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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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的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責任。

VCREDIT Holdings Limited
維 信 金 科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以存續方式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03）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維信金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內」）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變動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總收入 1,860.2 1,270.6 46.4%
利息類收入 1,152.6 1,569.8 -26.6%
減：利息支出 (395.9) (514.0) -23.0%
貸款撮合服務費 572.9 57.2 901.9%
其他收入 530.6 157.6 236.7%
經營利潤 57.4 76.4 -24.9%
淨利潤╱（虧損） 6.2 (1,010.4) —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經營利潤(1) 244.0 185.1 31.8%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2) 192.8 95.6 101.6%

附註：

(1)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經營利潤定義為期內經營利潤加回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費用及上市
費用。詳情請參閱「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一節。

(2)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定義為期內利潤加回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的公允價值虧損及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費用。詳情請參閱「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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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過去十年，我們已發展為中國消費金融行業最前沿的領先獨立企業。我們專注於可
訪問性及包容性，並通過應用專有的信用風險評估和管理技術，在向未能於傳統金
融機構服務得到充分服務的借款人提供服務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移動互聯網發展
起飛，隨之令大數據湧現，亦促成我們轉變為提供無與倫比用戶體驗的純線上消費
金融供應商。我們的基本理念是：技術、數據分析及移動互聯網的融合是未來中國
消費金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近年來政府法規增加對中國消費金融業造成週期衝擊，促使許多該行業參與者實現
商業模式合法化。儘管該等監管變動為我們的業務帶來短暫挑戰（例如收緊流動資金
和資產質素波動等），我們仍能夠經受該等新規的考驗，原因在於我們與持牌金融機
構有長期夥伴關係，整體集團架構及業務策略與眾多競爭對手不同。於近期該等事
件中獲得的經驗證實了我們的堅持，即機構資金對我們業務的完整性及可持續性至
關重要。我們將通過加強風險共擔合作，繼續培養及促進與志同道合金融機構的更
多合作，進一步加強與現有融資夥伴（部分為長期合作夥伴）的關係，以實現互利共贏。

隨著中國技術進步及若干關鍵領域技術日益領先，我們的消費者外展能力規模亦呈
指數性擴張。我們鼓勵人才不斷突破這些界限，進一步創新及設定技術發展曲線，
使我們的業務及營運受益以及更重要的是改善為客戶提供的系列產品及服務。革命
性的先進信用評分系統使我們能夠根據用戶的獨特背景及需求為每位用戶精準定制
體驗，通過可持續及可擴展融資模式，將每個借款人狀況的多維度因素與我們的持
牌機構資金夥伴配對，這是我們業務及其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我們亦成為多個資金合作方的風險管理系統SaaS（軟件即服務）供應商。使用應用程
式編程接口將蜂鳥系統不同的引擎（評分卡、防欺詐等）連接SaaS客戶資訊科技系統，
讓他們可提升風險管理及合規能力。有關合作強化和深化我們與現有資金合作方的
合作和關係，使我們與資金合作方一起更好服務客戶。



– 3 –

業務摘要

我們的業務強勁增長，並於期內成功蛻變為純線上消費金融業務。

隨著高度自動化及智能信用及風險管理系統不斷完善，我們的產品不斷蓬勃發展，
同時已部署新設立的目標客戶獲取算法，以擴展客戶可達性及提高效率，使我們獲
取更多客戶及提高國民認可度。

通過技術進步及開放平台方式和資金合作方，我們相信已成功改善消費者融資範圍、
效率及質量，並擴大信貸准入的包容性。自2019年初以來，我們與15家新的機構合作
方建立互利合作關係，包括與一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達成戰略協議，旨在擴大
智能消費金融生態系統。同時，我們與現有的30家持牌機構資金合作方維持合作關係。
此外，我們開始與第三方擔保機構建立戰略合作協議，使我們在與持牌金融機構合
作時具有更大靈活性，證明我們在市場中的放款及風險管理能力。

於2019年首六個月，我們與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信」）合作，擴大向客戶
提供分期付款借貸產品種類，主要推動了期內貸款實現量增加到人民幣468.2百萬元 
（2018年全年人民幣150.0百萬元）。

通過與中國電信合作，我們為25個省228個城市中需要手機但缺乏購買手機的融資能
力的客戶提供服務。

2019年6月，我們與成都金融夢工場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成都金融夢工場」）開始戰略
投資，據此，我們與成都金融夢工場將於中國成都設立維信金科交子數字科技有限
公司（「維信金科交子」）。成都金融夢工場是首家在成都市委、市政府及中國人民銀
行成都分行支持下成立，是服務於中小微金融企業的金融技術創新空間。維信金科
交子以市場為導向，提供增強該等機構風險防範及人工智能能力的金融服務技術，
專門為傳統金融機構服務。我們的金融科技產品提供結合數據集成、第三方數據整合、
機器學習、商業智能分析及模式建構的多合一解決方案。與我們合作的金融機構通
過使用我們技術獲得具洞察力的財務資料（信用評分、風險控制報告等）後，可減低
客戶獲取成本及改善中小企貸款、客戶信貸及農業相關貸款業務的經營效率。維信
金科交子將幫助構建，亦將成為金融技術生態系統的一部分，促進西部金融中心的
快速優質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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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增強我們的資本化並擴大機構化融資來源，以及為業務及營運提供資金，
我們於2019年6月成功展開及完成發行100百萬美元11.0%的2021年到期優先票據。

營運摘要

產品及服務

我們主要透過純粹的線上貸款發放流程提供兩大信貸產品：(1)信用卡餘額代償產品，
及(2)消費信貸產品，該等產品均為分期付款。期內，信貸產品的平均期限約為9個月，
平均貸款規模約為人民幣7,796元，平均年利率(1)約為24.4%。

我們的信用卡餘額代償產品允許信用卡持有人將其信用卡未結餘額向我們的信貸產
品進行結轉，滿足彼等的短期流動資金管理需求。我們的消費信貸產品為消費者提
供針對特定應用場景量身定制的各種分期信貸解決方案。信用卡餘額代償產品及消
費信貸產品均完全透過使用我們自主研發的蜂鳥系統的自動化程序實現及進行線上
評估。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按產品系列劃分的貸款交易數目及貸款實現量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交易數目 千宗 % 千宗 %

信用卡餘額代償產品 592 32.1% 376 35.1%
消費信貸產品 1,255 67.9% 681 63.5%
線上至線下信貸產品 — — 15 1.4%    

總計 1,847 100.0% 1,072 100.0%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貸款實現量
人民幣
百萬元 %

人民幣
百萬元 %

信用卡餘額代償產品 6,663.7 46.3% 6,136.3 63.7%
消費信貸產品 7,739.2 53.7% 1,663.4 17.3%
線上至線下信貸產品 — — 1,826.8 19.0%    

總計 14,402.9 100.0% 9,626.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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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平均年利率界定為借款年化利率，按借款人於適用期間內平均每月還款除以起始貸款實現金額
然後乘以12計算。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按融資模式劃分的貸款實現量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貸款實現量
人民幣
百萬元 %

人民幣
百萬元 %

直接貸款 215.4 1.5% 894.7 9.3%
信託貸款 5,056.9 35.1% 6,335.7 65.8%
信用增級貸款撮合 7,757.5 53.9% 2,319.0 24.1%
純貸款撮合 1,373.1 9.5% 77.1 0.8%    

總計 14,402.9 100.0% 9,626.5 100.0%    

我們所實現的全部貸款中，使用攤銷計劃計算的未償還貸款本金界定為授予客戶之
貸款未結餘額。下表列載於所示日期按產品線劃分的授予客戶之貸款未結餘額明細。

於2019年6月30日 於2018年12月31日  

授予客戶之貸款未結餘額
人民幣
百萬元 %

人民幣
百萬元 %

信用卡餘額代償產品 6,400.8 40.6% 6,881.5 49.9%
消費信貸產品 6,496.5 41.2% 2,629.4 19.0%
線上至線下信貸產品 2,875.8 18.2% 4,285.5 31.1%    

總計 15,773.1 100.0% 13,796.4 100.0%    

資產質量

我們不時更新客戶劃分方法，以根據當時市場環境制定更有效的風險定價及更謹慎
的信貸限額分配。此外，我們採用同業先進的方法，包括近期採用客戶層面、賬戶
層面的風險監控及決策制度。由於期內尚未償還的平均結餘總額約為人民幣14,784.8
百萬元相對穩定，故期內我們三個月以上逾期率相對平穩。在貸款量增加的前提下，
近年的累積生命週期信貸虧損均達到預期水平，證明我們最新信貸政策有效。整體
首次付款逾期率於期內最近一季略微增長，徘徊於2.0%水平，與我們最新產品策略（即
較多採用短期產品組合，其首次付款逾期率更高）一致。若不計及短期產品，2018年
最後一季及2019年第一及第二季的首次付款逾期率則遠低於2.0%。基於目前的增長
速度，我們相信整體首次付款逾期率將可一直維持在約2.0%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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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第三季

2017年
第四季

2018年
第一季

2018年
第二季

2018年
第三季

2018年
第四季

2019年
第一季

2019年
第二季

首次付款逾期率(1) 1.8% 3.1% 1.5% 1.6% 1.7% 1.6% 1.7% 2.1%
一至三個月逾期率(2) 1.7% 2.4% 6.2% 4.5% 3.7% 3.5% 3.9% 3.6%
三個月+逾期率(3) 2.8% 3.0% 4.8% 7.7% 6.2% 5.0% 5.0% 4.7%

附註：

(1) 首次付款逾期率界定為我們於適用期間所實現且在其首次付款到期日逾期的貸款本金未結總額
除以該期間實現的總貸款金額。

(2) 一至三個月逾期率乃按(i)逾期不超過3個月的貸款未結餘額除以(ii)授予客戶之貸款未結總額計算。

(3) 三個月+逾期率乃按(i)逾期超過3個月且尚未撇銷的貸款未結餘額除以(ii)授予客戶之貸款未結總
額計算。

下圖載列我們最新的按產品集合劃分的基於特定貸款集合的三個月以上逾期率(1)。

線上信貸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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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至線下信貸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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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基於特定貸款集合的三個月以上逾期率界定為(i)某年度所有貸款的本金總額拖欠超過3個月，減(ii)

已收回逾期本金總額，再除以(iii)該年度所有貸款的最初本金總額。

展望及策略

我們將致力進一步建設並拓展我們的線上消費金融業務及我們供應的產品，為我們
的借款人、資金合作方及業務合作方提供更佳服務，以至為股東創造價值。因此，向
前邁進之時，我們擬實施下列策略，以維持我們領先的市場地位：

‧ 進一步發展我們風險定價技術的能力

‧ 通過加強定制產品提供來擴大我們的借款人群體

‧ 增加我們對現有借款人的價值開發

‧ 繼續投資研發以提高我們的風險管理能力

‧ 繼續為客戶服務部門及催收部門開發人工智能平台，最終使我們的程序標準化

‧ 於多變的監管環境下增強合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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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總收入

我們的總收入包括(i)淨利息類收入，(ii)貸款撮合服務費，及(iii)其他收入。我們的總
收入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70.6百萬元增加46.4%至截至2019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860.2百萬元，主要由於透過信用增級貸款撮合模式取得的貸
款實現量增加。

淨利息類收入

我們的淨利息類收入包括(i)利息類收入及(ii)利息支出。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的
淨利息類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淨利息類收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類收入 1,152,633 1,569,770
減：利息支出 (395,939) (513,956)  

總計 756,694 1,055,814  

期內，我們錄得利息類收入人民幣1,152.6百萬元，源於直接貸款及信託貸款架構下授
予客戶之貸款未結餘額。與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569.8百萬元比較，
利息類收入減少，主要是由於向信用增級貸款撮合融資模式的轉變。於2019年6月30
日，資產負債表內貸款未結餘額為人民幣7,749.5百萬元，較2018年6月30日的人民幣
9,308.3百萬元減少16.7%。資產負債表內貸款的未結餘額減少，主要由於：(i)發展重
點由直接及信託貸款模式轉向信用增級貸款撮合模式；及(ii)我們轉變為純粹的線上
業務後，平均貸款年期有所縮短。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利息支出人民幣395.9
百萬元，較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14.0百萬元減少23.0%。利息支出減
少主要由於期內的平均借款結餘減少。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我們以絕對金額列示按產品系列劃分的利息類收入明細及該等
產品系列佔我們總利息類收入的百分比。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利息類收入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信用卡餘額代償產品 387,034 33.6% 574,536 36.6%
消費信貸產品 443,774 38.5% 427,948 27.3%
線上至線下信貸產品 321,825 27.9% 567,286 36.1%    

總計 1,152,633 100.0% 1,569,77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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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撮合服務費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貸款撮合服務費人民幣572.9百萬元，較截至2018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7.2百萬元增加901.9%。貸款撮合服務費增加主要由通過信用
增級貸款撮合模式實現的貸款量大幅增長所帶動。通過信用增級貸款撮合模式實現
的貸款量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為人民幣7,757.5百萬元，較截至2018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319.0百萬元增加234.5%。下表載列所示期間我們的信用增級貸
款撮合模式及我們的純貸款撮合模式的貸款撮合服務費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貸款撮合服務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信用增級貸款撮合模式 516,834 55,189
純貸款撮合模式 56,031 1,991  

總計 572,865 57,180  

期內，前期貸款撮合服務費為人民幣535.0百萬元，較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同期的人
民幣40.8百萬元增加人民幣494.2百萬元。下表載列所示期間我們的貸款撮合服務費分
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貸款撮合服務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前期貸款撮合服務費 534,996 40,848
貸款撮合後服務費 37,869 16,332  

總計 572,865 5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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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人民幣530.6百萬元，較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的人民幣157.6百萬元增加236.7%。其他收入增加主要由於我們增加與業務合作
夥伴的合作及提供交叉銷售機會，導致轉介費增加。下表載列所示期間我們的其他
收入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其他收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會員費及轉介費 500,525 70,128
罰金及服務費 125,094 113,601
擔保虧損 (116,192) (73,163)
其他 21,233 47,025  

總計 530,660 157,591  

開支

實現及服務費用

我們的實現及服務費用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93.2百萬元減少5.9%
至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76.0百萬元，由於(i)2018年下半年出售線上
至線下業務平台，僱員福利費用大幅減少；及(ii)通過增加整體貸款實現量以擴大客
戶基礎，期內貸款實現及服務費用有所增加。

銷售及營銷費用

我們的銷售及營銷費用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02.0百萬元減少55.5%
至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5.4百萬元，主要由於物色借款人的精準營
銷策略有助於提高效率及減輕成本。

一般及行政費用

我們的一般及行政費用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85.9百萬元增加47.4%
至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74.0百萬元，主要由於員工相關開支增加，
包括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人民幣186.6百萬元，而截
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開支則為人民幣58.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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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開發費用

我們的研究及開發費用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3.5百萬元增加22.5%
至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1.1百萬元，主要由於僱員福利費用增加。

經營利潤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經營利潤為人民幣57.4百萬元，而截至2018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為人民幣76.4百萬元，主要是由於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增加。

淨利潤╱（虧損）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淨利潤為人民幣6.2百萬元，而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的淨虧損為人民幣1,010.4百萬元，主要是由於2019年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的公允
價值虧損不再增加。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經營利潤

我們的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經營利潤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85.1百萬元增加31.8%至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44.0百萬元，主要由於
我們持續推進營運的科技應用及改進，令增長策略見效及精簡業務。因此，我們的
業務於所有方面均成功實現更高營運效率。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

我們的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由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95.6百萬元增加101.6%至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92.8百萬元，與我們的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經營利潤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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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為補充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呈列的歷史財務資料，我們亦
使用並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按其呈列的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經營利潤
及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作為附加財務計量指標。我們認為此等非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計量指標有助透過消除管理層認為對我們經營業績不具指示性的項目
的潛在影響，對比不同期間及不同公司的經營業績。我們認為，該等計量指標為投
資者及其他人士提供有用信息，使彼等與我們管理層採用同樣方式了解並評估我們
的綜合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未來不時可能出現於本公司審閱財務業績時將可能免
除的其他項目。我們所呈列的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經營利潤及非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未必可與其他公司所呈列類似名義的計量指標相比。該等非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指標用作分析工具存在局限性， 閣下不應將其視為獨立於或可
替代我們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呈報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的分析。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利潤 57,363 76,372
加：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 186,606 58,825
上市費用 — 49,870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經營利潤 243,969 185,067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經營利潤率(1) 13.1% 14.6%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淨利潤╱（虧損） 6,174 (1,010,373)
加：
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的公允價值虧損 — 1,047,156
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 186,606 58,825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 192,780 95,608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率(2) 10.4% 7.5%  

附註：

(1)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經營利潤率按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經營利潤除以總收入計算。

(2)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率按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除以總收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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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客戶貸款

我們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客戶貸款由2018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8,863.2
百萬元減少18.7%至2019年6月30日的人民幣7,203.3百萬元，主要是由於融資模式變動
所致。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客戶貸款主要指由我們透過信託貸款及
直接貸款架構發放的貸款總餘額。

於2019年6月30日 於2018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
動計入損益的客戶貸款
信用卡餘額代償產品 1,661,587 23.1% 2,670,922 30.1%
消費信貸產品 3,028,645 42.0% 2,202,984 24.9%
線上至線下信貸產品 2,513,077 34.9% 3,989,340 45.0%    

總計 7,203,309 100.0% 8,863,246 100.0%    

合約資產

由於信用增級及純貸款撮合融資模式的發展，我們的合約資產由2018年12月31日的人
民幣154.1百萬元大幅增加241.3%至2019年6月30日的人民幣526.0百萬元。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合約資產 601,050 174,039
減：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75,030) (19,896)  

合約資產淨額 526,020 15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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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應收款項及擔保負債

擔保應收款項由2018年6月30日的人民幣162.8百萬元增加178.1%至2019年6月30日的人
民幣452.6百萬元。擔保應收款項及擔保負債的變動主要由於融資由信託貸款及直接
貸款模式向信用增級貸款撮合模式轉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擔保應收款項
期初結餘 206,146 130,073
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變動 不適用 (15,209)
新業務所產生的添置 611,209 198,122
預期信貸虧損 (62,364) (23,170)
因提早還款產生的撥回 (32,903) (23,893)
向借款人收回的款項 (269,502) (103,160)  

期末結餘 452,586 162,763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擔保負債
期初結餘 204,496 169,553
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變動 不適用 65,299
新業務所產生的添置 611,209 198,122
解除保證金 (34,141) (11,538)
預期信貸虧損 117,430 84,701
期內付款淨額 (288,530) (323,293)  

期末結餘 610,464 18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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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及已發行優先票據

我們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入賬的總借款包括(i)應付信託計劃持有人款項，(ii)
來自企業的借款，(iii)來自個人的借款，及(iv)按揭貸款。我們的總借款由2018年12月
31日的人民幣8,170.2百萬元減少13.0%至2019年6月30日的人民幣7,110.7百萬元，主要
是由於(i)償還到期債務；及(ii)融資模式轉移至信用增級貸款撮合模式。下表載列我
們截至所示日期按性質劃分的借款明細。

已發行優先票據包括於2019年6月21日發行並將於2021年到期的100百萬美元11.0%優
先票據。

於2019年6月30日 於2018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借款及已發行優先票據
應付信託計劃持有人 
款項 6,122,598 78.8% 6,952,645 85.1%
來自企業的借款 870,716 11.2% 1,077,789 13.2%
來自個人的借款 117,422 1.5% 139,124 1.7%
按揭貸款 — — 666 0.0%    

7,110,736 91.5% 8,170,224 100.0%

已發行優先票據 662,478 8.5% — —    

總計 7,773,214 100.0% 8,170,224 100.0%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借款及已發行優先票據的加權平均利率
應付信託計劃持有人款項 11.16% 11.00%
來自企業借款 10.02% 10.00%
來自個人借款 10.00% 10.00%
按揭貸款 6.18% 6.20%
已發行優先票據 11.00%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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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我們過往主要以經營活動所得現金及股東出資為現金需求提供資金。

現金流量

下表載列我們於所示期間的現金流量。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 1,791,972 1,827,537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流入淨額 (89,755) 94,051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862,493) (1,331,4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增加淨額 839,724 590,172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50,112 568,196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4) (945)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89,822 1,157,423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入主要包括已收我們所提供消費金融產品的本金及利息、貸款
撮合服務費及其他服務。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流出主要包括擔保彌償的現金付款、僱
員薪金及福利、稅項及附加費及其他營運開支。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經營
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淨額為人民幣1,792.0百萬元，而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經
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淨額為人民幣1,827.5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業務增長導致保證金付
款增加所致。

我們於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出淨額為人民幣89.8百萬
元，而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現金流入淨額為人民幣94.1百萬元，是由於我們
所投資的理財產品產生現金流出人民幣265.0百萬元所致。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流出淨額為人民幣862.5百萬元，而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現金流出淨額為人民幣1,331.4百萬元。現金流出淨額
減少主要是由於發行於2021年到期的100百萬美元11.0%優先票據導致現金流入增加人
民幣660.6百萬元所致。此外，借款的減少亦導致現金流出淨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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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
利息類收入 4 1,152,633 1,569,770
減：利息支出 4 (395,939) (513,956)  

淨利息類收入 4 756,694 1,055,814
貸款撮合服務費 5 572,865 57,180
其他收入 6 530,660 157,591  

總收入 1,860,219 1,270,585  

實現及服務費用 7 (276,013) (293,215)
銷售及營銷費用 7 (45,430) (102,025)
一般及行政費用 7 (274,019) (185,939)
研究及開發費用 7 (41,059) (33,507)
信貸減值虧損 8 (124,161) (27,003)
客戶貸款的公允價值變動 (1,040,106) (540,583)
其他虧損淨額 9 (2,068) (11,941)  

經營利潤 57,363 76,372  

使用權益法入賬的應佔聯營公司淨利潤╱ 
（虧損） 992 (4,082)
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的公允價值虧損 — (1,047,156)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58,355 (974,866)
所得稅開支 10 (52,181) (35,50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利潤╱（虧損） 6,174 (1,01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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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入
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571) 24,052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的信貸
風險變動應佔的公允價值變動 — (14,1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虧損） 
總額，除稅 5,603 (1,000,43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業務利潤╱（虧損）
的每股盈利╱（虧損）（以人民幣元列示）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11 0.01 (5.10)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11 0.01 (5.10)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經營利潤(1) 243,969 185,067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2) 192,780 95,608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每股基本盈利(3) 11 0.39 0.48

附註：

(1)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經營利潤定義為經營利潤加回2019年的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人
民幣186.6 百萬元（2018年：人民幣58.8百萬元）及2018年的上市費用人民幣49.9百萬元。詳情請參
閱「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一節。

(2)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定義為期內淨利潤加回2018年的可轉換可贖回優先股的公允
價值虧損人民幣1,047.2百萬元及2019年的以股份為基礎的薪酬開支人民幣186.6 百萬元（2018年：
人民幣58.8百萬元）。詳情請參閱「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一節。

(3)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每股基本盈利按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除以期內已發行
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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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a) 1,889,821 1,050,111
受限制現金 12(b) 196,042 127,902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客戶貸款 13 7,203,309 8,863,246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其他金融
資產 80,374 —
合約資產 14 526,020 154,143
擔保應收款項 15 452,586 206,146
使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 28,681 27,684
遞延所得稅資產 428,816 413,117
使用權資產 3 46,070 —
無形資產 19,788 16,814
物業及設備 50,696 59,066
其他資產 833,101 759,446  

總資產 11,755,304 11,677,675  

負債
借款 16 7,110,736 8,170,224
已發行優先票據 662,478 —
租賃負債 3 46,163 —
擔保負債 15 610,464 204,496
應繳稅項 81,651 85,4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71,138 77,734
其他負債 244,202 355,094  

總負債 8,826,832 8,892,948  

權益
股本 40,938 40,938
股份溢價 5,581,926 5,581,926
庫存股份 (46,476) —
儲備 566,490 380,455
累計虧損 (3,214,406) (3,218,592)  

總權益 2,928,472 2,784,727  

總負債及權益 11,755,304 11,677,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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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維信金科控股有限公司於2007年7月24日根據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法律在英屬處女群
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

根據日期為2018年2月6日的股東決議案，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1961年第3號法例）（經
修訂或補充）透過存續方式遷冊至開曼群島為獲豁免有限公司。遷冊事項於2018年2月26日完成。
本公司目前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2nd Floor, The Grand Pavilion Commercial Center, 802 West Bay Road, 

P.O. Box 10338 Grand Cayman KY1–1003,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技術驅動消費金融服務供應商。
本集團為未能得到傳統金融機構充分服務的優質及近乎優質借款人提供量身定制的消費金融產品。
本集團亦透過撮合借款人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交易提供消費金融產品。

本公司股份自2018年6月21日起以首次公開發售方式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
上市。於2019年6月30日，已發行普通股數目為499,487,389股，每股面值0.10港元。

除另有列明外，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於2019年8月22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國際會計
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未包含年度財務
報告中通常包括的所有附註類型，因此，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年度報告（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以及本集團期內公佈的其
他公開通告一併閱讀。

3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
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一致，惟於2019年1月1日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除外。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及新會計政策的影響披露於下文附註3.1。

3.1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

本集團自2019年1月1日起回溯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該準則特定的過渡性條
文，並無就2018年報告期間重列比較數字。因此新租賃準則產生的重新分類及調整於2019

年1月1日於期初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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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確認的調整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本集團就先前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的原
則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確認租賃負債。該等負債按剩餘租賃付款額的現值計量，
並使用承租人於2019年1月1日的增量借款利率貼現。承租人於2019年1月1日應用於
租賃負債的增量借款利率加權平均數為6.18%。

租賃負債的重新計量自首次應用日期起確認為對相關使用權資產的調整。

人民幣千元

於2018年12月31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76,319

（減）：按直線法確認為開支的短期租賃 (4,013)

（減）：2019年1月1日後的租賃承擔 (16,956)

（減）：其他 (2,957) 

52,393

使用首次應用日期的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貼現 49,179

於2019年1月1日確認的租賃負債 49,179 

物業租賃的相關使用權資產按可追溯基準計量，猶如一直貫徹應用新規則。於首次
應用日期，概無虧損性租賃合約需要對使用權資產進行調整。

已確認的使用權資產與以下類別資產有關：

於2019年6月30日 於2019年1月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 46,070 49,336   

使用權資產總額 46,070 49,336   

於2019年1月1日，會計政策變動影響下列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的項目：

‧ 使用權資產 — 增加人民幣49,336,000元

‧ 遞延稅項資產 — 增加人民幣476,000元

‧ 預付款項 — 減少人民幣2,621,000元

‧ 租賃負債 — 增加人民幣49,179,000元

於2019年1月1日，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導致累計虧損增加人民幣1,98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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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對每股盈利的影響

由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盈利增
加人民幣0.001元。

(ii) 所應用的可行權宜方法

於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時，本集團已使用以下該準則所允許的
可行權宜方法：

‧ 對具有合理相似特徵的租賃組合使用單一貼現率；

‧ 依賴先前關於租賃是否虧損的評估；

‧ 對於2019年1月1日剩餘租期少於12個月的經營租賃的會計處理為短期租
賃；

‧ 在首次應用日期排除初始直接成本以計量使用權資產；及

‧ 當合約包含延長或終止租約的選擇時，以事後分析結果確定租期。

本集團亦已選擇不重新評估合約在首次應用日期是否或包含租賃。相反，對
於在過渡日期之前訂立的合約，本集團依據其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及國
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作出的評估。

(b) 本集團的租賃活動及會計方法

本集團租賃各類辦公室。租賃合約的固定期限一般為1至5年。租賃條款乃在個別基
礎上協商，並包含各種不同的條款及條件。租賃協議並無施加任何限制，惟租賃資
產不得用作借貸的擔保品。

直至2018年財政年度，物業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所付款項（經扣除來自出租人的任
何獎勵）於租期內按直線法於損益扣除。

自2019年1月1日起，租賃確認為使用權資產，並在租賃資產可供本集團使用之日確
認相應負債。每筆租賃付款分配至負債及財務成本。財務成本於租期內自損益扣除，
以計算各期間負債剩餘結餘的固定週期利率。使用權資產按資產可使用年期及租期（以
較短者為準）以直線法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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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約產生的資產及負債初始以現值基準進行計量。租賃負債包括以下租賃付款的淨
現值。

‧ 固定付款（包括實質固定付款），扣除任何應收租賃獎勵。

租賃付款使用租約的隱含利率予以貼現。倘無法釐定該利率，則使用承租人的增量
借款利率，即承租人以類似條款及條件在類似經濟環境中借入獲得類似價值資產所
需資金所須支付的利率。

使用權資產的成本計量包括以下各項：

‧ 租賃負債的初始計量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所作的任何租賃付款（扣除任何收到的租賃獎勵）；

‧ 任何初始直接成本；及

‧ 恢復成本。

短期租賃有關的付款按直線法於損益確認為開支。短期租賃指租賃期為12個月或以
下的租賃。

4 淨利息類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類收入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客戶貸款 1,152,633 1,569,770  

減：利息支出
應付信託計劃及資產管理計劃持有人款項 (342,007) (431,134)

來自企業的借款 (44,304) (54,110)

來自個人的借款 (6,639) (24,764)

按揭貸款 (13) (40)

其他 (2,976) (3,908)  

(395,939) (513,956)  

淨利息類收入 756,694 1,05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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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貸款撮合服務費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前期貸款撮合服務費 534,996 40,848

貸款撮合後服務費 37,869 16,332  

572,865 57,180  

6 其他收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會員費及轉介費 500,525 70,128

罰金及服務費 125,094 113,601

擔保虧損 (116,192) (73,163)

其他 21,233 47,025  

530,660 157,591  

7 按性質劃分的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僱員福利費用 (291,579) (268,419)

貸款實現及服務費用 (250,127) (198,779)

辦公室費用 (19,125) (22,690)

專業服務費 (19,090) (6,574)

使用權資產折舊 (18,520) —

折舊及攤銷 (15,134) (15,850)

稅項及附加費 (8,881) (5,956)

品牌開支 (3,871) (2,964)

辦公室租金 (27) (32,681)

上市費用 — (49,870)

其他 (10,167) (10,903)  

(636,521) (614,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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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貸減值虧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3

受限制現金 (33) 1

合約資產 (64,392) (2,775)

擔保應收款項 (62,364) (23,170)

其他資產 2,628 (1,062)  

(124,161) (27,003)  

9 其他虧損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財務成本淨額(i) (2,553) (13,30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其他金融資產的收入 485 1,360  

(2,068) (11,941)  

(i) 財務成本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費用 (4,011) (4,290)

發行優先票據的利息開支 (2,372) —

租賃負債的利息開支 (1,636) —

匯兌虧損 (88) (12,398)

銀行利息收入 5,554 3,387  

(2,553) (13,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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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73,605) (144,766)

遞延所得稅 21,424 109,259  

(52,181) (35,507)  

11 每股盈利╱（虧損）╱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虧損） 6,174 (1,010,373)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 192,780 95,608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96,977 198,197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503,755 198,197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人民幣元） 0.01 (5.10)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人民幣元） 0.01 (5.10)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39 0.48  

11.1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盈利╱（虧損）除以期內發行在外普
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11.2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根據調整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
算，假設轉換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及受限制股份單位而產生的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合
計組成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分母）。盈利（分子）則並無調整。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各有兩類潛在普通股，即授出的購股權及可轉換
可贖回優先股。由於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產生虧損，計算每股攤薄虧損
時納入潛在普通股將具有反攤薄影響，因此並無將其納入計算。因此，截至2018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11.3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每股基本盈利按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調整淨利潤除以期
內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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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現金及銀行結餘

(a)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現金 1,467,763 839,324

透過平台持有的現金 422,059 210,788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1) (1)  

1,889,821 1,050,111  

(b) 受限制現金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抵押銀行現金 196,094 127,921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52) (19)  

196,042 127,902  

13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客戶貸款

貸款的構成如下：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無擔保 6,174,268 7,288,408

已抵押 1,029,041 1,574,838  

7,203,309 8,86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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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客戶貸款的合約到期日：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內（含1年） 4,677,585 5,026,719

1至2年內（含2年） 493,788 716,378

2至5年內（含5年） 2,031,936 3,120,149  

7,203,309 8,863,246  

於報告日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客戶貸款距合約到期日的剩餘期限：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逾期 473,442 485,282

1年內（含1年） 5,048,046 5,261,049

1至2年內（含2年） 1,052,747 1,579,993

2至5年內（含5年） 629,074 1,536,922  

7,203,309 8,863,246  

14 合約資產

本集團採用預期成本加利潤的方式確定不同交付的最佳估計售價作為分配基準。分配至貸款撮
合的服務費於投資者與借款人簽訂貸款協議時確認為收入。當分配至貸款撮合服務的費用超過
所收取現金時，「合約資產」確認如下：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合約資產 601,050 174,039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75,030) (19,896)  

合約資產淨額 526,020 15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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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擔保應收款項及擔保負債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擔保應收款項 526,904 235,934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74,318) (29,788)  

擔保應收款項淨額 452,586 206,146  

下表載列本集團的擔保應收款項變動概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擔保應收款項
期初結餘 206,146 130,073

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變動 不適用 (15,209)

新業務所產生的增加 611,209 198,122

預期信貸虧損 (62,364) (23,170)

因提早還款產生的撥回 (32,903) (23,893)

向借款人收回的款項 (269,502) (103,160)  

期末結餘 452,586 162,763  

下表載列本集團的擔保負債變動活動概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擔保負債
期初結餘 204,496 169,553

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變動 不適用 65,299

新業務所產生的增加 611,209 198,122

解除保證金 (34,141) (11,538)

預期信貸虧損 117,430 84,701

期內付款淨額 (288,530) (323,293)  

期末結餘 610,464 182,844  



– 30 –

16 借款

我們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記載的總借款包括(i)應付信託計劃持有人款項，(ii)來自企業
的借款，(iii)來自個人的借款，及(iv)按揭貸款。下表載列我們截至所示日期按性質劃分的借款
明細。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信託計劃持有人款項 6,122,598 6,952,645

企業借款 870,716 1,077,789

個人借款 117,422 139,124

按揭貸款 — 666  

7,110,736 8,170,224  

下表載列借款的實際利率：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信託計劃持有人款項 7.03%~13.00% 7.03%~15.00%

企業借款 6.25%~12.00% 6.25%~10.50%

個人借款 10.00% 10.00%

按揭貸款 — 6.18%  

下表載列借款的合約到期日：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內 4,619,199 4,054,230

1至2年內 2,491,537 4,065,760

2至5年內 — 50,234  

7,110,736 8,17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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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載借款的還款時間表：

於2019年
6月30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年內 6,468,206 6,923,744

1至2年內 642,530 1,196,910

2至5年內 — 49,570  

7,110,736 8,170,224  

資產負債比率

於2019年6月30日，我們資產負債比率（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約為75.1%，與2018年12月31日
的76.2%相比，較為穩定。

17 合併結構化主體

本集團已合併若干主要為信託計劃的結構化主體。於評估是否合併結構化主體時，本集團審閱
所有事實及情況，以確定本集團（作為管理人）能否擔任代理人或當事人。所考慮的因素包括管
理人決策權的範圍、其他各方持有的權利、有權獲得的報酬及回報變化的風險。就該等本集團
提供融資擔保的信託計劃而言，儘管本集團並未對此等產品進行任何投資，但本集團有義務根
據擔保協議為虧損（如有）提供資金。本集團得出的結論是，該等結構化主體應進行合併。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合併的信託管理計劃之總資產為人民幣81.7億元（2018年12月31日： 

人民幣93.0億元）。

其他利益持有人所持有的利益均列入應付信託計劃持有人的款項。

18 後續事件

直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須予披露的期後重大事項。

19 匯兌風險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外幣交易乃按於交易日期適用的外幣匯率換算。以外幣計值的貨
幣資產及負債乃按於2019年6月30日適用的外幣匯率換算。匯兌收益及虧損確認為損益。

以外幣的歷史成本計量的非貨幣資產及負債乃使用於交易日期適用的外幣匯率換算。按公允價
值列賬的以外幣計值非貨幣資產及負債乃使用於釐定公允價值當日適用的外幣匯率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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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以人民幣為功能貨幣之業務的業績乃按與在兌換日適用的外幣匯率相若的匯率換算為人民幣。
綜合財務狀況表項目乃按2019年6月30日的收市外幣匯率換算為人民幣。所產生的匯兌差額乃於
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並於匯兌儲備的權益內獨立累計。

於出售並非以人民幣為功能貨幣的業務時，有關該並非以人民幣為功能貨幣的業務的匯兌差額
的累計金額乃於確認出售的損益時自權益重新分類至損益。

20 意見

經考慮現時可動用借貸額度和內部資源，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已有充足資源以滿足可預見的營運
資金需求。

股本

於期內，本公司的股本並無變動。

僱員薪酬及政策

於2019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703名僱員。

本集團務求吸引、挽留及激勵有才能的僱員，以維持發展其業務的能力。薪酬組合
的設計為確保於市場內具可比性，以及可與從事與本集團競爭的相同或類似行業的
其他公司及其他可比公司競爭。酬金亦根據個人的知識、技能、投入時間、責任和表
現並參考本集團的整體溢利、表現及成果而釐定。

本集團於中國經營的附屬公司僱員須參與由當地市政府營運的中央退休金計劃。此
等附屬公司須向中央退休金計劃繳納若干百分比的工資成本。

本集團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為在香港合資格參與僱員設立一項特定計劃。
供款金額乃根據僱員基本工資的百分比計算。該計劃的資產由獨立管理的基金持有，
與本集團的資產分開。該計劃的本集團僱主供款部份全歸僱員所有。

本公司設立多項股份獎勵計劃，務求為合資格人士提供以股份為基礎的激勵及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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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在期內一直採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列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及遵守適用守則條文，並已遵守其若干建議最佳
常規。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期內派付中期股息（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載列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以規範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買賣證券的行為。

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已確認在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的要求標準。

於2019年5月23日，本公司收到前非執行董事劉央女士的通知，指於自2019年2月27日
至2019年5月14日止期間，若干基金（劉央女士擔任其投資經理的首席投資官）（「基金」）
出售合共33,557,573股本公司股份（「已出售股份」），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
條例，劉央女士視為擁有當中權益。劉央女士知會聯交所及本公司：

(A) 在基金進行出售已出售股份前，彼並無獲董事會主席批准處理已出售股份；及

(B) 於2019年3月25日發佈本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告前的禁
售期內，基金已出售740,200股已出售股份。

本公司採取措施確保董事遵守標準守則。本公司在發佈年度及中期業績公告前會通
知董事禁售期，以確保董事遵守標準守則。於接獲劉央女士的通知後，本公司已提
醒董事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以規範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買賣本公司證券的
行為，並已進一步告知彼等有關標準守則的規定，包括但不限於在禁售期間限制買
賣本公司股份的規定。董事認為就已出售股份的基金交易，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
規定的責任。

劉央女士已於2019年6月28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退任為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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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除維信金科第1號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的受託人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規則及
信託契據的條款，以總代價54,144,000港元於聯交所購買合共5,869,200股本公司股份外，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在期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審閱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此等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包括本公司採用的會計原則及常規，
並與本公司高級管理層討論此等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審閱此等未
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維信金科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馬廷雄

香港，2019年8月22日

在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組成包括馬廷雄先生為主席及非執行董事；廖世宏先生和廖世強先生為執行董事；
Chen Derek先生和葉家祺先生為非執行董事；而Chen Penghui先生、薛義華博士和胡澤民先生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