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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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一季度報告2015 • 中國信貸控股有限公司

目錄

公司資料 3

財務概要 5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6

財務報表附註 8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16

其他資料 22



3 中國信貸控股有限公司 • 第一季度報告2015

董事

執行董事

彭耀傑先生（副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莊瑞豪先生

盛佳先生

沈勵女士

非執行董事

李明山先生（主席）

李剛先生

黃世雄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葛明先生

曲哲先生

王巍先生

黃英豪博士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獲委任）

公司秘書

郭兆文先生

合規主任

莊瑞豪先生

法定代表

彭耀傑先生

郭兆文先生

審核委員會

葛明先生（主席）

曲哲先生

王巍先生

黃英豪博士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獲委任）

薪酬委員會

王巍先生（主席）

葛明先生

曲哲先生

黃英豪博士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獲委任）

提名委員會

曲哲先生（主席）

葛明先生

王巍先生

黃英豪博士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獲委任）

主要往來銀行

招商銀行香港分行

香港中環

夏愨道12號

美國銀行中心21樓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京西路支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南京西路577-587號

獨立核數師

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銅鑼灣

希慎道33號

利園43樓

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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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

孖士打律師行

香港中環

遮打道10號

太子大廈16-1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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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鐘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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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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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07

投資者關係聯繫方式

ir@creditchina.hk

公司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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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70,100,000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減少11.6%。

•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

12,800,000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減少43.7%。

•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40分（二零

一四年：人民幣0.77分）。

• 董事會已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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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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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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70,141 79,347

利息收入 3 26,405 53,773

利息開支 6 (16,745) (23,351)

利息收入淨額 9,660 30,422

財務諮詢服務收入 3 2,896 19,720

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收入 3 25,222 5,854

P2P貸款服務收入 3 10,840 –

轉讓應收貸款利息權利之收益 3 4,778 –

53,396 55,996

其他收入 5 2,344 8,077

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之手續費 (3,618) (733)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27,576) (3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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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換股債券之內含衍生工具部份之 

公平值變動 7,921 –

以股份支付之開支 (9,398) (2,64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0 (338)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3,469) (603)

除稅前溢利 7 19,610 25,333

所得稅 8 (6,449) (2,712)

期內溢利 13,161 22,621

其他全面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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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479)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017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扣除所得稅 986 (47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4,147 22,142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2,791 22,707

非控股權益 370 (86)

13,161 22,621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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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774 22,918

非控股權益 373 (776)

14,147 22,142

人民幣 人民幣

每股盈利

基本 10 0.40分 0.77分

攤薄 10 0.40分 0.76分

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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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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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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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傳統融資服務及相關融資諮詢服務（包括委託貸款服務、房地產

抵押貸款服務、典當貸款服務、其他貸款服務及小額融資服務）以及互聯網融資服務（包

括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P2P貸款服務以及貸款組合管理之相關業務。

營業額指扣除相應之相關銷售稅後之利息收入（來自委託貸款、典當貸款、房地產抵押貸

款、其他貸款或小額貸款）、財務諮詢服務收入、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收入、P2P貸款服務
收入及轉讓利息權利之收益淨額。期內於營業額中確認之收入之各重大類別金額如下：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委託貸款服務收入 22,211 30,152
其他貸款服務收入 3,698 3,842
房地產抵押貸款服務收入 – 11,024
小額融資服務收入 496 8,755

26,405 53,773

財務諮詢服務收入 2,896 19,720

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收入 25,222 5,854
P2P貸款服務收入 10,840 –
轉讓應收貸款利息權利之收益 4,778 –

營業額 70,141 7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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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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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擴展提供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P2P貸款服務及若干貸款組合管理業務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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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提供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及預付卡發行業務；

4.  P2P貸款服務－於中國提供互聯網房屋貸款、汽車貸款及金融資產相關貸款融資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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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貸款融資 小額貸款融資
網上第三方
支付服務 P2P貸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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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收入及收益 28,798 1,545 27,622 12,176 – 70,141

分部業績 20,682 (442) 20,621 4,466 – 45,32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0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3,469)
未分配其他收入 2,303
可換股債券之內含衍生工具 
部份之公平值變動 7,921

以股份支付之支出 (9,398)
利息開支 (16,745)
未分配開支 (6,339)

除稅前溢利 1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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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貸款融資 小額貸款融資

網上第三方

支付服務 P2P貸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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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收入及收益 53,654 19,146 6,547 – – 79,347

分部業績 47,042 10,641 2,258 – – 59,94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38)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603)
未分配其他收入 1,373
以股份支付之支出 (2,646)
利息開支 (23,351)
未分配開支 (9,043)

除稅前溢利 25,333

5. 其他收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津貼（附註） 34 6,149
銀行利息收入 1,528 355
可換股債券利息收入 775 1,018
其他 7 555

2,344 8,077

附註：  有關鼓勵企業擴張之政府津貼於本集團符合相關津貼標準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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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利息開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五年內償還：

公司債券利息 4,299 7,526
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11,586 14,830
根據購回協議出售之金融資產利息 – 995

於五年後償還：

公司債券利息 860 –

16,745 23,351

7.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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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6 15,540
定額供款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85 638
以股份支付之開支 9,398 2,646

21,409 18,824

(b) 其他項目
核數師薪酬 42 287
就應收貸款確認之減值 
（計入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5,430 6,087
折舊 1,303 1,420
匯兌收益淨額 (573) (192)
物業經營租賃開支 4,142 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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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6,332 1,170
遞延稅項 117 1,542

6,449 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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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並無有關香港利得稅

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兩個期間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之溢利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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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延稅項已就中國附屬公司的未分派溢利之預扣稅計提撥備。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自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就中國附屬公司賺取之溢利所宣派之股息須繳納預扣稅。

9. 股息

董事會已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無）。

10.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12,791,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人民幣22,707,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221,156,000股（截至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2,945,907,733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於該期間內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溢利人民幣12,791,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人民幣22,707,000
元）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229,685,546股（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
月：2,985,913,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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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2,707 – – – – – 22,707 (86) 22,621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 – – – – 211 – – – 211 (690) (479)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22,707 – 211 – – – 22,918 (776) 22,142

根據配售發行股份 15,890 111,230 – – – – – – – 127,120 – 127,120
於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611 2,853 – – – – (281) – – 3,183 – 3,183
購股權已失效 – – – 170 – – (170) – – – – –
確認按權益結算以 
股份支付之支出 – – – – – – 2,646 – – 2,646 – 2,646

收購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 – – 12 – – – – 132 – 144 – 144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262,274 670,452 27,325 478,197 1,402 (7,091) 10,893 (133,306) 40,000 1,350,146 99,514 1,449,660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267,736 688,395 25,067 510,758 68 (7,995) 6,804 (125,038) 40,000 1,405,795 13,633 1,419,428
期內溢利 – – – 12,791 – – – – – 12,791 370 13,161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換算海外營運公司匯兌差額 – – – – – (34) – – – (34) 3 (31)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 – – – 1,017 – – – – 1,017 – 1,017

期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 – – 12,791 1,017 (34) – – – 13,774 373 14,147

非控股權益出資 – – – – – – – – – – 1,000 1,000
確認按權益結算以股份支付之支出 – – – – – – 9,398 – – 9,398 – 9,398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267,736 688,395 25,067 523,549 1,085 (8,029) 16,202 (125,038) 40,000 1,428,967 15,006 1,443,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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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公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及香港之中小型企業及個人提供傳統融資服務（包括

委託貸款、房地產抵押貸款、典當貸款、小額貸款及其他貸款以及相關融資諮詢服務）。自

二零一三年下半年起，本集團亦於中國開展互聯網業務並策略轉型至網上第三方支付業

務，及之後透過成立多個附屬公司及合營企業進一步拓展至P2P（「P2P」）貸款服務平台

業務。

為加強本集團於中國互聯網融資行業之競爭力，本集團透過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以代價人民幣50,000,000元收購第一P2P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從事以抵押資產運作P2P

互聯網融資平台之公司）之10%股權，與第一P2P有限公司建立策略性聯盟。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本集團亦完成(1)收購一項透過多個渠道（包括網站（www.9888.

cn：金融工場）及「金融工場」品牌名下之移動應用程式）營運網上P2P放貸業務之全部股

權；及(2)收購一間於中國海南省註冊之互聯網小額融資公司（其擁有許可證可透過互聯

網向全國企業及個人發放小額貸款）之49%股權。我們努力深化專注於互聯網融資業務，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本集團透過出售於一間合營企業（其於中國經營融資租賃業務）之餘

下股權而不再經營融資租賃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由於來自傳統融資服務之利息收入及財務諮詢服

務收入大幅減少58.3%（此與本集團之策略轉型至互聯網融資業務一致），本集團之收入

減少11.6%。期內，來自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及P2P貸款服務之總收入為人民幣39,800,000

元，佔本集團總收入之56.8%。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及P2P貸款服務之收入分別佔本集團

總收入之39.4%及17.4%。



17 中國信貸控股有限公司 • 第一季度報告2015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

收入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約為人民幣70,100,000元，較去

年同期之約人民幣79,300,000元下跌11.6%。收入減少乃主要由於提供傳統融資服務之業

務放緩所致。但是，來自提供網上第三方支付服務及P2P貸款服務之收入來源較去年同期

錄得強勁增長。

• 委託貸款及其他貸款收入

委託貸款及其他貸款收入包括利息收入、財務諮詢服務收入及轉讓應收貸款利息權

利之收益，該等收入產生自本集團之委託貸款、典當貸款及以已質押資產或擔保作

抵押之其他貸款。其佔本集團總收入之41.1%，較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53,700,000元

錄得降幅46.4%至於回顧期間內約人民幣28,800,000元。

• 小額貸款收入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來自小額融資服務之利息收入及財務諮詢服務收入較去年同

期之約人民幣19,100,000元大幅下跌至約人民幣1,500,000元。大幅下跌乃主要由於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出售於中國重慶之傳統小額融資貸款業務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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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開始其提供支付交易、系統諮

詢及其他服務的運作。於回顧期間內，其佔本集團總收入之39.4%，而本集團之網

上第三方支付服務收入較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6,500,000元增加逾三倍至約人民幣

27,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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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收入（續）

• P2P貸款服務收入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12,200,000元，佔本集團總收入之17.4%。

P2P貸款服務收入包括提供有關互聯網住房貸款服務、汽車貸款服務及P2P融資網站

及附已抵押金融資產之移動應用程式（www.9888.cn：金融工場）業務（分別於二零

一四年四月、二零一四年五月及二零一五年二月開始為本集團貢獻收入）之服務。

利息開支

本集團之利息開支主要包括銀行貸款、以港元計值之公司債券及其他借貸之應付利息。本

集團之利息開支由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23,400,000元減少28.6%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期間之約人民幣16,700,000元。此乃由於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四年年底償還年

息24%之高息借貸人民幣153,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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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利息收入及政府津貼。本集團之其

他收入由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8,100,000元減少71.6%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期間之約人民幣2,300,000元。此乃由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本集團於

上海之附屬公司已收取與鼓勵企業擴充有關之政府津貼人民幣6,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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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專業費用、

銷售及市場推廣相關開支以及應收貸款減值。本集團之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由去年同期

之約人民幣34,400,000元減少19.8%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約人民幣

27,600,000元。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減少乃主要由於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出售於

中國潤金小貸控股有限公司（「中國潤金」）之60.3%股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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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以股份支付之開支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之以股份支付之開支約為人民幣9,400,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人民幣2,600,000元）。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根據購股權

計劃向若干合資格承授人（「承授人」）授出購股權，其將可令承授人認購合共193,800,000

股本公司之普通股。

期內溢利

於報告期間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12,800,000元，較去年同期之約人民幣

22,700,000元減少約43.7%。該減少乃主要由於傳統融資服務產生之利息收入淨額及財務

諮詢服務收入大幅減少約人民幣37,600,000元、於上海政府補助減少約人民幣6,100,000

元、以股份支付之開支增加人民幣6,800,000元及應佔合營企業虧損增加人民幣2,900,000

元所致。於回顧期間，本公司確認可換股債券之內含衍生工具部份之公平值收益人民幣

7,900,000元。

展望

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公佈奠定了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新基調，在李克強總理提出的「互

聯網+」行動計劃的大背景下，互聯網金融被直接提及，政府對互聯網金融行業已由過去

的「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密切監測跨境資本流動，守住不

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讓金融成為一池活水，更好地澆灌小微企業和『三

農』等實體經濟之樹」的謹慎態度轉向「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降低社會融資成本，讓更多的

金融活水流向實體經濟」的鼓勵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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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展望（續）

由此可見，互聯網金融已經被升級為重要產業，監管將加速落地，集團在緊跟監管導向步

伐的基礎上，除大力完善總平台（金融工場和網信理財）功能，更將進一步發展地方貸平

台和細分行業平台，將風控團隊和業務團隊本地化，通過利用地方合作夥伴的地方資源和

地域優勢，可最大化資產客戶來源及最小化風控及運營成本。

在國家鼓勵發展的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互聯網金融模式的大氣候下，P2B網貸

模式前景巨大，集團早在2014年初啟動的供應鏈融資商業模式，其旨在尋找其供應鏈條內

部的優質項目，其於互聯網平台打包為理財產品出售給投資者，同時將平台理財產品出售

給供應鏈理財客戶，提高客戶閒置資金的收益率。

第三方支付業務仍為集團的根基業務，同時為P2P平台的最底層、最基本的支撐技術和手

段，此項業務收入將與P2P平台交易量齊飛，與此同時第三方支付團隊也在研究和發展新

的業務模式及外延客戶，打造第三方支付板塊業務盈利模式的多樣化。

集團對2015年的發展充滿信心，在地利方面，集團佔盡穩扎內地、對接香港和翹首國際的

先天優勢，在人和方面，集團在不斷擴張實力超群的管理團隊，在天時方面，集團已經等來

中國互聯網金融發展的最好時期，天時、地利、人和的2015必將見證集團進一步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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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期內，本集團之資金來源主要來自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及新借貸。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約人民幣227,30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

民幣265,500,000元），其中約84.8%、7.1%、8.1%乃分別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計值。於二

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計息借貸（主要包括港元計值公司債券、銀行借貸及其

他借貸）達約人民幣913,300,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492,200,000

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以本集團總借貸與總資產之比率列示之資產負債比率

為0.31（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18）。

期內，本公司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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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到期年息5.5%之債券。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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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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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擁有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包括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記錄在該條所述之登記冊之權益；或(c)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至第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本公司普通股（「股份」）

董事╱主要
行政人員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擁有權益之
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附註 總權益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之
概約百分比*

彭耀傑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000,000 1 10,000,000 0.31%
莊瑞豪先生 實益擁有人 3,000,000 1 3,000,000 0.09%
盛佳先生 實益擁有人 3,000,000 1 3,080,000 0.09%

家族權益 80,000 2
李剛先生 實益擁有人 2,000,000 1 2,000,000 0.06%
黃世雄先生 實益擁有人 2,000,000 1 2,000,000 0.06%
葛明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1 1,000,000 0.03%
曲哲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1 2,000,000 0.06%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1
王巍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1 1,500,000 0.06%

實益擁有人 500,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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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

1. 該等權益指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由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

2. 該等權益指由胡海晨女士（盛佳先生的妻子）持有之股份。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盛

佳先生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以上所述所有權益均為好倉。

* 該百分比乃所擁有權益之相關股份數目除以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股份數

目（即3,221,156,000股股份）。

本公司所授出上述購股權之詳情載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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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規定須記錄在該條所述之登記冊之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

至第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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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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據董事所知，下列人士及實體（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

除外）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於本公司須予存置之登

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於股份之權益－好倉

名稱╱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擁有權益之
股份╱相關股份

數目 附註 總權益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份之
概約百分比

第一支付有限公司（「第一支付」） 實益擁有人 677,800,000 677,800,000 21.04%
張掁新先生（「張先生」） 實益擁有人 21,736,000 717,536,000 22.28%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677,800,000 1
家族權益 18,000,000 3

張曉敏女士（「張女士」） 實益擁有人 18,000,000 717,536,000 22.28%
家族權益 699,536,000 1, 2

Silver Paragon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271,790,000 271,790,000 8.44%
So Naoko女士（「So女士」）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71,790,000 4 271,790,000 8.44%
Jiefang Media (UK) Co. Limited
（「Jiefang Media」）

實益擁有人 336,222,400 336,22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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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36,22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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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36,22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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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36,222,400 10.44%

皇都控股有限公司（「皇都」） 實益擁有人 321,010,000 321,010,000 9.97%
丁鵬雲先生（「丁先生」） 實益擁有人 20,490,000 355,990,000 11.05%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321,010,000 6
實物結算之購股權 14,490,000

Integrated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 
（「Integrated Asset」）

實益擁有人 225,925,600 225,925,600 7.01%

任德章先生（「任先生」）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225,925,600 7 225,92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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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一支付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張先生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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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股份由張先生（張女士之丈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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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股份由張女士（張先生之妻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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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Silver Paragon Limited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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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由綠地集團擁有約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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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中擁有權益的全部股份中擁有權益。

(6) 該等股份由皇都持有，而皇都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丁先生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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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Integrated Asset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任先生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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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該百分比乃所擁有權益之股份數目除以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已發行股份數目（即

3,221,156,000股股份）。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須存置之權益登記冊所示，並無人士或實體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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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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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值的人力資源。購股權計劃之合資格參與者

包括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僱員、或本集團客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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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變動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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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註銷 期內失效

於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董事
彭耀傑先生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1.814 10,000,000(3) – – – – 10,000,000

莊瑞豪先生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1.814 3,000,000(3) – – – – 3,000,000

盛佳先生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1.814 3,000,000(3) – – – – 3,000,000

李剛先生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1.814 2,000,000(3) – – – – 2,000,000

黃世雄先生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1.814 2,000,000(3) – – – – 2,000,000

葛明先生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1.814 1,000,000(3) – – – – 1,000,000

曲哲先生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1.814 1,000,000(3) – – – – 1,000,000

王巍先生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1.814 1,000,000(3) – – – –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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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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註銷 期內失效

於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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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 14,490,000

37,490,000 – – – – 37,490,000

僱員（合計）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1.814 39,300,000(3) – – – 1,800,000 37,500,000

前僱員（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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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 500,000(2) – – – – 500,000

39,800,000 – – – 1,800,000 38,000,000

顧問（合計）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至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日

1.814 131,500,000(3) – – – – 131,500,000

131,500,000 – – – – 131,500,000

總計 208,790,000 – – – 1,800,000 206,9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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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0.7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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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續）

(3) 該等購股權可根據下列歸屬時間表行使：

(i) 購股權之四分之一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歸屬；

(ii) 購股權之四分之一將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日歸屬；

(iii) 購股權之四分之一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日歸屬；及

(iv) 購股權之四分之一將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日歸屬。

於緊接購股權獲授出之日期前本公司股份之收市價為每股1.79港元。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就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確認開支總額約

人民幣9,400,000元（二零一四年：人民幣2,600,000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概無贖回其於聯交所上市及買賣之任

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有關股份。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

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載列的守則條文，惟以下情況除外：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5A條，本公司須委任佔董事會成員人數至少三分之一之獨立非

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委任李剛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後，董事會由十名董事組成，其中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低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05A

條項下之三分之一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規定。然而，隨後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委任黃英

豪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後，董事會由十一名董事組成，其中四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已

符合上述創業板上市規則項下之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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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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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載之買賣規定準則寬鬆。本公司亦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彼等各自確

認彼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內已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準則。

競爭權益

董事概不知悉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

則）之任何業務或權益與或可能與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業

務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

審核委員會審閱

董事會轄下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四名成員即葛明先生（主席）、曲哲先生、王

巍先生及黃英豪博士（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及本報告已由審核委員

會審閱。董事會認為，有關財務資料乃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及任何

其他適用法律規定編製，並已作出充足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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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資料變動

黃英豪博士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信貸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明山

香港，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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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剛先生及黃世雄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葛明先生、曲哲先生、王巍先生及黃英豪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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