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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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UE D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悅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29）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業績公佈

年度業績
悅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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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
之經審核綜合年度業績與上年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客戶合約 12,184 14,726
利息 35,474 35,963

47,658 50,689
已提供服務之相關成本 (6,307) (10,989)
其他收入 4,836 3,796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4 (10,045) 446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之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2,880) (64)
行政開支 (10,422) (15,699)
融資成本 5 (6,187) (8,216)

除稅前溢利 16,653 19,963
所得稅開支 6 (6,154) (12,142)

年內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7 10,499 7,821

已終止經營業務
年內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 22,356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10,499 3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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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0,499 7,82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22,35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10,499 30,177

每股盈利 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 人民幣0.90分 人民幣2.58分

－攤薄 人民幣0.90分 人民幣2.58分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 人民幣0.90分 人民幣0.67分

－攤薄 人民幣0.90分 人民幣0.67分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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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6 532

使用權資產 55 459

遞延稅項資產 1,459 739

其他應收款項 10 60,298 –

61,868 1,730

流動資產
其他應收款項 10 466,183 538,978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4,383 7,113

已抵押銀行存款 217,500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1,060 206,399

709,126 752,490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11 12,637 17,153

合約負債 11 7,926 4,981

銀行借貸 356,519 –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5,331 6,362

應付董事款項 526 616

租賃負債 61 408

應付稅款 2,179 4,345

385,179 33,865

流動資產淨值 323,947 718,62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85,815 72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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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5,965 105,965

儲備 273,780 263,28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79,745 369,246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 347,211

租賃負債 – 61

遞延稅項負債 6,070 3,837

6,070 351,109

385,815 720,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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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應用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於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中參照概念框架之資料的修訂
及以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的修訂 重大性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2. 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
亦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的適
用披露。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歷史成本一般按交易貨品及服務時所付出代價之公
平值計量。

3. 收入及分類資料

收入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明細

持續經營業務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品或服務類型
應收賬款管理與催收服務管理費 12,184 14,726

收入確認時間
隨時間 12,184 14,726

所有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均源自中國。

以下載列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與分類資料所披露金額的對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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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資料所披露收入 47,658 50,689

減：利息收入 (35,474) (35,963)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12,184 14,726

分類資料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基於資料向由本公司執行董事代表的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
營運決策人」）呈報以供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本集團可報告及經營分類為提供保理服務、
應收賬款管理與催收及保理諮詢服務（「保理相關業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主要勘探、開採及加工處理鋅、鉛、銅、鐵及
金（「採礦業務」）的經營分類被終止經營（連同本集團對悅龍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出售）。
呈報之分類資料不包括已終止經營業務之任何金額。

分類業績

主要營運決策人審閱下述分類業績（即分類所賺取且無分配下述其他收入以及其他收益及
虧損、中央行政成本及融資成本的溢利），以作出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

持續經營業務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收入
外部銷售 47,658 50,689

分類業績
分類溢利 38,471 39,331

其他收入 4,836 3,796

其他收益及虧損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39) –

－出售附屬公司產生之收益 – 87

－終止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之收益 – 6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之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 305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0,006) 353

中央行政成本 (10,422) (15,699)

融資成本 (6,187) (8,216)

除稅前溢利 16,653 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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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報告及經營分類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

分類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分類資產及負債金額並未經主要營運決策人審議或定期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人，因
此並無呈列分類資產及負債。

其他分類資料

納入分類溢利計量的金額：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保理
相關業務 未分配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513 324 837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之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2,880 – 2,880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保理
相關業務 未分配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1,515 185 1,700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下之減值虧損， 

撥回淨額 369 (305) 64

地區資料

於此兩個年度，本集團的所有外部收入均來自於本集團大部分經營實體所在地中國成立
的客戶。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金額人民幣12,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
564,000元）及人民幣99,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427,000元）之非流動資產（不包括與金融
工具相關者及遞延稅項資產）分別位於中國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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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出售附屬公司產生之收益 – 87

終止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之收益 – 6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0,006) 35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39) –

(10,045) 446

5. 融資成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借貸利息 6,174 4,870

公司債券利息 – 3,269

租賃負債利息 13 77

6,187 8,216

6.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當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7,569 9,389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2,928) (232)

4,641 9,157

遞延稅項 1,513 2,985

6,154 1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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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年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已於扣除（計入）下列項目後達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37 271
使用權資產折舊 400 1,429
核數師酬金 1,756 1,803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及 
有關租賃員工宿舍之使用權資產折舊） 8,389 12,840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計入其他收入） (948) (1,853)
已抵押銀行存款利息收入（計入其他收入） (3,885) –
來自結構性存款之收入（計入其他收入） – (245)
租金收入－固定經營租賃款項（計入其他收入） – (1,693)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10,499 30,177
減：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產生之年內溢利 – 22,356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持續經營業務產生之年內溢利 10,499 7,821

股份數目 數目 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68,626,516 1,168,626,516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產生的年內溢利人民幣22,356,000元以及上文
詳述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分母計算，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終止經營業務的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每股人民幣1.91分。

計算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並無假設購股權獲行使，此乃
由於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股份的平均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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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本公司董事概無就此兩個年度派付或擬派股息，自報告期末起亦無擬派任何股息。

10. 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保理應收款項 521,800 537,053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4,681 1,925

526,481 538,978

分析為：
即期部分 466,183 538,978

非即期部分 60,298 –

526,481 538,978

11. 其他應付款項╱合約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應付賬款
來自客戶其他墊款 3,053 5,314

應計員工成本 3,265 3,34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319 8,490

12,637 17,153

合約負債

下表顯示於本年度確認的收入與結轉客戶合約預付款項有關的數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年初計入客戶合約預付款項結餘之已確認收入 4,981 13,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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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本集團的保理業務於年內錄得經營收入人民幣47,658,000元，較二零一九年減少約
6.0%。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經審核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由二零一九年來自持續經營
業務的人民幣7,821,000元上升至本年度的人民幣10,499,000元及每股基本盈利由二
零一九年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人民幣0.67分增加至本年度的人民幣0.90分。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本年度任何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業務回顧

概述

本集團主要從事保理業務。於本年度，保理業務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47,658,000元，
以及產生分類溢利人民幣38,471,000元。

保理業務

本公司將透過悅達商業保理（深圳）有限公司（「悅達保理」，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
司及為本集團附屬公司，其主要業務為（其中包括）商業保理）繼續運營保理業務。

下表概述本集團之財務營運之經營業績：

業務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授出貸款總額 利息收入 管理費收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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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傳統保理 487,847 540,009 34,931 35,963 12,184 14,726

消費分期付款保理 39,118 – 543 – – –

526,965 540,009 35,474 35,963 12,184 14,726

本年度總平均回報率為8.93%（二零一九年：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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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展望二零二一年，本集團將著力發展保理業務。中國及世界其他地區爆發
COVID-19，其於可見未來仍將對經濟及我們的營運構成巨大的挑戰。於本公佈日
期，我們並無遭遇客戶違約支付本金、利息及費用收入。我們將對疫情帶來的營運
影響保持高度警惕並採取任何必要措施以減輕影響。因此，董事致力尋求合適的
商機，多元化發展本集團的現有業務領域，以提升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長遠利益。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至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九日止期間（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將不會辦理任何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為確定符
合資格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及於會上投票的本公司股東身份，所有本公司股份的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
遲須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
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

1716號舖。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適當時候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規定的方式公佈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財政狀況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為人民幣709,126,000元（二零
一九年：人民幣752,490,000元），其中銀行結餘及現金為人民幣21,060,000元（二零
一九年：人民幣206,399,000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淨
值為人民幣379,745,000元，較二零一九年的人民幣369,246,000元增加約2.8%。本集
團的資產負債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約為50.7%（二零一九年：51.0%）。

借貸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貸金額為人民幣356,519,000元（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347,211,000元）。銀行借貸以歐元計值，按浮動利率計息及於二零二一年償
還。



13

外幣風險

本集團的貨幣資產、負債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歐元計值。本年度內，大部
份交易以人民幣計值及結算。本集團並無透過金融工具進行任何有關匯率風險的
對沖活動。然而，本集團密切監察匯率波動，並將採取必須措施，盡量減低貨幣波
動的不利影響。

或然負債及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了用於支持本集團的銀行信貸額度的抵押銀行
存款外，本集團並無提供任何擔保及質押，亦無任何其他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九
年：零）。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港兩地共聘用約20名擔任管理、行政
及保理業務的員工。薪酬政策由管理層定期根據員工的表現、經驗及當時行業慣
例作出檢討。本集團根據有關中國法規代其中國僱員作出社會保險供款，同時亦
為香港員工提供保險及強積金計劃。本年度內，本集團為管理層以及各職級的員
工提供了多項相關業務或技能的培訓課程。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於整個年度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
（「守則」）所有守則條文規定，惟下列情況除外：(i)董事會主席因需要處理其他業
務，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九年
股東週年大會」）及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十一
月股東特別大會」），因而偏離了守則條文第E.1.2條。儘管如此，其中一位獨立非
執行董事已出席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及十一月股東特別大會並擔任大會主席；
(ii)非執行董事李彪先生因其他業務承擔而未能出席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及
十一月股東特別大會，因而偏離了守則條文第A.6.7條；(iii)非執行董事胡懷民先生
因其他業務承擔而未能出席十一月股東特別大會，因而偏離了守則條文第A.6.7條；
儘管如此，該等董事已各自於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及十一月股東特別大會開
始前將其意見提呈予大會主席；及 (iv)非執行董事的委任並無特定年期，因而偏離
了守則條文第A.4.1條。然而，所有非執行董事須按照本公司章程細則每三年輪席
退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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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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本公司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本年度內已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現由張廷基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獨立非執行董事）、執行董
事孫遠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崔書明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的職能包括檢討有
關審核範疇的所有事宜，包括財務報表及內部監控，以保障本公司股東的利益。審
核委員會在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九日召開的會議上，審閱了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
及慣例、本集團於本年度的年度業績及本集團於本年度所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
並與管理層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的事宜。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成員現時包括崔書明先生（薪
酬委員會主席、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勇平博士（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及孫遠明先
生（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檢討及討論有關薪酬政策、薪酬水平
及執行董事薪酬的事宜。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提名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成員現時包括劉德兵先生
（提名委員會主席、董事會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崔書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以
及劉勇平博士（獨立非執行董事）。提名委員會的職能包括檢討董事會的組成，以
及甄選及提名董事人選，以合乎董事會所需的相關技能、知識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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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登二零二零年年報

本公司的本年度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的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的
網站 (www.yueda.com.hk)上公佈。

承董事會命 

悅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  

劉德兵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下列成員：(a)非執行董事劉德兵先生、李彪先生及胡
懷民先生；(b)執行董事孫遠明先生、蔡寶祥先生及柏兆祥先生；及 (c)獨立非執行
董事崔書明先生、劉勇平博士及張廷基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