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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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ON 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00）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藉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上期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十一月二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835,741 837,083  

利息收入 749,289 759,042
利息支出 (76,517) (90,170)  

淨利息收入 672,772 668,872
其他營運收入 3 91,998 84,326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12,369 (322)  

營運收入 777,139 752,876
營運支出 5 (327,069) (297,426)  

扣除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溢利 450,070 455,450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213,969) (239,044)
已撇銷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之回撥 38,309 30,147
佔聯繫公司之業績 (3,735) (3,754)  

除稅前溢利 270,675 242,799
利得稅開支 (44,922) (41,144)  

期間溢利 225,753 201,655  

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25,753 20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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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十一月二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 225,753 201,655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1,066) 9,491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1,921 2,157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6,500 (133,282)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7,355 (121,634)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33,108 80,021  

全面收益總額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33,108 8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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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一月二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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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15 91,816
投資聯繫公司 18,907 22,389
可供出售投資 42,533 72,664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6 1,309,190 1,252,06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0,252 46,771
衍生金融工具 10 1,369 2,773
受限制存款 68,000 68,000  

1,581,066 1,556,474  

流動資產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6 3,439,055 3,512,06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9,888 54,690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500 –
應收聯繫公司款項 551 –
受限制存款 219,817 –
定期存款 213,977 233,367
受託銀行結存 2,160 2,246
銀行結存及現金 162,991 124,121  

4,068,939 3,926,486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159,290 155,991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0,960 50,273
欠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1,766 123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71 51
欠聯繫公司款項 21 878
銀行貸款 9 452,655 277,000
銀行透支 2,646 3,215
衍生金融工具 10 8,116 1,478
稅項負債 43,595 14,141  

719,120 503,150  

流動資產淨額 3,349,819 3,423,33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930,885 4,97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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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十一月二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41,877 41,877
股本溢價及儲備 2,094,268 2,007,728  

權益總額 2,136,145 2,049,605  

非流動負債
資產擔保借款 1,098,355 1,098,035
銀行貸款 9 1,505,120 1,630,240
衍生金融工具 10 188,665 200,530
遞延稅項負債 2,600 1,400  

2,794,740 2,930,205  

4,930,885 4,97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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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止九個月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

贖回儲備
投資

重估儲備 對沖儲備 換算儲備 累積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經審核） 41,877 227,330 270 26,703 (50,513) 7,870 1,778,858 2,032,395        

期間溢利 – – – – – – 201,655 201,655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收益 – – – 9,491 – – – 9,491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 – – – – 2,157 – 2,157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 – (133,282) – – (133,282)        

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 – 9,491 (133,282) 2,157 201,655 80,021        

二零一零╱一一年已派末期股息 – – – – – – (67,003) (67,003)

二零一一╱一二年已派中期股息 – – – – – – (67,002) (67,002)        

– – – 9,491 (133,282) 2,157 67,650 (53,984)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未經審核） 41,877 227,330 270 36,194 (183,795) 10,027 1,846,508 1,978,411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經審核） 41,877 227,330 270 17,938 (194,305) 10,323 1,946,172 2,049,605        

期間溢利 – – – – – – 225,753 225,753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 – – (1,066) – – – (1,066)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 – – – – 1,921 – 1,921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 – 6,500 – – 6,500        

期間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 – – (1,066) 6,500 1,921 225,753 233,108        

二零一一╱一二年已派末期股息 – – – – – – (75,378) (75,378)

二零一二╱一三年已派中期股息 – – – – – – (71,190) (71,190)        

– – – (1,066) 6,500 1,921 79,185 86,540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未經審核） 41,877 227,330 270 16,872 (187,805) 12,244 2,025,357 2,13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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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十一月二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現金淨額 285,433 256,167  

已收股息 924 2,336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所得之款項 74,247 –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14,221) (22,956)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按金 (12,264) (13,532)  

投資業務產生（已動用）現金淨額 48,686 (34,152)  

新增受限制存款 (1,883,274) (1,835,091)
提取受限制存款 1,663,457 1,751,972
已付股息 (146,568) (134,005)
新借銀行貸款 13,771,655 20,780,850
償還銀行貸款 (13,721,000) (20,621,278)  

融資業務已動用現金淨額 (315,730) (57,552)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增加淨額 18,389 164,463

匯率變動之影響 1,660 1,236

於二月二十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54,273 260,664  

於十一月二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74,322 426,363  

即：
定期存款 213,977 312,707
銀行結存及現金 162,991 117,624
銀行透支 (2,646) (3,968)  

374,322 42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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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止九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止年
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使用者符合一致。

2. 收入

截至十一月二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749,289 759,042

徵收費用及佣金 50,846 40,572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35,606 37,469  

835,741 837,083  

3. 其他營運收入

截至十一月二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取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
上市股本證券 924 2,118

非上市股本證券 – 218

徵收費用及佣金
信用卡 21,522 19,399

保險 29,324 21,173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35,606 37,469

其他 4,622 3,949  

91,998 8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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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十一月二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虧損）收益
對沖工具之匯兌（虧損）收益由現金流量對沖儲備變現 (120) 62,220

銀行貸款之匯兌收益（虧損） 120 (62,220)

淨匯兌虧損 (1,573) –

現金流量對沖無效之對沖 (158) (31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7)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14,100 –  

12,369 (322)  

5. 營運支出

截至十一月二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26,673 25,363

一般行政費用 91,876 89,017

市場及推廣費用 39,089 28,261

物業、廣告位置及設備之經營租賃租金 40,890 43,098

其他營運支出 37,365 32,74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91,176 78,940  

327,069 297,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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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二零一二年
十一月二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信用卡賬款 3,025,888 3,099,466
應收分期貸款 1,722,714 1,657,194
應收租購款項 7,683 18,716  

4,756,285 4,775,376
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115,292 118,203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總額 4,871,577 4,893,579
減值準備（附註7）
－個別評估 (59,704) (62,768)
－集體評估 (63,628) (66,688)

(123,332) (129,456)  

4,748,245 4,764,123
列於流動資產項下即期部分 (3,439,055) (3,512,062)  

一年後到期款項 1,309,190 1,252,061  

7. 減值準備

二零一二年
十一月二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產品分析：
應收信用卡賬款 55,212 63,995
應收分期貸款 62,796 59,460
應收租購款項 285 475
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5,039 5,526  

123,332 129,456  

個別評估 集體評估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62,768 66,688 129,456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217,029 (3,060) 213,969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220,093) – (220,093)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59,704 63,628 12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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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評估 集體評估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54,974 79,299 134,273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255,019 (15,975) 239,044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240,405) – (240,405)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69,588 63,324 132,912   

8. 逾期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下列為逾期超過一個月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不包括減值準備）結餘總額分析：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 千港元 %*

逾期一個月但不超過兩個月 122,625 2.5 126,028 2.6

逾期兩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38,030 0.8 23,845 0.5

逾期三個月但不超過四個月 14,436 0.3 13,987 0.3

逾期四個月或以上 62,870 1.3 64,042 1.3    

237,961 4.9 227,902 4.7    

* 佔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總額之百分比

9. 銀行貸款

二零一二年
十一月二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無抵押 1,957,775 1,907,240  

償還賬面值（附註）
一年內 452,655 277,000
一年以後兩年以內 352,520 472,540
兩年以後五年以內 1,107,600 1,037,700
五年以後 45,000 120,000  

1,957,775 1,907,240
列於流動負債項下須於一年內償還款項 (452,655) (277,000)  

須於一年後償還款項 1,505,120 1,630,240  

附註： 到期償還之款項乃根據列於貸款合約已安排償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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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負債 資產 負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掉期利率 – 162,774 – 169,697

交叉貨幣掉期利率 1,369 34,007 2,773 32,311    

1,369 196,781 2,773 202,008

即期部分 – (8,116) – (1,478)    

非即期部分 1,369 188,665 2,773 200,530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本集團訂立所有剩下結餘之衍生
金融工具乃用作對沖目的。衍生金融工具之信貸風險有限，原因是訂約對方乃獲國際信
貸評級機構給予高度信貸評級之銀行。衍生金融工具之即期╱非即期部份分類乃根據被
定為對沖項目之相關銀行貸款及資產擔保借款到期日。

現金流量對沖：

掉期利率

本集團利用掉期利率將部份港幣（「港元」）浮動利率銀行貸款由浮動息率轉為固定息率，
用以盡量減少浮動利率港元貸款之現金流量變動風險。掉期利率、其相關銀行貸款及資
產擔保借款擁有相似條款，如本金金額、利息差異、開始日期、到期日期及訂約雙方，及
董事認為掉期利率為高度有效對沖工具。掉期利率定為由浮動息率轉為固定息率之現金
流量對沖工具。

交叉貨幣掉期利率

本集團利用交叉貨幣掉期利率作高度有效對沖工具，將其浮動利率美元銀行貸款轉為固
定利率港元銀行貸款，目的是盡量減少浮率美元銀行貸款之外幣匯兌及現金流量利率風
險。交叉貨幣掉期利率及其相關銀行貸款擁有相同條款及董事認為交叉貨幣掉期利率為
高度有效對沖工具。

11.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擔保借款分別由1,641,699,000港元之應收信用
卡賬款及287,817,000港元之受限制存款作抵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1,825,513,000港元
及68,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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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1.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包括下列附屬公司之財務報表

• 沈陽金融商貿開發區永旺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

• 天津永旺小額貸款有限公司（附註）

• 永旺保險顧問（香港）有限公司

• AEON教育及環保基金有限公司

及聯繫公司之財務報表

• 永旺信用擔保（中國）有限公司

• 永旺資訊服務（深圳）有限公司

附註： 此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四月註冊，為一所外商全資擁有企業。

2. 透過推出新信用卡、成功市場推廣活動及根據客戶的背景提供優惠利率
予私人貸款客戶，本集團之信用卡購物及私人貸款銷售額均錄得雙位數
增長，此有助抵銷循還交易的溫和增長。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利息收入水
平為749,300,000港元，與去年相約。

3. 受惠於去年以低息續訂長期債務及低融資成本，首九個月利息支出為
76,500,000港元，相較去年同期 90,200,000港元減少15.1%。

4. 本集團淨利息收入錄得3,900,000港元升幅，由二零一一╱一二年668,900,000
港元上升至 672,800,000港元。

5. 因應分行網絡及保險業務之發展，及於中國增設小額貸款業務而增加員
工數目，加上推出多項市場推廣活動，營運支出錄得由二零一一╱一二年
297,400,000港元增加10.0%至二零一二╱一三年首九個月327,100,000港元。

6. 於扣除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水平方面，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
日止九個月錄得營運溢利450,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455,500,000港元下跌
1.2%。

7. 基於迅速催收行動及執行嚴謹批核程序，本集團撇賬金額較去年錄得持續
改善。首九個月之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錄得較二零一一╱一二年239,000,000
港元減少10.5%或25,100,000港元至213,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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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純利225,8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 12.0%。

9. 在顧客對循還交易的審慎態度以及行內激烈的競爭下，於二零一二年十一
月二十日之客戶貸款總額為4,756,300,000港元，相較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
日則為4,775,400,000港元。

10.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少源自出售於台灣兩間公司之投資。詳細資料已於二
零一二年九月十一日本公司刊登公告中披露。

11. 受限制存款之增加源自資產擔保借款之安排。

12. 本集團主要依靠其內部產生之資本、銀行貸款及結構融資撥付其業務所
需。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41.1%資金來自權益總額，37.7%則向金
融機構直接借貸及 21.2%來自結構融資。

13. 在所有債務（包括資產擔保借款）中，14.8%須於一年內償還，11.5%須於一
年以後兩年以內償還，72.2%須於兩年以後五年以內償還及 1.5%須於五年
後償還。

務請注意本公告呈列的本集團季度業績未經審核或本公司核數師檢閱。我們
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馮錦成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馮錦成先生（董事總經理）、川原智之
先生、高藝菎女士及陳鳳娟女士；非執行董事水野雅夫先生（主席）及黎玉光先
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許青山博士、黃顯榮先生及佟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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