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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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900）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AEON 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
AEON CREDIT SERVICE (ASIA) COMPANY LIMITED 

截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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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由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止期間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
五月二十日 百份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變動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

收入 2 313,393 312,700 0.2  

利息收入 278,854 283,662 (1.7)
利息支出 (23,680) (22,715) 4.2  

淨利息收入 255,174 260,947 (2.2)
其他營運收入 3 37,500 30,034 24.9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84 (267) 131.5  

營運收入 292,758 290,714 0.7
營運支出 5 (148,396) (134,393) 10.4  

扣除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溢利 144,362 156,321 (7.7)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79,263) (84,532) (6.2)
已撇銷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之回撥 12,360 12,727 (2.9)
佔聯繫公司之業績 572 (7,609) 107.5  

除稅前溢利 78,031 76,907 1.5
利得稅開支 (14,211) (15,569) (8.7)  

期間溢利 63,820 61,338 4.0  

期間溢利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63,820 61,338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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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一日

至二零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月二十一日
至二零一四年
五月二十日 百份比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

期間溢利 63,820 61,338 4.0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收益（虧損） 2,575 (622)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1,353) (6,463)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2,240) 7,140  

期間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1,018) 55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62,802 61,393 2.3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62,802 61,39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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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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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74 115,245
投資聯繫公司 45,864 49,647
可供出售投資 27,082 24,507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6 1,184,248 1,224,88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3,954 47,996
衍生金融工具 11 1,020 1,199
受限制存款 38,000 38,000  

1,458,642 1,501,482  

流動資產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6 4,109,926 4,064,75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3,070 36,956
應收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14 298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772 490
可收回稅項 1,008 874
定期存款 144,102 113,528
受託銀行結存 1,015 894
銀行結存及現金 181,589 232,156  

4,481,496 4,449,947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262,708 210,200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9,575 48,901
欠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1 6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59 50
欠聯繫公司款項 1,428 1,577
銀行貸款 9 361,500 495,500
銀行透支 6,804 1,794
資產擔保借款 10 549,790 549,731
衍生金融工具 11 14,274 18,380
稅項負債 27,974 13,536  

1,274,113 1,339,675  

流動資產淨額 3,207,383 3,110,27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666,025 4,61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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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69,477 269,477
儲備 2,240,668 2,177,866  

權益總額 2,510,145 2,447,343  

非流動負債
資產擔保借款 10 699,639 699,592
銀行貸款 9 1,317,700 1,332,800
衍生金融工具 11 132,665 126,050
遞延稅項負債 5,876 5,969  

2,155,880 2,164,411  

4,666,025 4,61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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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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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經審核） 41,877 227,330 270 445 (113,110) 18,507 2,170,256 2,345,575        

期間溢利 – – – – – – 61,338 61,338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 – – (622) – – – (622)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 – – – – (6,463) – (6,463)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 – 7,140 – – 7,140        

期間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 – – (622) 7,140 (6,463) 61,338 61,393

根據新香港公司條例廢除股份
面值之轉換 227,600 (227,330) (270) – – – – –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269,477 – – (177) (105,970) 12,044 2,231,594 2,406,968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一日（經審核） 269,477 – – (1,153) (136,064) 13,179 2,301,904 2,447,343        

期間溢利 – – – – – – 63,820 63,820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收益 – – – 2,575 – – – 2,575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 – – – – (1,353) – (1,353)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 – (2,240) – – (2,240)        

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 – 2,575 (2,240) (1,353) 63,820 62,802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269,477 – – 1,422 (138,304) 11,826 2,365,724 2,51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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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月二十一日
至二零一四年
五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現金淨額 130,567 134,343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1,522) (4,007)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按金 (8,227) (2,763)
投資聯繫公司 – (39,389)
三個月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增加）減少 (13,144) 3,845  

投資業務已動用現金淨額 (22,893) (42,314)  

新增受限制存款 – (326,653)
提取受限制存款 – 263,743
新借銀行貸款 1,974,000 25,923,400
償還銀行貸款 (2,123,000) (25,935,900)  

融資業務已動用現金淨額 (149,000) (75,41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減少）增加淨額 (41,326) 16,619

匯率變動之影響 3,179 (7,901)

期間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94,534 511,184  

期間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56,387 519,902  

即：
三個月或以下到期之定期存款 81,602 310,100
銀行結存及現金 181,589 213,771
銀行透支 (6,804) (3,969)  

256,387 51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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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由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
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止期間之年度財務報表使用者符合一致。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財政期間涵蓋由二零一五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由於內裡的簡明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股東權益變動
報表、綜合現金流動表及相關披露之相對比較數字由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零
一四年五月二十日止期間，因此可能不具有可比性。

2. 收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
五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78,854 283,662

徵收費用及佣金 18,716 16,552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15,823 12,486  

313,393 312,700  

3. 其他營運收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
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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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 –

徵收費用及佣金
信用卡 10,816 9,721

保險 7,900 6,831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15,823 12,486

其他 2,496 996  

37,500 3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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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
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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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現金流量對沖儲備變現 (100) (150)
銀行貸款之匯兌收益 100 150
其他淨匯兌收益（虧損） 137 (214)
現金流量對沖無效之對沖 (53) (53)  

84 (267)  

5. 營運支出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四年
五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10,566 10,662
一般行政費用 36,172 33,294
市場及推廣費用 19,505 18,728
物業、廣告位置及設備之經營租約租金 18,159 16,690
其他營運支出 16,602 16,76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7,392 38,259  

148,396 134,393  

6.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信用卡賬款 3,583,470 3,554,916
應收分期貸款 1,743,004 1,772,360
應收租購款項 1,398 1,514  

5,327,872 5,328,790
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108,047 109,166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總額 5,435,919 5,437,956
減值準備（附註7）
－個別評估 (89,915) (92,403)
－集體評估 (51,830) (55,914)

(141,745) (148,317)  

5,294,174 5,289,639
列於流動資產項下即期部分 (4,109,926) (4,064,751)  

一年後到期款項 1,184,248 1,224,888  



– 9 –

7. 減值準備

二零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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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97 48,577
應收分期貸款 98,115 98,116
應收租購款項 23 23
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1,410 1,601  

141,745 148,317  

個別評估 集體評估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一日 92,403 55,914 148,317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83,347 (4,084) 79,263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85,835) – (85,835)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89,915 51,830 141,745   

個別評估 集體評估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81,207 66,153 147,360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93,441 (8,909) 84,532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73,248) – (73,248)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101,400 57,244 158,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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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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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21 1.7 90,731 1.7
逾期兩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49,196 0.9 44,743 0.8
逾期三個月但不超過四個月 25,559 0.5 28,749 0.5
逾期四個月或以上 92,882 1.7 97,208 1.8    

258,658 4.8 261,431 4.8    

* 佔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總額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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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銀行貸款

二零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無抵押 1,679,200 1,828,300  

償還賬面值（附註）
一年內 361,500 495,500

一年以後兩年以內 507,700 527,800

兩年以後五年以內 725,000 680,000

五年以後 85,000 125,000  

1,679,200 1,828,300

列於流動負債項下須於一年內償還款項 (361,500) (495,500)  

須於一年後償還款項 1,317,700 1,33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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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資產擔保借款

二零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擔保借款 1,250,000 1,250,000

減：前期費用 (571) (677)  

1,249,429 1,249,323  

償還賬面值
一年內 549,790 549,731

一年以後五年以內 549,639 549,592

五年以後 150,000 150,000  

1,249,429 1,249,323

列於流動負債項下須於一年內償還款項 (549,790) (549,731)  

須於一年後償還款項 699,639 69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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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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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6,202 166 143,640
交叉貨幣掉期利率 – 737 – 790
利率上限 1,020 – 1,033 –    

1,020 146,939 1,199 144,430
即期部分 – (14,274) – (18,380)    

非即期部分 1,020 132,665 1,199 126,050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訂立所有衍生金融工具
之剩下結餘乃用作對沖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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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動利率銀行貸款及資產擔保借款由浮動息率
轉為固定息率，用以盡量減少浮動利率港元銀行貸款及資產擔保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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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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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上限

本集團簽署了利息上限協議，以減少在攤銷期間因利息波動對資產擔保借款所引起的相
關風險。利息上限設為10%或一個月的倫敦銀行同業拆息，以較低為準。

12.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產擔保借款分別由1,667,835,000港元之應收信用
卡賬款及 38,000,000港元之受限制存款作抵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697,384,000港
元及38,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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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永旺保險顧問（香港）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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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巿永旺小額貸款有限公司

及聯繫公司之財務報表：

• 永旺資訊服務（深圳）有限公司
• 永旺信用擔保（中國）有限公司

2. 在二零一五╱一六年第一季度期間，本公司透過推出一系列成功的市場推
廣活動諸如海外簽賬推廣，令信用卡購物消費錄得持續增長。與此同時，
於旅遊消費和整體零售市場的銷售放緩下，導致對部份客戶層的信貸控
制更嚴格。因此，信用卡現金預支及私人貸款銷售備受影響。

3. 縱使信用卡現金預支及私人貸款銷售額下降而導致利息收入減少 1.7%，
較高信用卡購物簽賬銷售額帶動其他營運收入增加，包括信用卡佣金及
手續費，由去年30,000,000港元增加至本年度 37,500,000港元。此外，中國的
銷售貸款增長強勁。因此，收入錄得313,400,000港元，較去年首三個月增長
0.2%。由於預計市場利率將於短期內增加，本公司已利用了當前的低利率
環境，以獲得更多的長期資金及減少短期資金。因此，首三個月利息支出
為23,700,000港元，相較去年同期22,700,000港元增加4.2%。

4. 本集團淨利息收入於二零一五╱一六年第一季度為255,200,000港元，較二
零一四╱一五年首三個月 260,900,000港元下降5,700,000港元。

5. 於回顧期內，於中國的三間小額貸款子公司增加員工以應付其公司持續
擴張，加上本公司支付的外包費用及經營租賃租金增加，導致營運支出增
加10.4%，由二零一四╱一五年 134,4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五╱一六年首
三個月148,400,000港元。

6. 於扣除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水平方面，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錄得營運溢利144,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156,300,000港元減少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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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集團已收緊信貸審批，並迅速採取催收行動，這有助於逾期客戶貸款
和減值準備下降。首三個月之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由二零一四╱一五年
84,500,000港元減少6.2%至79,300,000港元。

8. 截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溢利63,8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 4.0%。

9.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本集團 46.2%資金來自權益總額，30.9%來自
銀行借貸及 22.9%來自結構融資。

10.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21.5%之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30.2%須
於一年以後兩年以內償還，43.2%須於兩年以後五年以內償還及 5.1%須於
五年後償還。

11. 本公司擁有1,100,000,000港元資產擔保融資交易（「既有交易」）。此既有交易
包括兩部分－A部分及B部分。A部分及B部分之交易款項各為550,000,000港
元。A部分及B部分之週轉期將分別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及二零一七年一月
完結。在二零一四年九月，本公司延長A部分和B部分的週轉期及新增C部
分150,000,000港元。更新A部分及更新B部分之週轉期將分別於二零一六年
二月及二零一七年二月開始，並在二零一九年八月完結。C部分之週轉期
於二零一四年十月開始，並在二零二零年七月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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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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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秀夫

香港，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田中秀夫先生（董事總經理）、黎玉光
先生、高藝菎女士及和田清先生；非執行董事小坂昌範先生（主席）；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葉毓強先生、黃顯榮先生及佟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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