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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公告 

 

永發置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審核綜合業績。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綜合業績。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2  18,473,180  18,567,485 

      

其他收入 3  132,540  214,545 

      

其他淨(虧損)/收入 3  (13,484,678)  3,193,056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溢利   41,050,000  59,088,020 

      

行政及經營費用   (5,875,424)  (5,187,831) 

      

除稅前溢利   40,295,618  75,875,275 

      

稅項 4  (7,214,046)  (9,974,275) 

      

除稅後股東應佔溢利   33,081,572  65,901,000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5  HK$0.827  港元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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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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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  港元 

      

年內溢利   33,081,572  65,901,000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平價值(減少)/增加   (12,759,519)  6,347,052 

重新分類調整之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撥回   - -  (728,364) 

      

   (12,759,519)  5,618,688 

      

除稅後及年內股東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20,322,053  71,519,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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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結算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及設備     2,200,191    2,276,138 

投資物業     335,850,000    294,800,000 

發展中及待發展物業     9,900,000    9,900,00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 香港上市股票 

     

89,492,196 

 

 

   

99,220,565 

          

     437,442,387    406,196,703 

          

流動資產          

買賣證券 - 香港上市股票   47,661,182    57,673,33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367,421    1,226,774   

應收稅項   284,255    100,366   

現金及銀行存款   12,681,273  61,994,131  12,379,042  71,379,51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4,524,956    3,431,429   

應付稅項   116,562    727,350   

長期服務金準備   900,400  (5,541,918)  888,200  (5,046,979) 

          

流動資產淨值     56,452,213    66,332,53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93,894,600    472,529,242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準備   221,500    205,000   

遞延稅項   29,540,748  (29,762,248)  23,754,548  (23,959,548) 

          

資產淨值     464,132,352    448,569,69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0,000,000    40,000,000 

儲備     424,132,352    408,569,694 

          

     464,132,352    448,569,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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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採納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中，本集團首次應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並於

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關連方披露(二零零九年經修訂)修訂關連方的定義及簡化政府相關實體

披露。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引入的披露豁免並未影響本集團。 

 

尚未生效的新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下列最新及經修訂準則、詮釋及修訂，惟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尚未生效： 

 

  於以下日子及期後 

會計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用者的

固定日期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訂) 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 – 政府借貸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披露 – 金融資產轉讓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訂本) 披露 –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的

抵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 共同安排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 於其他實體的權益之披露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 公平價值計量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全面收益表中其他項目之呈報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相關資產之回收性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2011) 僱員福利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2011) 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2011)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投資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本)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的抵銷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 強制性生效日期延至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用已頒佈但未生效的新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本集團現正對此等新準則、詮釋、改進及修訂之影響作出評估，但並未達決定它們對本集團

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有無重大影響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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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  港元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13,392,750  11,808,160 

 於香港上市證券股息收入    

 - 買賣證劵 1,774,431  1,642,249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3,240,529  3,746,792 

  5,014,960  5,389,041 

 買賣證券之銷售溢利 65,470  1,370,284 

     

  18,473,180  18,567,485 

 

3. 其他收入及其他淨收入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  港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30,540  130,545 

 什項收入 102,000  84,000 

     

  132,540  214,545 

 其他淨(虧損)/收入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銷售淨溢利 - -  1,392,984 

 買賣證券之公平價值(虧損)/溢利 (13,451,678)  1,830,072 

 發展中或待發展物業公平價值虧損 (33,000)  (30,000) 

     

  (13,484,678)  3,193,056 

 

4. 稅項 

  本集團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  港元 

 當期稅項    

 是年度香港利得稅準備 1,427,400  1,818,500 

 過往年度稅項準備之低估/(高估) 446  (3,640) 

     

  1,427,846  1,814,860 

 遞延稅項    

 源自及撥回暫時差異 5,786,200  8,159,415 

     

 稅項開支 7,214,046  9,974,275 

 

香港利得稅準備乃按照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 16.5%(二零一一年：16.5%)提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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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除稅後綜合溢利 33,081,572港元(二零一一年：65,901,000 港元)及在該期

間已發行股本 40,000,000 (二零一一年：40,000,000)普通股之數額計算。 

 

本公司並無發行有可能或擁有攤薄每股盈利之金融工具，故每股攤薄盈利相當於每股基本盈

利(二零一一年：無)。 

 

6. 股息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元  港元 

 本年度股息 -    

   於期內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2仙    

     (二零一一年：港幣 2.5 仙) 800,000  1,000,000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港幣 10 仙    

     (二零一一年：港幣 10 仙) 4,000,000  4,000,000 

     

  4,800,000  5,000,000 

 沒收未領取之股息 (註(a)) (40,605)  (40,660) 

     

  4,759,395  4,959,340 

 

註(a)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 145 條，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三日，董事會通過於二零零
六年一月十七日或以前派付而在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三日仍未領取的二零零四/零五及
二零零五/零六年度之股息合共 40,605 港元沒收。 

 

註(b)  於報告期末後建議擬派之末期股息並沒有分類為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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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微跌 94,305港元或 0.5%，至 18,473,180 港元。而本集團之溢利則下
跌 32,819,428 港元或 50%，至 33,081,572 港元。下跌主要是由於香港證券市場逆轉令買賣證券錄
得未變現虧損，以及投資物業增值較去年減少所致。 

 

物業發展 

 

年內本集團並無重大物業發展項目正在開展。 

 

本集團仍繼續物色香港其他物業作重建發展用途。 

 

物業投資 

 

本集團之租金收入及租賃盈利(惟投資物業重估增值除外)分別較去年增加 1,584,590 港元或 13.4%

及 908,968 港元或 10.1%，至 13,392,750 港元及 9,867,890 港元。租金及盈利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
團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及九月購入九龍馬頭涌道 60-64號物業，為本集團帶來額外回報所致。年內，
投資物業組合維持不變。由於香港物業市場氣氛仍然維持正面，且令物業市值持續上升，本集團因
此錄得 41,050,000 港元之物業重估增值(二零一一年: 59,088,02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增至 335,850,000港元。 

 

於報告期末後，本集團調整投資物業組合。於二零一二年六月，本集團已完成收購位於九龍窩打老
道 76 號地下連閣樓(「窩打老道物業」)之物業，代價為 34,500,000 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
五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者簽訂物業臨時買賣合約(「臨時合約」)出售位於九龍南角道 19、21 和
23 號地下(「南角道物業」)之物業，總售價為 75,000,000 港元。是次出售預計為本集團帶來收益約
27,000,000港元，並在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會計年度入賬。預計收益乃扣除物業於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賬面值以及是項出售所附帶的成本。 

 

股票投資及股息收入 

 

股票投資之股息收入較去年下跌 374,081港元或 6.9%，至 5,014,960 港元。股息收入減少是由於年
內本集團持有證券之股息率減少所致。 

 

年內本集團減少出售買賣證券數目，因此，僅錄得出售溢利 65,470港元(二零一一年: 1,370,284 港
元)。由於市場環境普遍逆轉，本集團持有之香港證券價值較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時下跌
12.5%，致買賣證券及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於本年內分別錄得未變現虧損 13,451,678 港元(二零一一
年: 未變現溢利 1,830,072 港元)及 12,759,519港元(二零一一年: 未變現溢利 6,347,052 港元)，並分
別在收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內反映。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股票投資之公平價值
合共為 137,153,378 港元(二零一一年: 156,893,90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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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現金及財政來源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並無銀行借貸，並維持充裕的現金水平。於二零一二年六
月二十八日，本集圑獲得銀行按揭物業貸款 17,250,000 港元，以支付九龍窩打老道 76 號地下連閣
樓物業之部份成本。假設二零一二年六月尾的財務狀況與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相同，以及計入
購入成本及銀行貸款後，預期借貸水平為 3.7% (以銀行貸款佔股東資金比例計算)。 

 

另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本集團與獨立第三者簽訂臨時合約出售南角道物業，總代價為 75,000,000

港元，預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或之前完成。管理層對本集團能保持足夠流動資金，以應付
將來之業務及項目發展開支，及償還貸款之責任，充滿信心。 

 

展望 

 

近期經濟數據顯示中國內地的經濟增長正在放緩，因此可能間接影響零售市場，致香港商舖租金有
下調壓力。由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仍充滿着不明朗因素，本集團相信來年仍然充滿着挑戰。本集團
將繼續觀察市場的變化，為本集團的資產組合作出恰當的策略性調整，為股東帶來更大的回報。 

 

股息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本公司已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2仙(二零一一年：港幣 2.5仙)，合共 8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1,000,000 港元)。 

 

董事會將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 10仙(二零一一年：港幣 10仙)，股息總額為 4,000,000 港元  (二零
一一年：4,000,000 港元)。現擬在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八日或以前將建議之股息支票寄予在二零一二
年九月五日已登記在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截止過戶日期 

 

1. 為釐定股東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日
（星期一）至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戶及
登記手續，在此期間將不處理任何股份轉讓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上述大會並在會上投票，
所有轉讓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
本公司股票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十七樓辦理為荷。 

 

2. 本公司亦將由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星期三）(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暫停辦理股票過戶及登記手續，在此期間將不處理任何股份登記，以釐定股東獲派發
建議末期股息之權利。為符合資格收取末期股息，所有轉讓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
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票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十七樓辦理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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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除下文所述外，本公司在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管治守則」所載之全部

守則條文： 

 

1. 本集團並無特定行政總裁。在一般情況下，所有策咯性決定均須各執行董事預先批核，並於

正式董事會上或以書面決議確認。在持續改變的經濟環境下，本集團認為現時架構及決策模

式最為恰當； 

 

2. 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章程輪值告退；及 

 

3. 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的董事並無於委任後的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惟須根據

本公司之章程，在當年週年股東大會上退任並候選連任。 

 

股本買賣或贖回安排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本年內，並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所發行之股本。 

 

 

   承董事會命 

  

      主席 

    伍時華 

  

香港，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公告業績當天，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伍時華先生、伍大偉先生及伍大賢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蘇國
樑先生及蘇國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陸海林博士、吳志揚先生及陳雪菲女士，而伍國芬女士為
伍時華先生的替任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