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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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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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止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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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556,470 550,898
  

利息收入 5 504,516 498,542
利息支出 6 (61,198) (66,748)

  

淨利息收入 443,318 431,794
其他營運收入 7 54,360 54,531
其他收益及虧損 8 (250) (297)

  

營運收入 497,428 486,028
營運支出 9 (195,649) (194,564)

  

扣除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溢利 301,779 291,464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159,714) (170,317)
已撇銷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之回撥 20,461 21,942
佔聯繫公司之業績 (2,499) (3,404)

  

除稅前溢利 160,027 139,685
利得稅開支 10 (27,059) (23,622)

  

期間溢利 132,968 116,063
  

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32,968 116,063

  

每股盈利－基本 12 31.75港仙 27.7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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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 132,968 116,063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收益 9,054 908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1,801 108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151,117) (2,694)

  

期間其他全面支出 (140,262) (1,678)
  

期間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7,294) 114,385
  

全面（支出）收益總額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7,294) 11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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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八月二十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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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85,228 82,383
投資聯繫公司 24,231 25,941
可供出售投資 14 96,210 87,156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15 1,229,091 1,196,39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8 49,515 39,400
衍生金融工具 22 － 380
遞延稅項資產 19 － 850
受限制存款 68,000 68,000

  

1,552,275 1,500,504
  

流動資產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15 3,490,219 3,525,52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8 26,124 21,276
衍生金融工具 22 261,573 186,672
受限制存款 174,322 34,149
定期存款 214,521 201,967
受託銀行結存 3,434 2,596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8,073 61,311

  

4,288,266 4,033,495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20 153,589 147,879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4,490 36,087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63 45
欠聯繫公司款項 1,638 397
銀行貸款 21 1,229,710 1,098,120
銀行透支 1,374 2,614
資產擔保借款 23 1,097,482 －
衍生金融工具 22 2,976 5,633
稅項負債 31,164 17,200

  

2,552,486 1,307,975
  

流動資產淨額 1,735,780 2,725,52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288,055 4,226,024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41,877 41,877
股本溢價及儲備 1,916,221 1,990,518

  

權益總額 1,958,098 2,032,395
  

非流動負債
資產擔保借款 23 － 1,098,963
銀行貸款 21 1,130,000 1,060,000
衍生金融工具 22 198,657 34,666
遞延稅項負債 19 1,300 －

  

1,329,957 2,193,629
  

3,288,055 4,22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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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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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一日之結餘
（經審核） 41,877 227,330 270 19,745 (77,670) 6,803 1,660,681 1,879,036

        

期間溢利 － － － － － － 116,063 116,063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收益 － － － 908 － － － 908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 － － － － 108 － 108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 － (2,694) － － (2,694)

        

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 － 908 (2,694) 108 116,063 114,385
        

二零零九╱一零年已派末期股息 － － － － － － (67,003) (67,003)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41,877 227,330 270 20,653 (80,364) 6,911 1,709,741 1,926,418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之結餘
（經審核） 41,877 227,330 270 26,703 (50,513) 7,870 1,778,858 2,032,395

        

期間溢利 － － － － － － 132,968 132,968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收益 － － － 9,054 － － － 9,054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 － － － － 1,801 － 1,801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 － (151,117) － － (151,117)

        

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 － 9,054 (151,117) 1,801 132,968 (7,294)
        

二零一零╱一一年已派末期股息 － － － － － － (67,003) (67,003)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之結餘
（未經審核） 41,877 227,330 270 35,757 (201,630) 9,671 1,844,823 1,958,098

        



– 5 –

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現金淨額 162,916 129,947
  

已收股息 1,191 893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7,881) (5,425)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按金 (18,006) (11,851)

  

投資業務已動用現金淨額 (24,696) (16,383)
  

新增受限制存款 (1,220,151) (480,724)
提取受限制存款 1,079,978 455,644
已付股息 (67,003) (67,003)
新借銀行貸款 8,747,100 6,357,000
償還銀行貸款 (8,608,600) (6,415,000)

  

融資業務已動用現金淨額 (68,676) (150,08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增加（減少）淨額 69,544 (36,519)

於二月二十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60,664 340,062

匯率變動之影響 1,012 －
  

於八月二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31,220 303,543
  

即：
定期存款 214,521 239,601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8,073 66,163
銀行透支 (1,374) (2,221)

  

331,220 30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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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
定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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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止年度之全年財
務報表所使用者符合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
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4號（修訂本）

預付最低資金規定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19號

利用權益工具使財務負債消失

應用新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上的呈報金額及╱或
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或經修訂準則。下列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止
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頒佈後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或經修訂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繫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 合營安排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 公平值計量 1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綜合財務報表」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單獨財務報表」中有關
綜合財務報表之部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載有控制權之新定義，包括三項元素；（甲）對被投
資方之權力，（乙）介入被投資方可變之回報風險或權利，及（丙）對被投資方行使其權力從而影響投
資者回報金額之能力。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已增加多項指引以處理複雜情況。總體而言，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需要進行多項判斷。於本報告日，董事正評估可造成之財務影響。

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及經修訂準則及修訂本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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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504,516 498,542
徵收費用及佣金 26,125 23,545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25,829 28,811

  

556,470 550,898
  

4. 分類資料

源出於營業及可報告分類收入之服務

本集團之營業及可報告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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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 － 提供保險顧問及代理業務

分類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以營業及可報告分類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信用卡 分期貸款 租購 保險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70,687 170,367 1,545 13,871 556,470
     

業績
分類業績 110,184 53,191 168 6,388 169,931

    

未分類營運收入 2,335
未分類支出 (9,740)
佔聯繫公司之業績 (2,499)

 

除稅前溢利 160,027
利得稅開支 (27,059)

 

期間溢利 13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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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信用卡 分期貸款 租購 保險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68,786 166,978 2,781 12,353 550,898
     

業績
分類業績 110,571 34,051 1 5,167 149,790

    

未分類營運收入 1,767
未分類支出 (8,468)
佔聯繫公司之業績 (3,404)

 

除稅前溢利 139,685
利得稅開支 (23,622)

 

期間溢利 116,063
 

營業及可報告分類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業績代表各分類錄得的溢利，不計
某些收入分配（包括股息收入），未分類總辦事處支出及佔聯繫公司業績。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
估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的基準。

5. 利息收入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定期存款及銀行結存 96 106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502,549 496,874
減值之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1,871 1,562

  

504,516 498,542
  

6. 利息支出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10,615 13,838
須於五年後全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263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資產擔保借款利息 25,032 24,961
掉期利率合約之淨利息支出 25,288 27,949

  

61,198 66,748
  



– 9 –

7. 其他營運收入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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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 788
非上市股本證券 113 105

徵收費用及佣金
信用卡 12,254 11,192
保險 13,871 12,353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25,829 28,811
其他 1,215 1,282

  

54,360 54,531
  

8.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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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90 47,300
銀行貸款之匯兌虧損 (63,090) (47,300)

現金流量對沖之無效對沖 (250) (24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57)

  

(250) (297)
  

9. 營運支出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17,037 18,026
一般行政費用 59,098 58,249
市場推廣費用 19,750 21,202
物業、廣告位置及設備之經營租約租金 27,739 27,733
其他營運支出 19,939 18,974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52,086 50,380

  

195,649 19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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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利得稅開支

截至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即期稅款
－本期間 24,909 24,522

遞延稅項（附註19）
－本期間 2,150 (900)

  

27,059 23,622
  

香港利得稅按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16.5%）計
算。

11. 股息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股息以每股 16.0港仙（二零一零年：16.0港仙）合共67,003,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67,003,000港元）已派付予股東作為二零一零╱一一年度之末期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董事已宣佈向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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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67,002,000港元。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九日或前派付。由於此中
期股息於中期報告日之後宣佈，因此並未包括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負債內。

12. 每股盈利－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期間未經審核溢利 132,96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116,063,000港元）及期間內已發行股份數目 418,766,000股（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
418,766,000股）計算。

13.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期間內，本集團購入電腦設備及租賃物業裝修約19,883,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
月：9,540,000港元）。

14. 可供出售投資

二零一一年
八月二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股本證券，按公平值
香港 31,968 27,883
海外 22,171 17,202

  

54,139 45,085
非上市股本證券，按成本扣除減值 42,071 42,071

  

96,210 8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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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八月二十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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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4,541 3,112,312
應收分期貸款 1,632,028 1,567,169
應收租購款項 28,877 43,084

  

4,725,446 4,722,565

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127,642 133,626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總額 4,853,088 4,856,191

減值準備（附註16）
－個別評估 (65,420) (54,974)
－集體評估 (68,358) (79,299)

(133,778) (134,273)
  

4,719,310 4,721,918
列於流動資產項下即期部分 (3,490,219) (3,525,524)

  

一年後到期款項 1,229,091 1,196,394
  

本集團之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內，分別包括81,809,000港元之有抵押應收信用卡賬款（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日：78,587,000港元）及38,723,000港元之應收分期貸款（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15,053,000港
元）。本集團持有該等結餘之抵押品。其他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並無抵押。

16. 減值準備

二零一一年
八月二十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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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50 64,825
應收分期貸款 64,649 57,308
應收租購款項 719 823
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8,760 11,317

  

133,778 13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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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評估 集體評估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54,974 79,299 134,273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170,655 (10,941) 159,714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160,209) － (160,209)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 65,420 68,358 133,778
   

個別評估 集體評估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一日 60,290 77,667 137,957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172,932 (2,615) 170,317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175,297) － (175,297)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 57,925 75,052 132,97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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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經審核）

千港元 %* 千港元 %*

逾期一個月但不超過兩個月 105,657 2.2 137,153 2.8

逾期兩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26,591 0.5 32,508 0.7

逾期三個月但不超過四個月 19,727 0.4 18,234 0.4

逾期四個月或以上 64,369 1.3 55,131 1.1
    

216,344 4.4 243,026 5.0
    

* 佔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總額之百分比

1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八月二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成本 40,052 34,048
租賃之按金 16,458 13,224
預付營運支出 12,579 8,298
其他應收款項 6,550 5,106

  

75,639 60,676
流動資產項下即期部分 (26,124) (21,276)

  

一年後到期款項 49,515 3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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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遞延稅項（負債）資產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兩個期間，本集團已確認主要遞延稅項（負債）資產及其變
動如下：

加速稅項折舊 減值準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12,300) 13,150 850
於期間扣除溢利或虧損 (300) (1,850) (2,150)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 (12,600) 11,300 (1,300)
   

加速稅項折舊 減值準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一日 (12,600) 12,900 300
於期間進賬（扣除）溢利或虧損 1,400 (500) 900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 (11,200) 12,400 1,200
   

20. 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於報告期間期末以發票日期計算之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八月二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54,923 54,840
逾期一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3,352 1,944
逾期三個月 5,840 2,807

  

64,115 59,591
  

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內，包括有關客戶忠誠計劃之遞延收益6,86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5,141,000港元）。



– 14 –

21. 銀行貸款

二零一一年
八月二十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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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9,710 2,158,120
  

償還賬面值（附註）
一年內 1,154,710 993,120
一年以後兩年以內 145,000 170,000
兩年以後五年以內 835,000 800,000
五年以後 150,000 90,000

  

2,284,710 2,053,120
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無抵押銀行貸款之賬面值
－一年內償還 75,000 105,000

  

2,359,710 2,158,120
列於流動負債項下須於一年內償還款項 (1,229,710) (1,098,120)

  

須於一年後償還款項 1,130,000 1,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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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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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9,282 380 40,255
交叉貨幣掉期利率 261,573 32,351 186,672 44

    

261,573 201,633 187,052 40,299
即期部份 (261,573) (2,976) (186,672) (5,633)

    

非即期部份 － 198,657 380 34,666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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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承諾貸款到期日。



– 15 –

23. 資產擔保借款

(a) 本公司訂立1,10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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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詮釋第12號，該信託被視作由本公司控制，因此其業績被合併
於本公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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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務均未銷賬，仍然列入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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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抵押（見附註15及24）。交易之週轉
期將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完結。資產擔保借款之利息於週轉期為固定息率年息4.5厘，從而令本
集團需承受公平值息率風險。期間內，實際利率為年息4.5厘（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止
六個月：4.5厘）。

(c)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訂立1,100,000,000港元之新資產擔保借款融資交易（該「新
交易」）。新交易包括兩部分－A部分及B部分。每部分之交易款項為550,000,000港元。新交易將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提取，A部分及B部分之週轉期分別將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日及二
零一七年一月二十日完結。本公司訂立兩份相關之掉期利率，每份面值為550,000,000港元，將
浮動利率貸款之浮動利率轉為固定利率。

24.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擔保借款分別由 1,743,946,000港元之應收信用卡賬款及
242,322,000港元之受限制存款作抵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1,873,521,000港元及102,149,000港元）。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十日至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期內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領取中期股息之資格，所有股
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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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會計期間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第A.4.2條及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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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的委任須按固定任期委任及膺選連任。而根據守
則條文第A.4.2條第二句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按特定任期獲委任者）須至少每三年一次輪值
退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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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按特定任期獲委任，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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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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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上退任。因此，本公司之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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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本董事會主席因身處海外而無法
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七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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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為公司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已遵守標準
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雖然經歷日本地震後之影響、歐羅區債務危機及美國經濟減弱，香港經濟仍
得以穩步復甦，失業率進一步持續改善。同時，在政府多輪紓困措施的支持下，個人消費
開支有顯著改善。可是，香港正承受通貨膨脹的壓力，尤其於租金方面。在這情況下，消費
者一般於其消費及借貸時採取審慎態度。在持續低息的信貸環境下，本港消費信貸業務整
體營商環境仍甚具挑戰性。業界人士須力求以創新產品及服務質素以吸納新客戶，同時嚴
密監控信貸質素以防止有可能惡化的信貸質素。隨著信用卡簽賬及分期借貸銷售額增長，
加上實行嚴謹的支出控制，本集團核心營運表現得以穩步復甦。

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屬於擁有人之溢利為133,0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116,100,000港元上升 14.6%或16,900,000港元。本集團每股盈利由二零一零╱一一
年每股27.72港仙改變為每股31.75港仙。

本集團推出一連串新市場推廣活動以直接刺激信用卡申請數目及信用卡簽賬率。AEON海
洋公園夏日家庭繽紛同樂日推廣及和民居食屋瀛食套餐優惠推廣活動反應非常熱烈，獲
強勢回響。結果，本集團信用卡簽賬銷售較往年錄得上升。

隨著貸款產品利率組合有所變動，利息收入錄得較二零一零╱一一年 498,500,000港元增加
1.2%至504,500,000港元。由於長期銀行貸款能繼續以低息續借，上半年利息支出為61,200,000
港元，相較去年66,800,000港元減少5,600,000港元。今年上半年平均融資成本為3.7%，相較去
年則為4.0%。本集團淨利息收入錄得2.7%增幅，由二零一零╱一一年431,800,000港元上升至
443,300,000港元。手續費及逾期收費之下降，導致其他營運收入由二零一零╱一一年54,500,000
港元輕微下跌 100,000港元至二零一一╱一二年首六個月54,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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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保險及中國業務之發展而招聘更多員工，及推出不同市場推廣活動，本集團於員工成
本及信用卡及貸款業務上耗用更多處理支出。與此同時，本集團繼續嚴加控制其他營運支
出，令營運支出由二零一零╱一一年194,600,000港元稍微增加0.6%至二零一一╱一二年首六
個月195,600,000港元。本集團上半年之成本與收入比率為39.3%。

於扣除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水平，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營運
溢利301,8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291,500,000港元上升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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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迅速催收行動及執行嚴緊批核程序，收賬比
率及撇賬金額較去年均錄得持續改善。上半年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由二零一零╱一一年
170,300,000港元減少6.2%或10,600,000港元至159,700,000港元。已撇銷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之
回撥為20,500,000港元，較二零一零╱一一年21,900,000港元減少6.4%或1,400,000港元。

縱然行內激烈的競爭以及顧客審慎的消費意欲，本集團期內客戶貸款總額仍增加0.1%，主
要源自應收分期貸款。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客戶貸款總額為4,725,400,000港元，比對二
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則為4,722,6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之減值準備為133,800,000
港元，相較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之減值準備則為134,3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
二十日，權益總額為1,958,100,000港元，比對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則為2,032,400,000港元，
主要源於承諾貸款融資之衍生金融工具，其重估引致對沖儲備下跌所致。扣除中期股息
後，每股資產淨值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為4.5港元比對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之每股
資產淨值為 4.7港元。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分為四個營運部門，包括信用卡、分期貸款、租購及保險。於二零一一╱一二
年上半年度，信用卡業務收入佔本集團收入之66.6%，相對二零一零╱一一年則佔66.9%。分
類業績方面，信用卡業務佔二零一一╱一二年本集團整體業務之64.8%，相對二零一零╱一一
年則佔73.8%。

信用卡消費簽賬銷售有所增長，以致信用卡消費簽賬利息收入增加。信用卡現金預支銷
售下跌被信用卡現金預支分期計劃利息之上升所抵消。總括而言，源自信用卡業務之利
息收入與去年比較錄得增長。雖然逾期收費及手續費下降，源自信用卡業務之收入仍錄
得增長，由二零一零╱一一年368,800,000港元上升0.5%或1,900,000港元至二零一一╱一二年
370,700,000港元。縱然經濟環境依然不明朗，隨著審慎的信貸審核，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只
適度地上升。加上利息支出的下跌，期內源自信用卡業務之分類業績錄得由二零一零╱一一
年110,600,000港元輕微下跌400,000港元至二零一一╱一二年110,200,000港元。

為吸引分期貸款的新客戶，本集團根據客戶的背景提供優惠分期利率貸款，並成功令分期
貸款銷售以及利息收入較去年增加。縱然逾期收費下跌，分期貸款收入由二零一零╱一一
年167,000,000港元上升 2.0%或3,400,000港元至二零一一╱一二年 170,400,000港元。由於本公
司採取迅速催收行動及執行嚴緊批核程序，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錄得顯著減少。因此，期
內源自分期貸款業務之分類業績錄得由二零一零╱一一年 34,100,000港元上升 56.2%至二零
一一╱一二年53,2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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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業務不斷轉移至信用卡分期計劃，租購業務收入錄得由二零一零╱一一年 2,800,000港
元下跌 1,300,000港元至二零一一╱一二年 1,500,000港元。然而，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卻取得
顯著的減少，以致租購業務分類業績於期內錄得由二零一零╱一一年1,000港元上升至二零
一一╱一二年200,000港元。

源自保險業務之收入錄得上升，由二零一零╱一一年12,400,000港元增加1,500,000港元至二
零一一╱一二年 13,900,000港元。由於本公司嚴格的控制成本，保險業務於期內之分類業績
由二零一零╱一一年5,2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一╱一二年6,4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上半年推出連串市場推廣計劃藉以加強其信用卡業務競爭力，其中包括AEON 
MaxValu Prime新店開幕推廣活動、AEON海洋公園夏日家庭繽紛同樂日、和民居食屋日本
電影戲票及瀛食套餐優惠推廣。此外，本集團亦與其聯營夥伴合作度身設計多項信用卡招
攬計劃，銳以提高信用卡數目及使用量。為擴展產品線，本集團推出附屬卡及與夥伴商戶
之企業聯營卡。此舉不單能令本公司之客戶市場分佈更多元化，同時能增加信用卡之使用
率。為維持優良的信貸質素，現時招攬新信用卡會員渠道主要源自聯營夥伴旗下商店。為
擴大服務範疇，本集團於中環增開新分行，並將推展即時發卡服務至六間分行。至於網上
服務，互聯網瀏覽專櫃已於七間分行內設置以方便網上客戶登記，及促使客戶使用網上客
戶服務，例如，電子月結單、繳費服務、網上購物服務及信用卡申請。

於回顧期內，永旺保險顧問（香港）有限公司（「永旺保險」）持續擴展客戶層，通過提供企業
保險產品予業務夥伴及企業客戶，並由保險顧問推廣人壽保障及儲蓄保險予個別客戶。此
外，透過網站及保險顧問，永旺保險亦舉行多項講座藉以介紹壽險、一般保險及強積金計
劃。

至於中國業務方面，聯繫公司永旺資訊服務（深圳）有限公司（「深圳永旺」）現時就中國永旺
卡於各個省份（包括廣東、北京及山東）之營運服務擔任處理代理人。同時，深圳永旺現時
亦已推展其收賬業務予新的中國企業客戶，服務範圍包括汽車、金融及保險。此外，本公
司已於瀋陽成立一全資附屬公司以營運小額貸款業務。於營運中國永旺卡所得之經驗及
知識將為本集團提供強大的推動力以捕捉中國消費信貸市場的增長潛力。

展望

經濟前景在今年餘下的日子仍然受到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主要由於先進經濟體的基
調薄弱。香港仍然持續受惠於相對增長強勁的中國大陸及亞洲經濟體。但是美國及歐洲相
對脆弱的經濟復甦將會削弱全球的持續經濟復甦。展望未來，本地需求的擴張以及入境旅
遊和金融服務的增長，都可望成為香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另一方面，美元疲弱以及全球
糧食及商品價格的上升都加添通貨膨脹對香港造成的壓力。在持續低息的環境下，在今年
餘下的日子消費金融市場將會是充滿挑戰。由於資產市場在下半年將會相當波動，消費金
融需求將隨著資產質量有可能惡化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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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營商環境下，本集團於招攬新會員及催谷銷售的方針上採取保守的態度。新聯營卡將
會推出市場，以拓展新的市場分類並擴大其商業網絡。由於本集團已採取審慎的態度提供
信貸，資產質量得以保持基本的健全。本集團集中擴展其商戶網絡並以進取的市場策略開
研嶄新產品，同時於信貸風險及成本減至最低的情況下，把握市場發展機遇，藉此拓展其
信用卡業務。與此同時，本集團將積極加強其在市場上的品牌形象，通過提供優質的服務
給我們的客戶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由於AEON JUSCO信用卡向來是核心信用卡，用以增加信用卡會員人數及積極鼓勵簽賬，
本集團將透過提供網上付款渠道及夥拍永旺（香港）百貨有限公司舉辦大型推廣活動，增加
其便利及強化其AEON JUSCO信用卡之優惠。此外，將會啟動新的營銷行動，致力透過提供
信用卡持有人尊享禮遇及聯營商戶優惠以提升客戶使用率。透過與不同商戶合作推廣使
用信用卡進行經常消費交易已成功改善其信用卡使用率。本集團將會持續利用其網上營
銷渠道，以推廣上述服務予其網上客戶。

乘著現有的操作平臺，本集團將繼續於保險、旅遊以及收賬服務業務方面開拓更多服務費
收入的新機遇。此外，本集團將擴大其貸款產品，以滿足客戶不同的要求，如婚宴貸款。憑
藉其龐大的客戶層及商戶網絡，本集團將致力豐富其網站的內容，包括網上申請及購物服
務、理財服務及付款渠道，從而經網上業務增闢更多服務費收入。中國業務方面，憑藉於
處理中國永旺卡營運時所累積的經驗及營運知識，除瀋陽外，本集團將擴大其小額信貸業
務至其他省份，以進入龐大及迅速增長的內地消費金融市場。

資金及股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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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資本結構由債務（包括銀行貸款及資產擔保借款），減去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及歸屬
於集團擁有人之權益（包括已發行股本、儲備及累積溢利）組成。

淨負債對權益比率

本集團管理層每半年檢討資本結構。在檢討過程中，管理層考慮個別種類資本的成本及聯
繫風險。本集團之目標淨負債對權益比率為1.5至2.0及以淨負債對權益比例為計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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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期度結算日，淨負債對權益比率如下：

二零一一年
八月二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附註 a） 3,457,192 3,257,08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31,220) (260,664)

  

淨負債 3,125,972 2,996,419

權益（附註b） 1,958,098 2,032,395

淨負債對權益比率 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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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及23。

(b) 權益包括本集團所有資本及儲備。

本集團主要依靠其內部產生之資本、銀行貸款及結構融資撥付其業務所需。於二零一一年
八月二十日，36.1%資金來自股東權益；20.3%來自結構融資；另43.6%則直接向財務機構借
貸。

內部產生之資本主要來自累積溢利。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包括
交叉貨幣銀團貸款，合共2,359,700,000港元，當中13.6%為固定息率，另86.4%利用掉期利率由
浮動息率轉為固定息率。

7,500,000,000日圓銀團定期貸款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已全數償還。同日，另一為期五年
之50,000,000美元銀團定期貸款被提取。 因應現時 1,100,000,000港元的資產擔保借款之週轉
期將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完結，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訂立另一金額相同之新交易，新交
易之A部分及B部分週轉期分別將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及二零一七年一月完結。考慮上述提
及之承諾貸款後，平均負債年期約為3.3年。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及資產擔保借款均以港元計值，惟以交叉貨幣掉期利率對沖之銀團定
期貸款7,500,000,000日圓及定期貸款10,000,000美元除外。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為1,958,1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一年二月
二十日則為2,032,400,000港元。經考慮本集團可動用之財政資源（包括內部產生之資金及可
動用之銀行備用額）後，本集團具有充裕營運資金應付其目前的營運需求。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以港元作交易貨幣及記賬貨幣，故其核心資產並無面對任何匯率波動
風險。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訂立之衍生金融工具，主要用以對沖銀行貸款之利率及匯率波
動風險。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所訂立之資本承擔主要與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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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日之總員工人數分別為390名及355名。本
公司將繼續以其二零一零╱一一年年報所披露類似基準表揚及獎勵員工。

購入、出售或贖回上市股份

期內，本公司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其任何上市股份。

中期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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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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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寄予股東之中期報告內。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中期報告

本集團之二零一一╱一二年度中期報告內載有上市規則要求之有關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
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發佈。

董事會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馮錦成先生（董事總經理）、黎玉光先生、川原智之先生、
高藝菎女士、島方俊哉先生及陳鳳娟女士；非執行董事為水野雅夫先生（主席）及小坂昌範
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許青山博士、黃顯榮先生及佟君教授。

承董事會命
董事總經理
馮錦成

香港，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