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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其他於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

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

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經驗

豐富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

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中國信

貸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地對本報告的

資料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

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

報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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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金鐘88號

太古廣場二座

35樓3533-39室

總辦事處及中國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上海浦東新區

陸家嘴環路166號

未來資產大廈28樓E-F室

郵編：200120

於開曼群島的主要股份過戶及登記處

Royal Bank of Canada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4th Floor, Royal Bank House

24 Shedden Road,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1110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2樓

網站

www.creditchina.hk

股份代號

8207

公司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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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錄得營業額約為人民幣281,100,000

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增加28.4%。

•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

74,400,000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減少18.6%。

•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2.40分（二零一三

年：人民幣3.85分）。

•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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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

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的未經

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109,549 84,342 281,099 218,927

利息收入 3 15,129 55,075 95,468 123,725

利息開支 6 (26,630) (8,744) (72,666) (24,273)

利息收入淨額 (11,501) 46,331 22,802 99,452

財務諮詢服務收入 3 16,378 29,267 50,388 95,202

P2P貸款諮詢服務收入 3 10,162 – 15,231 –

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收入 3 21,666 – 36,038 –

轉讓應收貸款利息權利之收益 3 46,214 – 83,974 –

82,919 75,598 208,433 194,654

其他收入 5 2,249 2,080 14,778 13,992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41,188) (27,356) (117,220) (77,674)

衍生工具及可換股債券之 

內含衍生工具部份之 

公平值變動 – – 1,070 (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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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以股份支付之開支 – (2,891) (2,646) (2,89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0) (464) (619) (1,545)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585 394 (170) 2,15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 64 –

除稅前溢利 7 44,505 47,361 103,690 127,396

所得稅 8 (6,995) (13,640) (18,717) (28,017)

期內溢利 37,510 33,721 84,973 99,379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營運公司匯兌差額 (72) (573) (276) (3,847)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 – (2,391) (137)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扣除所得稅 (72) (573) (2,667) (3,98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7,438 33,148 82,306 95,395

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30,167 30,060 74,406 91,429

非控股權益 7,343 3,661 10,567 7,950

37,510 33,721 84,973 99,379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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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9,114 29,487 71,598 87,323

非控股權益 8,324 3,661 10,708 8,072

37,438 33,148 82,306 95,395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 10

基本 0.94分 1.24分 2.40分 3.85分

攤薄 0.94分 1.22分 2.37分 3.76分

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乃根據香

港公認會計原則而編製，並已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創業板

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該等業績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3. 營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典當貸款服務、委託貸款服務、房地產抵押貸款服務、小額融資

服務、其他貸款服務、財務諮詢服務、P2P貸款諮詢服務、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及貸款組合
管理之相關業務。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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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續）

營業額指於正常業務過程中提供服務之應收款項（扣除相應之相關銷售稅後）。於該等期

間內於營業額中確認之各重大類別收入金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房地產典當貸款服務收入

－行政費收入 – 190 349 1,026
－利息收入 – 114 195 298

其他有抵押品典當貸款服務收入

－行政費收入 – – – 516
－利息收入 – – – 129

委託貸款服務收入

－利息收入 2,189 44,510 43,747 95,514
其他貸款服務收入

－利息收入 2,390 3,065 8,350 8,323
房地產抵押貸款服務收入

－利息收入 3,692 3,542 19,222 13,880
小額融資服務收入

－利息收入 6,858 3,654 23,605 4,039

15,129 55,075 95,468 123,725

財務諮詢服務收入 16,378 29,267 50,388 95,202
P2P貸款諮詢服務收入 10,162 – 15,231 –
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收入
支付交易費收入 13,394 – 21,478 –
系統諮詢費收入及其他服務收入 8,272 – 14,560 –

21,666 – 36,038 –
轉讓應收貸款利息權利之收益 46,214 – 83,974 –

營業額 109,549 84,342 281,099 21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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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及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報告的各分部項目的款項乃於為分配資源予本集團不同

業務及地區以及評估該等業務及地區的表現而定期向本集團最高營運決策人（「最高營運

決策人」），即最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提供的財務數據及資料中識別。

於 i)獲授小額融資許可證及小額融資業務之營運已趨成熟；ii)收購提供網上第三方支付服
務業務及預付卡發行業務；及 iii)收購於提供互聯網房屋貸款及汽車貸款融資服務業務方
面之業務後，最高營運決策人已重新檢討本集團經營分部之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並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釐定下列可報告及經營分部：

1. 貸款融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香港提供融資服務（小額貸款融資除外）；

2. 小額貸款融資－於中國提供小額貸款融資服務；

3. 第三方支付服務－提供網上第三方服務及預付卡發行業務；

4.  P2P貸款諮詢服務－於中國提供互聯網房屋貸款及汽車貸款融資服務；及

5. 其他－物業投資。

於達致本集團之可報告分部時概無彙集最高營運決策人所識別之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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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貸款融資 小額貸款融資
第三方

支付服務
P2P貸款
諮詢服務 其他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對外銷售 151,711 74,570 39,250 15,508 – 281,099

分部業績 119,795 35,748 23,094 2,352 398 181,38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619)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170)
未分配其他收入 5,113
衍生工具及可換股債券之內含 
衍生工具部份之公平值變動 1,07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64
以股份支付之支出 (2,646)
利息開支 (72,666)
未分配開支 (7,843)

除稅前溢利 10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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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貸款融資 小額貸款融資

第三方 
支付服務

P2P貸款 
諮詢服務 其他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對外銷售 191,712 27,215 – – – 218,927

分部業績 144,074 11,745 – – – 155,81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545)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2,150
未分配其他收入 5,791
衍生工具及可換股債券之內含 
衍生工具部份之公平值變動 (1,290)

以股份支付之支出 (2,891)
利息開支 (24,273)
未分配開支 (6,365)

除稅前溢利 127,396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附註2所述本集團會計政策一致。分類損益指各分類獲得之損益，
惟並無分配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業績、未分配其他收入、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衍

生工具及可換股債券之內含衍生工具部份之公平值變動、中央行政成本、以股份支付之支

出及利息開支。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最高營運決策人呈報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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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695 348 1,506 1,490
政府津貼（附註） 394 575 8,121 8,082
可換股債券利息收入 1,119 889 3,209 2,546
結算衍生金融工具之已變現收益 – 170 – 1,755
匯兌收益淨額 41 – 1.451 –
租金收入 – – 398 –
其他 – 98 93 119

2,249 2,080 14,778 13,992

附註：  有關鼓勵企業擴充之政府津貼於本集團符合相關津貼標準時確認。

6. 利息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14,783 1,373 43,598 1,896

公司債券利息 10,699 7,371 25,873 22,373

根據購回協議出售之金融資產利息 1,148 – 3,195 –

已收按金利息 – – – 4

26,630 8,744 72,666 2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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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4,113 10,548 45,580 25,509
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351 610 3,674 1,503
以股份支付之開支 – 2,891 2,646 2,891

15,464 14,049 51,900 29,903

(b) 其他項目
核數師薪酬 243 206 793 915
應收貸款撥備 602 – 10,132 –
折舊 1,404 622 4,492 1,922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41) 786 (1,451) 845
物業經營租賃開支 4,301 2,276 10,562 5,760
撇銷廠房及設備 29 – 35 –

8.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撥備 6,653 12,394 17,530 25,976
遞延稅項 342 1,246 1,187 2,041

6,995 13,640 18,717 28,017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規則及法規，本集團毋須繳納任何開曼

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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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續）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並無有關香港利得稅之應課

稅溢利，故並無就有關期間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

九個月：無）。

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之溢利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

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之稅率均為25%。

9.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無）。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溢利分別為人民幣30,167,000元及人民幣74,406,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及九個月：分別為人民幣30,060,000元及人民幣91,429,000元）及於截至二零一四
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分別為3,196,406,652股及
3,102,250,271股（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分別為2,430,947,826
股及2,377,209,524股普通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溢利分別為人民幣30,167,000元及人民幣74,406,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
個月及九個月：分別為人民幣30,060,000元及人民幣91,429,000元）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之加權平均數分別為3,215,895,016股及3,133,732,838股（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及九個月：分別為2,456,781,723股及2,429,194,188股普通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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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儲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儲備 保留溢利
投資

重估儲備 匯兌儲備

以股份
支付

款項儲備 資本儲備 特別儲備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45,773 556,369 27,313 455,320 1,402 (7,302) 8,698 (133,438) 40,000 1,194,135 100,290 1,294,425
期內溢利 – – – 74,406 – – – – – 74,406 10,567 84,973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 – – – – – – – – – – –
－換算海外營運公司匯兌差額 – – – – – (417) – – – (417) 141 (276)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 – – – (2,391) – – – – (2,391) – (2,391)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74,406 (2,391) (417) – – – 71,598 10,708 82,306

以配售方式發行股份 15,890 111,230 – – – – – – – 127,120 – 127,120
於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6,074 51,411 – – – – (6,089) – – 51,396 – 51,396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30,615) – – – – – – – (30,615) – (30,615)
購股權失效 – – – 170 – – (170) – – – – –
確認按權益結算以股份支付之開支 – – – – – – 2,646 – – 2,646 – 2,646
收購於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 – – – – – – – – – 3,859 3,859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67,737 688,395 27,313 529,896 (989) (7,719) 5,085 (133,438) 40,000 1,416,280 114,857 1,531,137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180,649 206,702 14,470 327,244 2,156 (1,071) 25,968 (52,256) 40,000 743,862 13,169 757,031
期內溢利 – – – 91,429 – – – – – 91,429 7,950 99,379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換算海外營運公司匯兌差額 – – – – – (3,969) – – – (3,969) 122 (3,847)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 – – – (137) – – – – (137) – (137)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91,429 (137) (3,969) – – – 87,323 8,072 95,395

非控股權益注資 – – – – – – – – – – 75,236 75,236
以配售方式發行股份 19,462 132,949 – – – – – – – 152,411 – 152,411
於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7,891 39,178 – – – – (22,735) – – 24,334 – 24,334
收購於一間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 – – – – – – (7) – (7) 163 156
確認為分派之股息 – (30,101) – – – – – – – (30,101) – (30,101)
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 – – – – – – – – – (2,522) (2,522)
確認按權益結算以股份支付之開支 – – – – – – 2,891 – – 2,891 – 2,891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08,002 348,728 14,470 418,673 2,019 (5,040) 6,124 (52,263) 40,000 980,713 94,118 1,074,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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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專門從事為中國及香港之中小企業及個人提供融資服務業務。除提供包括委託貸

款服務、房地產抵押貸款服務、小額融資服務、典當貸款服務及其他貸款服務之廣泛融資

服務外，本集團亦提供相關財務諮詢服務，以協助客戶處理各類融資問題及解決方案。本

集團亦已藉進軍中國互聯網金融業務完成重大市場重新定位。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本集團透過收購先鋒匯升投資（香港）有限公司（「先鋒匯升」）之全部

股權而進軍於中國之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及預付卡發行業務。此後，本集團已於其互聯網

金融業務之更廣闊目標取得進展。於二零一四年三月，本集團訂立一項協議收購一間主要

從事汽車融資產品開發及營運之中國公司之80%股權。

於本年度首三個季度，本集團實現收入按年同比增長28.4%，此乃由於來自委託貸款服務

及小額融資服務之利息收入（包括轉讓應收貸款利息收入權利之收益）增加，以及來自P2P

貸款諮詢服務及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之新收入來源所致。然而，由於本集團專注於其多元

化至互聯網融資業務之策略，於回顧期內之融資諮詢服務收入因減少向其他融資服務供

應商轉介借款人而下跌47.1%。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來自互聯網

融資業務之收益比例約為19.5%（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零）。於回顧期

內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較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91,400,000元減少18.6%至約人民幣

74,400,000元。此乃由於期內其小額貸款作出應收貸款撥備約人民幣10,100,000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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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本集團亦積極尋找機會於中國若干主要城市收購P2P互聯網融資業務，從而配合其於互聯

網融資業務之策略市場定位。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一日，本集團分別訂立收購協議以透過

結構性合約收購一間主要從事網上P2P放貸、信貸評估、投資管理及資產管理業務之中國

公司之控制權、經濟權益及利益之全部權利，以及訂立協議以收購一間從事互聯網小額融

資業務之中國公司之49%股權。為進一步發展其地區性合作及地理滲透、產品多元化及差

異化之業務策略，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七日、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二零一四年九月

二十八日及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七日，本集團訂立四份獨立合營協議以於中國多個省份從

事P2P互聯網融資業務。

為專注進一步發展本集團之互聯網融資業務及更佳利用其現有資源及資金以增強互聯網

融資業務領域，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本集團訂立協議以出售其於中國重慶市之小

額貸款融資業務之全部60.3%權益。

本集團將繼續推行其合夥策略，並將加強其與業務合作夥伴之策略關係，並盡快落實有關

互聯網金融業務之商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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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281,100,000元，較去年

同期之人民幣218,900,000元增加28.4%。收入增加乃主要由於來自本集團之房地產抵押

貸款服務及小額融資服務之利息收入增加、轉讓應收貸款利息之權利之收益以及來自提

供P2P貸款諮詢服務及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之新收入來源所致。

委託貸款服務－利息收入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委託貸款服務所產生之利息收入及轉讓應收委託貸款利息權利之收

益持續產生本集團之大部份總收入，並較去年同期之人民幣95,500,000元錄得增長33.7%

至人民幣127,700,000元。

房地產抵押貸款服務－利息收入

本集團之房地產抵押貸款利息收入主要來自提供小型貸款服務。由於成功拍賣一筆拖欠

房地產抵押貸款之抵押物，本集團之房地產抵押貸款服務收入增加至約人民幣19,200,000

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13,900,000元增加38.1%。

小額融資服務－利息收入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小額融資服務產生之利息收入大幅增加

至約人民幣23,600,000元，而去年同期則約為人民幣4,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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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其他貸款服務－利息收入

除先鋒匯升所授出貸款之利息收入外，其他貸款利息收入主要來自於香港之放債服務。截

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提供放債服務收入約為人民幣8,400,000元，較去年

同期之約人民幣8,300,000元維持平穩。

房地產典當貸款服務收入

本集團來自提供房地產典當貸款服務之收入由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1,300,000元大幅減少

58.2%至約人民幣544,000元。此乃由於本集團已將其貸款組合轉變為較大額貸款，因此

較小規模之典當貸款（如房地產典當貸款）之比例已減少。

財務諮詢服務收入

來自提供財務諮詢服務之收入繼續佔本集團總收入之主要部份。然而，由於向融資服務供

應商介紹借款人之轉介費減少，故財務諮詢服務之收入由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95,200,000

元減少47.1%至回顧期內之約人民幣50,400,000元。

P2P貸款諮詢服務收入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自就分別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及五月開始為本集團之收入作出貢獻之

互聯網房屋貸款及汽車貸款服務提供P2P貸款諮詢服務中錄得收入約人民幣15,200,000

元。

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收入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本集團之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開始營運，並自提供支付交易服務、系

統諮詢服務及其他服務為本集團貢獻收入約人民幣36,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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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利息開支

本集團之利息開支主要包括以人民幣計值之公司債券、銀行貸款、其他借貸及根據購回協

議出售之金融資產之利息。本集團之利息開支由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24,300,000元增加

199.2%至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約人民幣72,700,000元。此乃由於為撥付

本集團之營運及業務發展所需資金，本集團於過去十二個月內分別取得新銀行貸款、其他

貸款及根據購回協議出售之金融資產本金額約人民幣286,200,000元、人民幣214,900,000

元及人民幣20,000,000元，其導致回顧期內利息開支增加。

其他收入

本集團之其他收入主要包括可換股債券利息收入、銀行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及政府津貼。

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其他收入分別約為人民幣

14,000,000元及人民幣14,800,000元。上海銀通典當有限公司（「上海銀通」）、峻岭物業

顧問（上海）有限公司（「峻岭顧問」）及本集團於上海之其他附屬公司取得與鼓勵企業擴

充有關之政府津貼約人民幣8,100,000元。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本集團之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主要包括薪金及員工福利、租金開支以及銷售及市場推廣相

關開支。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行政及其他經營開

支分別約為人民幣77,700,000元及人民幣117,200,000元。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增加50.8%

乃主要由於就小額貸款作出應收貸款撥備約人民幣10,100,000元、就小額融資業務、P2P

貸款諮詢服務及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招募之額外管理層及員工之薪金及其他經營成本因

業務發展而增加所致。

期內溢利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74,400,000元，

較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91,400,000元減少約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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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展望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拓展P2P借貸業務，完善業務結構，以增強本集團的競爭力。

中國的P2P借貸市場在需求驅動下有望繼續保持強勁增長。作為公司戰略的重要部分，管

理層將確保就市場動態及時作出決策及有效回應。我們將繼續豐富產品，通過和具有較強

市場影響力和網絡的行業領導者組成聯盟，為客戶提供多元化金融方案。我們的第三方支

付業務保持穩健自然增長之同時，該業務與P2P借貸業務的協同效應將有望提升平臺流量

及交易額，並提高處理資金的效率。

為配合行業發展，本集團將採用多元化的征信管道、整合信用資料，將評估流程自動化及

加強風險控制，從而規範及提升信用評估管理水準。本集團將投放更多資源於產品創新及

技術研發，以及聘用經驗豐富的管理層和行業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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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續）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人民幣233,200,000元（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59,600,000元），及主要包括港元計值公司債券及其

他借貸之計息借貸達約人民幣636,700,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719,600,000元）。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於二零一四

年九月三十日，以本集團總借貸與總資產之比率列示之資產負債比率為0.25（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0.31）。

本公司已根據本公司、海通國際證券有限公司（作為牽頭經辦人）及海通國際財務有限公

司（作為初始認購人）訂立之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三日之認購協議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八

日完成發行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年到期之200,000,000港元9.5%票據。本公司已於同日償還

其無抵押人民幣250,000,000元之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八日到期之11%債券之尚未償還本

金總額。

本公司建議根據本公司與東方證券（香港）有限公司（作為配售代理）於二零一四年九月

十一日訂立之配售協議發行最高500,000,000港元之於二零二二年到期年息5.5%之債券。

建議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一日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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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香

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

擁有記錄於本公司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或另行根據創業板上市

規則第5.46條所述之董事進行買賣之規定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I)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擁有權益之

普通股份數目 附註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沈勵女士 實益擁有人 2,432,000 0.08%

盛佳先生（「盛先生」） 家族權益（配偶權益） 80,000 1 0.00%

附註：

(1) 該等股份及由盛先生之妻子胡海晨女士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盛先生

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 該百分比乃以所擁有權益之股份數目除以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

行股份數目。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記

錄於本公司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或另行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條所述之董事進行買賣之規定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向董事授出之本公司購股權詳情載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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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存置

之登記冊所載，下列人士及實體（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及相

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權益－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所擁有權益之 

普通股數目 附註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第一支付有限公司（「第一支付」） 實益擁有人 677,800,000 21.04%

張振新先生（「張先生」） 實益擁有人 21,736,000 0.67%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677,800,000 1 21.04%

家族權益（配偶之權益） 18,000,000 3 0.56%

張曉敏女士（「張女士」） 實益擁有人 18,000,000 0.56%

家族權益（配偶之權益） 699,536,000 1、2 21.72%

Silver Paragon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349,990,000 10.87%

So Naoko女士（「So女士」）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349,990,000 4 10.87%

Jiefang Media (UK) Co. Limited 

（「Jiefang Media」）

實益擁有人 336,222,400 10.44%

上海新華發行集團有限公司 

（「新華發行」）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336,222,400 5 10.44%

解放日報報業集團（「解放集團」）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336,222,400 5 10.44%

上海綠地（集團）有限公司 

（「綠地集團」）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336,222,400 5 10.44%

皇都控股有限公司（「皇都」） 實益擁有人 321,010,000 9.97%

丁鵬雲先生（「丁先生」） 實益擁有人 20,490,000 0.64%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321,010,000 6 9.97%

Integrated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 

（「Integrated Asset」）

實益擁有人 225,925,600 7.01%

任德章先生（「任先生」）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25,925,600 7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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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第一支付持有，其全部已發行股本乃由張先生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張先生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該等股份由張女士之丈夫張先生持有或被視為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女

士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該等股份由張先生之妻子張女士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張先生被視為於該

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4) 該等股份由Silver Paragon Limited持有，其全部已發行股本乃由So女士擁有。因此，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So女士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5) 該等股份由Jiefang Media持有。Jiefang Media由新華發行全資擁有，而新華發行則由
解放集團及其聯繫人士擁有約50.8%權益及由綠地集團擁有約39%權益。因此，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新華發行被視為於Jiefang Media持有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而解放
集團及綠地集團均被視為於新華發行被視為擁有權益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6) 該等股份由皇都持有，其全部已發行股本乃由丁先生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丁先生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7) 該等股份由Integrated Asset持有，其全部已發行股本乃由任先生擁有。因此，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任先生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 該百分比乃以所擁有權益之股份數目除以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

份數目。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須存置之登記冊所示，並無人士或實體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須向本公司披露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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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購股權計劃

根據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四日的書面決議案，本公司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

計劃」），以便對合資格參與者為本集團作出貢獻給予獎勵或獎賞及╱或讓本集團得以招

攬及挽留高質素僱員及吸引對本集團而言屬重要的人力資源。購股權計劃之合資格參與

者包括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本集團僱員、本集團客戶、顧問、諮詢人、經理人員、

高級職員或向本集團提供研發或其他技術支援的實體。

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之變動詳情如下：

購股權涉及之相關股份數目

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加權平均
收市價

於
二零一四

年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註銷 期內失效

於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董事
沈勵女士 二零一三年 

七月十二日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二日至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0.74 1.65 3,500,000(4) – (3,500,000) – – –

前董事
丁鵬雲先生 二零一三年 

七月十二日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二日至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0.74 – 14,490,000(4) – – – – 14,490,000

梁宝吉先生 二零一一年 
四月四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四月三日

1.0050(5) 1.81 600,000(2)(5) – (600,000) – – –

二零一三年 
七月十二日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二日至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0.74 1.81 200,000(4) – (200,000) – – –

劉翁靜晶博士 二零一一年 
四月四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四月三日

1.0050(5) 2.14 600,000(2) (5) – (600,000) – – –

二零一三年 
七月十二日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二日至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0.74 1.41 200,000(4) – (200,000) – – –

李思衛先生 二零一一年 
四月四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四月三日

1.0050(5) 1.88 600,000(2) (5) – (600,000) – – –

二零一三年 
七月十二日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二日至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0.74 1.74 200,000(4) – (200,000) – – –

20,390,000 – (5,900,000) – – 14,4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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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涉及之相關股份數目

類別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加權平均
收市價

於
二零一四

年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註銷 期內失效

於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港元 港元

僱員（合計） 二零一一年 
四月四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四月三日

1.0050 (5) 1.76 2,484,000(2) (5) – (2,196,000) – (288,000) –

二零一三年 
七月十二日

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二日至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

0.74 1.61 16,830,000(4) – (15,620,000) – (710,000) 500,000

19,314,000 – (17,816,000) – (998,000) 500,000

顧問 二零一一年 
四月四日

二零一二年一月四日至 
二零一六年四月三日

1.0050(5) 1.87 39,840,000(2) (5) – (39,840,000) – – –

二零一一年 
九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二年三月 
二十七日至二零一六年

九月二十六日

0.4725 2.07 14,000,000(3) (5) – (14,000,000) – – –

53,840,000 – (53,840,000) – – –

總計 93,544,000 – (77,556,000) – (998,000) 14,990,000

附註：

(1) 購股權之歸屬期由授出日期起計直至行使期開始止。

(2) 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之收市價為1.21港元。

(3) 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之收市價為0.485港元。

(4) 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之收市價為0.75港元。

(5) 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及於悉數行使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帶之認購權時將予配發及發

行之本公司股份數目已因發行紅股而作調整，自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起生效。

其他資料（續）

購股權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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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購股權計劃（續）

授予董事、前董事、僱員及顧問之購股權之公平值乃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三年使用伯力

克－舒爾茲期權定價模式計算。輸入該模式之數據如下：

二零一一年

四月四日

二零一三年

七月十二日

輸入該模式之數據

行使價 1.206港元 0.74港元

預期波幅 44.61% 67.71%

預期年期 2.875年 2.875年

預期股息收益 1.56% 2.095%

無風險利率 1.12% 0.507%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之預期波幅乃分別採用可資比較公司及本公司之股價之過

往波幅而釐定。該模式所採用之預期年期已根據管理層之最佳估計就不可轉讓性、行使限

制及行為因素之影響作出調整。

授予業務夥伴之購股權之公平值乃按已收取服務之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就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確認開支總額約人

民幣2,646,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人民幣2,89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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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已上市證券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以配售方式配發及發行200,000,000股普通股並集資所得款

項總額約人民幣127,000,000元，以為業務擴展及一般營運資金用途向本集團提供額外資

金。

此外，本公司概無贖回其於聯交所上市及買賣之任何股份，且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

無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購買或出售或任何有關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直致力維持高水準之企業管治，藉以提高本公司的管理效率，以及保障本公司股

東的整體利益。董事會認為，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

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載列的所有守則條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行為守則，其條款並不較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條至

第5.67條所載的買賣規定準則寬鬆。本公司亦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彼等各自確

認彼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已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買賣規定準則

的情況。

競爭權益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董事及本公司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

人士概無於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的任何其他公司中擁

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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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審核委員會審閱

董事會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包括總計三名成員，即葛明先生（主席）、曲哲先生

及王巍先生，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九

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及本報告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董事會認為有關財務

資料已遵照適用會計準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及任何其他適用法例規定編製，並已作

出充足披露。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變動之資料

自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八日起，

(a) 葛明先生已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董事會之薪酬委員會及

董事會之提名委員會各自之成員；

(b) 執行董事（「執行董事」）沈勵女士已辭任本公司之合規主任（「合規主任」）及根據創

業板上市規則第5.24條之本公司授權代表（「授權代表」）；

(c) 執行董事、副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彭耀傑先生已獲委任為授權代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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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變動之資料（續）

(d) 執行董事莊瑞豪先生已獲委任為合規主任。

承董事會命

中國信貸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明山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 於本季度報告內，英文版本所載之若干中文名稱及實體之英文譯名乃僅供識別，而不應視

為有關中文名稱及實體之正式英文譯名。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彭耀傑先生（副主席及首席執行官）、莊瑞豪先生、盛佳先生及

沈勵女士；非執行董事為李明山先生（主席）及黃世雄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葛明先

生、曲哲先生及王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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