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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00）

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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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AEON信貸」）截至二零零七年二
月二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及本集團於該日之資產負債狀況，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月二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重列） 百份比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變動

營業額 5 1,020,351 955,079 6.8

利息收入 987,351 930,325 6.1
利息支出 (144,702) (130,979) 10.5

淨利息收入 842,649 799,346 5.4
其他營運收入 7 115,875 112,212 3.3
其他收入 8 18,819 4,690

營運收入 977,343 916,248 6.7
營運支出 9 (353,721) (294,674) 20.0

扣除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溢利 623,622 621,574 0.3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303,058) (315,965) (4.1)
佔聯繫公司之業績 (814) 340

除稅前溢利 319,750 305,949 4.5
利得稅開支 10 (53,054) (53,966) (1.7)

本年度溢利 266,696 251,983 5.8

股息 11 83,753 71,190

每股盈利 12 63.69港仙 60.17港仙

每股股息 11 26.0 港仙 18.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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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98,452 97,199
投資聯繫公司 40,147 2,220
可供出售投資 52,375 65,070
應收信用卡賬款 14 114,075 34,110
應收分期貸款 15 477,691 352,591
應收租購款項 16 17,676 17,432
遞延稅項資產 1,000 7,017
受限制的現金 120,000 120,000

921,416 695,639

流動資產
持作買賣投資 － 2,377
衍生金融工具 21 7,115 12,894
應收信用卡賬款 14 2,688,578 2,421,535
應收分期貸款 15 823,640 704,343
應收租購款項 16 104,454 117,804
預付款項、按金、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18 123,848 158,836
定期存款 166,116 237,519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4,195 72,445

4,027,946 3,727,753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1,938 124,528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1,022 34,628
欠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380 －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60 52
已發行債務證券 － 848,139
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 20 706,000 661,000
銀行透支 1,695 2,079
衍生金融工具 21 13,639 2,794
即期稅項負債 16,650 34,627

911,384 1,707,847

流動資產淨值 3,116,562 2,019,90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037,978 2,715,545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41,877 41,877
股份溢價及儲備 1,435,117 1,278,668

1,476,994 1,320,545

非流動負債
資產擔保借款 22 846,806 －
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後償還 20 1,714,178 1,395,000

2,560,984 1,395,000

4,037,978 2,71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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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股東權益變動報表

資本 投資
股本 股份溢價 贖回儲備 重估儲備 對沖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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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五二月二十一日，原列 41,877 227,330 270 － (22,960) 992,811 1,239,328
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附註 2） － － － － － (135,173) (135,173)

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重列 41,877 227,330 270 － (22,960) 857,638 1,104,155------------- ------------- ------------- ------------- ------------- ------------- -------------

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 － 12,479 － － 12,479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 － 23,118 － 23,118

直接計入股東權益之收入淨額 － － － 12,479 23,118 － 35,597
本年度溢利 － － － － － 251,983 251,983

本年度確認收入總額 － － － 12,479 23,118 251,983 287,580
二零零四／零五年度已派末期股息 － － － － － (43,970) (43,970)
二零零五／零六年度已派中期股息 － － － － － (27,220) (27,220)

－ － － 12,479 23,118 180,793 216,390------------- ------------- ------------- ------------- ------------- ------------- -------------

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重列 41,877 227,330 270 12,479 158 1,038,431 1,320,545
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 － 3,730 － － 3,730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 － (6,682) － (6,682)

直接計入股東權益之收入（支出）淨額 － － － 3,730 (6,682) － (2,952)
本年度溢利 － － － － － 266,696 266,696
於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轉撥至綜合收益表 － － － (15,143) － (8,399) (23,542)

本年度確認收入總額 － － － (11,413) (6,682) 258,297 240,202
二零零五／零六年度已派末期股息 － － － － － (48,158) (48,158)
二零零六／零七年度已派中期股息 － － － － － (35,595) (35,595)

－ － － (11,413) (6,682) 174,544 156,449
------------- ------------- ------------- ------------- ------------- ------------- -------------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 41,877 227,330 270 1,066 (6,524) 1,212,975 1,476,994

精簡綜合財務報告附註
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止年度

1. 法 定綜合財務報告
本全年業績公佈所載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止年度之法定綜合財務報告，惟該等資料乃摘錄自該綜合財務報告。

2. 編 製基準
精簡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及詮釋（統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普遍應用會計政策及香港公司條例之規定編製。該等綜合財務報告亦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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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採 納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一些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或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
準則、修正及詮釋（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應用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會計年度或過往會計年度編製及呈現之業績並無
重大影響，惟根據公司（修訂）條例 2005（「修訂條例」）而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則除外。該修訂條例已修改「附屬公司」之法定解
釋，使其更接近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因此項修訂條例，本公司須於本年度內把用於資產抵押融資交易之特定用途實體列入綜合賬目內及編製
綜合財務報告。比較數字經重新修訂以符合本年度之列賬形式。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對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止及截至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表影響如下：

截至二月二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收入增加 54,278 146,142
營運支出減少（增加） 4,238 (1,125 )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減少（增加） 25,488 (64,647 )
利得稅開支增加 (14,701 ) (14,500 )

溢利增加總額 69,303 65,870

每股盈利增加 16.55港 仙 15.73港仙



– 4 –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對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及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影響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增加（減少）
受限制的現金及定期存款 10,000 250,448
應收信用卡賬款 － 382,097
預付款項、按金、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17 42,492
證券化信託保留權益 (10,017) (456,639 )
遞延稅項資產 － 7,017

負債／股東權益增加（減少）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37,170
已發行債務證券 － 262,548
遞延稅項負債 － (5,000 )
股份溢價及儲備 － (69,303 )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對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之本集團股東權益影響摘要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二月二十一日 二月二十一日

（原列） 調整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累積溢利，對股東權益之總影響 992,811 (135,173 ) 857,638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修正及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準則、修正或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政狀況並無
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 資本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財務工具：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營運分類 2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 7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29號「於惡性通脹經濟中之財務申報」應用重列法 3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 8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的範圍 4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 9 重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5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 10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6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 1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7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 12 服務專營權安排 8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8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主 要會計政策
本精簡綜合財務報告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除指定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算外。

本精簡綜合財務報告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告所使用者符合一致，惟下文所述之附
加會計政策除外。

綜合基準
本精簡綜合財務報告包含本公司及由本公司控制之實體（包括特定用途實體）（其附屬公司）。達至控制是指本公司有能力支配實體之財政及
營運政策並從其業務獲得利益。

於年內購買或出售附屬公司，其業績已按有效收購日期或直至其有效出售日期（如適用）計入於綜合收益表內。

如需要，附屬公司之財務報告已作出調整，以符合本集團其他成員之會計政策一致。

所有集團內公司間之交易、結餘、收入及支出均於綜合時對銷。

5. 營 業額
截至二月二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987,351 930,325
收費及佣金 33,000 24,754

1,020,351 955,079

6. 業 務分類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目前分為三個營運部門－信用卡、分期貸款及租購。本集團主要以上述部門為基準申報其主要分類資料。

主要業務如下︰

信用卡 向個別人士提供信用卡服務及為會員商號提供賬務清算服務
分期貸款 向個別人士提供私人貸款融資
租購 向個別人士提供汽車融資及家居產品和其他消費產品租購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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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業務之分類資料載列如下︰

二零零七年
企業及

信用卡 分期貸款 租購 其他業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收益表

營業額 657,816 338,455 8,296 15,784 1,020,351

業績
淨利息收入（支出） 538,707 299,708 4,448 (214 ) 842,649
其他營運收入 97,711 16,923 15 1,226 115,875
其他收入 － － － 18,819 18,819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173,771 ) (126,063 ) (3,224 ) － (303,058 )

分類業績 462,647 190,568 1,239 19,831 674,285

未分類營運支出 (353,721 )

佔聯繫公司之業績 (814 )

除稅前溢利 319,750
利得稅開支 (53,054 )

本年度溢利 266,696

綜合資產負債表

資產
分類資產 3,138,428 1,331,877 122,228 355,829 4,948,362

未分類公司資產 1,000

綜合資產總值 4,949,362

負債
綜合負債總額 2,498,100 833,208 37,289 103,771 3,472,368

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 － － 44,145 44,145
折舊 － － － 42,828 42,82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淨虧損 － － － 64 64

二零零六年（重列）
企業及

信用卡 分期貸款 租購 其他業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收益表

營業額 650,794 292,381 9,703 2,201 955,079

業績
淨利息收入（支出） 534,780 260,066 4,646 (146 ) 799,346
其他營運收入 93,517 18,220 47 428 112,212
其他收入 － － － 4,690 4,690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增加）回撥 (246,911) (70,472 ) 1,418 － (315,965 )

分類業績 381,386 207,814 6,111 4,972 600,283

未分類營運支出 (294,674 )
佔聯繫公司之業績 340

除稅前溢利 305,949
利得稅開支 (53,966 )

本年度溢利 251,983

綜合資產負債表

資產
分類資產 2,805,683 1,083,192 135,427 392,073 4,416,375

未分類公司資產 7,017

綜合資產總值 4,423,392

負債
綜合負債總額 2,299,285 659,614 33,811 110,137 3,102,847

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 － － 54,055 54,055
折舊 － － － 41,143 41,14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淨虧損 － － － 558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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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 他營運收入
截至二月二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取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 983 428
外幣匯兌淨收益 243 －
收費及佣金 33,000 24,754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79,735 82,633
其他 1,914 4,397

115,875 112,212

8. 其 他收入
截至二月二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19,206 －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虧損 (323 ) －
衍生金融工具之收益 － 4,11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淨虧損 (64 ) (558 )
重估持作買賣投資之未變現收益 － 1,138

18,819 4,690

9. 營 運支出
截至二月二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行政費用 84,113 71,333
廣告費用 39,445 28,147
核數師酬金 1,790 1,600
折舊 42,828 41,143
外幣匯兌淨虧損 － 61
租賃物業、廣告位置及設備經營租約租金 56,537 46,462
其他營運支出 34,334 29,88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94,674 76,044

353,721 294,674

10. 利 得稅開支
截至二月二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包括：

即期稅款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53,917 36,687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6,880 ) (121 )

47,037 36,566
遞延稅項
－本年度 － 17,400
－遞延稅項回撥 6,017 －

53,054 53,966

香港利得稅按該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17.5%（二零零六年：17.5%）稅率計算。

11. 股 息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三日，本公司向股東派付每股 8.5港仙（二零零五／零六年：6.5港仙）作為二零零六／零七年度之中期股息，總金額達 35,595,000
港元（二零零五／零六年：27,220,000港元）。

董事建議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向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17.5港仙（二零零五／零六年：11.5港
仙）。

12. 每 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本年度溢利 266,696,000港元（二零零五／零六年：251,983,000港元）及本年度內已發行股份數目 418,766,000股（二零零五／零六年：
418,766,000股 )計算。

13. 物 業、廠房及設備
年內，本集團分別就電腦設備、租賃物業裝修及傢俬裝置約動用 37,400,000港元、5,600,000港元及 1,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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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應 收信用卡賬款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下列期限到期﹕
一年內 2,755,391 2,518,328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16,909 35,227

2,872,300 2,553,555
減值準備

－個別評估 (24,181) (41,377 )
－集體評估 (45,466) (56,533 )

(69,647) (97,910 )

2,802,653 2,455,645
列於流動資產項下即期部分 (2,688,578) (2,421,535 )

一年後到期款項 114,075 34,110

15. 應 收分期貸款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下列期限到期﹕
一年內 859,417 740,148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498,441 370,515

1,357,858 1,110,663
減值準備

－個別評估 (19,352) (33,307 )
－集體評估 (37,175) (20,422 )

(56,527) (53,729 )

1,301,331 1,056,934
列於流動資產項下即期部分 (823,640 ) (704,343 )

一年後到期款項 477,691 352,591

16. 應 收租購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下列期限到期﹕
一年內 106,831 121,023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8,078 17,832

124,909 138,855

減值準備

－個別評估 (1,142 ) (2,282 )
－集體評估 (1,637 ) (1,337 )

(2,779 ) (3,619 )

122,130 135,236
列於流動資產項下即期部分 (104,454 ) (117,804 )

一年後到期款項 17,676 17,432

17. 逾 期應收賬款結餘
下列為逾期超過一個月之應收信用卡賬款、應收分期貸款及應收租購款項（不包括減值準備）之結餘總額分析 :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重列）
千港元 %* 千港元 %*

逾期一個月但不超過兩個月 96,448 2.2 86,871 2.3
逾期兩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27,859 0.6 34,468 0.9
超過三個月或以上 57,051 1.3 81,902 2.1

181,358 4.1 203,241 5.3

* 佔應收賬款結餘總額之百分比



– 8 –

18. 預 付款項、按金、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29,105 162,276
減值準備 (5,257 ) (3,440 )

123,848 158,836

19. 減 值準備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月二十一日 158,698 199,017
於本年度內由綜合收益表扣除之淨額 303,058 315,965
於本年度內撇銷之金額 (358,473 ) (374,177 )
本年度內之回撥 30,927 17,893

於二月二十日 134,210 158,698

按產品分析：
應收信用卡賬款（附註 14） 69,647 97,910
應收分期貸款（附註 15） 56,527 53,729
應收租購款項（附註 16） 2,779 3,619
預付款項、按金、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附註 18） 5,257 3,440

134,210 158,698

20. 銀 行貸款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無抵押 2,420,178 2,056,000

銀行貸款之還款期如下：
一年內 706,000 661,000
一年以後兩年以內 415,000 325,000
兩年以後五年以內 1,269,178 1,070,000
超過五年 30,000 －

2,420,178 2,056,000
列作流動負債項下須於一年內償還款項 (706,000 ) (661,000 )

須於一年後償還款項 1,714,178 1,395,000

21. 衍 生金融工具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資產 負債 資產 負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掉期利率 7,115 3,506 12,894 2,794
交叉貨幣掉期利率 － 10,133 － －

7,115 13,639 12,894 2,794

掉期利率
本集團以掉期利率將部份浮率銀行貸款由浮動息率轉為固定息率，用以盡量減少浮率港元貸款之現金流量變動風險。掉期利率及其相關銀行貸
款擁有相同期限及本公司董事認為掉期利率為高度有效對沖工具。

掉期利率之公平值按結算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之收益曲線作折算現金流量估計。

交叉貨幣掉期利率
年內，本集團訂立交叉貨幣掉期利率作高度有效對沖工具，將其浮率日圓銀團貸款轉為固定息率港元銀行貸款，目的是盡量減少浮率日圓銀團
貸款之外幣㶅兌風險。交叉貨幣掉期利率及其相關銀團貸款擁有相同期限及本公司董事認為交叉貨幣掉期利率為高度有效對沖工具。

交叉貨幣掉期利率之公平值按結算日倫敦銀行同業日圓拆息之收益曲線作折算現金流量估計。

22. 資 產擔保借款
年內，本公司訂立 850,000,000港元之資產擔保借款融資交易（「交易」）。根據是項交易，本公司將本港的應收信用卡賬款轉讓予於香港成立及營
運之 Horizon Master Trust (AEON 2006-1)（「該信託」）；該信託純粹為該項融資而設立，而有關融資之放款人為一名獨立第三者，亦為該信託之受
託人。本公司為該信託之唯一受益人，持有所轉讓應收信用卡賬款之全部不可分割權益。根據香港會計準則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 12，該信託被
視作由本公司控制，因此其業績被合併於本公司綜合財務報告內。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本交易予以轉讓之資產及發行之債務均未解除確
認，仍然列入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告。

資產擔保借款乃利用賬面金額為港元之應收信用卡賬款（見附註 23）作抵押。交易之週轉期將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完結。資產擔保借款之每月利
息於週轉期為定息率 4.9厘，從而令本集團需承受公平值息率風險。年內，實際利率為 4.9厘。

23. 資 產抵押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擔保借款以 1,284,78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1,217,639,000港元）之應收信用卡賬款作抵押。



– 9 –

末期股息
董事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 (星期五 )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 17.5港仙，其中包括每股 5.0港仙為紀
念本公司二十週年誌慶特別股息。倘建議獲通過，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四）向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
(星期五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

連同中期股息每股 8.5港仙，本年度之全年股息總額為每股 26.0港仙，派付股息比率為 40.8%。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一）至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期內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領取末期股息之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八日
(星期五 )下午四時正前送抵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

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財務回顧
香港僱員收入改善，股票市場交投暢旺，加上物業市場靠穩，促使年內個人消費穩步上升。暫停加息令消費意欲得以維持旺盛。於
回顧年度內，儘管市場參與者紛紛積極加入競爭，本集團之信用卡及私人貸款業務仍然錄得增長。

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純利 266,700,000港元，較上年度之 252,000,000港元上升 5.8%或 14,700,000港元。本集
團之每股盈利由二零零五／零六年之每股 60.17港仙增加至每股 63.69港仙。

銷售方面，本集團推行嶄新市場推廣計劃，並吸納更多聯營信用卡持有人，推動信用卡銷售節節上升。由於本集團透過分行及商
戶網絡交叉推銷多項貸款產品，故私人貸款銷售維持穩健增長。整體銷售額較去年上升 16.0%。

由於銷售上升，利息收入由二零零五／零六年 930,300,000港元增加 6.1%至 987,400,000港元。隨著下半年長期息率輕微下跌，平均資
金成本由上半年 4.9%下降至下半年 4.7%。全年資金成本平均為 4.8%，而上年度則為 4.7%。由於資金需求上升，利息支出為 144,700,000
港元，較上年度增加 10.5%。本集團之淨利息收入由二零零五／零六年 799,300,000港元增加 5.4%至 842,600,000港元。儘管手續費及逾
期費減少，但佣金收入卻增加，因此其他營運收入由二零零五／零六年 112,200,000港元增至本年度之 115,900,000港元，增幅為 3.3%。

本集團動用更多廣告開支，務求把握消費融資市場之需求增長。此外，繼吸納更多信用卡持有人及推行嶄新市場推廣計劃後，本
集團投入更多資源於信用卡及貸款處理方面，加上因擴充分行網絡而增聘員工及訂立新租約，導致營運支出由二零零五／零六
年 294,700,000港元增加 20.0%至 353,700,000港元。因此，本集團之成本與收入比率由二零零五／零六年 32.2%升至 36.2%。

就未計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之營運水平而言，本集團之營運溢利由二零零五  ／零六年 621,600,000港元輕微增加 2,000,000港元至
623,600,000港元。於回顧年度內，資產質素持續改善，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為 303,100,000港元，較去年 316,000,000港元下降 4.1%。於二
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之減值準備為 134,200,000港元，而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則為 158,700,000港元。

在雄厚之基礎設施及客戶基礎支持下，儘管市場競爭熾熱，本集團仍能抓緊於市場湧現之商機。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應收
賬款結餘總額為 4,355,100,000港元，較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之 3,803,100,000港元增加 14.5%或 552,000,000港元。資金方面，本集團訂
立 850,000,000港元之資產擔保借款交易，作為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全數清償證券化計劃項目之再融資。除資產擔保借款交易外，於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及透支合共 2,421,9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股東權益增加 11.9%至 1,477,000,000港元，主要由於累積溢利及儲備增加。每股資產淨值（扣除末期股息）
較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上升 10.2%至 3.4港元。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回顧年度推行一連串市場推廣創新計劃，推動信用卡及私人貸款銷售，包括推出新產品及與新夥伴合作。信用卡方面，
本集團與其聯營夥伴度身設計信用卡發行計劃，以提高信用卡數目及使用量。此外，除會員特惠銷售、目錄銷售及幸運抽獎外，本
集團亦與著名商號攜手推出新消費計劃，務求提升經常消費交易，並鼓勵不常使用信用卡之客戶消費。為提高信用卡現金預支之
銷售，本集團於交通樞紐及購物商場內擴充其自動櫃員機網絡，並推出新推廣計劃。憑藉擴大後之客戶基礎及分銷網絡，本集團
一直積極交叉推銷其私人貸款產品。

為提高本集團之競爭優勢及增加其市場份額，本公司致力加強其品牌。除以全新形象設計 AEON廣告牌及宣傳素材外，本集團利
用電視廣告宣傳 AEON信用卡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之訊息，藉此建立品牌之認受性。此外，本集團於上環、尖沙咀及《赤杢角機場》
翔天廊之新分行已採用全新分行設計。

本集團於香港仔、油麻地、長沙灣、上環、尖沙咀、上水及赤立角機場開設七間新分行，以擴充服務覆蓋範圍，更成功進駐地鐵站，
於沿線七個車站裝置自動櫃員機。

展望
預料本地消費穩步增長，將繼續改善就業情況，維持偏低之失業率。隨著經濟及資本市場表現強勁，加上稅務寬減，預測市場對消
費融資之需求將會上升。另一方面，業界將面對激烈競爭及經營成本上漲等問題。在市道向好及競爭加劇之營商環境下，本集團
將繼續擴大信用卡及貸款產品之市場份額、改善服務質素、擴大服務範圍及為股東爭取最大回報。

此外，今年是本公司開業二十週年紀念。本集團將積極在市場建立鮮明品牌形象，為顧客提供更佳生活質素及履行企業公民之責
任。本集團將為此推出創新之產品及服務。

本集團將與著名商號發行新聯營信用卡，以吸納新客戶層面及擴闊分銷網絡。本集團將實行連串市場推廣計劃，透過向信用卡持
有人提供具吸引力之優惠、聯營商號優惠及積分獎賞計劃，刺激整個信用卡組合之簽賬。此外，創新產品如賀禮卡及女士保障計
劃保險產品將推出市場以促進經濟消費交易。

本集團計劃於來年度增設四間分行，令分行網絡增至三十二間。此舉為建立進軍目標市場之新渠道，同時促進與折扣及聯營商號
之更緊密合作。為建立方便快捷之現金預支服務，本集團將繼續於九廣鐵路及地鐵沿線以及購物商場內擴充自動櫃員機網絡。此
外，本集團將加強其自動櫃員機之功能，客戶可利用信用卡即時獲得現金預支，日後再以分期形式攤還欠款。

作為本集團業務應變計劃部份，於廣州設立一所運作中心，以支援深圳及香港電話營運管理服務中心，以及提供二十四小時熱線
服務。此外，本集團於葵涌已設立數據支援中心，以提高災難後數據恢復。

此外，由於提升審批及數據儲存技術，營運效率將隨著審批及直銷工作轉往本集團設於深圳之電話營運管理服務中心進行而得
以進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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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及資本融資
本集團主要依靠其內部產生之資金、結構融資及銀行借貸撥付業務所需。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31.1%資金來自股東權益；17.9%
來自結構融資；另 51.0%則直接向財務機構借貸。

內部產生之資金主要來自累積溢利。結構融資方面，本集團訂立 850,000,000港元之資產擔保借款交易。交易為期五年，將於二零一
二年開始攤還。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資產擔保借款之金額為 846,800,000港元，並附有定息息票，此項目由 1,284,800,000港元之
應收信用卡賬款及 120,000,000港元之受限制的現金作抵押。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及透支合共 2,421,900,000港元。在所有借貸（包括資產擔保借款）中 21.6%須於一年內
償還；12.7%須於一年後至兩年內償還；11.0%須於兩年後至三年內償還；11.2%須於三年後至四年內償還；16.6%須於四年後至五年
內償還；以及 26.9%須於五年後償還。平均借貸期約為 3年。本集團所有借貸均以港元計值，除以交叉貨幣掉期利率對沖之銀團有
期貸款 7,500,000,000日圓外。

本集團繼續維持穩健財務狀況。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總負債對股本比率為 2.35。本集團可動用之財務資源（包括內部產生之
資金及可動用銀行備用額），足夠應付本集團的營運資金需求。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以港元作交易貨幣及記賬貨幣。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投資衍生金融工具，主要用以對沖利率及匯率波動風險。
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所訂立資本支出承擔主要與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及與購入可供出售投資有關。

人力資源
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及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之總員工人數分別為 376名及 320名。僱員薪酬乃按工作性質及市場趨
勢釐定，並按表現每年遞增薪酬，以表揚及激勵員工表現。除醫療保險及公積金外，酌情花紅亦會按個別表現及本公司財務表現
發放予僱員。本公司亦提供內部培訓課程及外界培訓資助計劃，以加強其人力資源。

為培育僱員對公司之歸屬感及團隊精神，本公司刊發員工通訊，並成立員工聯誼會，為員工籌辦及促進各種活動。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止會計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有部份特殊情
況偏離守則條文第 A.4.1、 A.4.2及 E.1.2條則除外（詳情見下文）。

根據守則條文第 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須按固定任期委任及膺選連任。根據守則條文第 A.4.2條規定，所有獲委任以填補臨時空
缺之董事須於彼等獲委任後之首次股東大會由股東選出，各董事（包括該等有固定任期之董事）須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董事亦毋須輪值退任。然而，全體董事（包括執行、非執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須按照本公司
之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每屆股東週年大會退任。因此，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並不較守則
寬鬆。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於二零零六年作出修訂，以便符合守則條文第 A.4.2條首句之規定，即任何為填補臨時空缺或新增董事會
席位而被董事會委任之董事須在接受委任後之首次股東週年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

於本公司之二零零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董事會主席因當時身在海外而無法出席大會，惟委派董事總經理主持大會。此情況偏離
守則條文第 E.1.2條有關董事會主席必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規定。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
事確認，彼等於回顧年度一直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

購入、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審閱年度業績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年度業績。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日止年度之初步公佈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收益表及相關附註內之數字經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同意，與本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所載金額一致。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進行之工作
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保證委聘準則之保證委聘，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
計師行並無對初步公佈作出公開保證。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年報
本集團之二零零六／零七年度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刊載。

董事會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小𥝲昌範先生（董事總經理）、黎玉光先生（副董事總經理）、高藝菎女士、潘樹斌先生、川原智之先生
及馮錦成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森美樹先生（主席）及神谷和秀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曾永康先生、黃顯榮先生及許青山博
士。

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小𥝲昌範

香港，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