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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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股份代號︰︰︰︰900）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AEON 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
AEON CREDIT SERVICE (ASIA) COMPANY LIMITED 

截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AEON信貸財務（亞洲）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上期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279,059 254,494  

利息收入 233,883 218,053
利息支出 (7,796) (8,725)   

淨利息收入 226,087 209,328
徵收費用及佣金 28,890 21,459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16,286 14,982
其他收入 6,415 2,284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46 95  

營運收入 277,724 248,148
營運支出 5 (150,828) (139,128)  

扣除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前之營運溢利 126,896 109,020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36,798) (3,750)
已撇銷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之回撥 8,226 10,200
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 592  

除稅前溢利 98,324 116,062
利得稅開支 (15,661) (19,099)  

期間溢利 82,663 96,963  

期間溢利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82,663 96,963  

每股盈利－基本 19.74港仙 23.1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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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 82,663 96,963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之公允值收益 11,520 2,122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9,262) 3,932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22,597 (5,642)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24,855 412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07,518 97,375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07,518 9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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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8,161 100,283
使用權資產 53,038 58,891
商譽 15,820 15,820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82,597 71,077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6 826,454 750,79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45,778 31,559
衍生金融工具 10 13,098 2,711
遞延稅項資產 1,697 1,250  

1,136,643 1,032,388  

流動資產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6 3,441,408 3,342,61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8,907 64,165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2 2
應收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39 44
定期存款 122,158 193,374
銀行結存及現金 486,041 456,973  

4,118,555 4,057,168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項目 236,025 184,160
合約負債 21,891 18,610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9,853 57,626
應付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1,175 1,275
銀行貸款 9 100,000 165,000
租賃負債 39,209 36,827
衍生金融工具 10 581 1,542
稅項負債 28,740 25,314  

467,474 490,354  

流動資產淨額 3,651,081 3,566,81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787,724 4,59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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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69,477 269,477
儲備 3,471,583 3,364,065  
  

權益總額 3,741,060 3,633,542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9 992,698 919,139
租賃負債 13,073 20,762
衍生金融工具 10 40,893 25,759  

1,046,664 965,660  

4,787,724 4,59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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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報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股本
投資

重估儲備 對沖儲備 換算儲備 累積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一日（經審核） 269,477 41,648 (24,750) (10,847) 3,146,502 3,422,030      

期間溢利 – – – – 96,963 96,963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權益工具之公允值收益 – 2,122 – – – 2,122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 – – 3,932 – 3,932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5,642) – – (5,642)      

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2,122 (5,642) 3,932 96,963 97,375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269,477 43,770 (30,392) (6,915) 3,243,465 3,519,405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經審核） 269,477 47,255 (2,180) (2,598) 3,321,588 3,633,542      

期間溢利 – – – – 82,663 82,663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權益工具之公允值收益 – 11,520 – – – 11,520

海外業務折算之外匯差額 – – – (9,262) – (9,262)
現金流量對沖之淨調整 – – 22,597 – – 22,597      

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 11,520 22,597 (9,262) 82,663 107,518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269,477 58,775 20,417 (11,860) 3,404,251 3,74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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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已動用）產生現金淨額 (41,151) 94,469  

已收股息 – 191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2,874) (4,189)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按金 (15,293) (3,325)
新增三個月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63,238) (255,298)
提取三個月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61,102 29,622  

投資業務已動用現金淨額 (20,303) (232,999)  

償還租賃負債 (12,755) (12,935)
新借銀行貸款 100,000 150,000
償還銀行貸款 (65,000) (70,000)  

融資業務產生現金淨額 22,245 67,06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之減少淨額 (39,209) (71,465)

匯率變動之影響 (1,980) 1,185

期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88,963 864,964  

期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47,774 794,684  

即：
三個月或以下到期之定期存款 61,733 220,134
銀行結存及現金 486,041 574,550  

547,774 794,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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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作為比較信息被納入截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未經審核業績內之截至二
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有關的財務信息雖然來源於本公司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
報表，但不構成本公司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與這些法定財務報表有關的更多信息
如下：

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第3部的要求，本公司將向香港公司註冊處遞交截
至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有關財務報表出具核數師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的核數
師報告；其中不包含核數師在不出具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
任何事項；亦不包含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條及第407(2)或 (3)條作出的聲明。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按公允值計算較為適合之金融工具除
外。

截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
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2. 收入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33,883 218,053

徵收費用及佣金
－信用卡—發卡 15,193 13,428

－信用卡—收單 6,211 1,611

－保險 7,486 6,420

手續費及逾期收費 16,286 14,982  

279,059 254,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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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源出於營業及可報告分類收入之服務

本集團之營業及可報告分類如下：

信用卡 – 向個別人士提供信用卡服務及為會員商號提供收單服務
私人貸款 – 向個別人士提供私人貸款融資
保險 – 提供保險代理及顧問服務

分類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以營業及可報告分類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信用卡 私人貸款 保險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18,056 53,474 7,529 279,059    

業績
分類業績 75,678 13,848 4,246 93,772   

未分類營運收入 5,583
未分類支出 (1,031) 

除稅前溢利 98,324 

二零二一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信用卡 私人貸款 保險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01,239 46,835 6,420 254,494    

業績
分類業績 73,250 39,254 3,108 115,612   

未分類營運收入 600

未分類支出 (742)

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592 

除稅前溢利 11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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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資料

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以地域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73,766 5,293 279,059   

業績
分類業績 93,080 692 93,772  

未分類營運收入 5,583
未分類支出 (1,031) 

除稅前溢利 98,324 

二零二一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50,236 4,258 254,494   

業績
分類業績 116,438 (826) 115,612  

未分類營運收入 600

未分類支出 (742)

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592 

除稅前溢利 11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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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匯兌收益（虧損）
對沖工具之匯兌收益由現金流量對沖儲備變現 26,560 8,880
銀行貸款之匯兌虧損 (26,560) (8,880)

其他淨匯兌收益 31 30
現金流量對沖無效之淨對沖 101 6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棄置虧損 (86) (3)  

46 95  

5. 營運支出

二零二二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一日至
二零二一年

五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092 7,035

使用權資產折舊 12,906 13,257
有關短期租賃之支出 1,088 403

13,994 13,660
一般行政費用 42,769 40,005
市場及推廣費用 21,089 25,082
其他營運支出 17,877 14,436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48,007 38,910  

150,828 139,128  

6.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信用卡賬款 3,423,164 3,304,452
應收私人貸款 955,823 905,434  

4,378,987 4,209,886
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65,081 64,664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總額 4,444,068 4,274,550
減值準備（附註7） (176,206) (181,143)  

4,267,862 4,093,407
列於流動資產項下即期部分 (3,441,408) (3,342,610)  

一年後到期款項 826,454 75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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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減值準備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按產品分析：
應收信用卡賬款 90,321 98,876

應收私人貸款 83,624 79,936

應收利息及其他應收款項 2,261 2,331  

176,206 181,143  

截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兩個期間的減值準備變動分
析如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一日 72,719 22,067 86,357 181,143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增加（償還）淨額 4,188 (5,463) (2,730) (4,005)
轉移至十二個月
預期信貸虧損（第一階段） 19,615 (18,915) (700) –

轉移至非信貸減值之
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第二階段） (1,838) 3,742 (1,904) –

轉移至信貸減值之
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第三階段） (7) (15,511) 15,518 –

階段之間的總轉移 17,770 (30,684) 12,914 –
期內重新計量預期信貸虧損 (20,531) 34,166 27,168 40,803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 – (42,107) (42,107)
匯兌調整 49 39 284 372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74,195 20,125 81,886 17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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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一日 80,218 30,777 107,509 218,504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增加（償還）淨額 437 (4,162) (4,425) (8,150)

轉移至十二個月
預期信貸虧損（第一階段） 20,694 (19,483) (1,211) –

轉移至非信貸減值之
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第二階段） (1,749) 4,236 (2,487) –

轉移至信貸減值之
全期預期信貸虧損（第三階段） (67) (20,512) 20,579 –

階段之間的總轉移 18,878 (35,759) 16,881 –

期內重新計量預期信貸虧損 (17,834) 37,288 (7,554) 11,900

不能回收債項撇銷之金額 – – (40,933) (40,933)

匯兌調整 (20) (27) (124) (171)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81,679 28,117 71,354 181,150    

8. 逾期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

下列為逾期超過一個月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不包括減值準備）結餘總額分析：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月二十八日
（經審核）

千港元 %* 千港元 %*

逾期一個月但不超過兩個月 39,806 0.9 45,261 1.1

逾期兩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 30,818 0.7 29,930 0.7

逾期三個月但不超過四個月 13,364 0.3 13,588 0.3

逾期四個月或以上 48,767 1.1 56,816 1.4    

132,755 3.0 145,595 3.5    

* 佔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總額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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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銀行貸款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償還賬面值（附註）
一年內 100,000 165,000

一年以後但不超過兩年 160,000 160,000

兩年以後但不超過五年 832,698 759,139  

1,092,698 1,084,139

列於流動負債項下須於一年內償還款項 (100,000) (165,000)  

須於一年後償還款項 992,698 919,139  

附註： 到期償還之款項乃根據列於貸款合約已安排償還日期。

10. 衍生金融工具

二零二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
二月二十八日
（經審核）

資產 負債 資產 負債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掉期利率 13,098 847 2,711 3,927

交叉貨幣掉期利率 – 40,627 – 23,374    

13,098 41,474 2,711 27,301

即期部分 – (581) – (1,542)    

非即期部分 13,098 40,893 2,711 25,759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訂立所有剩下結餘之衍
生金融工具乃用作對沖目的。衍生金融工具之即期╱非即期部份分類乃根據被定為對沖
項目之相關銀行貸款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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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與分析

業務回顧

由於二零二二年初爆發的第五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疫情」），截至二零二二年
五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或「報告期間」）的經營環境仍
然充滿挑戰。然而，隨著集團持續提升數據分析能力以推行針對性營銷、在推
廣活動取得成功以及分行網絡的銷售額增長，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整體銷售
額比去年第一季度（「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或「去年同期」）增長12.3%，客戶貸款
及應收款項總額與二零二二年二月末的餘額相比增加4.0%。儘管香港失業率
上升，本集團有效的信貸風險管理有助保持資產質量持續穩定，逾期客戶貸款
及應收款項佔總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的百分比從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
3.5%下降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3.0%。

在新常態下，為迎合客戶消費行為線上化，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五月推出首張
現金回贈信用卡AEON Card Wakuwaku（「Wakuwaku卡」），讓持卡人於網上及日本
海外簽帳可享特別簽帳回贈。Wakuwaku卡之推廣活動亦加入名人作代言人，
以更有效地吸引年輕一代的新客戶。推出首月便獲得發行逾五千張Wakuwaku
卡之顯著結果。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於便利的地點開設了三間新分
行，透過分行員工提供一流的全方位服務，更全面地滿足客戶的財務需求。

財務回顧

報告期間，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98,3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7,800,000港元。
扣除利得稅開支15,700,000港元後，本集團錄得溢利減少14.7%或14,300,000港元，
除稅後溢利由去年同期97,000,000港元減少至82,700,000港元。每股盈利由23.15
港仙減少至報告期間的 19.74港仙。

淨負債對權益比率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維持於0.1，而於二零二二年五
月三十一日和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總權益佔總資產比率分別為 71.2%及
71.4%。

每股資產淨值（扣除末期股息後）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二年二
月二十八日分別為 8.7港元及8.5港元。

綜合損益表分析

收入

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之收入為279,100,000港元，較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254,500,000
港元增加9.7%或24,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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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收入利息

隨著應收賬款餘額持續增加，本集團的利息收入錄得由去年同期的218,100,000
港元增加7.3%或15,800,000港元至233,900,000港元。

由於銀行貸款減少，本集團的利息開支由去年同期的8,700,000港元減少10.6%或
900,000港元至7,800,000港元。報告期間平均融資成本維持在2.6%。

因此，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淨利息收入為226,1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6,800,000港元。

營運收入

隨著本公司作為信用卡發卡機構及收單機構的銷售額增加，信用卡業務的徵
收費用及佣金於報告期間增加6,400,000港元至21,400,000港元。成功招攬的保單
數量增加亦使保險中介業務的徵收費用及佣金亦由去年同期的6,400,000港元上
升至報告期間的 7,500,000港元。因此，本集團的徵收費用及佣金由去年同期的
21,500,000港元增加7,400,000港元至28,900,000港元。由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現
金預支需求增加，手續費及逾期收費增加1,300,000港元至報告期間的16,300,000
港元。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本公司在其他收入項下確認獲政府資助800,000
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營運收入由去年同期的 248,100,000港元增加
29,600,000港元至277,700,000港元。

營運支出

在第五波疫情下，因本集團延後若干營銷及推廣活動，報告期間營銷及推廣費
用減少4,000,000港元至 21,100,000港元。隨著於二零二二年二月收購子公司，加
上開設新分行以及為支持向永旺百貨提供非AEON卡收單服務及更換信用卡
和貸款系統項目的額外費用，員工成本及一般行政費用較去年同期分別增加
9,100,000港元及2,800,000港元。

雖然整體營運支出由去年同期的139,100,000港元增加11,700,000港元至150,800,000
港元，由於營運收入增加，支出對收入比率由去年同期的56.1%下降至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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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扣除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前的營運層面，本集團於報告期間錄得營運溢利
126,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6.4%或17,900,000港元。

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

鑑於去年同期推出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以及預計關鍵經濟指標顯著反彈，二零
二一年第一季度末減值準備大幅逆轉。不過，在報告期間爆發的第五波疫情給
香港經濟復甦的步伐蒙上陰影。加上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總額增加，減值虧損
及減值準備由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的3,800,000港元增加33,000,000港元至報告期
間的36,800,000港元。

財務狀況表分析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權益總額為3,741,100,000港元，較二零二二
年二月二十八日之結餘 3,633,500,000港元增長3.0%或107,600,000港元。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總額較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4,274,600,000港元增加
4.0%，或169,500,000港元，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4,444,100,000港元。逾期
客戶貸款及應收款項由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145,600,000港元下降至二零
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132,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的總資產
為5,255,200,000港元，相較截至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總資產為5,089,600,000
港元。

分類資料

報告期間，信用卡應收賬款餘額增加帶動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信用卡業務收
入由去年同期的201,200,000港元增加8.4%或16,900,000港元至218,100,000港元。鑑
於資產質量穩定，報告期間分類業績由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的 73,200,000港元
增加2,500,000港元至75,700,000港元。

私人貸款業務方面，隨著應收賬款餘額回復，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收入由去
年同期的46,800,000港元增加14.2% 或6,700,000港元至53,500,000港元。然而，報告
期間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增加令分類業績由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的39,300,000
港元減少25,500,000港元至13,800,000港元。

保險產品和服務需求穩定增長，保險中介業務錄得溫和增長，報告期間分類收
入及業績分別為7,500,000港元及4,200,000港元，相較去年同期為6,400,000港元及
3,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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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分類方面，由於應收賬款餘額增加，香港業務收入由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
的250,200,000港元增加9.4%或23,600,000港元至二零二二年第一季度的273,800,000
港元。然而，預期報告期間經濟復甦緩慢與去年同期形成鮮明對比，導致報告
期間減值虧損及減值準備增加，分類業績從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的116,400,000
港元減少20.1%或23,300,000港元至93,100,000港元。

中國內地業務方面，本集團專注改善在深圳小額信貸子公司的財務表現並推出
新的信貸產品。該子公司的銷售額在報告期間開始回升，導致收入從二零二一
年第一季度的 4,300,000港元增加1,000,000港元至5,300,000港元。此外，營運成本
及資產質量得以控制及改善，令到分類業績由二零二一年第一季虧損800,000
港元轉虧為盈 700,000港元。

展望

隨著社交距離措施放寬，香港經濟活動預計將於二零二二╱二三年第二季度逐
步反彈。在Wakuwaku卡營銷和品牌建設的成功實證下，本集團將更著重結合數
碼和傳統營銷渠道推廣信用卡和私人信貸產品，並推出不同的營銷推廣以豐
富客戶體驗。儘管預期利率的上升、經濟前景的不穩定和利率上限的潛在監管
變化使當前信貸環境充滿挑戰，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增加應收賬款，同時密切
監察信貸政策以減低信貸風險。

信用卡和貸款系統更換項目目標在本財政年度結束前完成，完成後本集團將
能夠推出新的支付方案，更靈活地提供產品優惠及運用更好的數據分析工具。
憑藉雄厚的資本實力，本集團將繼續投放資源於擴展其分行網絡，提供更優質
的客戶體驗、加快數碼化進程及探索新的投資機會以擴展和多元化業務。

務請注意本公告呈列的本集團季度業績未經審核或本公司核數師檢閱。本公
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
董事總經理
深山友晴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深山友晴先生（董事總經理）、
黎玉光先生（董事副總經理）、竹中大介先生及魏愛國先生；非執行董事三藤智
之先生（主席）及金華淑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澄明先生、盛慕嫻女士及土
地順子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