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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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28）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營業額創下了集團於����年成立以來的歷史新高，較�00�年大幅增加���.�%至人
民幣��億�,���萬元。

�. 扣除投資物業公允值收益之除稅前利潤增加��.�%至人民幣��億�,���萬元，在同
業中表現仍為出眾。

�. 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億�,��0萬元，其中人民幣�億�0�萬元與重估投資物業有關
（扣除遞延稅項）。

�. 股東應佔核心利潤淨額增加��.�%至人民幣�億�,���萬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分及每股核心盈利為人民幣��分。

�. 股東資金增加��.�%至人民幣��億�,��0萬元。每股資產淨額為人民幣�.�元。

�. 股東資金回報為��.�%。

�. 本集團年內新購入�0塊優質地塊，總可售建築面積為�,���,�0�平方米，單位成本
每平方米為人民幣�,���元。於本年底，本集團的土地儲備可售建築面積為��0萬
平方米。此外，我們亦取得了兩個一級土地開發資質的項目，預計總建築面積���
萬平方米。

�. 本集團在�0�0年�月定向發行總值�0億港元的債券，為期三年，年息為�0厘；並在
��月成功發行�億美元（折算約��.�億港元）的優先票據，票據年期五年，票面利息
��.�%。

�0. 於�0�0年底，淨負債比率為��.�%。未償還銀行貸款約為人民幣��億�,���萬元，
債券及優先票據餘額約為人民幣��億�,0��萬元，手頭現金約人民幣��億�,���萬元
（包括受限制現金人民幣�,���萬元）。

��. 董事會擬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仙，分派比率為股東應佔核心利潤淨額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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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致各位股東：

本人謹代表禹洲地產股份有限公司（「禹洲地產」或「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截至�0�0年��月��日止財政年度全年業績。
�0�0年是禹洲地產上市之後迅速發展的一年，亦是本公司在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積極佈
局、穩健拓展的一年。

截至�0�0年��月��日止，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毛利分別約為人民幣��億�,���萬元和人民幣
��億�,���萬元，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和��.�%；股東應佔核心利潤約為人民幣�億
�,���萬元；每股基本核心盈利為人民幣��分，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及��.�%。

股息

為回報股東一直以來的支持和信賴，並充份考慮本集團未來發展的前提下，董事會建
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仙較�00�年度增長��.�%，分派比率為�0�0年度核心利潤的
��.�%，貫徹本集團自上市以來的分派比率約�0%的派息政策。

業務回顧

�0�0年是本集團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後的第一個完整的財政年度，期內無論合約銷售
金額、營業額以及核心淨利潤均創下了集團於����年成立以來的歷史新高。本集團將繼
續鞏固海西經濟區的優勢地位，通過儲備優質土地資源，進一步強化集團在該區域的領
導地位，並穩步進軍長三角地區，戰略佈局環渤海地區。

�0�0年國家陸續推出各項房地產調控措施，使房地產市場調整的時間拉長，各項調控措
施在調控投資性及投機性購房交易行為的同時也抑制了部分自住型需求，尤其一二線城
市的市場交易量在下半年明顯減少。在穩健貨幣政策的宏觀背景下，預計�0��年房地產
市場將繼續面臨新的政策調控壓力。面對宏觀經濟環境和市場變化，本集團適時調整業
務策略，取得了卓越的銷售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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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集團旗下各在售項目銷售情況良好，實現了調整後的年度銷售目標。截至�0�0
年��月��日，本集團年內完工面積���,���平方米，新開工面積�,��0,���平方米，主要持
續銷售項目有禹洲‧世貿國際，禹洲‧天境（原稱禹洲‧華僑城）一期，禹洲‧華僑金海
岸，禹洲‧大學城一期和禹洲‧星洲花園，新開盤項目有禹洲‧大學城二期，禹洲‧城
上城，禹洲‧鼓山一號，禹洲‧東方威尼斯二期和禹洲‧藍爵。預計�0��年在建總建築
面積達�,�00,000平方米，可供銷售面積達�,0��,���平方米，計劃新開盤項目�個，包括禹
洲‧高爾夫，禹洲‧天境二期，禹洲‧尊海和禹洲‧陽光花城。

土地儲備

期內，本集團積極把握收購契機，戰略性地增加了低成本且優質的土地儲備近���萬平方
米（其中包括取得一級土地開發資質的建築面積約���萬平方米）的主要集中在海西經濟區
佔��%，長三角經濟區佔�%和環渤海經濟區佔��%。

�0�0年�月，禹洲地產以人民幣�,�00萬競得厦門市同安工業集中區附近一幅地塊，建築
面積約�萬平方米。項目規劃為住宅，項目名暫定為陽光花城。隨後，又以低價簽訂了位
於泉州的城市綜合體項目地塊的一級開發資質。該地塊規劃總建築面積約���萬平方米，
項目建成後將成為海西經濟區最大的城市綜合體項目。本集團預計將以樓面地價成本約
人民幣�00元取得該地塊。此外，�0�0年�0月，禹洲地產通過公開掛牌，成功分別以總價
人民幣�億�00萬元和人民幣�億�,�00萬元競得廈門同安影視城附近兩幅地塊。�0�0年在
厦門和泉州的一系列項目收購繼續鞏固了集團在海西經濟區的發展。

期內，�0�0年�月，禹洲地產以人民幣�億�,��0萬元收購上海茜爾斯百貨有限公司全部權
益，進而獲得茜爾斯位於上海浦東新區惠南鎮一塊總規劃建築面積約��萬平方米的商業
用地，平均樓面價格為每平方米人民幣�,���元。該商業地塊將發展為大型購物中心。

�0�0年�月，禹洲地產通過公開掛牌，成功以總價約人民幣�億�,���萬元收購三幅位於
天津的地塊，總建面積總計逾�0萬平方米，成功布點環渤海經濟區，緊接著在�0�0年
�0月，禹洲地產通過公開掛牌，成功以總價約人民幣�億�,���萬元收購一幅位於天津地
塊，進一步增强環渤海地區的布局。此外，�0�0年��月�0日，禹洲地產獲得北京平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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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佔地面積約�00萬平方米地塊的土地一級開發資質，並與當地政府舉行了簽約儀式。
為公司進軍首都、鞏固在環渤海區域中心的發展奠下堅實基礎。

由於本集團繼續以較低成本購入地塊，新增土地後平均土地成本降至每平方米約人民幣
�,��0元，大幅低於現今市場價格。另外，我們亦參與了兩個大型的一級開發項目。這些
項目將會為本集團往後之盈利提供極大貢獻。

截止�0�0年��月��日，本集團土地儲備的總可銷售建築面積逾���萬平方米，其中竣工待
售可供銷售建築面積約為��萬平方米，在建可供銷售建築面積約為���萬平方米，未來開
發項目建築面積約為���萬平方米。此外，我們亦同時持兩個一級開發資質項目，預期總
建築面積不低於�00萬平方米。

新行政總裁的加盟

�0��年�月，黃志斌先生加盟本公司出任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我們很高興黃志斌先生的
加盟。他在房地產規劃、開發及管理方面擁有逾��年的豐富經驗、對海西經濟區域房地
產市場有精深理解、并且具備堅實的法律專業背景。毫無疑問，他的加盟壯大了禹洲地
產管理團隊的實力，將有力地推動公司成為真正專業化和規範化的優質上市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

本集團自成立以來一直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秉承「服務社會、回報社會」的企業宗旨，
公司在不斷發展的同時，也不忘回報社會。禹洲地產作為優秀企業公民自覺承擔社會責
任，積極參與希望工程、文化教育、賑災、環境保護、醫療衛生、市政交通等公益事
業。積極參與和組織援助青海玉樹抗震救災活動，並在�月福建省委統戰部、省委宣傳
部、省紅十字會、省慈善總會、省工商聯等聯合舉辦題為「風雨同舟情暖八閩」的福建省
抗洪救災特別晚會上，特為南平災區捐款�00萬元人民幣，為災區人民重建家園貢獻一份
力量，用行動彰顯企業的社會責任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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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

本集團向來重視物業管理和服務工作，並將物業管理作為項目售後服務和公司品牌提升
的基礎。本公司旗下的華僑城物業管理公司致力為住戶提供安全、舒適、方便、優質的
物業管理服務，並在此基礎上根據住戶需求做出持續的改進，提供國際化的專業服務，
為項目開發提供重要配套服務，以配合本集團未來的全面發展。

投資者關係

本集團始終重視與股東及投資者保持良好的交流和溝通。期內，本公司上市唯一的保薦
人摩根士丹利在�0�0年�月安排本集團高層管理團隊進行路演，�0�0年��月本集團發行優
先票據的聯繫牽頭經辦人中銀國際、野村國際和蘇格蘭皇家銀行安排本集團高層管理團
隊再次進行國際路演，陸續與境內外投資者接洽；管理層還定期出席國內外各類型的投
資者會議，與投資者進行多方或一對一的會議溝通，並積極組織和接待數十次境內外投
資者及分析員參觀項目，使投資者及時、直觀地瞭解本集團的最新發展狀況和未來策略
規劃。

禹洲地產於2010年及2011年參加過的投資者會議

主辦方 會議名稱 地點 時間

中銀國際 第八屆中銀國際投資者會議 青島 �0�0年�月��至��日

摩根士丹利 �0�0香港投資者會議 香港 �0�0年�月��至��日

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0�0年中國年會 北京 �0�0年�月�至��日

高盛公司、高華證券 �0�0年中國投資前沿年會 北京 �0�0年��月�至�日

美銀美林 中國投資峰會 北京 �0�0年��月�至�日

元大證券 海峽交流論壇 台北 �0�0年��月�至�0日

德意志銀行 德銀中國主題年會 北京 �0��年�月�0至��日

瑞士銀行 第十一屆瑞銀大中華研討會－ 上海 �0��年�月��至��日
  朝霞裡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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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

基於對房地產市場未來發展方向的判斷，本集團制定了中長期發展戰略。秉承「以誠建
城，以愛築家」的品牌理念，繼續以誠信為基石，發揮資源與品牌優勢，將鞏固海西地區
優勢地位，進一步強化本集團在海西經濟區內的實力，同時逐步擴張長三角經濟地區，
佈局環渤海地區實現全國性發展的戰略目標。我們將根據集團的發展需要謹慎選擇適合
公司發展和產生良好績效的項目，把握市場機遇，適時補充優質土地儲備，以促進我們
的可持續發展。

隨著集團規模不斷地擴大，�0��年全年新開工可供銷售面積約為�0�萬平方米，我們預計
銷售面積及銷售金額比�0�0年有一定的增長。

本集團在�0�0年有效借助上市融資平臺，於�月與中國人壽保險（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旗
下的中國人壽信託有限公司簽訂定向發行總值�0億元港幣的三年期債券協議，年息為�0
厘。於��月成功發行�億美元（折算約��.�億港幣）五年期優先票據，票面利息��.�%。兩
次成功融資進一步增強了本集團資本實力，為本集團增購土地提供了有利的資金支援，
也為本集團實現產品多元化策略和長遠發展戰略目標奠定穩固基礎。

展望

隨著中國經濟日益發展，經濟區域性將更加趨向平衡以及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升，本集
團將切合宏觀經濟環境，延續穩健的發展策略，以多元化的產品組合，優質及低成本的
土地儲備，健康的財務狀況，穩步長遠發展，保證公司股東和眾多投資者能夠在未來隨
著公司業務增長而獲得更多回報，繼續為廣大客戶提供更高性價比的物業產品，為社會
創造更大價值。

致謝

禹洲地產的發展離不開集團各級員工的辛勤努力和熱忱貢獻。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衷心感
謝所有股東、投資者、業務夥伴及客戶的鼎力支援和信賴。禹洲地產全體員工將更加團
結奮發、穩健進取，為股東帶來更理想的回報。

林龍安
主席

香港‧ �0��年�月�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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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洲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

綜合收益表
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

  2010年  �0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 4,265,558  �,���,�0�

銷售成本  (2,488,175 ) (�,00�,��� )    

毛利  1,777,383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18,402  �,��0
銷售及分銷成本  (64,426 ) (��,0�� )
行政開支  (106,225 ) (��,��� )
其他開支  (3,789 ) (��,��� )
投資物業公允值收益  276,015  ���,0��
融資成本 � (39,187 ) (�,��� )    

除稅前利潤 � 1,858,173  �,���,���

所得稅開支 � (892,868 ) (�0�,��� )    

年度利潤  965,305  �,0��,0��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963,601  �,�0�,0��
 非控股權益  1,704  (�,0�0 )    

  965,305  �,0��,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
 －基本（每股人民幣）  0.40  0.��    

 －攤薄（每股人民幣）  0.40  0.��    

有關擬派年度股息的詳情於附註�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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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0�0年��月��日

  2010年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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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388  ���,���
投資物業  2,890,747  �,���,0�0
預付土地租金  452,730  ���,���
遞延稅項資產  186,418  ��,���    

非流動資產總額  3,711,283  �,���,��0    

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金  559,955  �0�,���
在建物業  3,595,735  �,���,�0�
持作銷售用途的竣工物業  484,369  ���,�0�
收購土地預付款項  2,781,641  �,���,���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75,165  ���,���
預付企業所得稅  14,389  ��,���
預付土地增值稅  37,386  �0,���
受限制現金  13,223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19,446  �,��0,0��    

流動資產總額  10,881,309  �,���,0��    

流動負債
預收款項  1,910,434  �,���,���
貿易應付款項 � 914,147  �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84,138  ���,�0�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1,038,023  ���,000
應付關連方款項  –  �,���
應付稅項  460,067  ���,���
土地增值稅撥備  776,741  ���,���    

流動負債總額  5,483,550  �,��0,���    

流動資產淨額  5,397,759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109,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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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00�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3,741,747  �,���,0�0
遞延稅項負債  543,266  ���,�0�    

非流動負債總額  4,285,013  �,���,���    

資產淨額  4,824,029  �,���,���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211,528  ���,���
儲備  4,131,482  �,���,0�0
擬派末期股息 � 224,394  ���,���    

  4,567,404  �,�0�,���

非控股權益  256,625  ���,���    

權益總額  4,824,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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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已頒佈但並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未於該等財務報表採納下列已頒佈但並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首次採納者就相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資料的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披露－金融
  資產轉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呈報－供股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修訂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詮釋第��號修訂本  預付最低資金要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分辨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嚴重高通貨膨脹及就首次採納者剔
  除固定日期�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所得稅－遞延稅項：收回相
  關資產�

除上述以外，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0�0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其載述多項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主要為撇除不一致之處及明晰措辭。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0�0年�月�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而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國
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則於�0��年�月�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惟各
準則均有獨立過渡條款。

� 於�0�0年�月�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0年�月�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年�月�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年�月�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年�月�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年�月�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生效

預期將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的變動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於�00�年��月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為完全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
確認及計量的全面計劃的第一階段的第一部分。該階段重點為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金
融資產不再分為四類，而應根據實體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金融資產合同現金流量特
徵，於後續期間按攤銷成本或公允值計量。此舉旨在改進及簡化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規定
的金融資產分類與計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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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0�0年�0月，香港會計師公會就金融負債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新增規定（「新
增規定」），並將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的現行不再確認原則納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號內。大部分新增規定乃照搬自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因此指定為按公允值於損益中記
賬的金融負債的計量將改為透過公允值選擇（「公允值選擇」）計算。就該等公允值選擇負債
而言，由信貸風險變動而產生的負債公允值變動金額，必須於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
入」）中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收入中就負債之信貸風險呈列公允值變動，會於損益中產生
或擴大會計差異，否則其餘公允值變動金額於損益呈列。然而，新增規定並不涵蓋按公允
值選擇指定的貸款承諾及金融擔保合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旨在全面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全面取代前，香港會計準則
第��號於對沖會計及金融資產的減值方面的指引繼續適用。本集團預期自�0��年�月�日起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釐清及簡化關連方之定義，亦訂明倘若政府相關實體與同一
政府或受同一政府所控制、共同控制或發揮重大影響力之實體進行交易，可獲部分豁免關
連方披露。本集團預期自�0��年�月�日起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有關可資比
較關連方披露將作出相應修訂。

雖然採納經修訂準則將導致會計政策變動，惟經修訂準則不大可能對有關連方披露產生任
何影響，原因為本集團現時並無與政府相關實體進行任何重大交易。

於�0�0年�月頒佈的�0�0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載列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本
集團預期自�0��年�月�日起採納該等修訂。各準則有獨立過渡條文。雖然採納若干修訂可
能引致會計政策的變動，惟預期該等修訂概不會對本集團產生重大財務影響。預期對本集
團的政策產生重大影響的修訂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業務合併：闡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所消除對或然代價的豁免，並不適用於採用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號（於�00�年經修訂）前所進行的業務合併的或然代價。

另外，該等修訂將以公允值或被收購方可識別資產淨額的比例權益的非控股權益計量
選擇，限制為屬現時擁有的非控股權益成分，並賦予擁有人權利，於清盤時按比例分
佔實體的資產淨額。除非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須採用其他計量基準，非控股權
益之其他成分均以收購日期之公允值計量。

該等修訂亦加入明文指引，以闡明尚未取代及自願取代的以股份為基礎付款獎勵的會
計處理方式。

(b)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財務報表的呈列：闡明有關權益各成分的其他全面收入分析，可
於權益變動表或財務報表附註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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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闡明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00�年經修
訂）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所作出的後
續修訂預期將於�00�年�月�日開始或之後的年度期間或開始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時（兩者中以較早者為準）應用。

2.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是本集團年內的營業額，指物業銷售的除營業稅後所得款項總額、投資物業的已收
及應收的除營業稅後總租金收入及已收及應收除營業稅後物業管理費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載列如下：

  2010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物業銷售  4,198,037  �,��0,���
租金收入  33,654  ��,00�
物業管理費  33,867  ��,�0�    

  4,265,558  �,���,�0�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8,818  �,0��
來自持作銷售物業的租金收入  3,194  �,���
其他  6,390  �0�    

  18,402  �,��0
    

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乃以其產品及服務為基準，分為若干業務單位，且所擁有的五個可報
告經營分部如下：

(a) 物業開發分部從事物業開發及銷售；

(b) 物業投資分部乃就物業的租金收入潛力及╱或資本增值作出投資；

(c) 物業管理分部乃向物業提供管理服務；

(d) 酒店經營分部乃從事酒店開發及經營；及

(e) 其他分部包括企業收入及支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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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分別監測本集團經營分部的業績，旨在確定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分部表現按可報
告分部的利潤╱（虧損）作出評估，即計量來自持續業務的經調整除稅前利潤╱（虧損）。來
自持續業務的經調整除稅前利潤╱（虧損）的計量與本集團來自持續業務的除稅前利潤╱（虧
損）一致，惟利息收入及融資成本均不計入有關計量。

由於遞延稅項資產、預付企業所得稅、預付土地增值稅、受限制現金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乃按集團基準管理，因此該等資產不計入分部資產。
 
由於計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應付稅項、土地增值稅撥備及遞延稅項負債乃按集團基準
管理，因此該等負債不計入分部負債。

分部間銷售及轉撥乃參考向第三方作出銷售的售價按當時市價進行交易。

年內，來自單一外部客戶的收入並沒有佔本集團收入總額的�0%或以上。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

 物業開發  物業投資  物業管理  酒店經營  其他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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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的銷售額 4,198,037  33,654  33,867  –  –  4,265,558
 其他收入 5,926  –  239  –  3,419  9,584           

 總額 4,203,963  33,654  34,106  –  3,419  4,275,142
           

分部業績 1,595,484  288,845  5,960  (446 ) (1,301 ) 1,888,542
         

對賬：
利息收入           8,818
融資成本           (39,187 )           

除稅前利潤           1,858,173
稅項           (892,868 )           

年度利潤           965,305
           

分部資產 18,234,162  3,816,173  144,209  771,491  2,724,494  25,690,529
對賬：
撇銷分部間應收款           (14,068,799 )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970,862           

資產總額           14,592,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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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開發  物業投資  物業管理  酒店經營  其他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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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負債 10,396,515  599,876  78,796  8,732  6,193,599  17,277,518
對賬：
撇銷分部間應付款           (14,068,799 )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6,559,844           

負債總額           9,768,563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20,370  470  342  –  368  21,550
資本開支 751,487  155,437  193  8,026  1,348  916,491 *
投資物業的公允值收益 –  276,015  –  –  –  276,015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添置在建投資物業及添置預付土地租金。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

 物業開發  物業投資  物業管理  酒店經營  其他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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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作出的銷售額 �,��0,���  ��,00�  ��,�0�  –  –  �,���,�0�
 其他收入 �,���  –  �0  �  ��  �,���           

 總額 �,���,���  ��,00�  ��,���  �  ��  �,���,���
           

分部業績 ���,���  ���,���  �,���  (��� ) (��,��� ) �,���,���
         

對賬：
利息收入           �,0��
融資成本           (�,��� )           

除稅前利潤           �,���,���
稅項           (�0�,��� )           

年度利潤           �,0��,0��
           

分部資產 �,���,0��  �,���,���  ��,���  �0�,0�0  �,0��,���  ��,�0�,���
對賬：
撇銷分部間應收款           (�,���,0�� )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           

資產總額           ��,���,���
           



- �� -

 物業開發  物業投資  物業管理  酒店經營  其他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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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負債 �,���,0��  ��0,�0�  ��,0�0  �,��0  �,���,�0�  �,���,���
對賬：
撇銷分部間應付款           (�,���,0�� )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           

負債總額           �,���,���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  �0  �0�  –  �0�  ��,���
資本開支 ���,���  ��,���  �0�  �,���  ��0  ���,��� *
投資物業的公允值收益 –  ���,0��  –  –  –  ���,0��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添置在建投資物業及添置預付土地租金。

4. 除稅前利潤

本集團來自持續業務的除稅前利潤乃於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得出：

  2010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物業成本  2,471,694  ���,��0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16,492  �0,���
折舊  5,058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979  –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2,351 ) –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項下的最低租賃付款  3,225  �,���
核數師薪酬  2,125  �,��0
僱員福利支出（包括董事薪酬）
 工資及薪金  28,318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676  �,���    

  30,994  ��,���    

賺取租金投資物業產生的直接經營支出
 （包括維修及維護）  8,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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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的分析如下：

 本集團
  2010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全額償還的銀行貸款的利息  126,970  �00,���
須於五年後全額償還的銀行貸款的利息  17,001  ��,���
其他貸款的利息  34,296  �,���    

不按公允值於損益中記賬的金融負債的
 利息支出總額  178,267  ���,���
減：資本化利息  (139,080 ) (���,�0� )    

  39,187  �,���
    

6.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在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利潤，故毋須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00�年
年：無）。於中國大陸經營的附屬公司的所得稅根據年內的應課稅利潤按適用稅率計算。

年度所得稅支出的分析如下：

 本集團
  2010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中國企業所得稅  435,243  ���,��0
 中國土地增值稅  460,067  ���,���    

  895,310  ���,���    

遞延：
 本年度  (2,442 ) �0�,���    

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892,8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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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2010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為��港仙
 （�00�年：�.�港仙）  224,394  ���,���
    

年度擬派末期股息須經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假設有關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上市的集團重組及資本化發行已於�00�年�月�日完成，並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
佔年內利潤人民幣���,�0�,000元（�00�年：人民幣�,�0�,0��,000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
權平均數�,�00,000,000股（�00�年：�,���,��0,���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0�0年及�00�年��月��日止年度內概無任何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
並無就該等年度呈列每股基本盈利的攤薄調整。

9. 貿易應付款項

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間結束時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2010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或須於要求時償還  679,738  ���,���
�–�年內須償還  234,409  ���,���    

  914,147  �0�,���
    

貿易應付款項為不計息及無抵押。該等結餘的賬面金額與其公允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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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0�0年中國房地產市場均價延續了�00�年的上漲勢頭，因此國家陸續推出各項房地產
調控措施，使房地產市場調整的時間拉長，各項調控措施在調控投資性及投機性購房交
易行為的同時也抑制了部分自住型需求，尤其一二線城市的市場交易量在下半年明顯減
少。在穩健貨幣政策的宏觀背景下，預計�0��年房地產市場將繼續面臨新的政策調控壓
力。面對宏觀經濟環境和市場變化的發展態勢，本集團適時調整應對措施，並積極進行
管理體制改革，採取了有效的項目開發和銷售策略。

整體表現

年內，本集團的營業額為人民幣��億�,���萬元，較去年大幅增長���.�%，毛利為人民
幣��億�,���萬元，較去年大幅增長��.�%。毛利率為��.�%，股東應佔盈利為人民幣�億
�,��0萬元，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分。股東應佔核心盈利為人民幣�億�,���萬元，
每股核心盈利為人民幣��分。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0�0年��月��日止末期股息港幣�億
�,�00萬，每股港幣��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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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儲備

本集團擁有優質而低成本的土地儲備。截至�0�0年��月��日，本集團的土地儲備總建築
面積達���萬平方米，平均樓面成本每平方米約人民幣�,��0元，分別分佈於海西、長三
角及環渤海的五個一二線城市。加上公司取得的兩個一級土地開發資的項目，本集團相
信現在持有及管理的土地儲備足夠本集團未來五至六年的發展需求。

土地儲備的可供銷售建築面積（平方米）
於�0�0年��月��日

地區 面積
 （平方米）

海西經濟區
廈門 �,���,�0�
福州 ���,��� 

小計 �,���,��� 

長三角經濟區
上海 ���,���
合肥 �,���,��� 

小計 �,���,0�� 

環渤海經濟區
天津 ���,��� 

小計 ���,��� 

總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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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土地開發資質（平方米）
於�0�0年��月��日

地區 面積
 （平方米）

海西經濟區 
泉州 �,���,000 * 

小計 �,���,000 

環渤海經濟區
北京 �,���,��� ** 

小計 �,���,��� 

總計 �,���,��� 

年內，本集團新購入�0塊優質地塊，總可售建築面積為�,���,�0�平方米，平均樓面成本
大幅低於市場水平，為約每平方米人民幣�,���元，該等新購入的地塊位於泉州、上海、
天津及廈門市，預計可於未來二至三年為集團提供滿意的回報。此外，本集團於年內亦
簽訂了兩個一級土地開發項目，它們分別位於泉州與北京。該�個項目預計於一至兩年內
完成開發，預計可為集團提供滿意的回報。

* 此為框架協議擬定的總建築面積
** 此為框架協議的用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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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該等地塊的詳情：

      平均
項目名稱 城市 建築面積  土地成本  土地成本
  （平方米）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元╱
      平方米）

海西經濟區
陽光花城（原同安地塊） 廈門 ��,��0  ��,000  �,���
集團地產T�0�0P0� 廈門 ���,000  �0�,�00  �,��0
集團地產T�0�0P0� 廈門 ��0,�00  ���,000  �,��0      

小計  ���,��0  ���,�00  �,���      

長三角區域
禹洲‧商業廣場（茜爾斯） 上海 ��0,��0  ���,�00  �,���
禹洲‧金融大廈（康怡） 上海 ��,��0  ��,000  �,���
海天商業廣場（臨港南凱） 上海 ��,���  ���,���  �,���      

小計  ���,���  ���,���  �,0��      

環渤海區域
團泊�0�0-��號商業地塊 天津 �0,���  ��,���  ���
團泊�0�0-��號商業地塊 天津 �0�,�0�  ���,���  �,���
靜海�0�0-��號居住地塊 天津 ���,���  �0�,�00  �,���
靜海�0�0-��號居住地塊 天津 ���,���  ���,���  �,0��      

小計  ���,���  �0�,���  �,���      

總計  1,259,307  1,949,738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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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土地開發項目名稱 城市 建築面積
  （平方米）

泉州地塊 泉州 �,���,000
北京地塊 北京 �,���,���  

總計  �,���,���  

物業銷售

下表載列各個項目於�0�0年的確認銷售面積及確認銷售金額：

  可供銷售的
項目名稱 城市 建築面積  金額  平均售價
  （平方米）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
海西區域
禹洲‧世貿國際 廈門 ��,���  ���,���  ��,0��
禹洲‧華僑金海岸 廈門 ���,���  �,00�,���  �,���
禹洲‧星洲花園（香檳城） 廈門 ��,���  ���,���  �,���
禹洲‧大學城一期 廈門 ���,���  �0�,���  �,���
其他 廈門 �,���  �0,���  �,���      

小計  �0�,���  �,���,���  �,���      

長三角區域
禹洲‧金橋國際三期 上海 ��,���  �0�,0��  ��,���
禹洲‧金橋國際二期 上海 �,���  ���,���  ��,���
禹洲‧天境一期 合肥 ��,���  ���,���  �,���      

小計  ���,���  �,���,0��  �0,���      

總計  528,282  4,198,037  7,947      

於�0�0年，本集團確認銷售金額則為人民幣��億�,�0�萬元，而確認銷售面積約為���,���
平方米，較�00�年分別大幅上升���%及���%。而每方米平均售價則由�00�年的人民幣
�0,�0�元下降至�0�0年的人民幣�,���元。其中，廈門的確認銷售金額達到人民幣��億
�,���萬元，佔確認銷售總金額�0%，較�00�年上升��.�%。廈門的確認銷售總面積達
�0�,���平方米，較�00�年上升���%。上海的確認銷售金額達到人民幣�0億�,���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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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確認銷售總金額��%，較�00�年上升��%。上海的確認銷售總面積達��,0��平方米，較
�00�年增加��%。合肥的確認銷售金額及確認銷售面積分別達到人民幣�億�,���萬元及
��,���平方米，佔確認銷售金額及確認銷售總面積分別為�%及��%。而於�00�年，本集
團於合肥並無任何確認銷售。

下表載列各項目於�0�0年的合約銷售金額與面積：

  可供銷售的
項目名稱 城市 建築面積  金額  平均售價
  （平方米）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

海西區域
禹洲‧世貿國際 厦門 �0,���  ���,���  ��,���
禹洲‧華僑金海岸 厦門 �0,���  ���,���  ��,���
禹洲‧星洲花園（香檳城） 厦門 �0,���  ��,���  �,���
禹洲‧大學城一期 厦門 �,���  ��,���  �,���
禹洲‧大學城二期（環東國際） 厦門 ��,0��  ���,���  �,���
禹洲‧城上城（締元山庄） 厦門 ��,���  �,���,��0  ��,���
禹洲‧鼓山一號 福州 ��,��0  ���,���  ��,��0
禹洲‧東方威尼斯 福州 �0,���  ���,���  �0,���
其他 厦門 ��,���  �0�,���  �,�00      

小計  ���,���  �,���,���  ��,�0�      

長三角區域
禹洲‧金橋國際四期（藍爵） 上海 �,���  �0�,���  ��,���
禹洲‧金橋國際三期 上海 �0,���  ��0,���  ��,0��
禹洲‧金橋國際一期、二期尾盤 上海 �,���  ���,���  ��,���
禹洲‧天境一期 合肥 ��,���  �0�,0��  �,���      

小計  ��,�0�  ���,���  ��,��0      

總計  381,033  5,217,274  13,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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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0�0年，本集團合約銷售面積約為��萬平方米，較�00�年下降��%，而合約銷售金額
則為人民幣約��億�,���萬元，較�00�年上升��%。其中廈門的合約銷售金額達到人民
幣��億�,���萬元，佔合約銷售總金額��%，較�00�年上升��%。廈門的合約銷售總面積
達���,���平方米，較�00�年下降��%。本年度，本集團於廈門市場依然保持着領先的
地位。從合約銷售面積計算，本集團為廈門最大的住宅開發商，在住宅市場的佔有率為
�.�%。上海的合約銷售金額達到人民幣�億�,0��萬元，佔合約銷售總金額��%，較�00�
年下降��%。上海的合約銷售總面積為�0,���平方米，較�00�年減少��%。合肥的合約銷
售金額達到人民幣�億�0�萬元，較�00�年上升��%。合肥的合約銷售總面積��,���平方
米，較�00�年減少�0%。

物業投資

世貿國際一、二期（廈門）

世貿國際的收入來自購物中心，年內達人民幣�,���萬元（�00�年：人民幣�,�0�萬元）增
幅為��.�%。年內，世貿國際一期購物中心繼續取得高水平的出租率約�00%（�00�年：
�00%）。而世貿國際二期因剛於�00�年度投入營運，所以出租率為��%（�00�年：�0%），
但集團預期該項目的出租率於未來會上升至世貿國際一期的水平。購物中心成功保留現
有並吸引新的知名品牌如巴黎春天百貨及沃爾瑪等入駐。

禹洲華僑金海岸（廈門）

該項目擁有可供銷售面積約�萬平方米的禹洲‧世貿生活廣場，由一、二期組成、分階段
進行招商，其將作為海滄商業旗艦，大型商場、超市、百貨一應俱全。由於該項目的住
宅單位剛於本年度交房，因此商場部份現處於招商初期。我們預期禹洲‧世貿生活廣場
將會使集團未來的租金收入大幅上升。

禹洲金橋國際一期及二期（上海）

禹洲金橋國際將佈局為可供銷售面積近�.�萬平方米的一站式商場，並確保品牌商家的入
駐。其中一期、二期的可供銷售面積約�,�00平方米，經過�00�年全年招商並投入營運，
截止�0�0年��月��日租金收入為人民幣���萬元。



- �� -

酒店營運

本集團繼續以穩健及謹慎的態度開拓旗下的酒店業務，務求建立多元化的物業組合。我
們相信，拓展至酒店領域將會擴大我們的收入來源及其穩定性，並降低我們過於依賴某
一特定房地產市場的風險。本集團旗下酒店仍處於開發建設階段，年內並無來自酒店營
運的收入。

物業管理

本集團以為尊貴住戶提供優質物業管理服務為己任，營造溫馨和諧的社區，致力於不斷
改善居住環境及改進服務質量，維持高水準的客戶滿意度。

�0�0年，本集團的物業管理服務公司錄得物業管理費收入為人民幣�,���萬元，較�00�年
增加�0.�%。於�0�0年��月��日，本集團的物業管理服務公司於中國內地管理的總建築面
積約為���萬平方米，而本集團物業管理服務向逾��,�00戶業主提供服務。

毛利

本集團的毛利由�00�年的人民幣�億�,���萬元增加��.�%至�0�0年約人民幣��億�,���萬
元。毛利率由�00�年的��.�%下降至�0�0年的��.�%，主要由於項目組合的轉變導致平均
售價的下降。土地成本相對平均售價保持在��.�%的低水平，預計未來數年，這比例仍會
保持在較低水平。

銷售及營銷成本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營銷開支由�00�年約人民幣�,�0�萬元增加��.�%至�0�0年約人民幣�,���
萬元，主要由於新推出物業項目的龐大宣傳計劃。在市場上投入大量廣告，令廣告成
本由�00�年約人民幣�,���萬元增加�.�%至�0�0年約人民幣�,�0�萬元。此外，�0�0年新
物業項目禹洲‧大學城二期及禹洲‧城上城開始預售，亦導致年內銷售及營銷成本的增
加。



- �� -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00�年約人民幣�,���萬元增加��.�%至�0�0年約人民幣�億���萬
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招攬了多名專才加入導致工資水平上升。

投資物業公允值收益

投資物業公允值收益由�00�年的人民幣�億�,�0�萬元下降至�0�0年的人民幣�億�,�0�萬
元。這主要由於�00�年度內有禹洲世貿國際二期、禹洲華僑金海岸一期及禹洲金橋國際
二期的購物中心的投資物業已竣工，因此這些項目改為使用公允值而非成本去計算其價
值。而本年度內只有禹洲金橋國際三期和禹洲華僑金海岸二期竣工。

股東應佔利潤

股東應佔利潤由�00�年約人民幣��億�0�萬元減少��.�%至�0�0年約人民幣�億�,��0萬
元。股東應佔核心利潤則由�00�年約人民幣�億���萬元增加��.�%至人民幣�億�,���萬
元。本年度股東應佔利潤的下降只是因為本集團一次性收益－投資物業公允值收益下降
所致，本集團的核心利潤表現依舊十分強勁。

財務回顧

借款

本集團將繼續遵從審慎的財務政策。於�0�0年��月��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及債券餘額
為人民幣��億�,���萬元，還款期如下：

還款時間 2010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之內 1,038,023  ���,000
�至�年之間 294,400  ���,0�0
�至�年之間 3,142,347  ���,000
超過五年 305,000  ���,000   

合共 4,779,770  �,���,0�0   

於�0�0年��月��日，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為人民幣��億�,���萬元，由本集團賬面總值為人
民幣��億�,�0�萬元的投資物業及在建物業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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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比率

於�0�0年��月��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額比�00�年增加���.�%至人民幣��億�,���萬
元，而流動比率由�00�年的�.��倍上升至�0�0年的�.��倍。於�0�0年��月��日，本集團的
淨負債對權益比率增加至��.�%（�00�年：��.�%）的低水平（淨負債對權益比率為銀行貸
款減手頭現金除以權益總額），在同業中屬於偏低水平。此等低負債水平可給予本集團於
房地產市場整固時期合理的增加債務去實行擴張的機會。

財務費用

年內，本集團的總借款成本為人民幣�億�,���萬元，較�00�年上升人民幣�,��0萬元，其
中資本化而計入項目成本的金額為人民幣�億�,�0�萬元，較�00�年上升人民幣�,���萬
元。

貨幣風險

本集團的銀行借款，債券，高息票據餘額及現金結餘的各種貨幣比例如下：

 銀行借款、
 高息票據
 及債券餘額  現金結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港幣 ���,���  ���,��0
人民幣 �,���,���  �,���,���
美元 �,��0,���  �,���,���   

合計 �,���,��0  �,���,���   

本集團近乎全以人民幣進行業務。除以外幣計值的銀行存款、債券及高息票據，本集團
並無承受任何其他重大的直接外匯波動風險。

或然負債

本集團提供購回保證予向本集團旗下中國內地物業買家提供住房按揭融資的銀行。於
�0�0年��月��日，未到期的購回保證為人民幣��億���萬元（�00�年：人民幣��億�,���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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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回報

�0�0年股本的回報為��.�%，截止�0�0年��月��日至年度，股本回報的計算方法為股東
應佔溢利除以期初及期末公司股東的應佔權益的平均數。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方法為本公司股東的應佔利潤除以年內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目。

 2010年  �00�年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963,601  �,�0�,0��
減：除遞延稅後投資物業公允值收益（人民幣千元） 207,012  ���,��0
本公司股東應佔核心利潤（人民幣千元） 756,589  �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千計） 2,400,000  �,���,��0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40  0.��
每股核心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32  0.��

截至�0�0年��月��日年度內並無發行具潛在攤薄影響的股份，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
本利潤相同。本公司股東應佔核心利潤為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扣除遞延稅後的投資物業
公允價值收益。

承擔

於�0�0年��月��日，本集團就房地產開發開支的承擔約人民幣��億�,���萬元（�00�年約
人民幣��億�,���萬元）。本集團亦承諾就土地收購支付的土地出讓金約人民幣��億�,�00
萬元（�00�年約人民幣��億��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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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扣除包銷費用及全球發售中應付的開支，本公司通過�00�年��月�日全球發售所得款項淨
額約人民幣��.�億元。該等所得款項淨額使用情況如下：

   截至2011年
集資所得   3月15日
用於項目類別 集資金額  已使用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禹洲‧國際大酒店、禹洲廣場（前稱「禹洲港誼廣場」）、
 禹洲‧鼓山一號及東方威尼斯項目
 有關的土地、建設及其他成本 ���  ���
為新項目提供資金 ���  ���
一般運營資金 ��  ��   

 �,��0  �,��0   

人力資源

本集團由經驗豐富的專業管理層團隊領導。董事會自本集團於����年成立以來一直帶領
本集團快速發展及拓展，高級管理層於物業發展行業平均擁有��年經驗。大部分高級行
政人員於此行業平均擁有超過�0年經驗。本集團亦招攬具專業資格的海外專才加入管理
團隊。通過管理層強有力的領導和國際視野以及有效的執行，以及結合公司實際情況嚴
謹地實行國際最佳慣例，本集團已於短時間內成為中國最具實力的房地產開發商之一。

我們相信本集團的人力資源實力，尤其是高級行政人員及專業項目管理團隊，這對維持
本集團的強大競爭優勢非常重要。本集團銳意通過遵從嚴格的管理程式及企業管治的國
際最佳慣例，以達成及超越國際優秀表現的水平。

於�0�0年��月��日，本集團共有�,���名僱員。截止�0�0年��月��日止，年度總僱員成本
（包括董事袍金）為人民幣�,0��萬元（�00�年人民幣�,���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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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派發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港幣��仙，須待股東於應屆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有關應屆股東週年大會的舉
行日期、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時間及股息分派日期將會在合適的時間內公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股份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嚴謹程度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所訂標準的董事證券交易守則（「證券守則」）。董事已確認於截至�0�0年��月��日止
年度內，一直遵守證券守則的規定。

企業管治

年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所載的全部條文，並遵從大
部分的建議最佳常規。

賬目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政策以及本集團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
的綜合財務報表。

致謝

最後，本人謹此對董事會成員優秀的領導、股東及業務合作夥伴的支持和信任，以及全
體員工對工作的投入，深表謝意。

承董事會命
禹洲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林龍安

香港，�0��年�月�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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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本公司執行董事林龍安先生（主席）、郭英蘭女士（副主席）、 
黃志斌先生、林龍智先生及林聰輝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辜建德先生、林廣兆先生及
黃循強先生組成。

本年度業績公告登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xmyuzhou.com.cn）以及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news.hk）。�0�0年年報將於�0��年�月�0日或前後在上述網站可供查閱，
並隨後向本公司股東寄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