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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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YNAMIC HOLDINGS LIMITED

（股份代號：029）
(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達 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業績公佈

業績

達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
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三 100,096 126,437
直接成本 (32,995) (50,902)  

毛利 67,101 75,535
其他收入 四 28,661 22,763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增加 34,176 1,706
行政費用 (21,647) (36,865)
融資成本 六 (2,292) (2,316)
共同控制公司之虧損分攤 (5,477) (7,230)  

除稅前溢利 100,522 53,593
稅項 七 (24,164) (16,079)  

本年度溢利 76,358 37,514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呈列貨幣之匯兌差額 75,411 16,171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151,769 53,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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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溢利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74,588 36,521
非控股權益 1,770 993  

76,358 37,514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48,553 52,393
非控股權益 3,216 1,292  

151,769 53,685  

每股基本盈利（港幣：仙） 九 34.0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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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六月三十日 於七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447 2,911 3,568
投資物業 十 1,645,704 1,535,437 1,517,816
共同控制公司權益 65,759 55,457 49,335
共同控制公司欠款 228,154 217,826 215,572
其他應收賬款 － 744 8,352   

1,942,064 1,812,375 1,794,643   

流動資產
待售物業 32,736 40,402 67,836
貸款應收賬款 － －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十一 15,394 17,297 32,076
非控股股東欠款 920 877 868
銀行存款－已抵押 60,734 59,618 50,284
銀行結餘及現金 97,761 88,597 106,464   

207,545 206,791 257,52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十二 58,565 53,080 55,402
已收預售按金 2,257 946 6,478
欠有關聯公司之款項 － － 9,918
應付稅項 97,977 81,576 103,544
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 79,490 285,500 132,500   

238,289 421,102 307,842   

流動負債淨值 (30,744) (214,311) (50,31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911,320 1,598,064 1,744,32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19,104 219,104 219,104
儲備 1,394,998 1,255,209 1,211,58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614,102 1,474,313 1,430,684
非控股權益 31,359 29,082 27,790   

總權益 1,645,461 1,503,395 1,458,474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後償還 160,210 － 193,000
遞延稅項負債 105,649 94,669 92,855   

265,859 94,669 285,855   

1,911,320 1,598,064 1,74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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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 編製基準

本綜合財務賬項已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此外，綜合財務賬項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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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

本綜合財務賬項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以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則除外。歷史成本
乃根據貨物交易代價的公平值。

就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財務狀況表及其
相關附註所載之數字，已經由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同意，於本初步業
績內公佈與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賬項所載之數字相符。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
行就此執行之工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
或香港保證委聘準則而進行之保證委聘，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亦不會就此初
步業績公佈作出保證。

二 .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
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香港會
計準則第17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及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修訂，作為於二零零九年頒
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部分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
修訂，作為二零一零年頒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之部分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用者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比較資

料之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現金結算股份付款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的列報－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
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綜合財務賬項內呈
報的金額及╱或披露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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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的列報－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
類」

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的列報－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
類」（「香港詮釋第5號」）澄清借款人應將擁有賦予放款人無條件權利隨時要求還款的條款
（「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分類為流動負債。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
詮釋第5號。香港詮釋第5號須追溯應用。

為符合香港詮釋第 5號所載之規定，本集團已變更分類具有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
貸款的會計政策。過往有關定期貸款的分類乃根據載於貸款協議的議定預定還款日期釐
定。根據香港詮釋第5號，具有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的定期貸款乃分類為流動負債。

因此，具有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而賬面總值為港幣64,500,000元及港幣82,500,000元的銀行
貸款已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由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
流動負債。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具有可隨時要求償還條款而須於呈報期間的
終結日後之一年後償還的銀行貸款。應用香港詮釋第 5號並無對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所呈
報損益構成影響。

該等定期貸款已於較早前列入以反影剩餘約定到期的財務負債到期分析內的最早類別。

採納該等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的綜合財
務賬項概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修訂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香港會計
準則第27號及香港財務準則第3號修訂除外）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金融資產之轉讓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個體權益之披露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6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 :相關資產之回收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經2011年修訂） 僱員福利 3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2009年修訂） 關連人士之披露 5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2011年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3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經2011年修訂）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投資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5

1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的修訂
2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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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合營公司之權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訂明由兩個或以上訂約方擁有共同控制權之合營安排應如何分類。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合營安排分為兩類：合營公司及合營業務。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1號之分類乃按照訂約各方於該等安排下之權利及責任而釐定。相對根據香港
會計準則第 31號，合營安排分為三個不同類別：共同控制公司、共同控制資產及共同控
制業務。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被分類為共同控制公司之合營安排，按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1號，可以適當地分類為合營公司或合營業務。

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合營公司須採用權益會計法入賬，而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31號，共同控制公司可採取權益會計法或比例會計法入賬。本集團共同控制公
司現時採用權益會計法入賬。

本公司董事預期本集團的綜合財務賬項將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應用
此新準則，並正就潛在影響進行評估。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遞延稅項：相關資產之回收」之修訂本主要處理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40號「投資物業」使用公平值模式計量之投資物業遞延稅項之計量方式。根據該等修訂
本，就使用公平值模式計量之投資物業遞延稅項負債及遞延稅項資產而言，除非假定在
若干情況被推翻，否則，投資物業賬面值假定可透過出售收回。若此假設未獲推翻，董事
估計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對以公平值摸式計量之投資物業的遞延稅項確
認，可能有重大影響。

本公司董事認為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綜合財務賬項構成重
大影響。

三 .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為了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有關向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已
呈報的資料集中於物業租賃及物業銷售的物業所在地。

物業租賃分類包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物業租賃經營。本集團的物業投資組合
主要包括位於北京及上海的辦公樓、商場及停車場。物業銷售分類包括本集團於北京的
物業銷售。

本部分乃本集團依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類」規定呈報其分類資料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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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分類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收益及業績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類分析如下：

物業租賃 物業銷售 綜合   
北京 上海 北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入

營業額
對外銷售 25,634 24,275 46,080 48,173 28,382 53,989 100,096 126,437        

分類業績 41,578 24,809 40,278 30,397 19,197 24,817 101,053 80,023      

未分配其他收入 26,714 16,786

未分配公司支出 (19,476) (33,670)

融資成本 (2,292) (2,316)

共同控制公司之
虧損分攤 (5,477) (7,230)  

除稅前溢利 100,522 53,593  

經營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分類業績指各分類所賺取之溢利
或所帶來之虧損，而並無分配中央行政成本、銀行利息收入、共同控制公司欠款之
假計利息收入、融資成本及共同控制公司之業績分攤。此乃一項就分配資源及評估
表現向董事會呈報之計量準則。

（乙） 分類資產及負債

物業租賃 物業銷售 綜合   
北京 上海 北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分類資產 598,962 546,348 1,058,350 1,000,623 38,658 49,897 1,695,970 1,596,868

共同控制公司權益 65,759 55,457

共同控制公司欠款 228,154 217,826

未分配公司資產 159,726 149,015  

綜合資產總值 2,149,609 2,019,166  

負債
分類負債 5,852 5,513 26,126 22,709 18,929 16,702 50,907 44,924

未分配公司負債 453,241 470,847  

綜合負債總值 504,148 515,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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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監控不同分類的分類表現及資源分配：

－ 除共同控制公司權益、共同控制公司欠款、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其
他公司資產外，全部資產乃分配為經營分類；及

－ 除欠一間有關聯公司之款項、應付稅項、銀行貸款、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公司
負債外，全部負債乃分配為經營分類。

（丙） 其他分類資料

物業租賃 物業銷售 分類總計   
北京 上海 北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包括在計算分類溢利或分類資產及負債之金額

資本支出 － － － － 20 81 20 81

折舊 － － － － 439 443 439 443

有關應收賬款的
減值虧損確認
（撥回）淨額 46 166 288 (830) (1,508) (955) (1,174) (1,619)

投資物業公平值之
增加（減少） 25,368 11,259 8,808 (9,553) － － 34,176 1,706        

（丁） 地域分類

本集團來自對外客戶的全部營業額乃位於中國（香港除外）。

按資產位處之地域分析非流動資產賬面值如下：

非流動資產賬面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國（香港除外 ) 1,648,038 1,538,071  

本集團上述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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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其他收入包括：

銀行利息收入 903 1,156
兌換收益淨額 12,542 2,831
買家承諾之應收收益 － 1,349
其他應收賬款之假計利息收入 245 1,176
共同控制公司欠款之假計利息收入 13,211 12,793  

五 . 折舊及攤銷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 623 788  

攤銷 － －  

六 .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 2,292 2,194
欠一間有關聯公司款項之假計利息支出 － 122  

2,292 2,316  

七 .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稅項支出包括：

現時中國所得稅（香港除外）
本年度 7,900 9,227
過往年度不足準備 1,268 －  

9,168 9,227  

中國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 8,806 6,016  

遞延稅項負債
本年度支出 6,190 836  

24,164 16,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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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規例，本集團中國附屬公
司之稅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為25%。

本公司在香港及英屬處女群島成立的若干附屬公司的預扣稅為該等公司在中國應課稅
租金收入，管理費收入及利息收入的10%至25%。

土地增值稅撥備按有關中國稅務法律及規例所載的規定作出估計。土地增值稅乃按遞進
稅率以增值額除去若干許可扣減開支後作出撥備。

企業所得稅法亦規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獲分派中國企業所賺取的溢利時須繳交
5%至10%的預扣稅。於呈報期間的終結日，就此溢利產生的臨時差額已於綜合財務賬項
內計提遞延稅項為港幣705,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361,000元）。

八 .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有關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已派發末期股息
每股港幣2仙（二零零九年：港幣2仙） 4,382 4,382

有關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已派發中期股息
每股港幣2仙（二零一零年：港幣2仙） 4,382 4,382  

8,764 8,764  

董事已建議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港幣2仙，合共港幣4,382,000

元，惟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

九 .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 74,588,000

元（二零一零年：港幣36,521,000元）及於本年度內已發行普通股219,103,681股（二零一零年：
219,103,681股）計算。

由於每股盈利並無攤薄影響，故於兩個年度均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十 . 投資物業

港幣千元

公平值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1,517,816
兌換調整 15,915
公平值增加 1,706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535,437
兌換調整 76,091
公平值增加 34,176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64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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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物業之公平值乃根據與本集團並無
關連之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有限公司於該日進行之
估值得出。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有限公司為香港測量師學會成員，估值乃參
照市場上類似物業交易價格證據。重估引致公平值增加而帶來之收益淨額港幣34,176,000
元（二零一零年：港幣1,706,000元）已撥入損益內。所有投資物業均位於中國並屬於中期租
約。

本集團所有以營業租賃合約持有而獲取租金收益或資本增值之投資物業於兩個年度均
以公平值方法計算。

十一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其他應收賬款結餘包括買家不履行向銀行償還款項而由本集
團接管貸款（有物業抵押並以實際年利率5.85%（二零一零年：5.85%）為攤銷成本）之應收賬
款港幣979,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2,997,000元）。除住房貸款外，本集團物業銷售允許買
家平均為三十日（二零一零年：三十日）之信貸期。來自租客之租金應收賬款及客戶之服
務收入應收賬款於出示發票時即付。於呈報期間的終結日，以發票日期為基準所呈列貿
易應收賬款（扣減呆賬準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六月三十日 於七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日至60日內 9,926 11,132 11,335
61日至90日內 22 78 314
90日以上 – 21 1,353   

9,948 11,231 13,002   

本集團在接受新客戶前對其信貸進行評估，並評估有潛質客戶信貸質素而釐定客戶信貸
額。客戶可取得信貸額亦定期審閱。貿易應收賬款之 95%（二零一零年：98%）並非過期或
減值，且有良好還款結算記錄。

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包括賬面值港幣452,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172,000元）之債務人，該
款項於報告日已過期，而本集團並未作出減值虧損撥備。由於信貸質素未有重大改變，
故管理層認為該款項乃可收回。本集團並未持有為該等結餘之任何擔保。該等應收賬款
平均過期賬齡為過期32日（二零一零年：82日）。

十二 .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結餘包括港幣2,791,000元（二零一零年：
港幣 2,443,000元）之貿易應付賬款。於呈報期間的終結日，以發票日期為基準所呈列貿易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六月三十日 於七月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0日至60日內 547 304 281
60日以上 2,244 2,139 2,122   

2,791 2,443 2,403   

其他應付賬款主要包括租金按金港幣 24,139,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19,298,000元）及預收
金額港幣3,525,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3,41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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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營業額為港幣100,096,000元（二零一
零年：港幣126,437,000元），而本年度毛利總額為港幣67,101,000元（二零一零年：
港幣75,535,000元）。與去年相比，本集團營業額及毛利分別下跌 21%及11%，而
邊際毛利率則由 60%上升至 67%。此業績主要源自本集團投資物業租金收入及
由於下文進一步所述之物業銷售收益減少。

此外，本集團錄得其他收入總數為港幣28,661,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22,763,000
元），主要源於年度內假計利息收入及人民幣匯兌收益。

鑒於中國辦公樓及零售物業市場氣氛均持續樂觀，於本年度內本集團投資物
業公平值合計共增加港幣 34,176,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1,706,000元）。

整體而言，本公司擁有人於本年度應佔溢利明顯激增至104%，總計為港幣
74,588,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36,521,000元），而每股盈利為港幣 0.34元（二零一
零年：港幣0.167元）。如撇除本集團投資物業重估及相關稅務影響，本公司擁有
人於年度內佔基本利潤提高 32%。

經考慮換算呈列貨幣之匯兌收益的其他全面收入，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全面收入總額合計為港幣148,553,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52,393,000元），與去年
年度相比，顯示大幅提升至 184%。

業務回顧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繼續其在中國大陸物業租賃及物業銷售之經營分類。北京
及上海的物業租賃分類佔本集團營業額及業績的主要來源，並且加強穩固本
集團投資物業資本價值。另一方面，由於本集團待售物業之未售單位已減少，
而且自從於本年度中國大陸實施大量官方政策以抑制物業市場後，住宅市場
受壓，物業銷售分類因而下跌。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包括位於上海浦東之優質辦公樓及北京朝陽區的完善購物
商場連同停車場）帶來總額港幣71,714,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72,448,000元）之租
金收入，為本年度本集團提供 72%（二零一零年：57%）總營業額。此物業租賃分
類業績錄得溢利為港幣 81,856,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55,206,000元），而其中投
資物業公平值升值佔港幣 34,176,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1,70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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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本集團住宅單位之銷售收益合共港幣 28,382,000元（二零一零年：港
幣53,989,000元），佔本年度本集團總營業額 28%（二零一零年：43%）而此物業銷
售分類業績共錄得溢利港幣 19,197,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24,817,000元）。銷售
及業績下調的原因是本集團實際持有待售住宅單位僅餘少量供銷售，連同本
年度官方施行的壓抑需求政策及信貸管制措施，北京的物業銷售量已明顯減
少。

在北京，在零售業市場強勁表現承托下，加強了對零售需求，繼而推低空置率
並使購物商場租金及資產表現可穩步增長。本集團之「尚街購物中心」已實際
上達到完全佔用水平，連同增長租金總額港幣 25,634,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
24,275,000元）及資本價值升值總額港幣25,368,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11,259,000
元），本年度北京物業租金分類業績溢利達致港幣41,578,000元（二零一零年：港
幣24,809,000元）。

在上海，鑑於本年度浦東辦公樓市場的過盛供應致令租金面臨競爭。儘管如
此，本集團位處於小陸家嘴的優質辦公樓「裕景國際商務廣場」在辦公樓積極
提升、租賃擴充及租賃續約下，仍保持高佔用率。本年度上海在物業租賃分類
的租金收入輕微下調至總數港幣46,080,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48,173,000元），
而資產值微升港幣8,808,000元（二零一零年：貶值港幣9,553,000元），本年度上海
物業租金分類業積溢利達致港幣40,278,0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30,397,000元）。

在深圳，名為深圳圳華港灣企業有限公司（「圳華」）之共同控制公司所持有位處
於南山區東角頭的一幅土地使用權，就二零一一年大運會（國際大學生體育活
動）而改善完備區內的基建及城市規劃而言，在資產值方面已有所獲益。為了
優化東角頭重建計劃及經濟價值的目標，本集團與圳華中方合作顆伴共同積
極參與市政府部門就有關土地重新分區協商，以致力爭取提升土地用地及配
套設施，並主要增加高層住宅區的總樓面可發展面積和可銷售樓面面積，及就
額外增加可發展總面積之修訂地價款進行磋商。

展望

儘管環球經濟正面臨歐洲及美國主權債務危機的挑戰，但中國市場在整體穩
固及強韌的經濟增長下，促使前景正面樂觀。雖然預期官方緊縮政策會持續令
物業市場降溫及抑制通漲壓力，然而，預料穩固租金收入將會維持。

在北京，在中國處於活躍經濟增長情況下，零售市場中商界和消費者信心皆會
不斷鞏固投資及消費能力。預期更多外國及本地品牌的零售商保持擴充租賃
進度。預計租賃活動仍維持穩固，而本集團將會不時調整租戶及品牌組合以迎
合市場定位，連同有效的商場管理以維持高佔用率及固定經常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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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基於中國大陸強制實施的持續購房限制和信貸緊縮措施，加上本集
團已減少持有待售住宅單位，預期住宅物業的銷售交易仍處於低水平。

在上海，於匯集浦東區小陸家嘴週邊供應的新優質辦公樓預料將被有需要提
升及搬遷辦公樓的租戶所佔用。此外，強勁的內消經濟將會推動本地及外國企
業的新設立、內部擴充及搬遷擴充。在租賃續約時，本集團將會致力保留現有
租戶及其擴充租賃，並採取具競爭性租賃策略以吸引中小型新租戶，以維持高
佔用率及穩定經常性收入。

最後，預期深圳市在穩步發展的經濟及城市增長下，加上與香港跨境一體化的
整合將會推動城市興旺發展，特別是位處於南山區的卓越住宅發展。本集團將
會致力維護其在圳華之最佳利益，並與相關政府部門就優化重建計劃及提升東
角頭資產值進行協商，以配合官方於區內的重新分區，城市規劃及基建發展。

股息

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 2仙（二零一零年：港幣 2仙）予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九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所有股東。連同本年度已派發給公司股東
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2仙，股息總額將為每股港幣4仙。股息單預期將約於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寄予各股東，但須待股東在即將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
年大會上通過。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五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星期五（首
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獲派發建議之末期股息，
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送
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
后大道東28號金鐘滙中心 26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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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惟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B.1.1
條，該條文規定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大多數成員須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由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期間，董事會薪酬委員
會大多數成員並非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此外，於同期內，本公司獨立非執
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人數，分別低於上市規則第3.10(1)條及 3.21條規定最
少三人的數目。

自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日起，霍錦柱先生已獲本公司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而董事會已委任彼為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故此，本公
司已分別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及上市規則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年度的全年業績已經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閱。本集團綜合財務賬項已經本
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核，並出具一項無保留意見。

致意

董事會就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各股東、來往銀行、客戶、供應商及其他人事對本
集團作出寶貴支持；以及全體職員對本集團的重大貢獻，謹此深表謝意。

承董事會命
達力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陳永杰

香港，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之執行董事包括蔡黎明先生、陳永杰博士、陳永
涵先生、陳俊望先生、張志明先生、黃正順先生、趙少鴻先生及黃世達先生；獨
立非執行董事包括莊劍青先生、SY Robin先生及霍錦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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