之
基金之其中投資者，所投資產品類別豐富了及多元化了整體坐盤買賣的組合，
從而分散了市場不利因素帶來的風險，穩定了自營業務的整體收益。

於2018年下半年，面對挑戰重重及變幻莫測的環境，本集團會在嚴謹的風險
管理機制監控下及以資產保值為首要條件，調研發掘有升值潛力的企業作為
投資目標。

資產管理

本集團資產管理業務於回顧期內錄得收益1,100,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無）。隨著本集團於2016年年末成立及啓動第一支規模為2.3億港元的
對沖基金後，本集團於2017年年末成立了第一支分級基金，整體規模為3億港元。
於回顧期內，第二支分級基金亦投入運作，總規模為2億港元。本集團之全資
附屬公司西證資產管理作為基金經理，收取穩定的資產管理費用收入。此外，
本公司作為基金的其中一位投資者，亦取得一定的回報，並反映在坐盤買賣
業務成績中。本集團期望憑著積聚的經驗及管理的成績，以吸引更多投資者，
繼續發展及壯大資產管理業務。

貸款業務

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來自貸款業務的利息收入（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0,200,000港元）。

於2017年上半年，本集團以放債人牌照墊支貸款200,000,000港元予一名客戶。
未來，本集團將繼續爭取更多貸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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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達至4,200,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36,400,000港元）。

回顧期內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銀行利息收入3,400,000港元（截至2017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1,900,000港元）。此外，本集團並無來自兩項長期投資的利息
收入（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8,300,000港元）。於2017年2月及8月，本集
團完成出售鑫仁鋁業控股有限公司發行並計入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可換股債
券，並已贖回海航集團財務有限公司發行並計入持有至到期投資的有擔保票據。
因此，回顧期內並無來自可換股債券及有擔保票據的利息收入。此外，2017年
上半年有孖展借貸客戶減值回撥24,600,000港元，然而，回顧期內並無產生有
關項目。

員工成本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員工成本為48,800,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34,900,000港元）。

員工人數及固定成本於回顧期內增加，由於前線員工部分薪酬與其業績掛鈎，
相關薪金隨業務改善而有所增加，因此本集團整體員工成本隨之上升。本集
團亦因應業務增長及資源調配對員工配置作出了靈活調整。

服務費及佣金開支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服務費及佣金開支為13,200,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10,200,000港元）。

服務費及佣金開支主要包括進行經紀業務、財富管理業務及坐盤買賣業務過
程中所支付佣金。於回顧期內佣金開支增加主要由於證券買賣、期貨及期權
買賣之佣金收入增加。

財務成本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的財務成本達 70,200,000港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57,200,000港元）。

本集團於2018年5月發行美元債券、港元債券並贖回人民幣債券，回顧期內的
財務成本主要為債券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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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自2018年開始，受美國加息、中美貿易戰、市場防風險去槓桿、人民幣貶值等
宏觀不穩定因素影響，香港市場也經歷了較大起伏，本集團也面臨一定的挑戰。

2018年下半年，作為中資券商，本集團將繼續秉持中國十九大及全國金融工
作會議的精神，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的發
展路線，在此基礎上抓住港股接受同股不同權企業上市及開放新三板到H股
等政策機遇，有望在不穩定的市場中穩步發展。

2018年下半年，本集團將把如下四個方面作為工作重點，以期提升整體競爭力：
一是拓展多樣化融資渠道，增強資本實力，降低運營成本；二是嚴控業務風險，
增強業務團隊風險意識，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提高業務收益水平；三是注重
業務創新，在符合監管要求的前提下，本集團將積極探索創新業務模式，特
別是企業融資業務及資管業務；四是提高管理水平，重視人才儲備，本集團
將進一步梳理職能架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運營效率，並時刻以人為本，重
視員工福利，提高員工忠誠度，以保證本集團有強大的發展動力。

未來，本集團將有信心持續穩步前行，進一步強化品牌效應，形成發展的良
性循環。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負債比率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為549,000,000港元（於2017年
12月31日：645,200,000港元），而流動資產淨值則為123,000,000港元（於2017年12
月31日：221,200,000港元）。流動比率（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的比率）為1.1倍（於
2017年12月31日：1.1倍）。

於回顧期末，資本負債比率為1,284.7%（於2017年12月31日：722.2%）。資本負債
比率指本集團借貸總額比對總權益之比率。

本集團監控其資本架構，以確保旗下持牌附屬公司遵守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
規則（香港法例第571N章）之資本規定並配合新業務之發展。於回顧期內及直
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旗下所有持牌法團均符合其各自之流動資金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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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備用信貸及資產抵押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尚未償還之銀行貸款（於2017年12月31日：無）及
擁有銀行備用信貸總額516,000,000港元（於2017年12月31日：676,000,000港元）。

就若干銀行備用信貸額246,000,000港元（於2017年12月31日：326,000,000港元）而言，
其支取須視乎被質押之有價證券市值及存入之孖展按金而定。銀行貸款須參
照銀行之資金成本按浮動利率計息。於回顧期末，本集團並無就備用信貸質
押任何上市證券投資（於2017年12月31日：無），亦無定期存款（於2017年12月31日：
無）。

重大收購、出售及重大投資

於回顧期內，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投資（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
團已出售包括於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中的鑫仁鋁業控股有限公司發行之可換股
債券及已變現出售虧損1,400,000港元）。

或然事項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於2017年12月31日：無）。

承諾

於2015年6月，本集團與英國一間銀行訂立一份三年交叉貨幣掉期協議，初步
交換金額為人民幣1,500,000,000元及1,900,000,000港元。於交叉貨幣掉期到期時，
本集團同意以1,900,000,000港元換回人民幣1,500,000,000元（即是付1,900,000,000
港元及收取人民幣1,500,000,000元）。於回顧期內，交叉貨幣掉期於2018年5月結
算，而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匯率波動風險（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
面對來自發行債券的人民幣風險。考慮到主要營運現金流以港元計值及為盡
量減低相關貨幣風險，如本公告「承諾」一段所述，本集團已訂立一份三年期
交叉貨幣掉期以使匯率風險在可控範圍內）。於回顧期內，債券到期而交叉貨
幣掉期於2018年5月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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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僱有合共120名僱員。本集團制定了一系列僱傭相關
的內部政策，以規範招聘、晉升、薪酬、福利及待遇、平等及多元化的管理工作。
本集團視員工為重要的資產，制定了清晰的薪酬政策及全面績效管理計劃，
薪金會每年進行檢討，酌情績效花紅會根據市場導向、本集團業績、部門業
績表現及員工個人表現等因素發放，以認可及獎勵員工對本集團的貢獻。本
集團為員工提供各種僱員福利，以挽留及激勵富有能力及經驗的員工，包括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職業退休金計劃及醫療與牙科保險等。

本集團貫徹落實可持續發展的策略，以持續提升競爭力，重視團隊建設及人
才培育，為員工提供在職培訓、外部及內部的培訓課程，以豐富員工的專業
知識及技能，加強彼等對監管及合規之知識。大部份內部培訓均合資格計入
持牌人士持續專業培訓時數。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2017年：零港元）。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回顧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
管治報告內之所有守則條文。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向各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全體董事於截至2018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知悉內幕消息
之僱員及顧問均須遵從標準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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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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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商討審計、內
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審核委員會信納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適用會計準
則編製，並公允地呈列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財務狀況及業績。

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於披露易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swsc.hk)刊登。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2018年9月21日或之前寄發予本
公司股東，並將同時於上述網站發佈以供閱覽。

承董事會命
西證國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吳堅

香港，2018年8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吳堅先生（主席）、蒲銳先生（行政總裁）、羅毅先生、
趙冬梅女士、王惠雲女士及熊曉強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軍教授、蒙
高原先生及關文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