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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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900）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AEON 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
AEON CREDIT SERVICE (ASIA) COMPANY LIMITED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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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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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974,565 979,911  

利息收入 842,604 850,060
利息支出 (53,451) (63,057)  

淨利息收入 789,153 787,003
徵收費用及佣金 74,200 68,145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57,761 61,706
其他收入 4 2,169 2,868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7,988) (660)  

營運收入 915,295 919,062
營運支出 6 (424,147) (407,226)  

扣除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溢利 491,148 511,836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188,987) (152,158)
已撇銷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之回撥 34,015 37,566
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454 1,488  

除稅前溢利 336,630 398,732
利得稅開支 (57,766) (65,245)  

期間溢利 278,864 333,487  

期間溢利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78,864 333,487  

每股盈利–基本 66.59港仙 79.6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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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 278,864 333,487  

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權益投資之公允值虧損 (21,309) (1,349)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12,534) (25,338)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1,804 27,327  

期間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32,039) 640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46,825 334,127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46,825 33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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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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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425 70,365
使用權資產 101,135 –
投資聯營公司 15,081 15,449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投資 97,277 118,701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7 771,672 862,10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2,935 60,040
衍生金融工具 11 8,228 15,469
遞延稅項資產 9,281 16,698
受限制存款 38,000 38,000  

1,175,034 1,196,827  

流動資產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7 3,825,879 4,021,78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9,504 47,456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 160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445 28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38 39
衍生金融工具 11 539 17
受限制存款 – 381,466
定期存款 157,561 152,536
受託銀行結存 – 35
銀行結存及現金 707,913 380,083  

4,751,879 4,983,857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214,715 255,943
合約負債 15,187 9,486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0,360 42,920
應付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168 –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45 28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582 2,027
銀行貸款 10 250,000 325,000
資產擔保借款 12 805,400 701,600
租賃負債 38,511 –
衍生金融工具 11 756 11,069
稅項負債 64,532 33,515  

1,421,256 1,381,588  

流動資產淨額 3,330,623 3,602,26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505,657 4,799,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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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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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3,737 2,921,170  

權益總額 3,253,214 3,190,647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0 1,110,512 1,056,483
資產擔保借款 12 69,100 548,400
租賃負債 64,284 –
衍生金融工具 11 8,547 3,566  

1,252,443 1,608,449  

4,505,657 4,799,096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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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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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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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溢利 – – – – 333,487 333,487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權益投資之公允值虧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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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經審核） 269,477 93,040 (3,738) (13,213) 2,845,079 3,190,645      

期間溢利 – – – – 278,864 278,864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權益投資之公允值虧損 – (21,309) – – – (21,309)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 – – (12,534) – (12,534)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1,804 – – 1,804      

期間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 (21,309) 1,804 (12,534) 278,864 246,825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權益投資後投資重估儲備
重新分類至累積溢利 – 1,723 – – (1,723) –

由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止年度已派末期股息 – – – – (92,128) (92,128)

由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至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九日
止年度已派中期股息 – – – – (92,128) (92,128)      

– (19,586) 1,804 (12,534) 92,885 62,569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269,477 73,454 (1,934) (25,747) 2,937,964 3,25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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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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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840 495,904  

已收股息 929 781
出售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權益投資之收入 114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入 35 –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10,277) (3,210)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按金 (22,237) (23,889)
新增三個月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80,433) (2,472)
提取三個月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33,071 –  

投資業務已動用現金淨額 (78,798) (28,790)  

新增受限制存款 (727,929) (1,654,725)
提取受限制存款 1,109,396 1,314,272
償還租約負債 (42,856) –
已付股息 (184,256) (184,256)
新借銀行貸款 309,601 –
償還銀行貸款 (700,500) (245,000)  

融資業務已動用現金淨額 (236,544) (769,709)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增加（減少）淨額 294,498 (302,595)

匯率變動之影響 (5,829) (7,072)

期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78,556 721,762  

期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767,225 412,095  

即：
三個月或以下到期之定期存款 59,312 88,552
銀行結存及現金 707,913 323,543  

767,225 41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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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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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作為比較資訊被納入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與截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有關
的財務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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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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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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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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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若干按公允值計算較為適合之金融工具除
外。

除應用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
外，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
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2. 收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842,604 850,060

徵收費用及佣金
信用卡 51,225 49,538

保險 22,975 18,607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57,761 61,706  

974,565 97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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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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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號提供賬務清算服務
私人貸款 – 向個別人士提供私人貸款融資
保險 – 提供保險顧問及代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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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信用卡 私人貸款 保險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741,460 210,077 23,028 974,565    

業績
分類業績 263,950 61,930 11,120 337,000   

未分類營運收入 2,576
未分類支出 (3,400)
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454 

除稅前溢利 336,630 

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信用卡 私人貸款 保險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730,435 230,758 18,718 979,911    

業績
分類業績 300,011 89,730 8,267 398,008   

未分類營運收入 2,728
未分類支出 (3,492)
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488 

除稅前溢利 398,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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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續）

地域資料

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以地域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香港 中國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964,373 10,192 974,565   

業績
分類業績 349,619 (12,619) 337,000  

未分類營運收入 2,576
未分類支出 (3,400)
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454 

除稅前溢利 336,630 

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香港 中國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950,608 29,303 979,911   

業績
分類業績 408,672 (10,664) 398,008  

未分類營運收入 2,728

未分類支出 (3,492)

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488 

除稅前溢利 398,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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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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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1 781
非上市股本證券 148 –
其他 1,240 2,087  

2,169 2,868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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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現金流量對沖儲備變現 3,426 300
銀行貸款之匯兌虧損 (3,426) (300)
其他淨匯兌虧損 (176) (198)
現金流量對沖無效之對沖 (48) (9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697) (364)
租賃修訂之虧損 (7,067) –  

(7,988) (660)  

6. 營運支出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6,980 28,875
使用權資產折舊 35,262 –
物業、廣告位置及設備之經營租約租金 12,501 53,349
一般行政費用 123,473 123,594
市場及推廣費用 57,563 41,163
其他營運支出 50,024 43,15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18,344 117,089  

424,147 407,226  



– 11 –

7.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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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0,633 3,842,292

應收私人貸款 1,081,363 1,197,248  

4,771,996 5,039,540

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85,263 87,840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總額 4,857,259 5,127,380

減值準備（附註8） (259,708) (243,493)  

4,597,551 4,883,887

列於流動資產項下即期部分 (3,825,879) (4,021,782)  

一年後到期款項 771,672 862,105  

8. 減值準備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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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160 127,790

應收私人貸款 107,764 110,058

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5,784 5,645  

259,708 24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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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減值準備（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兩個期間的減值準備變動分
析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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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一日 107,811 48,575 87,107 243,493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償還）增加淨額 (1,579) 81 (13,029) (14,527)

轉移至十二個月預期信貸虧損
（第一階段） 147,030 (140,693) (6,337) –
轉移至非信貸減值之全期
預期信貸虧損（第二階段） (14,171) 21,022 (6,851) –
轉移至信貸減值之全期
預期信貸虧損（第三階段） (698) (69,826) 70,524 –

階段之間的總轉移 132,161 (189,497) 57,336 –
期間內各階段之間轉移的支出
對期末預期信貸虧損的影響 (132,133) 187,310 116,932 172,109
信貸風險變化而導致之變動 – – 32,577 32,577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 – (173,280) (173,280)
匯兌調整 (83) (67) (514) (664)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106,177 46,402 107,129 259,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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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增加（償還）淨額 1,482 (8,177) (12,681) (19,376)

轉移至十二個月預期信貸虧損
（第一階段） 145,928 (140,886) (5,042) –

轉移至非信貸減值之全期
預期信貸虧損（第二階段） (11,455) 17,773 (6,318) –

轉移至信貸減值之全期
預期信貸虧損（第三階段） (887) (67,770) 68,657 –

階段之間的總轉移 133,586 (190,883) 57,297 –

期間內各階段之間轉移的支出
對期末預期信貸虧損的影響 (140,762) 194,254 84,389 137,881

信貸風險變化而導致之變動 – – 33,653 33,653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 – (184,259) (184,259)

匯兌調整 (357) (282) (468) (1,107)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109,504 46,768 88,554 24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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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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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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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54 2.3 93,505 1.8

逾期兩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56,477 1.2 51,409 1.0

逾期三個月但不超過四個月 25,989 0.5 25,744 0.5

逾期四個月或以上 66,367 1.4 50,290 1.0    

258,487 5.4 220,948 4.3    

* 佔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總額之百分比

10. 銀行貸款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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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512 1,381,483  

償還賬面值（附註）
一年內 250,000 325,000

一年以後兩年以內 650,700 370,000

兩年以後五年以內 459,812 656,483

五年以後 – 30,000  

1,360,512 1,381,483

列於流動負債項下須於一年內償還款項 (250,000) (325,000)  

須於一年後償還款項 1,110,512 1,056,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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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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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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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 5,152 2,164 14,635

交叉貨幣掉期利率 7,542 4,151 13,322 –    

8,767 9,303 15,486 14,635

即期部份 (539) (756) (17) (11,069)    

非即期部份 8,228 8,547 15,469 3,566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所有由本集團訂立之衍生金融
工具乃用作對沖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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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擔保借款

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二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A部分 362,250 550,000

B部分 362,250 550,000

C部分 150,000 150,000  

874,500 1,250,000

列於流動負債項下須於一年內償還款項 (805,400) (701,600)  

須於一年後償還款項 69,100 548,400  

13.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擔保借款分別由1,547,227,000港元之應收信用
卡賬款及$38,000,000港元之受限制存款作抵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1,675,261,000港
元及419,466,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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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業務回顧

由於中美貿易戰正在進行，香港亦持續在社會動蕩局面及相關經濟不穩定因
素下，逆向地影響入境旅遊業及本地消費，第三季信貸環境明顯受到影響。

雖在此經營環境下，本集團首九個月的信用卡購物簽賬銷售額仍比去年同期
增長1.4%。於此期間，本集團繼續部署以增強信用卡優惠及善用新科技的策略
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服務體驗，包括推出全新手機應用程式功能，如網上私人貸
款及透過轉數快提供方便的現金預支轉賬。

新信用卡及貸款系統項目下之收單業務已投入服務，並透過安裝新的終端機
於指定特約商戶，為他們的顧客提供靈活的付款方式。

財務回顧

由於市場及推廣費用、減值虧損和減值準備的增加，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除稅前溢利為336,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62,100,000港
元。扣除所得稅費用57,800,000港元後，本集團錄得溢利減少16.4%，除稅後溢利
由去年同期的333,5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一九╱二零首三季的278,900,000港元。
每股盈利由 79.64港仙減少至本報告期間的66.59港仙。

淨負債對權益比率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分
別為0.5和0.7。而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的總
權益佔資產總額比率分別為 54.9%及51.6%。

每股資產淨值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為7.8港元，而每股資產淨值（扣除末
期股息後）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則為7.4港元。

損益表分析

收入

期間內之收入為974,6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979,900,000港元輕微下降0.5%或
5,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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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與分析（續）

損益表分析（續）

淨利息收入

透過推出各種信用卡推廣計劃，本期間的信用卡購物簽賬銷售額與去年同期
相比有所增長。然而，由於自動櫃員機讀卡器欺詐案而暫停了五個月自動櫃
員機服務，信用卡現金預支銷售額於期內錄得比去年同期減少 16.4%。儘管重
整並加強重點於高收益產品，本集團利息收入於報告期間內，由去年同期的
850,100,000港元輕微下降 0.9%或7,500,000港元至本報告期間的842,600,000港元。

於報告期間內，本集團的平均融資成本為2.8%。隨著減少銀行貸款，本集團的
利息支出從去年同期的 63,100,000港元減少15.2%或9,600,000港元至本報告期間
的53,500,000港元。

因此，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淨利息收入為789,200,000港元，較二零一八╱一九年度
同期增加2,200,000港元。

營運收入

隨著信用卡銷售額上升，本報告期間的信用卡業務徵收費用及佣金收入增加
3.4%或1,700,000港元至51,200,000港元。透過推出新保險產品，保險業務徵收費
用及佣金於本報告期間錄得上升4,400,000港元至23,000,000港元。本集團之整體
徵收費用及佣金從二零一八╱一九年度首九個月的 68,100,000港元上升至本年
度的74,200,000港元，錄得6,100,000港元增長。於本報告期內，信用卡現金預支銷
售額錄得下降，手續費及逾期收費因而減少3,900,000港元。

隨著提前終止自動櫃員機之租賃╱特許權協議，本集團於報告期內因租賃修訂
而產生7,100,000港元虧損，導致其他虧損增加至8,000,000港元。

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之營運收入由二零一八╱一九年度的 919,100,000港元減
少3,800,000港元至二零一九╱二零年首九個月的915,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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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與分析（續）

損益表分析（續）

營運支出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為刺激顧客透過我們所發行的信用卡消費和建立品牌
形象，市場及推廣費有所增加，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6,400,000港元。

隨著推出不同的數碼化項目及部分自動櫃員機終止服務，系統營運成本及有
關移除成本有所增加，以致本年度首九個月其他營運支出與去年報告期間相
比增加6,900,000港元。

整體營運支出錄得由去年同期的407,200,000港元增加16,900,000港元至本期間的
424,100,000港元。支出對收入比率由去年同期的44.3%上升至本期間的46.3%。

於扣除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水平方面，本集團錄得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營運溢利為491,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511,800,000
港元減少4.0%。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由今年第二季開始，經濟前景不穩定及社會動蕩影響本集團的資產質素。減值
虧損及減值準備由二零一八╱一九年度首九個月的152,200,000港元增加36,800,000
港元至二零一九╱二零首九個月的 189,000,000港元。本集團已於第三季採取預
防措施防止資產質素惡化之風險。

財務狀況表分析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權益總額為3,253,200,000港元，較二零一九
年二月二十八日之結餘 3,190,600,000港元增加2.0%或62,6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的總資產為5,926,900,000港元，較二零一九年二月
二十八日之結餘 6,180,700,000港元下跌4.1%或253,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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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與分析（續）

分類資料

於二零一九╱二零首九個月，透過信用卡購物簽賬銷售額及信用卡現金預支組
合之回報增加，本集團信用卡業務收入錄得由二零一八╱一九年度之730,400,000
港元增加1.5%或11,000,000港元至二零一九╱二零年度之741,500,000港元。但是，
由於市場及推廣費用增加以提高銷售額及資產質素惡化，信用卡業務的業績
錄得由二零一八╱一九年度的 300,000,000港元減少 36,100,000港元至二零一九╱
二零年度264,000,000港元。

私人貸款方面，本集團因應市場情況收緊信貸評估，導致業務銷售增長放緩及
私人貸款應收賬款餘額減少。因此，來自私人貸款的收入由二零一八╱一九年
度之230,800,000港元減少9.0%或20,700,000港元至報告期間之210,100,000港元。期
間內分類業績由二零一八╱一九年度之89,700,000港元減少27,800,000港元至二零
一九╱二零年度之61,900,000港元。

於地域財務資料方面，香港業務收入錄得由二零一八╱一九年度之950,600,000
港元增加 1.4%或13,800,000港元至二零一九╱二零年度之 964,400,000港元，歸因
於信用卡銷售額及循環應收信用卡結餘的增長。但是，由於廣告支出增加及
資產質素惡化，分類業績由二零一八╱一九年度之 408,700,000港元減少 14.5%或
59,100,000港元至二零一九╱二零年度 349,600,000港元。

就中國業務而言，三間小額貸款附屬公司表現繼續未如理想。該等附屬公司的
銷售額在報告期內繼續下跌，導致收入減少 19,100,000港元，由二零一八╱一九
年度的29,300,000港元減至二零一九╱二零年度的10,200,000港元。儘管它們已努
力控制成本及改善資產質素，期間虧損仍由二零一八╱一九年度的10,700,000港
元增加2,000,000港元至12,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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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與分析（續）

展望

失業率於第三季反映上升趨勢，中美貿易戰及香港社會動蕩問題仍未完全解
決，必然對經濟帶來負面影響。本集團將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於需要時加強
採取相應的預防措施對應較高信貸風險，尤其當失業率持續上升而可能於第
四季加速資產質素的惡化。

由於瀋陽金融商貿開發區永旺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自成立以來經歷虧損，
經過考慮此公司之細小營業規模，本集團未能預見此公司任何持續業務的發
展前景。因此，董事會決定將此小額貸款附屬公司進行自願性清盤。本集團將
繼續監控及評估其他兩間小額貸款附屬公司的業務前景，並於消費金融行業
方面尋找新的商業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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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秀夫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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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藝菎女士及馮興源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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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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