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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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本集團於該日之未經
審核綜合資產負債狀況，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591,255  ���,��0    

利息收入 � 528,240  �0�,���
利息支出 � (73,469 ) (�0,��� )    

淨利息收入  454,771  ���,���
其他營運收入 � 66,408  �0,�0�
其他收益及虧損 � 11,794  �,���    

營運收入  532,973  ���,���
營運支出 � (187,832 ) (���,��� )    

扣除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溢利  345,141  ���,�0�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186,779 ) (���,��0 )
已撇銷應收賬款之回撥  20,760  ��,0��
佔聯繫公司之業績  (3,081 ) (�,0�� )    

除稅前溢利  176,041  ��0,���
利得稅開支 �0 (27,760 ) (��,��� )    

本期間溢利  148,281  ���,���    

已付股息 �� 62,814  ��,���

每股盈利 �� 35.41港仙  ��.��港仙

於結算日後宣佈派發
 每股中期股息 �� 16.0港仙  ��.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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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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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5,869  ��,���
 投資聯繫公司  41,679  ��,�0�
 可供出售投資 �� 80,129  ��,�0�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 840,821  ���,���
 遞延稅項資產 �� 6,200  �,�00
 受限制存款 �0 68,000  ��,000    

  1,112,698  �,00�,���    
流動資產
 衍生金融工具 �� 13,515  ��,���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 3,952,869  �,0��,�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 64,214  ��,�0�
 定期存款 �� 172,101  ���,���
 銀行結存及現金 �� 58,492  ��,0��    

  4,261,191  �,���,���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114,006  �0�,���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1,709  �0,���
 欠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2,212  －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5  ��
 欠聯繫公司款項  630  ���
 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 �� 1,130,500  �,0��,000
 銀行透支  2,857  �,��0
 衍生金融工具 �� 20,395  ��,���
 稅項負債  46,468  ��,���    

  1,368,792  �,��0,���    

流動資產淨額  2,892,399  �,0��,��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005,097  �,0��,���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 41,877  ��,���
 股份溢價及儲備  1,667,351  �,���,0��    

  1,709,228  �,���,���    

非流動負債
 資產擔保借款 �� 846,869  ���,���
 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後償還 �� 1,449,000  �,���,��0    

  2,295,869  �,���,���    

  4,005,0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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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報表

     資本  投資
 股本  股本溢價  贖回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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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  ���,��0  ��0  �,0��  (�,��� ) –  �,���,���  �,���,���
               

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  –  �,���  –  –  –  �,���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  –  �,���  –  –  �,���
               

直接於股東權益內確認之淨收入 –  –  –  �,���  �,���  –  –  �,0�0
本期間溢利 –  –  –  –  –  –  ���,���  ���,���
               

本期間確認收入總額 –  –  –  �,���  �,���  –  ���,���  ���,���
二零零六╱零七年已派末期股息 –  –  –  –  –  –  (��,��� ) (��,��� )
               

 –  –  –  �,���  �,���  –  ��,���  ��,00�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日 ��,���  ���,��0  ��0  �,���  (�,��� ) –  �,���,���  �,���,���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41,877  227,330  270  31,622  (57,116 ) 4,839  1,368,137  1,616,959
               

可供出售投資之虧損 –  –  –  (3,128 ) –  –  –  (3,128 )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調整 –  –  –  –  –  1,856  –  1,856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  –  16,906  –  –  16,906
               

直接於股東權益內確認之
 淨（支出）收入 –  –  –  (3,128 ) 16,906  1,856  –  15,634
本期間溢利 –  –  –  –  –  –  148,281  148,281
於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轉撥至
 綜合收益表 –  –  –  (8,832 ) –  –  –  (8,832 )
               

本期間確認（支出）收入總額 –  –  –  (11,960 ) 16,906  1,856  148,281  155,083
二零零七╱零八年已派末期股息 –  –  –  –  –  –  (62,814 ) (62,814 )
               

 –  –  –  (11,960 ) 16,906  1,856  85,467  92,269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 41,877  227,330  270  19,662  (40,210 ) 6,695  1,453,604  1,70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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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已動用）現金淨額 114,396  (��,��� )   

投資業務產生（已動用）現金淨額
已收股息 1,014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所得之款項 11,942  －
購入可供出售投資 (4,683 ) －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7,968 ) (��,��� )

其他 78  －   

 383  (��,��� )   

融資業務已動用現金淨額
受限制存款減少 －  ��,000

已付股息 (63,384 ) (��,��� )

銀行貸款之淨變動 (66,501 ) (�,�0� )

其他 －  (�,�00 )   

 (129,885 ) (��,���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減少淨額 (15,106 ) (��,��� )

於二月二十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42,842  ���,���   

於八月二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27,736  ���,�00   

即：
 定期存款  172,101  ���,���

 銀行結存及現金  58,492  �0,���

 銀行透支  (2,857 ) (�,�0� )   

 227,736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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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之適用披露規
定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告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按公平值計算之金融工具除外。

本簡明財務報告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告所
使用者符合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詮釋（「新詮
釋」），該等新詮釋於本集團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集團及司庫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服務專營權安排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界定利益資產的限額、最低資本
  規定及其相互間的關係

採納新詮釋對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或過往期間之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相應地，並無確認過
往期間的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因清盤而產生的可認沽金融工具及義務�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 金融工具：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條款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營業分類�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客戶忠誠計劃�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房地產建造協議�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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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該詮釋闡明
公司就客戶購買貨品或服務而授出長期客戶優惠獎賞（俗稱「積分獎賞」）時，若客戶行使積分獎賞，公
司應如何就提供免費或折扣貨品及服務的責任入賬。目前本集團參考過往顧客換領積分經驗，按實際
積分獎賞作應計費用，並包括積分獎賞於市場推廣費用內。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要求
公司將部分初期銷售所得收益分配至優惠獎賞，並只在公司已履行提供貨品及服務的責任後才將該等
出售收益確認為收入。本公司董事已評估應用香港（國際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的潛在影響，並確
認其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除此以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或經修訂準則或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
響。

3. 營業額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528,240  �0�,���

徵收費用及佣金 22,473  ��,���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40,542  ��,���
   

 591,2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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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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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業務之分類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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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收益表

營業額 405,122  180,403  3,564  2,166  591,255         

業績
淨利息收入（支出） 297,657  158,038  2,488  (3,412 ) 454,771
其他營運收入 54,243  8,767  5  3,393  66,408
其他收益及虧損 –  –  –  11,794  11,794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117,041 ) (68,492 ) (1,246 ) –  (186,779 )
已撇銷應收賬款之回撥 16,910  3,364  486  –  20,760
         

分類業績 251,769  101,677  1,733  11,775  366,954
       

未分類營運支出         (187,832 )
佔聯繫公司之業績         (3,081 )
         

除稅前溢利         176,041
利得稅開支         (27,760 )
         

本期間溢利         14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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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業務分類（續）

截至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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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收益表

營業額 ���,���  ���,���  �,���  �,���  ���,��0         

業績
淨利息收入（支出） ���,���  ���,���  �,���  (��� ) ���,���

其他營運收入 ��,0��  �,���  –  �,0��  �0,�0�

其他收益及虧損 –  –  –  �,���  �,���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 ) (��,��� ) (�,��� ) –  (���,��0 )

已撇銷應收賬款之回撥 ��,���  �,���  ���  –  ��,0��
         

分類業績 ��0,���  �0�,�0�  ���  �,���  ���,0�0
       

未分類營運支出         (���,��� )

佔聯繫公司之業績         (�,0�� )
         

除稅前溢利         ��0,���

利得稅開支         (��,��� )
         

本期間溢利         ���,���
         

5. 利息收入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定期存款、銀行結存及現金 2,167  �,���

應收信用卡賬款、應收分期貸款及應收租購款項 525,051  �00,���

減值之應收信用卡賬款、應收分期貸款及應收租購款項 1,022  �,���
   

 528,2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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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利息支出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 35,279  ��,���

資產擔保借款之利息 20,990  �0,���

掉期利率之淨利息支出 17,200  �0,���
   

 73,469  �0,���
   

7. 其他營運收入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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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  �0�

 非上市股本證券 315  ���

匯兌收益╱虧損
 銀行貸款之匯兌收益（虧損） 8,250  (��,��� )

 對沖工具之匯兌（虧損）收益由現金流量儲備對沖變現 (8,250 ) ��,���

其他貨幣性項目匯兌淨收益 －  ���

徵收費用及佣金 22,473  ��,���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40,542  ��,���

其他 2,379  �,���
   

 66,408  �0,�0�
   

8.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11,942  �,���

現金流量對沖無效之對沖 (226 )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78  －
   
 11,7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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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營運支出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行政費用
 一般行政費用 50,296  ��,���

 折舊 16,313  ��,���

 其他貨幣性項目匯兌淨虧損 7  －
 租賃物業、廣告位置及設備經營租約租金 31,862  �0,���

 其他營運支出 19,098  ��,��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6,421  �0,���
   

 163,997  ���,���

市場推廣費用 23,835  ��,���
   

 187,832  ���,���
   

10. 利得稅開支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開支包括：
 即期稅款
 香港利得稅
  －本期間 29,460  ��,���

 遞延稅項（附註��）
  －本期間 (2,000 ) (�,�00 )

  －因稅率改變引致 300  －
   

 27,760  ��,���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之預期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稅率的最佳估計而予以確認。於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零八年收入條例草案》，當中包括由二零零八╱零九
課稅年度開始，調低公司利得稅稅率�%至��.�%。調低稅率之影響已經在計量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
日止六個月之即期及遞延稅項時反映。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所使用之估計平均年度稅
率為��.�%（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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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向股東派付股息每股15.0港仙（二零零七年度：��.�港仙）合共
62,814,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度：��,���,000港元）作為二零零七╱零八年度之末期股息。

董事宣佈向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16.0港仙（二
零零七年度：中期股息每股�0.0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0港仙），合共67,002,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度：
中期股息��,���,000港元，及特別股息�0,���,000港元）。中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或前後
派付。

12.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未經審核溢利148,281,000港元（二零零七╱零八年度：���,���,000港元）及本期
間內已發行股份數目418,766,000股（二零零七╱零八年度：���,���,000股）計算。

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內，本集團分別就電腦設備、汽車、租賃物業裝修以及傢俬及裝置動用約6,185,000港元、1,385,000
港元、230,000港元及168,000港元。

14. 可供出售投資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公平值：
 由公司實體發行
  上市股本證券
   香港 24,296  ��,���

   海外 13,749  ��,���

  非上市股本證券 42,084  ��,���
   

 80,129  ��,�0�
   

上述投資包括上市及非上市股本證券，為本集團提供機會從股息收入及公平值收益獲取回報。上市股
本證券以市場報價之買入價作公平值。以上非上市股份代表六間於海外成立並從事消費信貸融資服務
及相關業務之私人實體。非上市股本證券之公平值則以由所投資公司管理層提供包含未來三年至七年
半之最近期財務預算以折算現金流量法作計算。純利預測之推算乃以過往記錄及管理層對未來增長潛
力及市場發展之期望作出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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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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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723  �,��0,���

應收分期貸款 1,396,925  �,���,���

應收租購款項 109,751  ���,���
   

 4,840,399  �,���,���

應收利息款項 100,667  ��,���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總額 4,941,066  �,���,���

減值準備  
 －個別評估 (44,720 ) (��,��� )

 －集體評估 (102,656 ) (��,�0� )

 (147,376 ) (���,��0 )
   

 4,793,690  �,���,���

列於流動資產項下即期部分 (3,952,869 ) (�,0��,�0� )
   

一年後到期款項 840,821  ���,���
   

(a) 應收信用卡賬款

與客戶簽訂信用卡分期貸款計劃條款界乎三個月至五年。

所有應收信用卡賬款以港幣為值。應收信用卡賬款之實際年息率界乎�0.�厘至��.�厘。

資產支持融資交易

本集團訂立以本集團之應收信用卡循環賬款作擔保之資產支持融資交易。因交易並不符合香港
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算「資產轉移」測試下之金融資產確認。相應地，本集團繼
續確認應收賬款全賬面值，並確認已收取現金為資產擔保借款（見附註��）。於二零零八年八月
二十日，該等融資交易下之應收信用卡賬款賬面值為1,470,087,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
日：�,���,���,000港元）。資產擔保借款賬面值為850,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
��0,000,000港元）。

(b) 應收分期貸款

與客戶簽訂分期貸款條款界乎三個月至五年。所有應收分期貸款以港幣為值。應收分期貸款之實
際年息率界乎�.�厘至��.�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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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續）

(c) 應收租購款項

 最低供款 最低供款現值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購合約項下應收款項：
 一年內 96,672  �0�,���  93,452  ��,��0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6,801  ��,���  16,299  ��,0��
       

 113,473  ���,���  109,751  ���,���

未入賬之財務收入 (3,722 ) (�,��� ) –  –
       

最低應收款項現值 109,751  ���,���  109,751  ���,���
       

與客戶簽訂之租購款項合約條款界乎五個月至三年。所有租購協議以港幣為值。帶息應收租購款
項之實際年息率界乎�.�厘至��.�厘。

16. 逾期客戶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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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收賬
款結餘總額分析：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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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39  2.5  ���,���  �.�

逾期兩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39,153  0.8  ��,���  0.�

逾期三個月但不超過四個月 21,218  0.4  ��,���  0.�

逾期四個月或以上 41,017  0.9  ��,0��  0.�
       

 222,127  4.6  ���,���  �.�
       

* 佔應收賬款結餘總額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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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其他應收款項皆為無抵押、免息及可隨時要求償還。

18. 減值準備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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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89  ��,���

 應收分期貸款 54,764  ��,���

 應收租購款項 2,048  �,���

 應收利息款項 7,775  �,�0�
   

 147,376  ���,��0
   

 個別評估  集體評估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45,323  97,107  142,430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181,230  5,549  186,779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181,833 ) –  (181,833 )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 44,720  102,656  147,376
     

 個別評估  集體評估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  ��,���  ���,��0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  �,���  ���,��0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0,�0� ) –  (��0,�0� )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日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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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遞延稅項資產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本期間╱年度初結餘 4,500  �,000
於本期間╱年度內進賬綜合收益表 1,700  �,�00
   

於本期間╱年度末結餘 6,200  �,�00
   

於結算日，遞延稅項資產（負債）之主要組成成份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因下列項目而產生時差稅務影響：
 減值準備 17,000  ��,000
 免稅額超逾折舊 (10,500 ) (��,�00 )
 稅率改變之影響 (300 ) －
   

遞延稅項淨資產 6,200  �,�00
   

20. 受限制存款

本集團受限制存款與資產擔保借款之安排有關。此代表帶有固定利率定期存款，本期間利率界乎�.�厘
至�.�厘。

21. 定期存款

定期存款帶有固定利率，本期間利率界乎0.�厘至�.�厘。

22. 銀行結存及現金

銀行結存之利率為現價市場利率。

與本集團實體有關的功能貨幣以港幣為值。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現金以下列貨幣為賬面值：

 港幣  日圓  美金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未經審核）
銀行結存及現金 58,327  12  153  58,492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經審核）
銀行結存及現金 ��,���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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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時 111,046  �0�,���

逾期一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1,407  ���

逾期三個月 1,553  �,���
   

 114,006  �0�,���
   

24. 還款期限概述

下表為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於結算日以餘下期間到合約到期日根據相對餘下到期日分類以賬面值分析：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三個月  三個月至
 以內  十二個月  一年至四年  四年以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3,046,203  906,666  830,215  10,606  4,793,690
 受限制存款 –  –  –  68,000  68,000
 衍生金融工具 –  –  13,515  –  13,515
 定期存款 172,101  –  –  –  172,101
 銀行結存及現金 58,492  –  –  –  58,492
         

 3,276,796  906,666  843,730  78,606  5,105,798         

負債
 資產擔保借款 –  –  846,869  –  846,869
 銀行貸款
  －定率 60,000  100,000  410,000  –  570,000
  －浮率 630,500  340,000  954,000  85,000  2,009,500
 銀行透支 2,857  –  –  –  2,857
 衍生金融工具 388  466  15,252  4,289  20,395
         

 693,745  440,466  2,226,121  89,289  3,449,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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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還款期限概述（續）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
 （經審核）
 三個月  三個月至
 以內  十二個月  一年至四年  四年以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0��,���  ���,���  �0�,���  �0,���  �,���,���

 受限制存款 –  –  –  ��,000  ��,000

 衍生金融工具 ��  –  ��,���  –  ��,���

 定期存款 ���,���  –  –  –  ���,���

 銀行結存及現金 ��,0��  –  –  –  ��,0��
         

 �,���,���  ���,���  ��0,���  ��,���  �,0��,0��         

負債
 資產擔保借款 –  –  –  ���,���  ���,���

 銀行貸款
  －定率 –  ��0,000  ��0,000  –  ��0,000

  －浮率 ���,000  ���,000  �,���,��0  �0,000  �,0��,��0

 銀行透支 �,��0  –  –  –  �,��0

 衍生金融工具 –  �,���  ��,���  �,0��  ��,���
         

 ���,��0  ���,���  �,���,���  ���,���  �,���,���         

25. 銀行貸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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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9,500  �,���,��0
   

銀行貸款還款期限如下：
 一年內 1,130,500  �,0��,000

 一年以後兩年以內 445,000  ��0,000

 兩年以後五年以內 919,000  �,���,��0

 五年以後 85,000  �0,000
   

 2,579,500  �,���,��0

列於流動負債項下須於一年內償還款項 (1,130,500 ) (�,0��,000 )
   

須於一年後償還款項 1,449,000  �,���,��0
   



– �� –

25. 銀行貸款（續）

與本集團實體有關的功能貨幣以港幣為值。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以下列貨幣為賬面值：

 港幣  日圓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 2,045,500  534,000  2,579,500
     

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經審核）
 銀行貸款 �,���,000  ���,��0  �,���,��0
     

港幣之銀行貸款570,0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0,000,000港元）被安排為固定利率由�.�厘
至�.�厘，從而令本集團需承受公平息率風險。其他之港幣銀行貸款被安排為浮動利率由香港銀行同業
拆息加0.�厘至0.�厘，而日圓銀團貸款被安排為浮動利率以倫敦銀行同業日圓拆息加0.�厘，從而令本集
團需承受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本集團之待用透支及未承諾短期銀行貸款備用額分別為16,900,000港元及
387,220,000港元。

26.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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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  20,395  ��  ��,���

交叉貨幣掉期利率 13,016  –  ��,���  –
       

 13,515  20,395  ��,���  ��,���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及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訂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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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訂約各方乃獲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給予高度信貸評級之銀行。

現金流量對沖：

掉期利率

本集團以掉期利率將部份港元浮率銀行貸款925,000,000港元由浮動息率掉期為固定息率，用以盡量減
少浮率港元貸款之現金流量變動風險。本集團總賬面值925,000,000港元之掉期利率乃按固定息率由�.�

厘至�.�厘付出利息及按浮動息率以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0.�厘至0.�厘收取利息直至二零一三年七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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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期利率定
為由流動息率轉為固定息率之現金流量對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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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衍生金融工具（續）

現金流量對沖：（續）

掉期利率（續）

包含於權益內之掉期利率公平值收益為8,59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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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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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浮率日圓銀團貸款�,�00,000,000日元轉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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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兌及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本集團交叉
貨幣掉期利率之票面值�,�00,000,000日元（等同���,���,000港元）擁有固定匯兌以港元付款轉換日元至港
元，匯率為��，並按�.�厘之固定息率付出利息及按倫敦銀行同業日圓拆息加0.�厘之浮動息率收取利息
直至二零一一年九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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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貨幣掉期利率公平值虧損為1,653,000港元，列賬於權益及簡明綜合收益表內為1,427,000港元及
226,000港元。

交叉貨幣掉期利率之公平值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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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於結算
日預計日元及港元之遠期匯兌率估計。

27. 已發行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二零零八年  及二零零八年
 二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普通股之每股面值0.�港元

法定
 期間╱年度初及期間╱年度末 1,000,000,000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期間╱年度初及期間╱年度末 418,766,000  4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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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資產擔保借款

(a) 本公司訂立��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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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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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第��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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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本交易予以轉讓之資產及發行之債務均未銷賬，仍然列
入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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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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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從而令本集團需
承受公平值息率風險。期間，實際利率為�.�厘。

29. 經營租賃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就租賃物業、廣告位及電腦設備不可撤銷經營租約之未來最低租賃款項承擔於下列
期限屆滿：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43,660  ��,���

第二至第五年內（包括首尾兩年） 26,521  �0,���
   

 70,181  ��,���
   

租賃物業（包括總辦事處及數據中心）之租約乃基於平均為期三年之條件商定，及於租賃期限內為固定
租金。其他租賃物業及廣告位之租約乃基於平均為期兩年之條件商定，而固定租金則平均為一年。租
賃電腦設備之租約乃基於平均為期六年之條件商定，及於租賃期限內為固定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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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資本承擔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並未在綜合財務報告內提撥準備：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14,202  ��,���

已批准但並未訂約在綜合財務報告內：
 購入可供出售投資 －  �,���
   

 14,202  ��,��0
   

31.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本集團資產擔保借款分別由 1,470,087,000港元之應收信用卡賬款及
68,000,000港元之受限制存款作抵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000港元及��,000,000港元）（見
附註��(a)及�0）。

32. 有關連人士交易

本期間內，本集團與有關人士進行以下交易：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同系附屬公司 直接控股公司 最終控股公司 聯繫公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收利息 4,836  �,��0  –  –  –  –  –  –
               

已收佣金 1,351  �,���  –  –  –  –  –  –
               

已收股息 1,014  ���  –  –  –  –  –  –
               

已付特許費 3,152  �,0��  55  ��  –  ��  –  –
               

已付服務費 –  –  –  –  –  –  13,612  �,���
               

分配企業支出 –  –  2,21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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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關連人士交易（續）

主要管理層成員之酬金

本期間內，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之薪酬如下：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福利 6,829  �,���
   

各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之報酬乃由薪酬委員會按集團營運業績、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33. 附屬公司資料及本公司主要信託

(a) 附屬公司

 成立及 已發行股本╱ 被視為本公司
附屬公司名稱 營業地點 實收資本 擁有權益比例 主要業務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AEON教育及環保基金 香港 有限擔保 100% �0% 支持慈善項目
 有限公司      及活動

(b) 主要信託

Horizon Master Trust (AEON �00�-�)為特定用途實體，其成立是用作資產擔保借款融資交易。於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此特定用途實體持有資產為應收信用卡賬款、受限制存款、定期存款、
從屬受益者權益及賣方受益者權益。

34. 比較數字

為符合本期間的編製形式，應收信用卡賬款、應收分期貸款、應收租購款項及應收利息款項
�,���,���,000港元、�,���,���,000港元、���,�00,000港元及��,���,000港元，已重新歸類為客戶貸款及
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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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五日至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期間內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領取中期股息資格，所有股份過戶
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四日下午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
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香港經濟持續保持增長動力，失業率亦維持�.�%的低位。但另一方面，地產市場
成交量受環球經濟於不明朗因素拖累下開始下滑。然而，消費融資業務之經營環境仍然充滿挑
戰及業界人士須力求以創新產品及優質服務吸引新顧客。於上半年，儘管巿場競爭激烈，本集
團信用卡及私人貸款業務仍錄得增長。

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純利 ���,�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00,000港元上升��.�%或��,�00,000港元。本集團之每股盈利由二零零七╱零八年度之每股
��.��港仙改善至每股��.��港仙。

本集團推出連串巿場推廣計劃，透過推出不同季節商戶折扣、積分獎賞計劃及舉辦幸運抽獎，
務求直接刺激信用卡簽賬率。其中「AEON海洋公園夏日繽紛開心夜」活動反應非常熱烈，因此，
與去年相比，整體銷售額上升�.�%。

隨著銷售交易量回升，利息收入由二零零七╱零八年�0�,�00,000港元增加�.�%至���,�00,000港
元。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在上半年仍然處於低水平，加上若干長期貸款獲低息續期，受惠於此，
本集團於本年上半年繼續獲享低融資成本，由去年下半年之�.�%下降至本年度上半年之�.�%，
而去年同期之平均融資成本為�.�%。因此，上半年利息支出為��,�00,000港元，較去年減少
�.�%。本集團淨利息收入由二零零七╱零八年���,�00,000港元升至���,�00,000港元，增幅為
�.�%。佣金收入、手續費及逾期費增加，致令其他營運收入由二零零七╱零八年�0,�00,000港
元增至二零零八╱零九年首六個月��,�00,000港元，上升�.�%。其他收益及虧損為��,�00,000港
元，代表出售可供出售海外上巿投資之收益。

隨著吸納更多會員及推行嶄新市場推廣計劃，本集團於信用卡及貸款處理業務方面之開支增
加。加上市場推廣開支及租金成本上升，營運支出由二零零七╱零八年���,�00,000港元增加
�.�%至二零零八╱零九年首六個月���,�00,000港元。於本年上半年，本集團之成本對收入比率
由二零零七╱零八年��.�%下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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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於扣除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水平上，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運溢利
���,�00,000港元，較上年度同期���,�00,000港元增加�0.�%。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採取審慎貸款
態度及致力不斷改善其資產質素。由於銷售交易及應收賬款結餘增加，於本年上半年，減值虧
損及減值準備錄得���,�00,000港元，較去年上升��.0%或��,�00,000港元。已撇銷應收賬款之回
撥為�0,�00,000港元，較二零零七╱零八年之��,�00,000港元增加��.�%或�,�00,000港元。二零零
八年八月二十日錄得之減值準備為���,�0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之減值準備則
為���,�00,000港元。

儘管市場競爭熾烈，本集團仍能抓緊市場增長機遇，致令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之應收賬款
結餘總額由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之�,���,�00,000港元增加��,�00,000港元至�,��0,�00,000港
元。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股東權益增加�.�%至�,�0�,�00,000港元，主要由於累積溢利及
儲備增加所致。扣除中期股息後，相對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之每股資產淨值，每股資產淨
值由�.�港元上升至�.�港元。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上半年推行一連串嶄新市場推廣活動，包括發行預付卡及與新夥伴合作及推出物業有
關貸款產品，帶動信用卡及私人貸款銷售增加。此外，本集團亦與其聯營夥伴合作，度身設計
信用卡吸納計劃，銳意提高信用卡數目及使用率。為爭取新市場，本集團於期內推出多款聯營
信用卡，其中包括KCP Visa卡及GAMA Titanium萬事達卡。隨著失業率持續下降，以及特定用
途貸款廣泛接受，本公司正積極進行交叉銷售，推廣其嶄新私人貸款產品，以迎合各顧客所
需。

作為擴展中國業務市場之主要部署，本集團的聯繫公司永旺資訊服務（深圳）有限公司（「深圳永
旺」）已與AEON集團旗下五間相關中國公司簽訂一項外判協議，藉此該等相關公司將於中國發
行永旺卡及外判處理發卡程序，以及卡營運服務事宜予深圳永旺，此包括招募會員及發行永旺
卡。同時，另一聯繫公司永旺信用擔保（中國）有限公司（「ACG」）亦已與上述公司就向各永旺卡
會員因還款責任而提供擔保服務，簽訂一項信用擔保協議。

展望

預計受全球不明朗的經濟環境以及通脹壓力加劇下，香港與中國經濟前景仍甚具挑戰。由於地
產及股票市場下滑，預計消費信貸需求因此增加。按此經營環境下，本集團將以保守政策開拓
新市場層面並令其應收賬款結餘有所增長。同時，本集團將嚴守監控其有機惡化的信貸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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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續）

展望（續）

本集團將繼續發行聯營信用卡，以吸納新客戶層面及擴闊其分銷網絡。再者，本集團亦將推出
多項新市場推廣活動，透過向信用卡會員提供具吸引力之優惠及聯營商號優惠，直接刺激整個
信用卡組合之簽賬率。

為方便客戶，本集團將透過推廣網上繳費服務及與聯營卡商戶之網頁合作，鼓勵其網頁的使
用。為建立方便顧客使用之現金透支網絡，本集團將繼續於港鐵沿線範圍內擴充自動櫃員機網
絡。

中國業務方面，永旺卡將於本財政年度下半年於深圳境外（包括北京及廣州）推出。除作為發行
代理外，本集團將繼續拓展其業務範疇，致力為其香港及中國的客戶提供收賬及電話推廣服
務。

業務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分為三個營運部門，包括信用卡、分期貸款及租購貸款。於二零零八╱零九
年上半年度之信用卡業務營業額佔整體營業額之��.�%，二零零七╱零八年則佔��.�%。於扣
除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後之營運收入，信用卡業務佔本集團於二零零八╱零九年之總營運收入
��.�%，而二零零七╱零八年則佔��.�%。

隨著信用卡使用率上升及融資成本下降，二零零八╱零九年源自信用卡業務之淨利息收入由
二零零七╱零八年之���,�00,000港元增加��.�%或��,�00,000港元至���,�00,000港元。信用卡
簽賬業務強勢增長引致佣金收入增加，致令源自信用卡業務之其他營運收入由二零零七年╱零
八年之��,000,000港元增加�,�00,000港元至��,�00,000港元。由於組合增長，令減值虧損及
減值準備由二零零七年╱零八年之��,�00,000港元增加��,�00,000港元至二零零八年╱零九
年之���,000,000港元。已撇銷應收賬款之回撥錄得��,�00,000港元，較二零零七╱零八年之
��,�00,000港元增加�,�00,000港元。源自信用卡業務之營運業績錄得由二零零七╱零八年之
��0,�00,000港元上升�.�%至二零零八年╱零九年之���,�00,000港元。

基於擴大客戶群及分銷網絡，本集團維持積極發展其分期貸款業務。然而，基於利率收費於
行內競爭激烈，分期貸款業務淨利息收入由二零零七╱零八年之���,�00,000港元下跌�.�%或
�,�00,000港元至二零零八╱零九年���,000,000港元。應收賬款結餘持續錄得增長，帶動相關收
費收入增加，致令其他營運收入由二零零七╱零八年之�,�00,000港元增加�00,000港元至二零
零八╱零九年之�,�00,000港元。撇銷之金額維持穩定，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於二零零八╱零
九年錄得��,�0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七╱零八年則為��,�00,000港元。已撇銷應收賬款之回撥
為�,�00,000港元，較二零零七╱零八年之�,000,000港元上升�00,000港元。分期貸款業務之營
運業績於二零零八╱零九年錄得�0�,�00,000港元，較二零零七╱零八年之�0�,�00,000港元下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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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分類資料（續）

隨著信用卡分期計劃使用量上升，租購貸款銷售於上半年維持不變水平。由租購交易產生
之淨利息收入錄得�0.�%或�00,000港元增長，由二零零七╱零八年之�,�00,000港元增加至
二零零八╱零九年之�,�00,000港元。此外，隨著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下跌，源自租購貸款之營
運業績由二零零七年╱零八年之�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零八年╱零九年之�,�00,000港元。

資金及資本管理

本集團管理其資本以確保：

• 本集團能持續經營；

• 最佳之債務及權益結餘平衡、產品定價與風險水平相符，以向股東提供最高回報；及

• 以具競爭力成本獲取充裕資金，以履行所有合約財務承擔、撥付應收賬款結餘增長所需及
為可動用資金帶來合理回報。

本集團股本結構由債務（包括銀行貸款及資產擔保借款）、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及權益歸屬於公
司股東（包括已發行股本、儲備及累積溢利）構成。

淨負債對權益比率

本集團管理層每半年檢討股本結構。在檢討過程中，管理層考慮個別股本的股本成本及聯繫風
險。本集團之目標淨負債對權益比率為�.�至�.0及以淨負債對權益比例為計算形式。

淨負債對權益比率於期間╱年度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附註 a） 3,426,369  �,�0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27,736 ) (���,��� )   

淨負債 3,198,633  �,���,��0

權益（附註 b） 1,709,228  �,���,���

淨負債對權益比率 1.87  �.0�

附註：

(a) 負債包括銀行貸款及資產擔保借款，分別詳列於附註��及��。

(b) 權益包括本集團所有股本及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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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及資本管理（續）

淨負債對權益比率（續）

本集團主要依靠其內部產生之股本、銀行貸款及結構融資撥付其業務所需資金。於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日，其��.�%資金來自股本及儲備；��.�%來自結構融資及�0.�%來自向財務機構直接貸
款。

內部產生資金主要來自累計溢利。除資產擔保借款外，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本集團有銀
行貸款、銀行透支及交叉貨幣銀團借貸總額為�,���,�00,000港元，當中��.�%為固定息率。

在所有負債（包括資產擔保借款）中，��.0%須於一年內償還；��.0%須於一至兩年內償還；�.�%

須於兩至三年內償還；��.�%須於三至四年內償還及�.�%須於四年後償還。借貸平均償還年期約
兩年。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及資產擔保借款者均以港元計值，惟以交叉貨幣掉期利率對沖之有期
銀團貸款�,�00,000,000日圓除外。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為�,�0�,�0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
則為�,���,000,000港元。經考慮本集團可動用的財務資源（包括內部產生之資金及可動用之銀行
備用額）後，本集團具充裕營運資金應付其目前所需。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以港元作交易貨幣及記賬貨幣，故並無面對任何匯率波動風險。於回顧期間
內，本集團訂立之衍生金融工具，主要用以對沖利率及匯率波動風險。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
日，所訂立之資本承擔與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相關。

貸款協議載有關於控股股東須履行特定責任的條件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公司獲取�,�00,000,000日圓之銀團有期貸款（該「融資」），到期還
款日訂為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在該融資下，本公司作了特定的聲明及保證，當中包括本公司為  Credit Service Co., Ltd.（本
公司之控制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權益）之綜合附屬公司。倘若該聲明及保證變為
不真實，根據融資條款下則視作違反協議，因此融資將隨即到期及按需求償還。

於回顧期間該融資並無還款及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該貸款本金結餘為�,�00,000,000日圓，
此情況使上市規則第��.��條之責任繼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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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本集團建立了政策及程序以控制及監管市場、信貸、流動資金及股本風險，並定期由本集團之
管理層複核。本集團之內部稽核員亦履行定期審核，以確保遵循政策及程序。

本集團之主要金融工具包括股份投資、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衍生金融工具、銀行存款、其他
應收款項、資產擔保借款、銀行貸款、應付款項及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欠直接控股公司款
項、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及欠聯繫公司款項。

管理層管理及監管其風險，確保以適時及有效方法執行。本集團取用衍生金融工具來對沖此風
險，從而減少風險之影響。使用金融衍生工具之管理政策是由本集團董事會批准，提供書面原
則於外幣匯兌風險、利率風險及衍生金融工具之使用。本集團並無訂立或進行衍生金融工具交
易作投機或投資目的。

市場風險管理

市場風險指與外幣匯率、利率、證券價格及政府政策相關之風險，而相關變動對記錄於資產負
債表內外等本集團資產、負債及承擔造成影響，因而產生對盈利及股本之影響。

本集團之活動令其主要承受外幣匯率、利率及信貸風險之財務風險。本集團訂立數類衍生金融
工具管理其利率及外幣風險，包括：

• 貨幣掉期將本集團相關實體之外幣債務轉往功能貨幣；及

• 利率掉期減輕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本集團採取保守態度承受對與市場風險相關之金融工具。本集團定期監控所承擔之市場風險，
並會採取適當措施，減低所面對市場風險。本集團並無改變市場風險或管理及衡量風險方式。

外幣風險管理

外幣風險指由於外幣匯率的變動，持有外幣資產和負債將影響本集團狀況的風險。本集團之股
份投資，銀行存款及某一銀行貸款以外幣為值，令本集團承受外幣風險。

本集團承受之外幣風險乃主要來自日圓為值之銀團貸款。為減低銀團貸款之外幣風險，本集團
利用一介定為高度有效對沖債項之貨幣利率掉期將本集團相關實體之外幣債務轉往功能貨幣。
貨幣掉期主要條款與對沖借貸相約。因此，此淨外幣風險於考慮衍生金融工具後並未對集團產
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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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續）

市場風險管理（續）

利率風險管理

公平值利率風險是指金融工具之價值會隨著市場利率變動而波動。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是指金融
工具之未來現金流量會隨著市場利率變動而波動。

本集團承受之公平值利率風險主要來自定率借貸及貸款。全部帶息金融資產只需面對公平值利
率風險。本集團之現金流量利率風險主要與浮率金融負債有關。

本集團透過評估其帶息金融資產及帶息金融負債之利率差距來監察利率風險。為減低現金流量
利率差距，本集團採用掉期利率以轉變部份債務由浮率為定率。掉期利率主要條款與對沖貸款
相約。

其他價格風險

本集團因可供出售投資而承受證券的價格風險。本集團的證券價格風險主要集中投資於從事消
費信貸融資服務公司或相關行業之上市證券。管理層將嚴密監察股價變化，並於必要時就該類
風險作出適當行動。

信貸風險管理

信貸風險指與客戶或交易方可能失責相關之風險，並源自本集團承擔之借貸、流動資金及衍生
工具。本集團就訂約方未能履行其責任而按各類別已確認財務資產面對之最高信貸風險為綜合
資產負債表所述該等資產之賬面值。

於評估與個別人士或訂約方相關之信貸狀況時，財政實力及償債能力向來是主要考慮因素。為
盡量減低信貸風險，本集團已確立政策及系統作監察及控制信貸風險。本集團之信貸政策界定
信貸延長條件、信貸批核及監控流程。管理層已分配不同部門負責決定信貸限額、信貸批核及
其他監察程序以確保作出適當跟進行動收回逾期借款。批核信用卡及貸款交易是由獲授權之總
辦事處職員及分行經理被指派負責，並須受既定限額所規限。再者，管理層於每個結算日審閱
個別或集體檢討貸款及應收賬款之可收回數額，確保已就不可收回數額作出充份減值虧損。內
部稽核員負責評核信貸監控之成效。本集團嚴格控制信貸評核及審批，並將繼續推行保守審慎
之信貸融資批授政策，以維持優質應收款項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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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續）

信貸風險管理（續）

流動資金及衍生金融工具之信貸風險有限，原因是訂約各方乃獲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給予高度信
貸評級之銀行。

除了集中信貸風險與兩大獲國際信貸評級機構給予高度信貸評級之銀行訂立流動資金及衍生金
融工具外，由於風險分散於多位訂約方及客戶，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信貸風險集中之問題。

流動資金管理

流動資金之風險是指集團未能履行現有的責任。本集團制定了一套合適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措
施，以妥善管理短期、中期及長期融資及流動資金，並由各董事定時審閱。本集團管理流動資
金風險乃透過維持充足儲備及銀行融資，持續監察預測及實際現金流量及維持長期融資與短期
金融資產比率予穩健水平。本集團會詳細考慮流動資金與盈利能力間之平衡狀況。會計及財務
部負責管理日常司庫運作、確保有足夠可動用資金償付信用卡交易、為信貸款項增長提供資金
及應付已訂約之財務承擔所需。本集團亦會保留備用融資額以應付日常業務中商戶結算及應收
款項於未能預計下之巨額增長。

資本管理

本集團奉行維持穩健資本基礎，以支援本集團業務發展之政策。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要以內
部產生資本，以及結構性融資交易及銀行貸款撥作營運資金。本集團定期監控及審閱其資金狀
況，確保其介乎內部制定之限額內及合理成本水平。

人力資源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及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之員工總人數分別為���名及���名。
本公司將繼續以其二零零七╱零八年年報所披露類似基準表揚及獎勵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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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SFO」）第���條由本公司保存之記錄冊上，或
已根據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記錄，顯示本公
司董事擁有本公司或其聯繫公司（於SFO XV部份之定義）之權益如下：

(a) 本公司

   佔本公司
 個人權益項下  已發行股本
董事 持有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森美樹 ��0,000  0.0�

小坂昌範 ��0,000  0.0�

神谷和秀 �,000,000  0.��

曾永康 ��0,000  0.0�

(b)  Credit Service Co., Ltd. （「ACS日本」）－本公司直接控股公司

   

   佔ACS日本
 個人權益項下  已發行股本
董事 持有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森美樹 ��,���  0.0�

小坂昌範 �,0��  0.0�

神谷和秀 ��,���  0.0�

(c)  Co., Ltd. （「 日本」）－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

   佔 日本
 個人權益項下  已發行股本
董事 持有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森美樹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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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之權益（續）

(d) AEON Thana Sinsap (Thailand) Public Company Limited（「AEON Thana」）－本公司同系
附屬公司

   佔AEON Thana

 個人權益項下  已發行股本
董事 持有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森美樹 �,0��,�00  0.��

小坂昌範 �00,000  0.0�

神谷和秀 �00,000  0.�0

(e) AEON Credit Service (M) Berhad（「AEON Malaysia」）－本公司同系附屬公司

   佔AEON

   Malaysia

 個人權益項下  已發行股本
董事 持有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森美樹 ��0,000  0.�0

小坂昌範 �0,000  0.0�

神谷和秀 ��0,000  0.��

除上文所持有股份披露者外，各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概無擁有本公
司或其他任何聯繫公司任何證券、潛在證券或債券之權益或淡倉情況。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依據SFO第���條規定保存之主要股東證券權益及淡倉情況記錄冊所
載，下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或以上之權益：

名稱 股份數目  百分比

 Co., Ltd.（附註�） ���,���,000  ��.��

 Credit Service Co., Ltd.（附註�） ���,���,000  ��.��

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 Plc and its Associates ��,���,000  �.0�

DJE Investment S.A.（附註�） �0,���,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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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續）

附註

�.  Co., Ltd.為本公司股本中��,��0,000股直接受益擁有人；由於該公司分別擁有  Credit Service 

Co., Ltd.及永旺百貨（香港）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約��.�0%及��.��%權益，故此被視為分別由  Credit 

Service Co., Ltd.及永旺百貨（香港）有限公司所擁有之���,���,000股及�,���,000股權益。

� 於���,���,000股股份中，���,���,000股由  Credit Service Co., Ltd.持有，�,�00,000股則由Nomura 

Securities (HK) Limited（作為  Credit Service Co., Ltd.之代表）持有。

�. DJE Investment S.A.是一間由Dr. Jens Ehrhardt Kapital AG擁有 ��%權益的公司，而Dr. Jens Ehrhardt 

Kapital AG是一間由Dr. Jens Alfred Karl Ehrhardt擁有��.�%權益之公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未獲通知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有任何其他人士擁有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或以上之權益。

中期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亦已經由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其並無
作修訂之審閱報告刊載於中期報告第��頁內。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會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之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守則」），惟守則條文第A.�.�及A.�.�條則除外（詳情於下文闡釋）。

根據守則條文第A.�.�條規定，非執行董事須按特定任期獲委任，並須庸選連任。而根據守則條
文第A.�.�條第二句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按特定任期獲委任者）須最少每三年輪值退任一次。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按特定任期獲委任，而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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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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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較守則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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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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
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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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內，本公司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小坂昌範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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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致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董事會各成員

引言

本行已審閱載於第�頁至第��頁之中期財務資料，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
限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相關簡明
綜合收益表、股東權益變動報表及現金流動表，及若干解釋附註。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編製中期財務資料報告時須遵守相關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
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編製及呈列本中期財務資料。本行的報告乃根據委聘之協定條款，僅向閣下作為一個實體作
出報告，且並無其他目的。本行概不就本報告之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本行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
資料」進行審閱。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務之人員作出查詢，並應用分
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範圍遠少於根據香港核數準則進行審核之範圍，故不能令本行保證
本行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本行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本行之審閱，本行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本行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未有遵照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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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小坂昌範（董事總經理）
黎玉光（董事副總經理）
川原智之（高級執行董事）
高藝菎
潘樹斌
馮錦成

非執行董事
森美樹（主席）
神谷和秀 

池西孝年

獨立非執行董事
曾永康
黃顯榮 

許青山

合資格會計師

黎玉光

公司秘書

高藝菎

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主要往來銀行

Mizuho Corporate Bank, Ltd.

 香港分行
三菱東京UFJ銀行
 香港分行
三井住友銀行
 香港分行
花旗銀行
 香港分行

股份過戶登記處

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號
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

註冊辦事處

香港
銅鑼灣
告士打道��0號
世界貿易中心��樓

國際電腦網絡地址

網頁名稱 ：http://www.aeon.com.hk

電子郵件地址 ：info@aeon.com.hk

股份代號

�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