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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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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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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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五月二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279,469 279,550  

利息收入 248,726 250,827
利息支出 (24,083) (24,627)  

淨利息收入 224,643 226,200
其他營運收入 3 33,163 31,051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406) (965)  

營運收入 257,400 256,286
營運支出 5 (114,746) (104,948)  

扣除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溢利 142,654 151,338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67,139) (75,376)
已撇銷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之回撥 11,543 13,663
佔聯繫公司之業績 (1,741) (1,161)  

除稅前溢利 85,317 88,464
利得稅開支 (15,375) (15,347)  

期間溢利 69,942 73,117  

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69,942 7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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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五月二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 69,942 73,117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虧損）收益 (5,826) 7,637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3,769 (78)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8,679 4,402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6,622 11,961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76,564 85,078  

全面收益總額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76,564 8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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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二零一三年
五月二十日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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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65 96,642
投資聯繫公司 15,684 17,125
可供出售投資 38,484 44,309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6 1,299,247 1,314,80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0,217 42,540
衍生金融工具 10 – 32
受限制存款 68,000 68,000  

1,556,397 1,583,453  

流動資產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6 3,519,057 3,500,86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6,961 35,450
應收聯繫公司款項 799 979
受限制存款 202,361 115,958
定期存款 215,001 372,083
受託銀行結存 2,958 3,712
銀行結存及現金 272,196 156,309  

4,259,333 4,185,353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170,331 147,994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89,475 51,616
欠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401 2,963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90 90
欠聯繫公司款項 35 －
銀行貸款 9 692,630 711,130
銀行透支 240 2,370
衍生金融工具 10 6,397 8,875
稅項負債 24,973 21,361  

984,572 946,399  

流動資產淨額 3,274,761 3,238,95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831,158 4,82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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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
五月二十日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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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3,796 2,187,232  

權益總額 2,305,673 2,229,109  

非流動負債
資產擔保借款 1,098,568 1,098,461
銀行貸款 9 1,268,150 1,327,750
衍生金融工具 10 157,067 164,687
遞延稅項負債 1,700 2,400  

2,525,485 2,593,298  

4,831,158 4,82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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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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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73,117 73,117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收益 － － － 7,637 － － － 7,637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 － － － － (78) － (78)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 － 4,402 － － 4,402        

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 － 7,637 4,402 (78) 73,117 85,078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日（未經審核） 41,877 227,330 270 25,575 (189,903) 10,245 2,019,289 2,134,683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經審核） 41,877 227,330 270 18,649 (165,979) 12,086 2,094,876 2,229,109        

期間溢利 － － － － － － 69,942 69,942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 － － (5,826) － － － (5,826)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 － － － － 3,769 － 3,769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 － 8,679 － － 8,679        

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 － (5,826) 8,679 3,769 69,942 76,564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未經審核） 41,877 227,330 270 12,823 (157,300) 15,855 2,164,818 2,305,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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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五月二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現金淨額 129,758 149,543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所得之款項 – 31,081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4,737) (3,309)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按金 (1,611) (4,802)  

投資業務（已動用）產生現金淨額 (6,348) 22,970  

新增受限制存款 (728,906) (436,880)
提取受限制存款 642,503 343,318
新借銀行貸款 5,179,500 5,147,515
償還銀行貸款 (5,259,062) (5,188,000)  

融資業務已動用現金淨額 (165,965) (134,047)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減少）增加淨額 (42,555) 38,466

匯率變動之影響 3,490 (117)

於二月二十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26,022 354,273  

於五月二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86,957 392,622  

即：
定期存款 215,001 247,441
銀行結存及現金 272,196 151,375
銀行透支 (240) (6,194)  

486,957 39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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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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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止年
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使用者符合一致。

2. 收入

截至五月二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48,726 250,827
徵收費用及佣金 19,017 17,300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11,726 11,423  

279,469 279,550  

3. 其他營運收入

截至五月二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
上市股本證券 170 638

徵收費用及佣金
信用卡 8,673 8,129
保險 10,344 9,171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11,726 11,423
其他 2,250 1,690  

33,163 31,051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五月二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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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現金流量對沖儲備變現 480 840
銀行貸款之匯兌虧損 (480) (840)

淨匯兌虧損 (353) (912)
現金流量對沖無效之對沖 (53) (53)  

(406)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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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運支出

截至五月二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9,812 8,757

一般行政費用 31,594 28,683

市場及推廣費用 13,231 12,691

物業、廣告位置及設備之經營租賃租金 14,955 12,752

其他營運支出 13,054 11,49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32,100 30,566  

114,746 104,948  

6.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二零一三年
五月二十日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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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3,747 3,055,112

應收分期貸款 1,771,546 1,762,881

應收租購款項 5,130 6,118  

4,830,423 4,824,111

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118,910 118,392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總額 4,949,333 4,942,503

減值準備（附註7）
－個別評估 (59,312) (56,365)

－集體評估 (71,717) (70,471)

(131,029) (126,836)  

4,818,304 4,815,667

列於流動資產項下即期部分 (3,519,057) (3,500,862)  

一年後到期款項 1,299,247 1,31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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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減值準備

二零一三年
五月二十日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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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01 58,979
應收分期貸款 66,500 62,434
應收租購款項 173 266
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5,155 5,157  

131,029 126,836  

個別評估 集體評估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56,365 70,471 126,836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65,893 1,246 67,139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62,954) － (62,954)
匯兌調整 8 － 8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59,312 71,717 13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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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03 673 75,376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78,387) － (78,387)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日 59,084 67,361 126,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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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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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55 3.1 146,499 3.0
逾期兩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45,840 0.9 30,970 0.6
逾期三個月但不超過四個月 25,610 0.5 21,618 0.4
逾期四個月或以上 64,516 1.3 61,959 1.3    

288,121 5.8 261,046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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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五月二十日

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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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780 2,038,880  

償還賬面值（附註）
一年內 692,630 711,130
一年以後兩年以內 305,000 235,000
兩年以後五年以內 918,150 1,047,750
五年以後 45,000 45,000  

1,960,780 2,038,880
列於流動負債項下須於一年內償還款項 (692,630) (711,130)  

須於一年後償還款項 1,268,150 1,32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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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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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2,383 － 172,886
交叉貨幣掉期利率 － 1,081 32 676    

－ 163,464 32 173,562
即期部分 － (6,397) － (8,875)    

非即期部分 － 157,067 32 164,687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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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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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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擔保借款分別由1,669,326,000港元之應收信用卡
賬款及270,361,000港元之受限制存款作抵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1,730,590,000港元及
183,95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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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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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附屬公司為一所外商全資擁有企業，並於二零一三年四月開始營業。

2. 縱然顧客審慎之消費意欲導致復甦循環交易的需求緩慢，本集團錄得首
三個月利息收入為 249,000,000港元，維持與去年相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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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惠往年以低息續訂之長期債務及低融資成本，首三個月利息支出為
24,100,000港元，相較去年同期則為24,600,000港元。

4. 本集團淨利息收入錄得1,600,000港元減少，由二零一二╱一三年226,200,000
港元下跌至 224,600,000港元。

5. 去年下半年，本集團於天津成立第二家小額貸款附屬公司。今年四月，另
一小額貸款附屬公司亦於深圳開始營業。回顧期內，這些新成立之小額貸
款附屬公司之日常開支以及擴展並重置本地分行網絡之支出，致令營運
支出由二零一二╱一三年104,900,000港元增加9.3%至二零一三╱一四年首三
個月114,700,000港元。

6. 於扣除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水平方面，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
日止三個月錄得營運溢利142,7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151,300,000港元下降
5.7%。

7. 基於採取迅速催收行動及執行嚴謹批核程序，首三個月之減值虧損及減值
準備持續錄得減少，較二零一二╱一三年75,400,000港元減少10.9%至67,100,000
港元。

8. 截至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溢利69,900,000港元，較
去年同期減少 4.3%。

9. 縱然應收信用卡現金預支賬款增長緩慢，由於市場推廣活動獲得熱烈回
響，應收信用卡購物簽賬賬款及應收分期貸款繼續錄得上升趨勢。結果，本
集團客戶貸款總額於期內錄得6,300,000港元增長。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
日之客戶貸款總額為 4,830,400,000港元，相較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日則
為4,824,100,000港元。

10. 受限制存款之增加源自資產擔保借款之安排。此外，定期存款及銀行結存
及現金之變動則與注資往小額貸款附屬公司及附屬公司於中國所持之銀
行結存有關。

11. 本集團主要依靠其內部產生之資本、銀行借貸及結構融資撥付其業務所
需。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43.0%資金來自權益總額，36.5%則向金融
機構直接借貸及 20.5%來自結構融資。

12. 在所有債務（包括資產擔保借款）中，22.6%須於一年內償還，10.0%須於一
年以後兩年以內償還，65.9%須於兩年以後五年以內償還及 1.5%須於五年
後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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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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錦成

香港，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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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藝菎女
士、陳鳳娟女士及美崎智子女士；非執行董事小坂昌範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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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