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發佈]

鼎豐集團公佈 2016 年全年業績
營業額及溢利再創新高 分別躍升 61%及 35%
*

*

*

多元化發展業務 擴大資產管理業務的覆蓋
財務摘要

人民幣千元

2016 年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5 年

營業額

294,868

183,150

變動
+61.0%

主要業務概覽
41,404
21,505
+92.5%
融資租賃服務
93,209
21,000
+343.9%
資產管理服務
107,976
67,324
+60.4%
快捷貸款服務*
42,633
56,760
-24.9%
金融服務
9,646
16,561
-41.8%
融資擔保服務
142,393
105,524
+34.9%
年內溢利
135,509
103,788
+30.6%
股東應佔溢利
3.20
2.56
+25.0%
每股基本盈利 (人民幣分)
一次性支出 /(盈利)
12,120
--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
12,670
--可換股債券之推算利息
(14,028)
--衍生工具之公平價值變動
153,155
105,524
+45.1%
年內溢利 (撇除一次性支出 /盈利)
*包括委託貸款服務、放貸服務及典當貸款服務（集團於 2016 年 6 月 24 日已經出售典當貸款服務）
（2017 年 3 月 28 日，香港訊）—中國領先的中短期融資及融資相關解決方案供應商鼎豐集團控股
有限公司（「鼎豐集團」或「集團」
；股份代號：6878.HK）公佈其於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年内」）再創佳績，錄得令人滿意的全年業績。營業額按年飆升 61.0%至約人民幣 2.949 億元，股
東應佔溢利躍升 30.6%至約人民幣 1.355 億元。每股基本盈利按年上升 25.0%至約人民幣 3.20 分。
有關增長主要受惠於資產管理、融資租賃及委託貸款業務的強勁收入增長。集團一直致力擴展其融資
租賃及資產管理業務，並於年内錄得卓越的成績。
集團保持穩健的財務狀況，資本負債比率為 28.2%。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集團的現金和銀行結餘
(包括有限制銀行存款)總額約為人民幣 1.438 億元。年内之壞賬撥備為人民幣 2,800 萬元 (2015 年:
人民幣 670 萬元)。
為獎勵員工，集團共授出 84,108,000 份購股權，而權益結算的股份支付為人民幣 1,200 萬元。為了
把握行業機會，集團在年內發行了 3,000 萬美元的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之推算利息及衍生工具之
公平價值變動分別約為人民幣 1,270 萬元和人民幣 1,400 萬元。如撇除上述一次性項目，年內溢利為
1.532 億元，同比大幅增長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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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豐集團主席兼執行董事洪明顯先生表示：「對集團來說，2016 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自從中國經
濟進入新規範後，更審慎的信貸政策為集團帶來更多發展機遇。集團一直積極檢討及調整業務發展重
心，擴展盈利及可持續性較高的業務，尤其是資產管理及融資租賃業務。融資租賃業務較銀行能得到
更大優勢，並帶來可擴展性。」
業務回顧

融資租賃服務
隨著於 2015 年 10 月下旬收購嘉實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嘉實集團」），集團進一步
發展其融資租賃業務。憑藉嘉實集團於農業上的廣泛網絡及經驗，尤其是遠洋漁業、農業無人機及個
人消費類的旅遊業和個人汽車租賃，收購事項為集團的融資租賃業務帶來發展動力。中國農業近年來
一直經歷結構性變革，其升級需要融資及政府支持; 而持續的個人收入增加和生活模式的改善進而使
個人消費行業不斷擴張，兩方面均帶動融資需求的上升。此外，集團已於 2016 年下旬開展物業融資
租賃業務。收入按年增加 92.5%至約人民幣 4,140 萬元。

資產管理服務
集團於年内更努力的擴展資產管理業務，以把握福建省大量資產所帶來的機會。集團正積極尋找優質
及可能帶來高回報率的資產。來自資產管理服務之收入按年增加 343.9%至約人民幣 9,320 萬元，主
要由於集團於 2016 年出售四項物業，而 2015 年僅出售兩項物業。此外，若干不良貸款之債務人已
根據相關合約的條款償還債務。

快捷貸款服務
鑑於中國各銀行收緊信貸控制及向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需求巨大，集團繼續擴展中國之委託貸款
業務。集團透過財政資源的高效管理，從而產生更多利息收入。集團的快捷貸款服務收入按年大幅增
加 60.4%至約人民幣 1.08 億元，主要由於平均應收委託貸款款項增加。
集團於 2015 年下半年開展其香港放貸業務並於 2016 年繼續擴展該業務。來自香港放貸業務之收入
按年大幅增加 252.9%至約人民幣 700 萬元。此外，鑒於中小企業對融資的巨大需求，集團向中國客
戶提供更多短期融資，集團於 2016 年錄得利息收入約人民幣 1,960 萬元，相比 2015 年的約人民幣
90 萬元。
典當貸款服務的收入按年下跌 45.1%至 2016 年約人民幣 770 萬元。集團已於 6 月下旬出售典當貸款
業務。出售所得款項將為集團提供更多資本，以專注從事其他溢利貢獻比率較高之業務。

金融服務
集團主要專注於金融服務，根據獲得的融資款額向客戶收取若干百分比的費用。宏觀 2016 年中國整
體經濟環境，各銀行均收緊融資審批程序。儘管集團的客戶基礎維持穩固，但獲得銀行融資的金額有
所下調，導致財務顧問服務收入按年減少 24.9%至約人民幣 4,260 萬元。

融資擔保服務
2016 年的整體經濟環境變更，帶來更多融資風險。集團對審批潛在客戶的申請採取更加審慎的態度，
因此擔保服務的數量及收入相應減少。收入按年減少 41.8%至人民幣 960 萬元。

第 2 頁 / 共 3 頁

鼎豐集團公佈 2016 年全年業績
2017 年 3 月 28 日

展望
鼎豐集團一直尋求發展新業務的商機及擴闊收入來源。於 2016 年，集團已發行可換股債券及企業債
券，以提升其資本基礎及加快尤其是在資產管理業務方面的發展。
集團認為融資租賃業務是另一主要增長動力。福建建立自貿區、頒布「一帶一路」政策及國家第十三
個五年規劃將為融資租賃行業帶來巨大商機。集團已將其融資租賃業務延伸至可持續、快速增長及受
到政府政策支持之行業，如農業及個人消費行業，以捕捉更多商機。
此外，集團與三家知名企業（當中有兩家為國有企業）1訂立投資合作協議，成立合資公司以在中國
提供商業保理服務。在有利的國家政策帶動下且考慮到市場擁有超過人民幣 20 萬億元之應收賬目，
相信商業保理具有龐大發展潛力。藉著與該等國有企業成立合資企業並締結緊密關係，可有助集團擴
大客戶基礎、加强競爭力以及擴大其業務之地域覆蓋。此業務能為集團帶來更大優勢，並相應增加其
擴展整體貸款總額。
洪先生總結：「展望未來，我們相信資產管理及融資租賃業務的強勁發展將加強集團在金融服務業的
領先地位。此外，提供商業保理相關服務的合資公司可進一步豐富集團的業務組合，並與現有業務產
生協同效應。我們將繼續積極把握中國經濟環境迅速變化所帶來的機遇，鞏固我們作為中小企首選的
綜合中短期融資解決方案供應商的領導地位。」
-

完

-

有關鼎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878.HK）
鼎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以廈門為基地，主要為中小企業提供中短期融資及相關解決方案。集團的五大
融資及融資相關解決方案包括：1) 融資租賃服務；2) 資產管理服務；3) 快捷貸款服務；4) 融資擔
保服務；及 5) 金融顧問服務。集團業務屢創佳績，並正積極探索發展新業務，以開拓收益來源。於
2016 年 12 月，集團宣布成立合資公司於中國提供商業保理服務。鼎豐於 2013 年 12 月 9 日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創業板上市，並於 2015 年 7 月 6 日成功轉往主板上市。另外，鼎豐已於 2015 年 5 月獲
納入 MSCI 明晟中國小型股指數，及於 2016 年 3 月獲納入恒生綜合指數系列。詳情請瀏覽鼎豐網頁：
www.dfh.cn。
傳媒查詢：
縱橫財經公關顧問有限公司
蘇嘉麗
+852 2864 4826
heidi.so@sprg.com.hk
方靜婷
+852 2864 4817
janet.fong@sprg.com.hk
林倩如
+852 2864 4883
jennysy.lam@sprg.com.hk
傳真：
+852 2804 2789 / 2527 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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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廈門海翼投資有限公司、廈門華信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和廈門軟件產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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