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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業 績 公 佈

集團業績

南華證券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之綜合業績
如下：

綜合損益表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17,715 102,756
其他收入 5,211 7,028
重估投資物業增值／（減值） 6,000 (18,500)
出售長期投資溢利／（虧損） 4,138 (61,225)
長期投資公允值減值回撥／（減值） 1,832 (22,560)
短期投資公允值增值／（減值） 33,269 (13,807)
呆壞賬撥備 (14,484) (53,246)
其他經營支出 2 (122,482) (164,242)

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3 31,199 (223,796)
融資成本 5 (1,395) (1,459)

除稅前溢利／（虧損） 29,804 (225,255)
稅項 6 3,659 (403)

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虧損） 33,463 (225,658)
少數股東權益 (34) (3)

股東應佔經營業務淨溢利／（虧損） 33,429 (225,661)

股息
　擬派末期股息 9,724 －

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 0.69港仙 (4.64)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綜合財務報告表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及編制之基礎

本集團除了採用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及註釋20「所得稅－經重估不
作折舊資產之收回」外，於本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已審
核之二零零二年度財務報表一致。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及註釋20
「所得稅－經重估不作折舊資產之收回」規定所得稅之會計處理方法，以計算
本集團於未來收回及清還之資產及負債賬面值對現時及未來稅項之影響。

2. 其他經營支出

其他經營支出包括經紀支出，私人借貸及孖展融資資金成本及一般支出。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及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收益及經營業務溢利／（虧損）之貢獻按主要業務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
溢利／ 溢利／

收入 收入 （虧損）貢獻 （虧損）貢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紀佣金 62,390 44,668 (11,900 ) (61,280 )
買賣及投資 730 (12,337 ) 37,893 (115,601 )
孖展融資 15,437 19,833 13,639 (23,915 )
信貸借款 32,062 39,918 396 293
企業諮詢及包銷 14,590 13,505 (9,803 ) (2,057 )
物業投資 2,199 1,438 7,129 (20,730 )
企業及其他 2,194 3,981 (6,155 ) (506 )
撤銷類別間之銷售 (6,676 ) (1,222 ) － －

綜合 122,926 109,784 31,199 (223,796 )

本集團超過90%之收入及經營業務溢利／（虧損）貢獻來自香港經營之業務。

4. 折舊及攤銷

年內經營業務之溢利已扣除約6,904,000港元（二零零二年：9,276,000港元）
有關本集團之固定資產的折舊及攤銷。

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包括本集團投資物業與固定資產的按揭貸款及融資租賃之利息支
出。

6.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按年內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現行稅率17.5%（二零零
二年：16%）作準備。香港利得稅率之增加由二零零三／二零零四課稅年度
開始生效，因此，適用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在香港
賺取之應課稅溢利。於其他地方賺取之應課稅溢利乃根據現行有關之法例、
規則及詮譯，按本集團在經營國家現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時稅項支出－香港
　本年度 (187 ) (277 )
　往年超額準備 17 59
現時稅項支出－其他地方 (163 ) (185 )
遞延稅項 3,992 －

本年度稅項收入／（支出）總額 3,659 (403 )

7. 每股盈利／（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基於股東應佔經營業務淨溢利33,429,000港元
（二零零二年：經營業務淨虧損225,661,000港元）及本年度已發行之普通股
4,861,990,940股（二零零二年：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4,861,898,979股）。

由於年內每股盈利並無攤薄影響 ,故此概無顯示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二零零三年上半年爆發非典型肺炎，本集團不能避免面對全港經濟衰退
困擾，經歷了一個低潮時期。惟在二零零三年下半年市場環境有重大改
善，香港經濟出現了V形回升。

尤其在二零零三年第四季，市場情況有此重大改善，以及股票和期貨市
場的成交量顯著上升下，令本集團自證券及期貨經紀、證券買賣的佣金
收入大幅上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整體錄得
盈利。

本集團已致力持續透過減省員工開支和合併分行，實行嚴格的成本監
控。

整體來說，本集團營業額上升約15%至117,700,000港元。本集團的業績
亦轉虧為盈，二零零三年全年錄得33,400,000港元盈利，明顯地扭轉了
二零零二年的虧損狀況。

股票經紀、買賣及投資服務

投資者回復信心，令市場交投暢旺，成交量攀升。股票市場每日平均成
交量由二零零二年65億港元躍升至二零零三年103億港元。本集團於二
零零三年自證券及期貨經紀之收入上升至62,400,000港元，較二零零二
年上升達40%。股票經紀業務的業績經過市場環境的最低潮後逐步改
善，惟其仍於二零零三年錄得11,900,000港元的虧損。儘管數字未符理
想，但比對二零零二年的61,300,000港元虧損，此為令人鼓勵的正面轉
變。

來自網上證券經紀業務之收入，在二零零三年有龐大增長，為二零零二
年之223%。網上證券交易之成交量及顧客數目均持續增長，尢其去年
第四季因新上市公司之數目增加而更為明顯。按成本來說，在本年度上
半年發生非典型肺炎初期時本集團迅速作出相應變革，合併本地部份分
行，令本集團可以在傳統經紀業務中取得更佳成本效益。於本年度底，
本集團除其於中環的主要營業地點外，尚餘三間分行。

於去年，出售部份非買賣證券而錄得4,100,000港元收益。以去年底收市
價重估買賣證券及非買賣證券，分別撥回33,300,000港元往年撥備和
1,800,000港元之往年減值撥備。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持有買賣證券59,800,000港元及非買賣證券3,200,000港元。

孖展融資及信貸

若干新上市項目備受市場關注，故孖展融資業務於本年度下半年回復理
想表現。但個人貸款業務則因在二零零三年失業率及個人破產申請增加
而大受影響。雖然本年度下半年香港經濟迅速復甦，個別人士卻未能因
此受惠。另外，本地海外僱傭的過往貸款拖欠亦受去年本土環境困頓影
響而上升。本集團不能避免要為二零零三年作出總額14,500,000港元撥
備。本集團鑒於去年市場情況，合併及關閉若干本地從事個人信貸業務
的分行，維持四間分行並容納較大的顧客量，而有關員工行政及經營開
支亦得以減少。

孖展融資及個人信貸的貸款組合帶來之整體利息收入下降 28%至
37,9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孖展融資和個人信貸
之貸款及墊款組合為192,700,000港元，收縮17%。本集團將會繼續審慎
授出貸款，評審貸款限額，且會繼續實行嚴格信貸控制，保持貸款組合
的質素。

企業顧問及包銷

於二零零三年本集團擴充其企業融資部，並成功地增加交易個案，包括
於主板及創業板提供企業融資、發行紅股、配售股份服務，以及擔任上
市保薦人和包銷商。然而，於本年度上半年若干原定企業財務活動，因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有突發性的致命疾病，重重打擊投資者的意欲，推遲
至去年下半年及二零零四年年初才進行。本分部於二零零三年收入上升
8%至14,600,000港元。

根據香港交易所之資料，於二零零三年共有73間公司上市，其中包括20
間國內企業。新上市的國內企業籌措合共504億港元的上市金額，佔二
零零三年新上市公司的籌措總金額85%。本集團現正為有關中國業務的
公司安排在主板上市及提供企業諮詢服務，部份項目仍於去年底在進行
籌備當中。

物業投資及其他

投資物業力寶中心已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全面租出，帶來更高的回報和利
潤。該物業為本集團提供穩定的租金收入。此外，鑒於去年底本地物業
市場復甦，本集團錄得6,000,000港元之重估物業盈餘。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多間銀行向本集團提供每年續期之銀行融資。股票孖展融資業務之銀行
融資以孖展客戶及本集團之證券作抵押。信貸業務之銀行融資毋需抵
押。所有銀行融資均由本公司作擔保。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未計股票孖展融資及私人信貸業
務之銀行借款額為21,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0,000,000港元），若與
本集團股東資金相比，其資本負債比率約8.6%（二零零二年：9.4%）。

承受兌換率波動及相關對沖之風險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沒有因兌換率波動及任何相關
對沖而承受重大風險。

股本結構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本公佈日期止，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債
務證券或股本票據。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就附屬公司及聯
營公司作出重大收購及出售。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按揭予一間銀
行，以換取分期及循環貸款融資。

或然負債

於資產負債表結算日，本集團財務報告未撥備之或然負債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向銀行擔保有關
　其授予附屬公司之融資 － － 589,000 853,900
向銀行擔保有關
　其發出之擔保信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594,500 859,400

前景

近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歐盟預期應可於本年內維持其經濟增長步伐。
展望外圍經濟環境仍然樂觀。台灣近期的政局，以及於東南亞部份地方
曾發生禽流感，無疑對地區內的經濟情況帶來一定的影響，但其影響應
屬短暫。國內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為香港創造無限業務商機。繼開放國
內人士的個人遊計劃，國際旅客訪港數目回升，料本年內旅遊業將會相
當強勁。在二零零四年年初，銀行資金充裕，低利率，就業情況改善，
資產價格回升，均造就良好的經濟需求，增強消費者和投資者信心。這
對證券業帶來正面刺激，將加強第一及第二市場的交投活動。

然而，我們仍需注視若干影響市場的因素，包括美國利率上升及美元㶅
價，本年內總統選舉後的美國經濟發展，歐盟經濟持續情況，以及地區
政治的風險。此等因素變動將對環球經濟氣候及本土經濟前景均有影
響。

本集團將會繼續實施有效的成本控制，並從經濟復甦中穩奪有利的商
機。

證券及金融服務

香港經濟從谷底作出V形回升，消費者及投資者的信心增強，令各行各
業回復生機。面對證券經紀業同行的激烈競爭，銀行提供證券經紀及相
關服務，本集團將於未來日子不斷強化客戶服務隊伍，審慎擴充分行網
絡，冀能把握證券業復甦之先機。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四年三月重開觀塘
分行，作為鞏固分行網絡的第一步。

藉網上交易平台可予本集團擴展客戶基礎至香港以外地方，而廣泛使用
現有平台，可在該等地區取得更大的成本效益及提高服務效率。我們將
於未來數月內為現有平台增添買賣期貨合約之服務。本集團將會繼續加
強及分散產品基礎，如金業、期貨及外㶅等，發展及尋覓新產品，如股
票掛鉤票據和其他財務計劃服務，擴大收入的基礎。本集團將擴充其企
業融資隊伍以便配合有更多國內的企業正計劃於香港上市，充分把握國
內的有利商機。

個人貸款

我們將會繼續實施嚴格成本控制，審慎監控貸款拖欠率，以維持邊際利
潤，進一步減低呆壞賬。

僱員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總數約196人（二零零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 260人）。本年度的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
47,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66,000,000港元）。

本集團視僱員為最有價值的資產。除薪金以外，還有其他員工褔利，例
如醫療津貼、人壽保險、公積金及外間培訓課程津貼，並為已在證券及
期貨事務委員會註冊之員工安排持續專業培訓。僱員的表現通常每年評
審一次，而薪金的調整亦與市場看齊。此外，按工作表現，個別僱員更
可於年終獲取酌情的花紅。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八日採納一項購
股權計劃。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之安排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
之上市證券。

投資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部份投資組合而錄得溢
利及本集團之本港上市證券組合升值。由於市場價格上升，投資組合結
餘的價值亦因而增加。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計劃或持有任
何重大投資。

末期股息

董事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0.20港仙（二零零二年：無），合共約9,724,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無）給
予在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已登記在股東名冊內之股東。截至二零零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並無派發中期股息。

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股息單將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七日或之前
寄發予股東。

末期股息之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由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止（首尾二天包
括在內），本公司將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凡欲過戶而享有末期
股息者，須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下午四時正前，交回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標準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五十六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辦理過戶登
記手續。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就編制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財務報告表，包括經審核財務報告書等之財務報告事項。

審核委員會由兩名成員組成，分別為Hon. Raymond Arthur William
Sears, Q.C.先生及謝黃小燕女士，兩位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本年度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之最佳應用守則，除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任
期並無訂明彼等年期（惟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
退）外。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本公司預期將
於或約二零零四年四月三十日公佈股東週年大會通知，請屆時參閱。

聯交所網頁上刊登年度業績報告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按上市規則附錄16
所規定需予披露的詳細資料將於稍後在聯交所之網頁上登載。

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吳鴻生先生（主席）
Richard Howard Gorges先生（副主席）
張賽娥女士（副主席）
陳慶華先生（董事總經理）
吳春生先生
吳旭洋先生

非執行董事：
陳文生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謝黃小燕女士
Hon. Raymond Arthur William Sears, Q.C.

承董事局命
主席
吳鴻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