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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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00）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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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
期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978,826 953,117  

利息收入 850,060 830,659
利息支出 (63,057) (65,268)  

淨利息收入 787,003 765,391
徵收費用及佣金 67,060 59,404
手續費及逾期費用 61,706 63,054
其他收入 3 3,953 3,983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660) (7,877)  

營運收入 919,062 883,955
營運支出 5 (407,226) (412,838)  

扣除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溢利 511,836 471,117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152,158) (177,139)
已撇銷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之回撥 37,566 37,094
佔聯繫公司之業績 1,488 640  

除稅前溢利 398,732 331,712
利得稅開支 (65,245) (57,694)  

期間溢利 333,487 274,018  

期間溢利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333,487 274,018  

每股盈利 — 基本 79.64港仙 65.43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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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 333,487 274,018
  

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權益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1,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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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 (2,522)
 投資重估儲備在損益重新分類為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 6,003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25,338) 11,850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27,327 16,574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640 31,905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334,127 305,923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334,127 305,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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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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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64 87,223
 投資聯繫公司 13,903 13,678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權益投資 87,485 –
 可供出售投資 – 15,900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6 861,427 981,33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6,115 26,559
 衍生金融工具 11 22,986 18,249
 遞延稅項資產 15,486 –
 受限制存款 38,000 38,000  

1,163,166 1,180,939  

流動資產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6 3,992,277 4,202,21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5,885 45,058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2,073 146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274 –
 應收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22 –
 應收聯繫公司款項 37 350
 衍生金融工具 11 102 –
 受限制存款 340,453 –
 定期存款 129,164 103,533
 受託銀行結存 104 248
 銀行結存及現金 323,543 660,488  

4,833,934 5,012,037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224,024 235,808
 合約負債 8,860 –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6,742 56,705
 欠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69 154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21 33
 欠聯繫公司款項 2,109 2,904
 銀行貸款 9 275,000 345,000
 資產擔保借款 10 375,500 –
 衍生金融工具 11 11,653 1,865
 稅項負債 74,863 25,772  

1,008,841 668,241  

流動資產淨額 3,825,093 4,343,79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988,259 5,52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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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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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7,894 2,735,564  

權益總額 3,057,371 3,005,041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9 1,055,011 1,230,020
 資產擔保借款 10 874,500 1,250,000
 衍生金融工具 11 1,296 34,819
 遞延稅項負債 81 4,855  

1,930,888 2,519,694  

4,988,259 5,524,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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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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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一日（經審核） 269,477 (4,421) (53,651) (18,489) 2,549,155 2,742,071      

期間溢利 – – – – 274,018 274,018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 (2,522) – – – (2,522)
投資重估儲備在損益重新分類
 為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 6,003 – – – 6,003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 – – 11,850 – 11,850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16,574 – – 16,574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3,481 16,574 11,850 274,018 305,923      

由二零一六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已派末期股息 – – – – (83,753) (83,753)
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
 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已派中期股息 – – – – (83,753) (83,753)      

– 3,481 16,574 11,850 106,512 138,417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69,477 (940) (37,077) (6,639) 2,655,667 2,880,488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經審核） 269,477 – (19,529) 2,296 2,752,797 3,005,041
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之過渡性調整 – 63,175 – – (160,716) (97,541)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調整後 269,477 63,175 (19,529) 2,296 2,592,081 2,907,500

期間溢利 – – – – 333,487 333,487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投資
 之公平值虧損 – (1,349) – – – (1,349)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 – – (25,338) – (25,338)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27,327 – – 27,327      

期間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 (1,349) 27,327 (25,338) 333,487 334,127      

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
 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已派末期股息 – – – – (92,128) (92,128)
由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
 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已派中期股息 – – – – (92,128) (92,128)      

– (1,349) 27,327 (25,338) 149,231 149,871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69,477 61,826 7,798 (23,042) 2,741,312 3,057,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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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現金淨額 495,904 232,563
  

已收股息 781 710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3,210) (5,201)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按金 (23,889) (16,524)
三個月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增加） (2,472) (15,353)

  

投資業務已動用現金淨額 (28,790) (36,368)
  

新增受限制存款 (1,654,725) (1,582,742)
提取受限制存款 1,314,272 1,470,995
已付股息 (184,256) (167,506)
新借銀行貸款 – 90,000
償還銀行貸款 (245,000) (240,000)

  

融資業務已動用現金淨額 (769,709) (429,25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減少淨額 (302,595) (233,058)

匯率變動之影響 (7,072) 6,376

期間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21,762 602,090
  

期間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12,095 375,408
  

即：
 三個月或以下內到期之定期存款 88,552 43,081
 銀行結存及現金 323,543 332,327

  

412,095 37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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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作為比較信息被納入截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有關的財務信息雖然來源於
本公司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不構成本公司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與這些法
定財務報表有關的更多信息如下：

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要求，本公司已向香港公司註冊處遞交截
至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有關財務報表出具核數師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的核數
師報告；其中不包含核數師在不出具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
任何事項；亦不包含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條及第407(2)或 (3)條作出的聲明。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按公平值計算較為合適之金融工具除
外。

除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於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引致之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
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2. 收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850,060 830,659

徵收費用及佣金
 信用卡 54,609 48,216

 保險 12,451 11,188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61,706 63,054
  

978,826 95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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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取金融工具之股息
 上市股本證券 781 710

其他 3,172 3,273
  

3,953 3,983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收益（虧損）
 對沖工具之匯兌收益（虧損）由現金流量對沖儲備變現 300 (2,400)
 銀行貸款之匯兌（虧損）收益 (300) 2,400
其他淨匯兌（虧損）收益 (198) 166
現金流量對沖無效之對沖 (98) (9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64) (102)
可供出售投資清理╱撤減之減值虧損 – (7,842)

  

(660) (7,877)
  

5. 營運支出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28,875 31,457
一般行政費用 123,594 119,522
市場及推廣費用 41,163 46,253
物業、廣告位置及設備之最低經營租約租金 53,349 57,832
其他營運支出 43,156 36,808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17,089 120,966

  

407,226 41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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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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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0,414 3,808,249

應收分期貸款 1,203,642 1,375,933
  

5,014,056 5,184,182

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84,474 88,266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總額 5,098,530 5,272,448

減值準備（附註7） (244,826) (88,904)
  

4,853,704 5,183,544

列於流動資產項下即期部分 (3,992,277) (4,202,214)
  

一年後到期款項 861,427 981,330
  

附註： 所有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並無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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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減值準備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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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34 38,785
 應收分期貸款 115,201 48,128
 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5,691 1,991

  

244,826 88,90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 115,555 51,856 110,623 278,034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6,050) (5,088) 163,296 152,158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 – (184,259) (184,259)
匯率調整 – – (1,107) (1,107)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109,505 46,768 88,553 244,826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已發生信貸虧損模式 個別評估 集體評估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一日 58,146 42,927 101,073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183,899 (6,760) 177,139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194,864) – (194,864)
匯率調整 344 – 344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47,525 36,167 8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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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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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93 1.7 91,926 1.7
逾期兩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45,443 0.9 45,406 0.9
逾期三個月但不超過四個月 25,125 0.5 28,745 0.6
逾期四個月或以上 46,307 0.9 54,588 1.0

    

201,668 4.0 220,665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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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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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011 1,575,020
  

償還賬面值（附註）
 一年內 275,000 345,000

 一年以後兩年以內 250,000 175,000

 兩年以後五年以內 745,011 965,020

 五年以後 60,000 90,000
  

1,330,011 1,575,020

列於流動負債項下須於一年內償還款項 (275,000) (345,000)
  

須於一年後償還款項 1,055,011 1,2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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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A部分 550,000 550,000

B部分 550,000 550,000

C部分 150,000 150,000
  

1,250,000 1,250,000

列於流動負債項下須於一年內償還款項 (375,500) –
  

須於一年後償還款項 874,500 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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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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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6 12,949 2,473 36,684

交叉貨幣掉期利率 17,292 – 15,770 –

利率上限 – – 6 –
    

23,088 12,949 18,249 36,684

即期部分 (102) (11,653) – (1,865)
    

非即期部分 22,986 1,296 18,249 34,819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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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擔保借款分別由1,556,435,000港元之應收信用
卡賬款及378,453,000港元之受限制存款作抵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1,660,345,000港
元及38,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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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溢利屬於本公司擁有人
為333,5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274,000,000港
元增加21.7%或59,500,000港元。本集團每股基本盈利由上年同期的65.43港仙增
加至79.64港仙。

於回顧期內，本地消費意欲維持強勁，其失業率仍維持在2.8%的低水平。在良
好的經濟環境情況下，本集團持續擴大客戶群以增加信用卡銷售額及改善產
品組合的回報。雖然整體應收賬款有所輕微下降，本集團仍然錄得利息收入
由去年同期830,700,000港元上升2.3%或19,400,000港元至本期間850,100,000港元。

利用穩定利率的長期借貸以抵銷加息的影響，在本財政年度首九個月本集團
利息支出為63,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之65,300,000港元輕微下降。

本集團二零一八╱一九年度首九個月淨利息收入為787,000,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之上升21,600,000港元。

隨着信用卡銷售增加，本期間信用卡業務之徵收費用及佣金增加13.3%或6,400,000
港元至54,600,000港元。保險業務之徵收費用及佣金在本期間增加1,300,000港
元至12,500,000港元。本集團錄得整體徵收費用及佣金上升7,700,000港元，由二
零一七╱一八年度止九個月之59,4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之67,100,000港元。

本集團繼續保守地運用市場及推廣費用以增加銷售及建立品牌，該費用較去
年同期輕微下降5,100,000港元。隨著推出不同的數碼化計劃，令系統設備的營
運成本上升，分別導致一般行政費用及其他營運費用增加至4,100,000港元及
6,300,000港元。整體營運支出較去年同期412,800,000港元下降5,600,000港元至
本期間407,200,000港元。成本收入比率由去年同期的46.7%改善至本年度首九
個月44.3%。

於扣除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水平方面，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錄得營運溢利511,8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471,100,000港元增加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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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香港之低失業率與本集團之有效資產質素管理，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
日止首九個月的信貸質素仍繼續改善。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分別為152,200,000
港元及177,100,000港元。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採
用後，二零一八╱一九首九個月的減值損失和減值準備基於該新會計準則計算。
而二零一七╱一八年首九個月之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根據過往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9號，計算並不作重述。若二零一八╱一九首九個月的減值虧損
及減值準備是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計算，金額將為170,800,000港元。

中國業務方面，由於激烈競爭及業務環境變化，我們的小額貸款附屬公司於
首 九 個 月 的 銷 售 額 仍 出 現 下 滑。中 國 業 務 之 收 入 由 二 零 一 七╱一 八 年 之
49,000,000港元減少16,000,000港元至二零一八╱一九年首九個月之33,000,000港元。
儘管於批核新銷售時繼續採用謹慎信貸的審批，但其資產質素仍有待改善。
我們中國業務的整體分類業績錄得虧損，由二零一七╱一八年首九個月之9,500,000
港元增加23.2%或2,200,000港元至二零一八╱一九年首九個月之11,700,000港元；
二零一八╱一九年第三季的虧損為6,900,000港元，相比二零一七╱八年第三季
虧損為4,300,000港元。本集團將會重點監察內地法規的改變及市場環境變化
對附屬公司前景的影響及於適當時候在業務策略能作出調整。

本集團的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錄得為5,098,500,000
港元，相對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為5,272,400,000港元，下降173,9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54.2%資金來自權益總額，23.6%由金融機構直接
借貸及22.2%來自結構融資。以借款償還日期計算，其中包含資產擔保借款，
借款中25.2%須於一年內償還；29.6%須於一年以後兩年以內償還；42.9%須於
兩年以後五年以內償還以及2.3%須於五年後償還。平均負債年期約為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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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秀夫
董事總經理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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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副總經理）、高藝菎女士、深山友晴先生及細川徹先生；非執行董
事万月雅明先生（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澄明先生、黃顯榮先生及林謙
二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