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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此文件或数据可能包括一些「前瞻性预测」， 包括但并不限于，有关公司战略部署的实施、及未来业务发展和经济表现的预测。

这些前瞻性预测虽然代表我方对业务发展的判断和未来期望，但一系列的风险、不确定因素和其它法定要求可能会导致实际的发展及结果与我们的期

望或预测有重大差距。

这些因素包括但并不限于，(1)市场概况、宏观经济、政府和规管的趋向变化； (2)本地和国际证券市场汇率和利率的变动； (3)竞争压力； (4)科技发展；

(5)客户、承诺者及伙伴的财务状况或信贷条件的变化，以及他们经营巿场策略的变动； (6)法律法规的变动； (7)管理层和公司组织架构的变动；及 (8)其

它可能对公司业务和财务模式或有重大负面影响的关键因素等。

我们没有任何责任 (且明确声明免除任何此类责任 )因应市场新信息、未来活动或其他情况来更新或修改此文件或数据之前瞻性预测。

未经我方事先书面同意下，此文件或资料不能被复印、派发或以任何方式传送予任何其它人士，或被以任何形式融合于其它档或材料中。

此档并不构成

(1)对任何在香港或其它地区之证券的销售邀约

(2)对达致任何证券的收购、出售或认购之协议的邀约；或与任何证劵的发行有关

未经我方书面允许，此档 (和所载的资料 )不可作为任何印刷用途或派发予任何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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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增长空间融资租赁行业政策

中国租赁市场的渗透率为6%，远低于西方国家15%-30%的水平

目前，中国生产植保无人机的企业超过100家。市场刚起步1

2016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持续放缓，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1%，

比较3月底的1.75%再上升2，为资产管理业务发展带来新机遇

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信贷、理财、债券投资、信托、租赁等渠道新

增资金投放人民币14万多亿元，盘活不良贷款人民币5000多亿元2

，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受惠利好的国家政策，巩固地区龙头融资企业地位

2015年8月，李克强总理提出鼓励融资租赁行业发展的措施

融资租赁与PPP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的结合为地方政府

提供新融资渠道。

福建政府鼓励自贸区内设立融资租赁公司

外资企业拥有最高10倍的杠杆比率

民生扶持项目福建自贸区

2015年4月21日中国 (福建) 自贸区正式挂牌

厦门自贸片区致力将业务延伸至船舶租赁领域，推动区域性融

资租赁业聚集区与航运物流产业集群融合发展，並采取注册资

本金奖励、购租房补贴、业绩补贴等普惠措施，发展船舶租赁

业务，推动形成融资租赁产业集聚区３

截至2016年6月，厦门自贸片区已有融资租赁企业151家，注册

资本额约177亿元３

截至2016年上半年，鼎丰集团旗下五家子公司入驻厦门片区

政府扶持民生项目，如农业及远洋渔业

农业植保机应用：国家提出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到2020

年建成10亿亩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4

「十三五」规划之「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及国家再次聚焦农

业现代化

部分地方政府已先行为农林植保无人机提供补贴，包括河南(1/3省

财政专项资金补贴和1/3农机购机补贴)、江苏扬州 (补贴购机总额

的1/2)、福建 (购买者享受福建省农业厅每架5万元的农机补助) 等5

资料来源：
1. http://big5.chinanews.com /mil/2016/04 -01/7820670.shtml

2. http://www.dbc.hk/radio3/focus-detail/Id/131641/type/16/

3. http://www.fujian.gov.cn/xw/ztzl/fjzm syq/zm q_jsdt/zm q_xmdt/201607/t20160726_1203747.htm

4. http://www.cannews.com .cn/epaper/zghkb/2016/04/21/A08/story/916299.shtml

5. 各地方政府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http://big5.chinanews.com/mil/2016/04-01/7820670.shtml
http://www.dbc.hk/radio3/focus-detail/Id/131641/type/16/
http://www.fujian.gov.cn/xw/ztzl/fjzmsyq/zmq_jsdt/zmq_xmdt/201607/t20160726_1203747.htm
http://www.cannews.com.cn/epaper/zghkb/2016/04/21/A08/story/916299.shtml


5

业务亮点财务亮点

融资租赁服务：拓展至民生领域，并于江西省、安徽省

及河南省提供融资服务，开发农业植保无人机

资产管理服务：出售／处置五笔不良资产

快捷贷款服务：扩展委托贷款业务及放贷业务，并出售

典当贷款业务

融资担保服务：采纳更加谨慎的审批措施

金融顾问服务：渐趋严格的贷款过程及审批手续

发行总额最高5千万美元之可换股债券 - 与华融国际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 (993.HK)、信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11.HK) 以及信达国际证券有限公司订立认购及配售协

议，发售可换股债券

晋身恒生环球综合指数及恒生综合指数系列成份股

2016年上半年业务概览

收益43.3%至人民币1.33亿元

其中融资租赁服务及资产管理服务的收益翻倍至人民币

2,279万元及人民币3,443万元

快捷贷款服务亦录得近一倍的增幅至人民币5,414万元

溢利27.0%达约人民币7,526万元

每股基本盈利13.5%至人民币1.6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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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期业绩摘要

(人民币 千元)

截至2015年12月31日
止十二个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个

同比变化2015
(未经审核)

2016
(未经审核 )

收益 183,150 92,711 132,880 43.3%

融资租赁服务 21,505 7,743 22,792 194.4%

资产管理服务 21,000 15,000 34,433 129.6%

快捷贷款服务
(包括委托贷款、放贷服务及典当贷款)

67,324 28,335 54,136 91.1%

融资担保服务 16,561 8,808 6,007 (31.8%)

金融顾问服务 56,760 32,825 15,512 (52.7%)

除所得税前溢利 142,484 80,154 101,355 26.5%

溢利* 105,524 59,256 75,263 27.0%

每股基本盈利 (人民币 分) 2.56 1.48 1.68 13.5%

股本回报率** (%) 11.5% 6.6% 7.2% 0.6百分点

资产回报率*** (%) 6.7% 3.8% 4.2% 0.4百分点

• 融资租赁及委托贷款的

可观业绩增长

• 期内出售 / 处置共5笔
不良贷款收益贡献

• 主要来自嘉实集团贡

献

• 2015年初开展不良资

产管理业务，同期仅录

得出售一项不良资产

• 委 托 贷 款 收 入 同 比

99.4%

＊ 溢利＝税前溢利 -所得税开支
**    股本回报率 = 股东应占溢利 / 公司持有人权益
***  资产回报率 = 股东应占溢利 / 总资产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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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16.2%

*30.6%

9.5%

35.4%

2015年中期

融资租赁

17.2%

资产管理

25.9%

快捷贷款

**40.7%

融资担保

4.5%

金融顾问

11.7%

2016年中期

收益持续高速增长：因应市场调整业务策略

183.2 

92.7 

132.9 

0

50

100

150

200

2015年全年 2015年中期 2016年中期

(人民币百万元)

+43.3%

收益 收益按业务分析

*包括委托贷款服务、放贷服务及典当贷款服务
**2016年6月24日，集团与一名独立第三方订立买卖协议，出售典当贷款业务

• 融资租赁 (194.4%)：2015年10月下旬拓展客户群至民生领域 (远洋渔船、农业无人机、旅游房车及个人汽车等租赁 )

• 资产管理 (129.6%)：2016年上半年，收购多项总额约1.84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成功出售/处置5笔不良资产，录得溢利3,430万元人民币。余

下不良资产重估收益为2,230万元人民币

• 快捷贷款 (委托贷款99.4%)：应收未偿还委托贷款增加，放贷业务继续扩展

(收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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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及开支分析

(人民币 千元)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

十二个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个月

2015

(未经审核)

2016

(未经审核 )

雇员福利开支 12,966 5,225 9,294

折旧及摊销开支 2,603 1,418 1,380

经营租赁开支 1,357 655 1,106

以股权结算以股份

为基础的付款
-- -- 3,141

其他开支 24,531 7,282 11,496

融资成本 3,641 -- 14,739

总开支 45,098 14,580 38,015

拓展融资租赁和资产管理业务，员工人数增加

其他开支包括营业税、其他税项增加及经营开支，增加

主要由于：

• 收购事项于2015年底完成，经营开支增加
• 坏账拨备增加约人民币130万元

(人) 于2015年6月30日 于2016年6月30日

融资租赁员工 12 46

资产管理员工 10 14

银行借贷利率：5.13% ~ 8.30%

债券利率：5.5% ~ 9.0%

于2015年12月31日 于2016年6月30日

应收款损失准备比率 * 0.5% 0.1%

逾期还款比率 4.9% 4.7%

长期维持低坏账率

激励员工措施：2016年4月25日，授出8,410.8万份购股

权，行使价0.734港元

*    应收款损失比率 = 坏账拨备 / 总贷款应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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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利*及溢利率分析

＊溢利＝税前溢利-所得税开支

142.5 

80.2 
101.4 

77.8%

86.5%

76.3%

0.0%

30.0%

60.0%

90.0%

0

50

100

150

200

2015年全年 2015年中期 2016年中期

(税前溢利率：%)

(人民币百万元)

+26.5%

103.8 

59.3 
75.3 

57.6%

63.9%

56.6%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0

50

100

150

2015年全年 2015年中期 2016年中期

(溢利率：%)

(人民币百万元)

+27.0%

• 税前溢利及溢利的增加主要受惠于：1) 融资租赁服务及快捷贷款服务之可观业务增长； 2) 出售／处置不良资产所得收益

• 税前溢利率及溢利率的下跌主要由于：收购事项带来雇员福利增加、经营租赁开支增加，以及发行债券及可换股债券等带来的融资成本增

加

税前溢利及税前溢利率 溢利及溢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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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800

595,437

48,100

155,350

充足的财务资源

(人民币 千元）
于2015年12月31日 于2016年6月30日

净流动资产 888,668 1,178,655

净资产 997,839 1,085,164

总借款

(包括银行借贷及公司债
360,228 543,217

资产负债比率 22.8% 30.0%

净资本负债比率* 17.4% 37.3%

流动比率 4.6倍 5.9倍

＊ 净资本负债比率 = (总借款 – 现金) / 总资本

1,170,687 
1,273,094 

143,500 
252,312 

344,630 
248,600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于2015年12月31日 于2016年6月30日

贷款及应收账款 不良资产 正在担保余额

财务资源分布

(人民币千元) +6.9%1,658,817 1,774,006

贷款及应收账款分析

1,170,687

(人民币千元)

于2015年12月31日

473,000

530,224

269,870

于2016年6月30日

1,273,094

融资租赁应收账款

委托贷款应收账款

其他

典当应收账款

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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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分析及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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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碑

2015年

1月

获2015年福布斯「中国
上市潜力企业100强」第

11位，于消费信贷板块

中排名最高

2月

于福建
开展不良资

产管理业务

4月

• 与交通银行签订人民
币12亿元的战略性合作

框架协议，获提供综合

财务产品及服务授信额
度

• 再次评为2015年金融
行业信用评级AA-级企

业

5月

获纳入MSCI

明晟中国小
型股指数

7月6日

正式转往香港联交所
主板上市，股份代号

6878.HK

8月

正式开展
香港放贷
业务

10月

•完成首次配售
，录得净额约

1.5亿港元

•并购福建省最

大型融资租赁民

营企业嘉实，拓
融资租赁业务范

围至远洋渔业

、农业无人机
及旅游业等

1月

开始农业无人机
融资租赁

3月

晋身恒生环球综合指数
及恒生综合指数系列成

份股 (包括分类指数恒生

综合指数、恒生综合行
业指数－金融业、恒生

综合中小型股指数及恒

生综合小型股指数 )

2016年

12月

股份一拆四

5月

向信达、华融发

行最高5千万美
元可换股债券

6月

出售

典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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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融资租赁

鼎丰目标：中小企业首选的金融服务平台

公司名称 ： 鼎丰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号 ： 6878.HK

创业板上市日期 ： 2013年12月9日

主板上市日期 ： 2015年7月6日

市值 (截至2016年8月9日) ： 港币23.72亿元

市盈率 (截至2016年8月9日) ： 18.67倍

 2016年上半年业务亮点

 海西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类金融集团

• 总部位于厦门，高度受惠福建自贸区及

「一带一路」等国家扶持政策

 为中小企业提供中短期融资相关解决方案

，补充传统国内银行的缺口

 高效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

• 2016年上半年坏账率仅约0.1%

 长期合作银行超过10家

拓宽融资租赁业务范围至民生领域
远洋渔业、农业、旅游业及个人汽车租赁等 资产管理服务：2016年上半年购入多笔不良资产，成功出售／处置

五笔不良资产

历史回报率约40%

本地化专业团队，熟悉当地环境及法律流程，加快流程

发行总额最高5千万美元之可换股债券：与华融国际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 (993.HK)、信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11.HK) 以及信达国际证

券有限公司订立认购及配售协议，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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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嘉实协同发展，带动规模发展

>30%回报
6~9个月处理期

民生行业：
• 远洋渔船
• 农业无人机

• 个人消费
• 旅游业

持续拓展业务范围，业绩持续增长强劲

融资担保
服务

快捷贷款
委托贷款
放贷服务

典当贷款 (已出售)

金融顾问服务
(前融资顾问服务)

融资租赁
服务

资产管理
服务

(前不良资产
管理服务)

增长动力

核心业务

五大业务

• 融资租赁服务拓展至民生行业，收入194.4%；资产管理业务成功出售 /处置5笔不良资产，收入同比129.6%；委托贷款业务收入
99.4%

• 2016年6月24日，出售典当业务，以专注发展以上高增长业务

2015年10月正式收购嘉实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嘉实经验丰富，具市场领先优势，有助集团扩阔业务

范畴和市场份额

专注与民生关系密切的行业如远洋渔业、农业及旅游

业

嘉实为其中一家最先获得福建省银行提供贷款的私营

融资租赁机构，与金融机构和银行建立长期和良好的

关系

鼎丰综合融资服务平台，拥有：

高效健全的风控体系

与10多家银行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多项业务带来客户资源及行业信息

本地化专业团队，熟悉当地环境及法律流程，加快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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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远洋渔船

远洋渔业融资租赁

行业前景

• 2015年福建远洋渔业产量同比增长20%至人民币31.5亿元总产

值1，远洋渔业综合实力全国第一

• 福建政府大力推动远洋捕鱼行业。截至目前，福建已拥有29家

远洋渔业企业，远洋渔船260艘。到2020年，远洋渔船规模达

850艘1

发展现状

• 2016年上半年成功交付10艘远洋围网作业渔船，其中1月交付

6艘是目前福建地区吨位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捕捞渔船

• 预计未来一年将再增加10艘远洋渔船

业务模式

• 5年回本期：从政府获得燃料补助，以及保障抵押品免受损失

保险金

已有10艘远洋渔船，未来一年目标再增10艘

资料来源：1. http://www.zgsc123.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9&id=95258

鼎丰已交付下水的远洋围网作业渔船，船长70米，

宽11.5米，深5米，总吨位1,600吨。是福建地区吨

位最大、设备最先进的捕捞渔船船厂 捕鱼船队

签订协议

http://www.zgsc123.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9&id=95258


17

融资租赁：农业无人机

农业融资租赁——无人驾驶飞机

行业前景

• 国家提出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到2020年建成10亿亩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 2

• 降低人工植保成本：可降低农药使用量 (~35%) ，每年节省农药支出350亿元3

• 植保无人机可实时获取农业大数据，经分析转化为控制指令，降低农药使用量、提高农作物质量和价

• 至2015年12月，中国生产植保无人机的企业超过100家。市场刚起步 1

• 需要与不同政府部门如军部、铁路部、农业部等，以及当地政府建立良好关系

发展现状 • 已建立约250架植保无人机、多名操作人员的团队；未来计划增加500架。

• 已在江西、安徽植保，目前正与河南省政府洽谈中

提供农药喷洒服务

签订协议

行业资料来源：1. http://big5.chinanews.com/mil/2016/04-01/7820670.shtml 

2. http://www.cannews.com .cn/epaper/zghkb/2016/04/21/A08/story/916299.shtml

3..国家统计局，蓝莲花研究机构 (http://www.199it.com/archives/452199.html

已签约购入250架，未来目标增加500架

业务模式

生产商 承租方 (运营商)

植保站

农垦

农舍
本地公司

与当地政府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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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旅游房车、个人汽车
旅游房车租赁

行业
前景

• 2015年旅游业总收入达到2.5万亿元，年均增长率10%1

• 国内旅游人数达到33亿人次，年均增长率为10% 1

• 人均收入提高、城镇化进一步推动居民悠闲旅游消费

求上升，旅游业未来增长潜力巨大

发展

现状

• 已有房车营地：厦门环岛路 (60辆旅游房车 )

• 正在筹划江西、云南等景区营地

业务

模式

• 直租：鼎丰购买旅游房车，项目管理公司以房车营地 /

区的门票收入作为抵押品，鼎丰将旅游房车租予项目

理公司，在景区附近出租旅馆、活动营地、婚纱摄影
活动场地

资料来源：
1. http://www.worldtravelfair.com.cn/?news-news-read-121.html

2. http://www.zgzllm.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7&id=15735

个人汽车租赁

行业
前景

• 2015年1-12月，全国二手车市场累计交易量941.71万

辆，累计交易额人民币5,535.4亿元

• 2009-2014年，中国汽车融资租赁市场规模从1千辆增
长至20.8万辆，实现了191%的复合增长率2

• 2015-2020年，中国汽车融资租赁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
仍将保持在50%以上，2020年将达到2,200亿元2

发展

现状
• 以二手车为主的个人消费类汽车租赁

业务
模式

• 回租：类似银行按揭，鼎丰向客户购买二手车，再出
给客户。以个人客户为主

http://www.worldtravelfair.com.cn/?news-news-read-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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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服务融资租赁服务

发展计划
重点发展融资租赁和资产管理业务两大增长动力

2016年上半年出售／处置五笔不良资产总成本为
人民币8千多万，获利人民币3,400万。

预计2016年底业务发展规模达人民币3亿元

预计回报率约40%

预期资产每年可以转1.5次

杠杆倍数为4 - 6倍

以目前注册资本人民币3亿元计，业务可扩展至人民
币12~18亿 (上升空间6~12亿)

少数获得银行授信的融资租赁企业

最先获福建省银行提供贷款的民营融资租赁机构

与金融机构和银行建立长期和良好的关系

专注与民生关系密切的行业，包括：

农业

远洋渔业

个人消费

行业先锋

自2009年开始融资租赁业务

成功经验

回报率约40%

6个月内完成处置一项不良资产

本地化专业团队，熟悉当地环境及法律流程，加快流程

带动集团投资回报率从20%迈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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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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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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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模式

融资租赁服务*
200万 – 2亿
(个人消费：20万 – 100

平均内部回报率 (IRR)：18%

(一般分为24 ~ 60期)

远洋渔业、农业、个人消费

及制造业等公司客户及个人客

资产管理服务 600 – 7,000万
低价买入，转手获利
平均回报率约40%

制造业客户及个人客户

金融顾问服务 2,000万 – 3亿 约融资金额的2.5 ~ 3.0%
房地产、制造业、商贸、渔业

及高新科技等公司客户

快捷贷款
服务

委托贷款 1,000万 – 1.8亿
利息: 每月1.2 ~ 1.4%

贷款期: 3 ~ 12个月

房地产、制造业
及商贸等公司客户

放贷服务 500 – 3,000万
利息: 每月1.1 ~ 2.0%

用境内的抵押品在境外贷款
房地产及商贸等

公司客户及个人客户

典当贷款
(于2016年6月底出售)

100 – 700万
利息: 每月0.4 ~ 0.47%

+

综合费用:每月2.0 ~ 3.2%

个人客户

融资担保服务* 100 – 1,500万 约担保债务的3.0%
制造业、商贸、建筑业、

高新科技等公司客户

*杠杆产品

主营业务
担保/贷款/协助贷款额

(每笔)(人民币) 收费模式 客户

鼎丰以持有多个业务牌照，满足客户不同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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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健全的风险评级管理体系

• 透彻了解申请方的业务背景、资产及负债、现金流、还款的资金来源、贷款拟定用途、信贷记录

• 要求提供第三方担保，及对第三方进行尽职调查

• 严格检查抵押品的存在及状况，拥有权及估值

• 所有申请要在由7人组成的审批委员会中以6票通过才能接受。委员会主席拥有一票否缺权，没有一票赞成

权

审批委员会  两位执行董事，各业务总监、业务风险监控总监及财务总经理

• 严格执行批核后监查，定期监察客户的最新财务状况及抵押品的估值变化

• 对抵押品维持合理的贷款价值比率

• 倘客户及担保方于到期日未能偿还本金或利息，集团会实时联络客户了解情况

• 集团有权指示律师对客户及担保方展开法律程序，以及时强制执行抵押品、租赁资产及 /或担保

批核

管理

客户提出贷款申请 初步审核顾客资料 对客户进行尽职调查 要求抵押品提供估值
审批委员会对申请

进行审批

鼎丰十五级评级方法

基于客户的信用状况，采用量化方法对风险进行评测的管理体系

损失可疑1-3级次级1-3级关注1-3级正常1-5级

收账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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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经验丰富的内部风控团队把

关

风险管理总监

黄育祺先生

曾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风控副总经理

融资租赁总经理

刘宝塔先生

曾任厦门银行总行副行长

副总裁

柳振瑞先生

曾任泉州银行总行风险总监

各分公司

- 负责项目十五级评分

- 评级监管项目

- 设定利率和贷款价值比率 (LTV)

风险管理中心

- 负责项目评分的复核

- 复核和定级保后监管评级

- 审核费率和保证金比例

评审委员会

- 评委根据评级管理体系出具利率和保证金比例

的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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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网络：立足海峡西岸，辐射全国

现有办事处 – 厦门、石狮、泉州及香港

全国闽商会、泉商会及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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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增强集团信誉
增加客户对集
团的认受性

担保额度保理额度

为集团带来方
便及经济利益

综合授信

• 有融资需要时，交行提供人民币12亿元授信额度

• 交行给予充足担保额度让集团发展担保业务

• 交通银行介绍客户给集团

以融资租赁业务应收帐抵押

作贷款

集团在交行存放一定金额保证金

，以取得担保额度作担保业务

如集团有资金需要，可向交

通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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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

洪明显 先生
执行董事兼主席

 负责制定、管理及规划集团整体策略

 福建闽商资本联合会创会会长、福建青年创业促进会荣誉会长、厦门泉州商会创会会长、广东泉州商会名誉会

 于企业管理方面累积近十五年经验
 高级经济师

吴志忠 先生
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

 负责集团的整体业务发展及管理

 于企业管理累积逾十五年经验

蔡华谈 先生
执行董事兼荣誉主席

 负责制定集团的整体业务扩展策略

 负责监控集团的合规事务

 于管理及公共事务方面累积约30年经验

谭伟德 先生
财务总监

 负责集团的财务报告及公司秘书事宜

 于审计及财务管理累积逾十三年经验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及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

黄育棋 先生
風控总监

 负责集团整体风险管理事务

 于银行业风险管理累积逾十五年经验

 加盟鼎丰前，于国有银行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郑润聪 先生
企业融资部总监

 负责集团融资事务及资本操作

 于金融行业方面包括审计、私募基金及上市公司累积逾二十年经验

 英国特许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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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架构

执行董事

蔡华谈先生

28.33%

主席

洪明显先生
及其配偶

42.49%

执行董事

吳志忠先生

0.26%

(股份代号 : 6878.HK)

已发行股份数目 (截至2016年7月31日 )： 4,236,009,880股

公众

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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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综合收益表

人民币 千元
截至12月31日止十二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个月

2015 2015 2016

来自金融相关服务之收入 162,150 77,711 98,447

来自出售不良资产之收入 21,000 15,000 34,433

其他收入 4,432 2,023 2,414

出售附属公司之收益 不适用 不适用 4,704

雇员福利开支 (12,966) (5,225) (9,294)

折旧及摊销开支 (2,603) (1,418) (1,380)

经营租赁开支 (1,357) (655) (1,106)

以股权结算以股份为基础的付款 -- -- (3,141)

其他开支 (24,531) (7,282) (11,496)

可换股债券之嵌入式衍生工具之公平值变动 -- -- 2,513

融资成本 (3,641) 不适用 (14,739)

除所得税前溢利 142,484 80,154 101,355

所得税开支 (36,960) (20,898) (26,092)

期内溢利 105,524 59,256 75,263

股东应占期内溢利 103,788 59,256 71,155

换算海外业务的汇兑差额 (2,895) (50) (3,64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平值变动 30,700 4,342 22,262

于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转拨至损益 (21,000) 不适用 (9,700)

年内全面收入总额 112,329 63,548 84,184

股东应占期内全面收入总额 110,593 63,548 80,076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币 分) 2.56 1.48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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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综合财务状况表

非流动资产 438,246 49,686 388,418

物业、厂房及设备 14,406 13,879 11,352

预付土地租赁 6,919 7,122 6,715

有限制银行存款 2,930 6,700 1,950

应收融资租赁款项、贷款及应收账款 380,591 21,985 335,001

商誉 33,400 不适用 33,400

流动资产 1,138,439 669,412 1,419,47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1,500 19,342 130,312

应收融资租赁款项、贷款及应收账款 790,096 344,044 938,093

预付款项、按金及其他应收款项 83,155 5,127 214,439

有限制银行存款 94,178 75,628 89,361

现金及银行结余 89,510 225,271 47,265

流动负债 249,711 52,855 240,815

应计费用、其他应付款项、已收按金及递延收入 106,122 36,354 89,708

税项拨备 18,812 16,501 22,280

银行借贷 124,837 不适用 110,767

衍生金融工具 不适用 不适用 18,060

流动资产净值 888,668 616,557 1,178,655

资产总值减流动负债 1,326,914 666,243 1,567,073

非流动负债 329,075 22,147 481,909

已收按金及递延收入 93,684 22,147 67,519

银行借贷 218,591 不适用 160,273

企业债券 16,800 不适用 73,270

可换股债券 不适用 不适用 180,847

资产净值 997,839 644,096 1,085,164

归属股东权益 901,795 644,096 985,012

股本 8,292 7,800 8,292

储备 893,503 636,296 976,720

非控股权益 96,044 不适用 100,152

权益总额 997,839 644,096 1,085,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