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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佐力科創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

公佈，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未經審核業績（「中期業績」）。董事會及董事會審

計委員會已審閱並確認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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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101,165 71,243
利息及佣金開支 (6,649) (5,662)

淨利息收入 3 94,516 65,581

其他收益 19,706 19,834
減值損失 (5,632) (16,052)
行政開支 (21,389) (7,980)

除稅前利潤 4 87,201 61,383

所得稅 5 (22,181) (15,370)

期間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65,020 46,013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 6 0.06 0.06

– 2 –



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列值）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7 119,463 24,488
應收利息 9,978 9,795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 8 1,308,072 1,109,394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2,830 1,636
遞延稅項資產 13 11,139 15,182
其他資產 10 1,681 16,922

總資產 1,453,163 1,177,417

負債

計息借款 11 124,000 175,00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4,777 21,798
當期稅項負債 17,275 9,740

總負債 146,052 206,538

淨資產 1,307,111 970,879

資本及儲備 14
股本 1,180,000 880,000
儲備 127,111 90,879

總權益 1,307,111 97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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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除另有註明外，以人民幣千元列值）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中適用的披露條文（包括

遵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所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獲授權刊發。

除預期於二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中期財務報告已根據二

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編製。有關任何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

於附註2。

本中期財務報告的編製遵守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之規定，而管理層須作出本年度迄今

影響政策應用和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申報數額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

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本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財務報表及經挑選的附註解釋。該等附註包括就理解本公司

自二零一四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之財務狀況變動及表現而言屬重大的事件及交易之解

釋。簡明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就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編製的整份財務報表所規定的全部資料。

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惟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

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

2 會計政策的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於本公司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

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該等會計政策變動對編製或呈列本公司當前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的方式概無重

大影響。本公司尚未應用任何於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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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淨利息收入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向中國浙江省湖州市的客戶提供貸款。各重大收益分類的已確認金

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以下項目的利息收入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 100,025 71,049

銀行存款 1,028 194

應收非銀行機構款項 112 —

101,165 71,243

來自以下項目的利息及佣金開支

銀行借款 (6,602) (5,541)

非銀行機構借款 — (99)

銀行收費 (47) (22)

(6,649) (5,662)

淨利息收入 94,516 65,581

本公司擁有多元客戶群，於期內並無與任何客戶的交易佔本公司淨利息收入超過

10%。

期間，董事確定本公司僅有一個業務部分╱可報告分部，因本公司主要從事提供貸款

服務，而該服務亦是本公司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的基準。

本公司主要營運地點為中國浙江省湖州市。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下的分部資料披

露之目的，本公司視德清縣為本公司所在地。本公司所有收益及資產均主要位於湖州

市，而該巿為本公司唯一地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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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乃扣除下列各項後計算得出：

(a) 員工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獎金及津貼 1,861 1,085

退休計劃供款 122 66

社會保險及其他福利 1,822 270

合計 3,805 1,421

本公司須參與由浙江省湖州市市政府組織的養老金計劃，據此本公司須為中國僱

員支付年度供款，該供款額為標準工資中的某一比率（由有關中國部門於期內決

定）。除上述年度供款外，本公司並無其他有關付予中國僱員退休福利的重大責

任。

(b)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開支（附註9） 507 328

有關建築物的經營租賃支出 325 258

審計師薪酬 660 220

5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稅項

期間中國所得稅準備 18,138 22,647

遞延稅項（附註13）
暫時性差異的產生及撥回 4,043 (7,277)

22,181 1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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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65.02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46 .01百萬元 ）及中期期間的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58,453,000股（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41,534,000股）計算得出。

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各期間均並無潛在

可攤薄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7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手頭現金 1 —

銀行存款 119,462 24,488

現金流量表中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119,463 24,488

本公司在中國向客戶提供小額貸款業務乃以人民幣進行。人民幣並非自由兌換貨幣，

將人民幣匯出中國必須遵守由中國政府頒佈的相關外匯管制規則及法規。

8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

(a) 按性質分析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企業貸款 690,850 699,580

零售貸款 668,685 455,645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總額 1,359,535 1,155,225

減：減值損失準備金

— 組合評估 (45,146) (40,380)
— 個別評估 (6,317) (5,451)

減值損失準備金總額 (51,463) (45,831)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淨額 1,308,072 1,10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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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抵押物類型分析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信用貸款 1,240 450

保證貸款 1,281,410 1,098,330

抵押貸款 75,885 55,445

質押貸款 1,000 1,000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總額 1,359,535 1,155,225

減：減值損失準備金

— 組合評估 (45,146) (40,380)
— 個別評估 (6,317) (5,451)

減值損失準備金總額 (51,463) (45,831)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淨額 1,308,072 1,10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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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行業分部分析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農業、林業、畜牧業及漁業 178,550 13% 195,350 17%

建築 146,000 11% 187,000 16%

批發及零售 215,110 16% 173,350 15%

製造 92,390 7% 77,030 7%

其他 58,800 4% 66,850 6%

企業貸款 690,850 51% 699,580 61%

零售貸款 668,685 49% 455,645 39%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總額 1,359,535 100% 1,155,225 100%

減：減值損失準備金 (51,463) (45,831)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淨額 1,308,072 1,109,394

(d) 按抵押物類型及逾期期限分析的逾期貸款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逾期不足

三個月

（包括三個月）

逾期超過

三個月至

六個月

（包括六個月）

逾期超過

六個月

至一年

（包括一年）

逾期

超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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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押貸款 200 500 — 475 1,175
保證貸款 100 — — — 100

合計 300 500 — 475 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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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逾期不足

三個月

（包括三個月）

逾期超過

三個月至

六個月

（包括六個月）

逾期超過

六個月

至一年

（包括一年）

逾期

超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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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押貸款 70 — — 475 545

逾期貸款指向客戶提供而全部或部分本金或利息已逾期一日或以上的貸款及墊

款。所有金額均以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逾期總金額（未扣除任何減值損失準

備）列示。

(e) 按減值損失準備金評估方法分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準備金經組合

評估的貸款

及墊款

準備金經

個別評估的

貸款及墊款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總額 1,342,660 16,875 1,359,535
減：減值損失準備金 (45,146) (6,317) (51,463)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淨額 1,297,514 10,558 1,308,072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準備金經組合

評估的貸款

及墊款

準備金經

個別評估的

貸款及墊款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總額 1,140,260 14,965 1,155,225

減：減值損失準備金 (40,380) (5,451) (45,831)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淨額 1,099,880 9,514 1,109,394

– 10 –



(f) 減值損失準備金之變動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組合評估的

減值損失準備

經個別評估的

減值損失準備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40,380 5,451 45,831
年度計提 4,766 4,451 9,217
年度撥回 — (3,585) (3,585)

於六月三十日 45,146 6,317 51,463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組合評估的

減值損失準備

經個別評估的

減值損失準備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18,696 5,381 24,077

年度計提 21,684 5,092 26,776

年度撥回 — (5,022) (5,022)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40,380 5,451 4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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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按信貸質素分析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總餘額

未逾期亦未減值 1,342,660 1,140,260

已減值 16,875 14,965

1,359,535 1,155,225

減：減值損失準備金

未逾期亦未減值 (45,146) (40,380)

已減值 (6,317) (5,451)

(51,463) (45,831)

淨餘額

未逾期亦未減值 1,297,514 1,099,880

已減值 10,558 9,514

1,308,072 1,10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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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辦公室及

其他設備 車輛 電子設備

租賃物業

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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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570 562 286 1,545 2,963

添置 18 623 60 — 701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588 1,185 346 1,545 3,664

添置 74 — 102 1,525 1,701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662 1,185 448 3,070 5,365

累計折舊：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243) (225) (118) (747) (1,333)

年度支出 (117) (206) (63) (309) (695)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360) (431) (181) (1,056) (2,028)

期間支出 (65) (118) (42) (282) (507)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425) (549) (223) (1,338) (2,535)

淨賬面值：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237 636 225 1,732 2,830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228 754 165 489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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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資產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應收款項 1,121 —

待攤費用 313 —

首次公開發售服務費 — 16,237

其他 247 685

1,681 16,922

首次公開發售服務費已在發行Ｈ股後自權益扣除。所有其他資產預期將於一年內收回

或確認為開支。

11 計息借款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附註）
— 無擔保 124,000 —

— 由關連方保證 — 175,000

124,000 175,000

附註：本公司所有銀行貸款均須符合與金融機構訂立的借款安排中常見之契約。倘本

公司違反契約，該等貸款將須按要求支付。本公司會定期監察該等契約之遵守

情況。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概無違

反任何與銀行貸款有關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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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有條件政府補助金（附註） — 13,000

應付首次公開發售服務費 — 4,475

營業稅金及附加及其他應付稅項 1,644 1,286

應付員工成本 781 1,147

應付利息 342 532

其他應付款項 2,010 1,358

4,777 21,798

附註：根據德清縣政府特別會議的會議記錄，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收到德清縣的有條

件政府補助金人民幣13.0百萬元，條件為本公司的H股須在二零一六年前在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成功上市。

13 遞延稅項資產

於期內，財務狀況表中已確認遞延稅項資產之組成部分及其變動如下：

遞延稅項資產源於：

減值損失

準備

應計員工

成本

有條件政府

補助金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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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9 112 — 6,131

計入損益 5,439 362 3,250 9,051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1,458 474 3,250 15,182

計入╱（扣自）損益

（附註5） (642) (151) (3,250) (4,043)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10,816 323 — 11,139

14 資本、儲備及股息

(a) 權益組合之變動

本公司於期初及期末的各權益部分的對賬載列於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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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股本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由有限責任公司轉為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一

五年一月十三日，本公司發行 300,000,000股普通股，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上市。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股本指本公司1,180,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

1元的普通股。

(c) 儲備之性質及用途

(i) 資本儲備 — 資本╱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主要由資本╱股份溢價組成，即本公司的實繳資本╱股份面值與注

資╱自發行本公司股份所收的所得款項之間的差額。

(ii) 盈餘儲備

盈餘儲備指法定盈餘儲備公積金。本公司須將其根據中國財政部（「財政部」）

頒佈的企業會計準則及其他相關規定釐定的淨利潤的 10%轉撥至法定盈餘儲

備公積金，直至儲備公積金餘額達到其註冊資本的50%。

在獲得於中國成立的實體的權益持有人批准的情況下，法定盈餘儲備可用於

抵銷累計虧損（如有），亦可轉換為資本，惟法定盈餘儲備結餘在該資本化後

不得低於註冊資本的25%。

於向法定盈餘儲備作出撥款後，本公司在經股東批准後，亦可將淨利潤撥至

任意盈餘儲備。待股東批准後，任意盈餘儲備可用於抵銷過往年度的虧損（如

有），並可轉換為資本。

(iii) 一般風險儲備

根據相關法規，本公司須從稅後利潤中提取部分金額作為一般儲備，金額為

風險資產總額期末結餘的 1.5%，以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前以該等資產抵

銷可能出現的虧損。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撥出任何一般儲

備。本公司董事決定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撥

出一般風險儲備，以符合相關法規。

(d) 可供分派儲備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可供分派予本公司權益

擁有人╱股東的儲備總額（按中國公司法的規定計算）分別為人民幣 70.7百萬元及

人民幣120.6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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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管理

(a) 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及負債

(i) 公允價值層級

下表呈列於報告期末按經常性基準計量的本公司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歸類

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公允價值計量」定義的三層公允價值層級。公允

價值計量歸類的層級經參考估值技術中使用的輸入值的可觀察性及重要性釐

定如下：

第一層估值： 以第一層輸入值計量公允價值，即同一資產或負債於計量日

在活躍市場的未調整報價。

第二層估值： 以第二層輸入值計量之公允價值，即未能符合第一層及不使

用不可觀察數據作重要輸入值的可觀察輸入值。不可觀察之

輸入值為並無市場數據可作參考之輸入值。

第三層估值： 使用不可觀察數據作重要輸入值計量之公允價值。

本公司有一支由財務經理帶領的團隊，對歸類為公允價值層級第三層的理財

產品進行估值。本公司透過貼現現金流量法或其他估值方法釐定理財產品的

公允價值。該團隊直接向財務總監報告。該團隊於各中期及年度報告日期編

製估值報告，連同公允價值計量變動之分析，並經由財務總監審閱及批准。

其每年兩次與財務總監及董事商討估值程序及結果，以在時間上配合報告日

期。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第三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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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第一層與第二層的工具之間並無轉

撥。於期內，第三層公允價值計量之結餘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期╱年初 — 150,000

購貨付款 — 520,470

銷售所得款項 — (670,470)

於期╱年末 — —

(b) 按公允價值以外者計量的金融資產和負債的公允價值

本公司以成本或攤銷成本入賬的金融工具賬面值，與其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允價值並無重大差異。

16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償付且並無於財務報表

撥備的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256,738 —

上述資本承擔指收購的投資承擔。

(b) 經營租賃承擔

根據不可撤銷的物業經營租賃應付的未來最低租賃款項總額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375 515

超過一年但於五年內 549 515

合計 924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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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為根據經營租賃租用多項物業的承租人。首段租賃期一般為一至三年，並

可於期末重新磋商所有條款。概無租賃包括或然租金。

17 重大關連方交易

(a) 與主要管理人員之間的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606 603

經營租賃費用（附註） 313 258

就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獲取保證 — —

解除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的保證 — (4,300)

附註：經營租賃費用乃就租賃本公司辦事處而向本公司董事長及其家庭支付。該

租賃乃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

(b) 與主要管理人員的結餘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資產 313 350

(c) 其他關連方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 1

向客戶額外提供的貸款及墊款 — 1,000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還款 — (1,000)

獲取銀行貸款保證 — 70,000

解除銀行貸款保證 (175,000) (70,000)

就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獲取保證 — 3,900

解除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的保證 — (6,100)

上文所載的所有交易於期內均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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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與其他關連方的結餘

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銀行貸款獲得的保證（附註） — 175,000

附註：有關保證乃由本公司關連方無償提供，並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三日到期。

18 報告期後未經調整事項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舉行股東大會並批准收購德清金匯小額貸款有限公

司之 96.9298%股權，最高代價為人民幣 256.738百萬元。該收購相關事項於二零一五年

七月已基本完成，但相關的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尚在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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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概覽

我們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進行業務。德清近

年經濟發展和增長強勁。按經濟、社會條件、環境及政府管理方面計躋身國

內綜合實力百強縣。若干高新技術、生物製藥及創新企業已選擇將德清作為

其總部或於德清開展業務，從而幫助促進了本地金融服務業的發展。此外，
德清已獲浙江省政府指定為「科技強縣」、「金融創新示範縣」以及「長三角金

融後台基地」。

浙江小額貸款行業內的競爭日趨激烈。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浙江的

小額貸款公司數目達到 344家。每家小額貸款公司的平均註冊資本由二零零

九年的約人民幣 137百萬元增加至二零一五年的約人民幣 205百萬元。每家小

額貸款公司的平均貸款餘額由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137.1百萬

元增加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254.46百萬元。

德清的小額貸款行業於過去五年亦快速增長。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德清有五家小額貸款公司。德清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餘額由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 316百萬元大幅增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

2,442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德清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餘額進

一步增加至3,000百萬元。年度貸款累計額也呈現顯著增長，由截至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621百萬元大幅增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的約人民幣2,926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又進一步增加

至約人民幣 2,999百萬元。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德清全部小額貸款公司的平均逾期比率分別為0.54%及0.59%。

除了小額貸款公司之間的競爭外，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金融公司和中介貸

款公司也透過提供具備獨有特點和優勢的貸款與小額貸款公司進行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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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概覽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按註冊資

本計，我們是浙江最大的持牌小額貸款公司。我們透過快速全面的貸款評估

及批准程序提供具有靈活期限的融資方案，致力為位於商業及農業活動蓬勃

的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的客戶服務。

我們的核心客戶主要包括從事農業業務的客戶、從事農村發展活動的客戶及

╱或於農村地區居住的客戶（「三農」）以及從事各種行業的中小企業（「中小企

業」）及微型企業。

由於我們之資本基礎增加及客戶的融資需求強勁，故我們的總貸款餘額由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人民幣 1,155.2百萬元上升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之人民幣 1,359.5百萬元。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之註冊資本、向客戶提

供的貸款及墊款的未收回總額及槓桿比率：

項目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註冊資本（人民幣千元） 1,180,000 880,000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的

未收回總額（人民幣千元） 1,359,535 1,155,225
槓桿比率 (1) 1.15 1.31

附註：

(1) 指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的未收回總餘額除以註冊資本。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我們貸款的

平均利率均為 15.6%。我們的平均利率於上述期間未發生變動，主要由於我

們於二零一五年繼續為具備較強還款能力的客戶提供服務（而我們向彼等收

取較低利率）。

我們主要服務德清中小企業及微型企業、以及從事農業、工業及服務業的人

士。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我們分

別為超過460名及490名客戶提供服務。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貸

款合約中分別有51.7%及53%的貸款金額最多為人民幣1.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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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授出

的貸款總額分別為人民幣1,219.3百萬元及人民幣1,398.9百萬元。

按擔保方式劃分的貸款組合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按擔保方式劃分的貸款組合：

項目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信用貸款 (1) 1,240 0.1 450 0.0
保證貸款 1,281,410 94.2 1,098,330 95.1
抵押貸款 75,885 5.6 55,445 4.8
質押貸款 1,000 0.1 1,000 0.1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

墊款的未收回總額合計 1,359,535 100.0 1,155,225 100.0

附註：

(1) 我們的信用貸款一般為小額短期貸款，並於信用評估過程中評估貸款所涉及的風險後

授予具備良好信貸記錄的客戶。

我們採納貸款分類法管理我們的貸款組合的信用風險。我們參考中國人民銀

行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日頒布的《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指引》所載列的「五

級分類原則」將我們的貸款分類。

下表載列於所示日期我們按類別劃分的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的未收回總

額合計明細：

項目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正常 1,167,660 85.9 961,260 83.2
關注 175,000 12.9 179,000 15.5
次級 15,900 1.2 14,420 1.2
可疑 500 0.0 370 0.1
損失 475 0.0 175 0.0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

墊款的未收回總額合計 1,359,535 100.0 1,155,22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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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正常」及「關注」的貸款而言，由於並無逾期或減值，我們主要基於以下因

素進行組合評估，包括當前整體市場及行業條件以及過往的減值比率。至於

就「次級」、「可疑」及「損失」貸款，減值損失根據於資產負債表日產生的預期

損失評估按適用情況經個別評估。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或年度的主要營運數據︰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減值貸款比率 (1) 1.2% 1.3%
減值貸款餘額 16,875 14,965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的未收回總額 1,359,535 1,155,225

撥備覆蓋率 (2) 305% 306.3%
減值損失撥備 (3) 51,463 45,831
減值貸款餘額 16,875 14,965
減值損失準備率 (4) 3.8% 4.0%

逾期貸款餘額 1,275 545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的未收回總額 1,359,535 1,155,225
逾期貸款率 (5) 0.09% 0.05%

附註：

(1) 指減值貸款餘額除以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的未收回總餘額。減值貸款比率顯示我

們的貸款組合質素。

(2) 指所有貸款的減值損失撥備除以減值貸款餘額。所有貸款的減值損失撥備包括就經組

合評估的貸款計提的撥備及就經個別評估的減值貸款計提的撥備。撥備覆蓋率顯示我

們就彌補貸款組合的可能虧損所撥出的撥備水平。

(3) 減值損失撥備反映管理層對我們的貸款組合的可能虧損所作的估計。

(4) 指減值損失撥備除以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的未收回總餘額。減值損失準備率量度

撥備的累計水平。

(5) 指逾期貸款除以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的未收回總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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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減值貸款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 15.0百萬元增至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 16.9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向客戶提供

的貸款及墊款的未收回總額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

1,155.2百萬元增加至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 1,359.5百萬元，而

我們繼續專注於為具備較強還款能力的客戶提供服務。由於我們的減值貸款

餘額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增長率略大於

減值損失撥備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增長

率，我們的撥備覆蓋率（顯示我們就彌補貸款組合的可能虧損所撥出的撥備

水平）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306.3%略減至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

十日的305%。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或年度按擔保方式劃分的逾期貸款明細︰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信用貸款 0.0 0.0
保證貸款 100 0.0
抵押貸款 1,175 545
質押貸款 0.0 0.0

逾期貸款總額 1,275 545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我們的逾期貸款分

別為人民幣 0.5百萬元及人民幣1.3百萬元，佔同日我們總貸款餘額的0.05%及

0.09%。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逾期貸款人民幣 545,000元中，有人

民幣 70,000元已於二零一五年一月收回。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逾期貸

款人民幣1,275,000元中，有人民幣600,000元已於二零一五年七月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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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覽

淨利息收入

我們自我們向客戶提供的貸款以及我們的銀行及非銀行機構現金存款產生利

息收入。我們的淨利息收入經扣除利息及佣金開支。我們的利息開支來自銀

行及其他借款（主要用於擴展我們的業務及應付營運資金需要）以及銀行收

費。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年度按來源劃分的淨利息收入明細：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以下項目的利息收入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 100,025 71,049
銀行存款 1,028 194
應收非銀行機構款項 112 —

利息收入總額 101,165 71,243

來自以下項目的利息及佣金開支

銀行借款 6,602 5,541
非銀行機構借款 — 99
銀行收費 47 22

利息及佣金開支總額 6,649 5,662

淨利息收入 94,516 65,581

我們來自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的利息收入主要受到我們的貸款組合規

模，以及我們就向客戶提供的貸款收取的平均利率所影響。於報告期間，我

們的貸款餘額增加，整體與我們的資本基礎規模相符，而資本基礎規模乃受

我們的註冊資本和銀行借款的規模影響。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我們的總貸款餘額分別為人民幣 1,064.5百萬元及人民

幣 1,359.5百萬元，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止，我們的貸款平均利率均為 15.6%。於報告期間，我們的平均利率未發生

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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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利

息及佣金開支（包括銀行及非銀行機構的借款利息以及銀行收費）分別為人民

幣 5.7百萬元及人民幣 6.6百萬元。我們的利息開支主要受銀行借款的平均結

餘和銀行借款利率影響，而這些借款主要用作擴充我們的貸款業務。我們的

利息開支變動主要反映我們的銀行借款水平。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除銀行借款外，我們亦支付來自由湖州市小額貸款協會管理的基金

池的其他借款利息人民幣9.9萬元。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銀行收費總額分別為人民幣 2.2萬元及人民幣 4.7萬
元。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淨

利息收入分別為人民幣65.6百萬元及人民幣94.5百萬元。

其他收益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其他

收益分別為人民幣 19.8百萬元及人民幣 19.7百萬元。我們的其他收益主要為

政府補助金。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政府補助金分別為人民幣19.7百萬元及人民幣13.5百萬元。

減值損失

減值損失包括我們就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作出的撥備。我們定期審閱我

們的貸款及墊款組合，以評估是否存在任何減值損失，以及倘出現任何減值

跡象，則評估有關減值損失的金額。管理層會定期審閱用於估計未來現金流

量的方法及假設，以減低估計損失與實際損失之間的任何差額。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減

值損失分別為人民幣16.1百萬元及人民幣5.6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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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我們的行政開支主要包括： (i)營業稅金及附加； (ii)員工成本，例如向僱員支

付的薪金、獎金及津貼、設備保險及其他福利； (iii)辦公開支及差旅費； (iv)
經營租賃費用； (v)折舊及攤銷開支； (vi)顧問及專業服務費用；及 (vii)其他
開支，包括業務服務費、業務發展費用、廣告費用以及雜項開支，例如印花

稅、培訓費用及勞動保護費。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年度按性質劃分的行政開

支組成部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項目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稅金及附加 5,599 3,988
員工成本 3,805 1,421
辦公開支及差旅費 2,978 672
經營租賃費用 325 258
折舊及攤銷開支 507 328
顧問及專業服務費用 2,990 305
業務發展費用 550 141
廣告費用 2,108 62
其他 2,527 805

行政開支總額 21,389 7,980

我們的營業稅金及附加主要包括： (i)營業稅； (ii)城市維護建設稅；及 (iii)教
育費附加。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我們的營業稅金及附加分別為人民幣 4.0百萬元及人民幣 5.6百萬元，分

別佔我們的行政開支總額的50.0%及26.2%。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營業稅分別為人民幣3.6百萬元及人

民幣5.0百萬元，分別佔我們的營業稅金及附加總額的89.3%及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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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員

工成本佔行政開支總額的17.8%及17.8%。除基本薪金外，自二零一二年起，
我們亦提供績效花紅以激勵客戶經理。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分別向我們的僱員支付人民幣0.1百萬元及人

民幣0.1百萬元的績效花紅，分別佔我們同期利息收入的0.1%及0.1%。

所得稅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所

得稅分別為人民幣 15.4百萬元及人民幣 22.2百萬元，而我們的實際稅率分別

為25.0%及25.4%。

期間利潤

由於上文所述，我們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分別獲得期間利潤人民幣46.0百萬元及人民幣65.0百萬元。

流動資金和資本資源

本公司H股（「H股」）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三日（「上市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而本公司進行提呈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約

為338.4百萬港元（經扣除包銷費用及相關開支後）。

我們過往主要以本公司股東（「股東」）的權益投資、銀行借款及經營所得現金

流就營運資金及其他資本要求提供資金。我們的流動資金及資本要求主要與

授出貸款及其他營運資金需要有關。我們定期監察我們的現金流量及現金結

餘，並致力維持既符合營運資本需要又能使業務規模及擴展處於穩健水平的

最佳流動資金。除我們向商業銀行取得的正常銀行借款及如資產性融資等潛

在債務融資計劃外，我們預期於短期內不會有任何重大外部債務融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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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金管理

經營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我們自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主要包括我們授予客戶的貸款之利息收入。我們

的經營活動所用現金主要包括我們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及多種稅項。

我們將股東的權益投資及銀行借款入賬為自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我們會將

該等現金用作授予客戶的新貸款，並將該等現金分類為經營活動所用現金，
故此我們一般入賬為經營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由於我們的業務屬於放貸性

質，以及有關調配現金的會計處理方法乃入賬為營運現金流出，因此我們於

擴充貸款業務時，我們一般會因有關會計處理方法而自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流

出淨額，其一般與行業慣例一致。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129.5百
萬元。我們的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淨額反映： (i)我們的稅前利潤為人民幣

87.2百萬元（經就非現金及非經營項目作調整），主要包括減值損失人民幣 5.6
百萬元及利息及佣金開支人民幣 6.6百萬元； (ii)營運資金變動影響，主要包

括由於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上市募集資金而擴大業務規模，導致向客戶提

供的貸款及墊款增加人民幣 204.3百萬元，以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人民幣 16.9
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錄得政府補助金人民幣 13.0百萬

元已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轉入其他收益；及 (iii)已付所得稅人民幣 10.6百萬

元。

投資活動（所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為人

民幣1.4百萬元。我們的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主要包括 (i)支付租賃費及裝修

款人民幣1.2百萬元，及 (ii)支付購買設備款人民幣0.2百萬元。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我們的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主要包括來自權益投資的所得款項。我們用於融

資活動的現金包括： (i)借款還款； (ii)已付利息；及 (iii)支付與上市有關的專

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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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為人

民幣 225.9百萬元。我們的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由權益投資人民幣

307.6百萬元，部分被： (i)借款還款人民幣51.0百萬元； (ii)就其他融資活動支

付的現金（為與上市有關的專業費用）人民幣 23.9百萬元； (iii)已付利息人民

幣6.8百萬元。

現金管理

由於我們的業務主要倚賴可動用現金，因此我們通常保留充足的現金以應付

一般營運資金需要，例如行政開支和支付銀行借款利息，並且將幾乎所有剩

餘現金用於向客戶授出貸款。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

月三十日，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總額分別為人民幣 24.5百萬元及人民幣 119.5百
萬元，根據我們的實際營運資金需要，我們認為該等金額已屬足夠。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主要包括我們的手頭現金及銀行存款。下表載列我們於所

示日期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項目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手頭現金 1 —

銀行存款 119,462 24,48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9,463 24,488

我們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 24.5百萬元

增加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119.5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擬於二零

一五年七月支付收購德清金匯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款項而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

十日保留較多現金和現金等價物餘額。

應收利息

我們的應收利息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9.8百萬元增至二零一

五年六月三十日的人民幣 10.0百萬元，主要與我們的貸款餘額增長相符，而

貸款餘額增長則主要由於我們的業務規模及資本基礎擴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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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

我們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反映我們的貸款組合的結餘總額。下表載列我

們於所示日期按客戶類型劃分的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總額：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企業貸款 690,850 699,580
個人貸款 668,685 455,645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總額 1,359,535 1,155,225

減值損失準備
—組合 (45,146) (40,380)
—個別 (6,317) (5,451)

減值損失準備總額 (51,463) (45,831)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淨額 1,308,072 1,109,39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我們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淨額為人民幣

1,308.1百萬元，主要由於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三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募

集資金，並用作向客戶授出貸款。

我們專注提供短期貸款以盡量減低我們所面對的風險，因此我們向客戶提供

之絕大部分貸款及墊款的期限少於一年。

我們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逾期貸款分別

為人民幣 0.5百萬元及人民幣 1.3百萬元，分別佔我們於同日向客戶提供的貸

款及墊款總額的0.05%及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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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按擔保方式劃分的貸款組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信用貸款 (1) 1,240 450
保證貸款 1,281,410 1,098,330
抵押貸款 75,885 55,445
質押貸款 1,000 1,000

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總額 1,359,535 1,155,225

附註：

(1) 我們的信用貸款一般為小額短期貸款，並授予於信用評估程序中評估貸款涉及的風險

時被評估為擁有良好信用記錄的客戶。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我們的大部

分貸款為保證貸款。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我們的保證貸款分別佔我們向客戶提供的貸款及墊款總額的 95.1%及

94.2%。

當期稅項負債

我們的當期稅項負債指我們的所得稅應付款，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分別為人民幣9.7百萬元及人民幣17.3百萬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償付且並無於財務

報表撥備的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256,738 —

上述資本承擔指收購的投資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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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所示日期的若干主要財務比率：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十二個月

加權平均權益回報 10.6%(2) 11.0%
平均資產回報 (1) 9.9%(2) 9.6%

附註：

(1) 指期間╱年度利潤除以期╱年初及期╱年末總資產的平均餘額

(2) 透過將實際數字除6再乘以12以年度化計算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負債比率 0.35% 15.50%

附註：

(1) 指於期末之總計息借款減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再除以總權益。

我們的加權平均權益回報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11.0%
減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0.6%，主要因我們於二零一五年一

月十三日在聯交所主板上市，募集資金而令我們的資本基礎增加。於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的平均資產回報上升，而該上升乃主要

由於我們的業務及利潤持續增長。

我們的資產負債比率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15.50%減至二零一

五年六月三十日的 0.35%，主要因我們擬於二零一五年七月支付收購德清金

匯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款項而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保留較多現金和現金等

價物餘額；同時上市募集資金令我們的資本基礎增加。

關連方交易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我們向執行董事兼董事長俞寅先生租

用一項物業，支付租金人民幣 51.5萬元；我們向俞寅先生的妹妹租用一項物

業，支付租金人民幣 11萬元。該等關連方交易構成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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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之持續關連交易，並獲全面豁免遵守股東批准、年度

審閱及所有披露之規定。

董事確認此等租賃乃按公平原則進行且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

整體利益。

債務

借款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日期的未償還借款：

項目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款 124,000 175,000

借款總額 124,000 175,000

我們的銀行借款系我們擴充業務所需借款。

資產負債表外安排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概無訂立任何資產負債表外安排。

僱用及酬金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僱用 39名僱員。僱員薪酬已根據中國有關

政策支付。本公司按實際常規支付適當薪金及花紅。其他相應福利包括退休

金、失業保險及房屋津貼等。

前景

隨著中國小額貸款公司協會於二零一五年一月成立，中國小額貸款公司協會

所扮演的貸款中介人角色日漸受到相關機關認同，而小額貸款行業預期將會

在監管方面整體受惠。就我們的市場而言，德清在經濟、社會狀況、環境及

政府管理方面均位居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多家高科技、生物醫藥及創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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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均選擇以德清為基地或於德清進行業務，有助培育地方金融服務業。此

外，德清已獲浙江省政府指定為「科技強縣」、「金融創新示範縣」及「長三角

金融後台基地」。因此，我們預期德清將繼續經歷穩定經濟增長，並將為我

們帶來相對有利的市場環境。我們會利用經擴大的資本基礎繼續引入創新貸

款及相關產品、加大我們的市場滲透及加強我們的競爭優勢，從以增加我們

的市場份額。

隨著我們於聯交所成功上市，公司的資本規模得到進一步擴充，根據我們於

2014年 3月獲得的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的批准，我們於上市後可

由德清縣擴大至湖州市範圍內開展業務。我們計劃擴張我們在湖州市其他地

區的貸款業務，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我們計劃通過服務湖州以外的客戶或

者在取得監管批准後通過策略性收購其他小額貸款公司或財務機構以擴大我

們的業務地理覆蓋範圍，並於未來三至五年逐步擴充至浙江其他主要城市，
如杭州市及嘉興市，進而將我們的業務拓展到杭嘉湖乃至長三角地區。

同時，我們計劃繼續擴充和鞏固德清縣的業務，通過在德清縣內鄉鎮逐步設

立分支機構，拓寬營銷渠道，進一步增加三農客戶的市場滲透率。我們於二

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與德清金匯小額貸款有限公司簽訂買賣協議，擬以最高

代價人民幣256.738百萬元收購該目標公司96.9298%的股權。

除了我們的線下貸款業務以外，為了搶佔互聯網金融業務市場，我們積極開

拓線上業務，進而擴大我們的經營渠道。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於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已批准本公司與小微電商網貸平台合作（「該合作」），
使本公司可以在不超過貸款總規模 30%的範圍內，向經營生活品、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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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用品、工業品的網上零售商提供單戶合計不超過人民幣 500,000元的貸

款，且相關年化利率不超過 15%。董事會認為，該合作標誌著本公司的積極

發展，並正式開始進入互聯網金融業務。此等業務範圍的擴大使本公司的收

入渠道多樣化，打通了向全國的網上零售商提供貸款服務的渠道，突破目前

業務網絡局限於湖州的限制，減少本公司對該市場的依賴。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及公開保障其股東權益。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董事會已採納上巿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本公司H股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三日在聯交

所上市。於自上市日期以來整段期間內，本公司已完全遵守守則條文。

丁茂國先生（「丁先生」）為進一步發展個人事業而自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起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財務總監（「財務總監」）職務。丁先生先前作為財務

總監之職責將由本公司首席財務執行官胡芳芳女士履行。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易

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會成員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確認其自上市日期

起已遵守標準守則訂明的相關準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H股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三日於聯交所上市（「上市」）。自上市日期至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股息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三日於聯交所上市。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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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件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舉行股東大會並批准收購德清金匯小額貸

款有限公司的 96.9298%股權，最高代價為人民幣256.738百萬元。目前，該買

賣協議生效之先決條件已全部達成，惟相關的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尚在辦理

中。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召開的股東大會上通過轉制為外商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之特別決議案。目前，該轉制已獲浙江省商務廳及浙江省金融工作

辦公室批准，惟相關的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尚在辦理中。

審計委員會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已審閱中期業績。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刊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 w ww . h k e x n e w s . h k )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 zlkcxd.cn)。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全部資料之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並於該等網站可供查

閱。

承董事會命

佐力科創小額貸款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俞寅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俞寅先生、鄭學根先生及胡海峰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潘忠敏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育明先生、金雪軍先生及黃廉熙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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