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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德豐 － 中期業績公告 

(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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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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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德 豐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 

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 

中期業績公告 

核心業務於不明朗前景中保持穩健 

香港發展物業摘要 

 
 已簽約銷售額為港幣一百零一億元，符合預期。 

 住宅物業是增長動力來源，已簽約銷售額全部來自住宅物業。 

- MONTEREY在兩週內預售全部 648個推售單位，所得款項為港幣五十八億元。 

- Mount Nicholson售出兩幢洋房及六個分層單位，所得款項為港幣三十一億元，

集團應佔港幣十六億元。 

- ONE HOMANTIN、NAPA 及其它項目合共預售 306 個單位，所得款項為港幣

二十七億元。 

- 總共預售 958個住宅單位，過去幾年皆保持穩定增長。 

 因 Capri、ONE HOMANTIN 及 SAVANNAH 落成，有為數港幣一百七十一億元的

銷售額確認入賬。 

 旗下管理以市區為主的土地儲備為七百八十萬平方呎。 

 在沒有 One HarbourGate 的情況下，已預售但尚未確認入賬的銷售額減少至港幣八

十九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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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德豐 － 中期業績公告 

(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會德豐集團業績 

 集團核心盈利增加 6%至港幣五十四億元。 

 集團應佔九龍倉核心盈利增加 26%至港幣四十五億元。 

 財務狀況審慎，綜合前的會德豐淨負債比率下降至 12.5%。 

 

 

集團業績（未經審核） 

 

若不計入投資物業重估收益及特殊項目，核心盈利為港幣五十四億一千二百萬元（二

○一六年：港幣五十一億二千六百萬元）。 

 

股東應佔集團盈利為港幣六十二億四千三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五十六億六千二

百萬元），每股盈利為港幣 3.06元（二○一六年：港幣 2.79元）。 

 

 

中期股息 

 

中期股息每股 47.5 仙（二○一六年：45.0 仙）將於二○一七年九月十八日派發予股

東，此項股息總額為港幣九億六千九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九億一千五百萬元）。 

 

 

業務評議 

核心業務 — 香港發展物業 

 

因市道暢旺及住宅項目推售反應理想，已簽約銷售額為港幣一百零一億元，符合預

期，證明我們的執行策略行之有效、品牌聲譽日隆。期內銷售額增長動力全部來自住

宅項目。已預售住宅單位共 958 個，過去幾年均保持穩定增長。期內推售 1,050 個單

位，銷售率達 91%。 

 

海濱住宅 MONTEREY 是澳南最後一個項目，二○一七年三月開售兩星期內旋即預售

648 個單位，所得款項為港幣五十八億元。項目獲超額認購逾十倍，延續早前澳南項

目 The Parkside、Capri及 SAVANNAH 的銷售佳績。MONTEREY是低密度住宅，綠地

環抱兼坐擁海港景觀，其 40,000 平方呎尊貴會所及完善的交通網絡更凸顯其與眾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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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德豐 － 中期業績公告 

(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山頂超級豪宅 Mount Nicholson 期內售出兩幢洋房及六個分層單位，所得款項為港幣

三十一億元，集團應佔港幣十六億元。第一期及第二期售出全部 22個分層單位，所得

款項為港幣七十三億元或銷售額的 56%，最高平均呎價達港幣 105,000 元，躋身全球

最高價值分層單位之列。另有八幢洋房合共以港幣五十八億售出，當中 1 號洋房以港

幣十一億元售出，呎價為港幣 108,540 元。Mount Nicholson 銷售成績理想，再次反映

市場對山頂尊尚府第的需求強勁。項目第三期計劃於二○一七年下半年推售，我們預

期市場對顯赫地段尊貴居所的需求持續。 

 

ONE HOMANTIN期內預售 101個單位，所得款項為港幣十三億元。港鐵何文田站於

二○一六年十月啟用後，進一步提升項目吸引力和市場需求。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三

十日，ONE HOMANTIN 已預售 463 個單位或推售單位的 89%，所得款項為港幣五十

五億元。 

 

NAPA 期內預售 167 個單位，所得款項為港幣十一億元。項目於二○一六年十月中開

售，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400 個單位已預售近 80%，所得款項為港幣二十二

億元。NAPA 是一個低密度項目，青山環抱，毗鄰香港國際機場及深圳寶安國際機

場，將來會連接港珠澳大橋。其命名為 GRAND NAPA的洋房目前正準備推售。  

 

確認入賬銷售額為港幣一百七十一億元，貢獻來自四個住宅項目，其中三個項目於期

內新落成。Capri 於二○一七年第一季取得入伙紙，有為數港幣四十億元的銷售額確認

入賬。ONE HOMANTIN 及 SAVANNAH 於第二季取得入伙紙，分別有為數港幣五十

五億元及港幣五十四億元的銷售額確認入賬。Mount Nicholson 於二○一七年上半年有

額外港幣二十一億元的銷售額確認入賬。在沒有 One HarbourGate的情況下，已預售但

尚未落成的已簽約銷售額，即已預售但尚未確認入賬銷售額減少至港幣八十九億元。 

 

旗下管理的土地儲備為七百八十萬平方呎，足夠應付未來數年發展需要。土地儲備以

市區為主，遍及香港的關鍵策略性地區，包括山頂、核心商業區及日出康城。位於市

區的土地佔整體儲備 98%，面臨維港的土地則有 75%。這些數字顯示我們的土地儲備

地理位置獨特兼發展潛力優厚。 

 

企業社會責任與「社、企共勉」 

 

第五屆「學校起動」計劃「趁墟做老闆」展銷會於二○一七年二月成功舉行，中學生

可一嚐做老闆的滋味。活動義工積極投入，參與學生人數亦由二百人增至過千人。今

屆展銷會首度與香港科技大學環球商業管理課程合作，組成大學生導師義工團隊支援

中學生為展銷會做籌備工作。由會德豐支援的兩間中學鳳溪第一中學及五育中學贏得

「我最喜愛的攤位」及「最具團隊精神」等共七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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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德豐 － 中期業績公告 

(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社區服務方面，我們不遺餘力激發及鼓勵員工與社區夥伴攜手建設一個充滿關愛的香

港。我們的員工在二○一六年投入了超過2,100個義工小時，參與81項與匡智會、世界

自然基金香港分會、公益金等不同夥伴合辦的活動。我們亦致力推動藝術文化，會德

豐地產有限公司（「會德豐地產」）舉辦了第四屆公開攝影比賽，今屆主題為「城市蛻

變」。從過千份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的六幅得獎作品連同一批描繪城市蛻變的藝術作品

於二○一七年一月在海港城的海港城‧美術館展出。 

 

可持續發展及卓越品質是集團的策略核心。繼One Bay East及One HarbourGate取得

LEED金級認證後，最新商業重建項目8 Bay East進一步推進表現極限，榮獲美國綠色

建築委員會LEED鉑金認證，是認證機構環保建築作業的最高級別。與此同時，會德豐

地產連續四年獲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香港分會頒授「社區利益項目大獎」，亦連

續六年入選BCI Asia「十大地產發展商」。我們取得的傑出成就再次證明業界對我們

的產品質素有信心，並肯定我們對綠色可持續發展的堅持。 

 

會德豐有限公司是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和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有限公司的主要股

東。以下匯報該兩間公司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務及業績。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九龍倉」）61.6%權益的投資 

 

香港投資物業表現領先市場，反映消費及樂觀情緒逐漸回升。零售銷售額普遍呈現顯

著增長跡象。九龍倉以卓爾不凡的管理和執行能力建立競爭優勢。總收入增加 4%至港

幣六十六億八千一百萬元，營業盈利增加 4%至港幣五十九億四千二百萬元。海運大廈

新翼部分預計於二○一七年第四季開幕，憑藉坐擁維港 270 度全景之優勢，定能提升

商場的增長動力。另一方面，寫字樓收入反映續租租金及新租約租金穩定。海港城及

時代廣場出租率於六月底維持於 96%。 

 

中國投資物業方面，雖然人民幣兌港幣的匯率變動產生不利影響，但折算為港幣後，

收入增加 4%至港幣十二億四千六百萬元，營業盈利增加 6%至港幣七億三千二百萬

元。成都國際金融中心往績卓越、銷售效率無可比擬，鞏固了其在華西的獨特地位。

二百二十萬平方呎商場的租戶銷售額大幅上升 30%，人流則增加 22%。商場出租率於

六月底為 99%。總收入增長 18%至人民幣三億六千七百萬元。成都國際金融中心自開

業以來繼續榮獲多項殊榮，包括「2017 年 ICSC 中國購物中心大獎－營銷類銀獎」及

「2016 LIMA亞洲授權業卓越大獎－年度最佳主題性娛樂體驗項目」。 

 

國際金融中心項目繼續創造長遠價值。重慶國金中心及長沙國金中心內即將開業的超

大型商場預計將開拓區內以消費體驗為主導的龐大消費市場，將零售購物體驗提升至

新層次。商舖預租情況理想，亦反映零售商對項目的創優增值能力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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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德豐 － 中期業績公告 

(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中國發展物業方面，期內落成並確認入賬的樓面面積有 563,900 平方米，如按應佔份

額計入合營公司及聯營公司，收入下跌 30%至港幣九十億九千五百萬元，但營業盈利

上升 1%至港幣二十三億五千五百萬元。由於政府實施新一輪降溫措施，應佔已簽約銷

售額下跌 27%至人民幣一百一十九億元。發展物業土地儲備於六月底維持於三百四十

萬平方米。 

 

九龍倉以經典品牌馬哥孛羅酒店及全新奢華品牌尼依格羅酒店在中國、香港和菲律賓

經營十四間酒店。由中環前地標美利大廈改建中的尼依格羅酒店 The Murray, Hong 

Kong 訂於二○一七年年底開幕。這間擁有 336 間客房的奢華酒店，是接待尊貴旅客的

不二之選，勢必成為城中各類活動及慶典的新熱點。 

 

有線寬頻 

 

有線寬頻目前已就永升（亞洲）有限公司成為其新投資者獲得所有主要監管機構批

准，下一步是進行公開發售（預期於二○一七年九月十四日完成）及貸款資本化（預

期於二○一七年九月／十月完成）。九龍倉會向其股東分派全部有線寬頻股份，包括現

有股份及來自貸款資本化的新股份。會德豐會將收到的相關股份分派予其股東。來自

貸款資本化的新股份將在稍後日期另行處理。現計劃於二○一七年九月／十月完成所

有實物派發。上述舉措將標誌九龍倉全面退出通訊、媒體及娛樂分部。 

 

投資物業的策略評估 

 

九龍倉於全年業績公告內宣布策略性評估後，已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15項應用指引向聯交所提交建議，以介紹形式分拆其全資附屬公司九龍倉

置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獨立上市，建議亦已獲聯交所批准。 

  

九龍倉置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正準備向聯交所申請批准九龍倉置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買賣。 

  

九龍倉置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將會以香港投資物業為主，並將持有九龍倉擁有72%權

益的上市附屬公司海港企業有限公司。九龍倉置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將持有一個由海

港城 、時代廣場、荷里活廣場、卡佛大廈、會德豐大廈及The Murray（正改建成奢華

酒店，於二○一七年年底開幕）六項香港優質投資物業組成的組合。該組合共有約一

千一百萬平方呎樓面面積，總值超過港幣二千三百億元，每年營業額逾港幣一百三十

億元。  

 

分拆後，九龍倉將集中於中國內地投資物業及發展物業、其它香港物業，以及物流和

酒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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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分拆現處於初步階段。九龍倉置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的上市申請尚未提交聯交所

及尚未獲批准。分拆是否進行須視乎會德豐、九龍倉及九龍倉置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的董事會的最終決定。因此，會德豐和九龍倉的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建議分

拆九龍倉置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獨立上市不保證一定進行，亦不確定進行日期。將於

適當時候作進一步公告。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有限公司（「會德豐地產新加坡」）76.2%權益的投資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上半年表現穩定。發展物業方面，售出 135 個住宅單位，銷售所得

為一億八千七百萬新加坡元。投資物業方面，於六月底會德豐廣場的寫字樓全數租

出，其商場及 Scotts Square商場則租出逾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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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評議 

 

(I) 二○一七年度中期業績評議 

 

會德豐核心盈利（未綜合上市附屬公司九龍倉及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業績） 

會德豐的核心盈利減少46%至港幣七億四千二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十三億

七千二百萬元），主要因為於二○一六年上半年One HarbourGate盈利確認入賬。 

 

會德豐集團 

集團的核心盈利增加 6%至港幣五十四億一千二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五十一

億二千六百萬元），主要是租金收入強韌所致。 

 

收入及營業盈利 

集團收入增加 21%至港幣三百三十億零五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二百七十一

億九千六百萬元），營業盈利減少 4%至港幣九十六億九千七百萬元（二○一六

年：港幣一百億五千九百萬元）。 

 

投資物業 

收入增加 3%至港幣八十一億二千二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七十八億八千九百

萬元），營業盈利增加 4%至港幣六十八億零一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六十五

億三千七百萬元）。香港收入及營業盈利分別增加 3%及 4%。內地收入及營業盈

利以港幣計算分別上升 4%及 6%，若以人民幣計算則分別上升 9%及 11%。 

 

發展物業 

收入增加42%至港幣二百一十五億八千八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一百五十二

億三千二百萬元），營業盈利減少13%至港幣二十六億五千五百萬元（二○一六

年：港幣三十億五千六百萬元）。 

 

香港方面，確認入賬的物業銷售額增加 157%至港幣一百五十億三千萬元（二○一

六年：港幣五十八億五千八百萬元），營業盈利減少 51%至港幣七億九千四百萬元

（二○一六年：港幣十六億一千七百萬元）。Capri、ONE HOMANTIN 及

SAVANNAH 於二○一七年上半年落成，得以分別確認港幣四十億二千五百萬元、

港幣五十四億七千萬元及港幣五十四億三千五百萬元的收入。 

 

內地方面，確認入賬的物業銷售額為港幣六十億九千萬元（二○一六年：港幣八

十四億零九百萬元），營業盈利增加 31%至港幣十七億一千萬元（二○一六年：港

幣十三億零七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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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收入增加 5%至港幣七億七千四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七億四千萬元），營業

盈利增加 49%至港幣一億五千五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一億零四百萬元）。香

港收入因入住率上升而增加，內地新開的酒店則開始作出貢獻。 

 

物流 

收入增加 11%至港幣十四億二千四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十二億八千六百萬

元），營業盈利增加 22%至港幣三億五千八百萬（二○一六年：港幣二億九千三百

萬元），主要因為現代貨箱碼頭所處理的吞吐量增加。 

 

通訊、媒體及娛樂 

九倉電訊於二○一六年十一月出售後，令通訊、媒體及娛樂收入下跌 63%至港幣

六億四千一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十七億一千五百萬元），並錄得營業虧損港

幣二億二千二百萬元（二○一六年：盈利港幣七千八百萬元）。 

 

投資及其它 

投資及其它盈利增加 19%至港幣三億八千二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三億二千

一百萬元），部分貢獻來自集團股本及債券投資。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收益 

集團的投資物業組合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賬面值上升至港幣三千三百四十

六億元（二○一六年：港幣三千二百九十一億元），其中包括按當日獨立估值並以

公允價值報值的投資物業港幣三千一百四十七億元，是期產生重估收益港幣十五

億二千九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四億九千五百萬元），已計入綜合收益表內。 

 

以成本列報的發展中投資物業為數港幣一百九十九億元，直至在其公允價值首次

可以可靠地計量之時或該等物業落成當日（以較早者為準），方以公允價值予以列

報。 

 

其它收入／（支出）淨額 

其它收入淨額為港幣四億零七百萬元（二○一六年：支出港幣五億六千八百萬

元），主要包括出售一間聯營公司和附屬公司所得盈利淨額港幣四億二千二百萬

元。 

 

財務支出 

財務支出為港幣五億元（二○一六年：港幣三億三千一百萬元）。若不計入掉期合

約的按市價入賬收益，未扣除撥作資產成本港幣五億八千九百萬元（二○一六

年：港幣七億五千三百萬元），財務支出減少 19%至港幣十二億四千萬元（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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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港幣十五億三千三百萬元）。集團是期實際借貸年息率為 3.1%（二○一六

年：2.9%），主要因為利率較高的借款比例為高。 

 

所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業績 

所佔聯營公司盈利減少至港幣三億八千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五億三千六百萬

元），因為內地發展物業的盈利貢獻較低。 

 

所佔合營公司盈利增加 102%至港幣九億八千六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四億八

千九百萬元），主要來自香港 Mount Nicholson。 

 

所得稅 

稅項支出為港幣二十六億一千六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二十億三千二百萬

元），包括為內地投資物業公允價值收益作出的遞延稅項撥備港幣三億五千三百萬

元（二○一六年：抵免港幣一千二百萬元）。 

 

若不計入上述遞延稅項，稅項支出則增加 11%至港幣二十二億六千三百萬元（二

○一六年：港幣二十億四千四百萬元），主要因為投資物業分部盈利較高，惟被發

展物業分部盈利較低所抵銷。 

 

非控股股東權益 

非控股股東權益應佔盈利增加 22%至港幣三十六億四千萬元（二○一六年：港幣

二十九億八千六百萬元），主要因為九龍倉盈利增加。 

 

股東應佔盈利 

股東應佔集團盈利增加 10%至港幣六十二億四千三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五

十六億六千二百萬元）。按二十億三千七百萬股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每

股盈利為港幣 3.06 元（二○一六年：按二十億三千二百萬股已發行普通股計算，

每股盈利為港幣 2.79元）。 

 

若不計入應佔投資物業重估收益（已扣除相關遞延稅項及非控股股東權益）港幣

七億二千二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三億一千三百萬元），股東應佔集團盈利則

增加 3%至港幣五十五億二千一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五十三億四千九百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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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來自會德豐、九龍倉和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股東應佔集團盈利分析如下：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盈利來自    

會德豐 742  1,372 

九龍倉集團 4,483  3,564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 187  190 

核心盈利 5,412  5,126 

應佔若干金融工具按市價入賬及匯兌（虧損）／ 

 收益淨額／其它非經常性收益 109  223 

未計入投資物業重估收益前盈利 5,521  5,349 

投資物業重估收益（扣除遞延稅項後） 722  313 

股東應佔盈利 6,243  5,662 

 

九龍倉於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上半年的盈利增加 26%至港幣八十四億四

千一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六十七億二千五百萬元）。若不計入特殊項目，九

龍倉的核心盈利增加 22%至港幣七十二億七千一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五十

九億七千二百萬元）。 

 

按照新加坡公認會計準則，會德豐地產新加坡於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上

半年的盈利為四千六百六十萬新加坡元（二○一六年：四千六百四十萬新加坡

元）。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德豐地產新加坡對集團作出的盈利貢獻為港

幣二億五千二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二億五千萬元）。 

 

(II)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與資本性承擔 

  

股東權益與總權益 

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股東權益增加 4%至港幣二千二百四十億元（二○一六

年：港幣二千一百五十四億元），或按二十億四千萬股已發行普通股計算，每股港

幣 109.80 元（二○一六年：按二十億三千五百萬股已發行普通股計算，每股港幣

105.85元）。 

 

若計入非控股股東權益，集團的總權益則增加 3%至港幣三千六百一十三億元（二

○一六年：港幣三千四百九十五億元）。 

 

資產及負債 

集團的總資產為港幣五千一百一十八億元（二○一六年：港幣五千二百零四億

元）。總營業資產（即不包括銀行存款及現金、金融及遞延稅項資產）減少至港幣

四千六百四十七億元（二○一六年：港幣四千六百八十一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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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域分布，集團於內地的營業資產（主要為物業及貨櫃碼頭）微跌至港幣一千

二百二十億元（二○一六年：港幣一千二百二十六億元），佔集團總營業資產 26%

（二○一六年：26%）。 

 

投資物業 

集團的投資物業組合（包括在集團總營業資產內）增加至港幣三千三百四十六億

元（二○一六年：港幣三千二百九十一億元），佔總營業資產 72%。香港的海港城

（不包括三間酒店）及時代廣場合共價值港幣二千一百九十五億元，佔投資物業

組合市值 66%。九龍倉的內地投資物業為港幣六百二十三億元，當中包括以成本

列報為數港幣一百八十四億元的發展中投資物業。 

 

擬作出售的物業 

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持有擬作出售的發展物業為港幣五百七十三億元（二○

一六年：港幣七百零一億元），主要包括香港物業港幣三百零八億元、中國物業港

幣二百一十五億元及新加坡物業港幣五十億元。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權益 

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權益為港幣三百三十三億元（二○一六年：港幣三百五十一

億元），主要是於內地和香港進行的多個合營發展物業項目。 

 

出售物業定金 

出售物業定金為港幣二百五十一億元（二○一六年：港幣三百零六億元），乃內

地、香港及新加坡待確認為收入的已簽約銷售額。 

 

負債及負債比率 

集團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負債淨額減少 8%或港幣四十億元至港幣四百七十

億元（二○一六年：港幣五百一十億元）。負債淨額是由港幣八百三十八億元的債

務減港幣三百六十八億元的銀行存款及現金所得。會德豐的負債淨額減少港幣十

六億元至港幣二百八十一億元（二○一六年：港幣二百九十七億元）。九龍倉的負

債淨額減少至港幣二百一十四億元，該負債淨額對本公司及其旗下全資附屬公司

皆無追索權。茲將各集團的負債淨額分析如下：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負債／（現金）淨額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會德豐 28,081  29,674 

九龍倉集團 21,426  23,837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 (2,538)  (2,534) 

集團 46,969  5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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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負債淨額與總權益比率（綜合計算）下降至 13.0%

（二○一六年：14.6%）。若不計入九龍倉的負債淨額及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的現

金，會德豐的負債淨額與股東權益的比率（按應佔資產淨值計算）則下降至

12.5%（二○一六年：13.8%）。 

 

財務及備用信貸額 

集團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備用信貸額及已發行債務證券合共為港幣一千三

百九十二億元（二○一六年：港幣一千四百六十五億元），當中港幣八百三十八億

元已被提取。茲將信貸分析如下： 

 

 可用信貸  總負債  未提取信貸 

 港幣十億元  港幣十億元  港幣十億元 

      

會德豐 66.5  32.6  33.9 

九龍倉集團 72.7  51.2  21.5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 －  －  － 

集團 139.2  83.8  55.4 

 

上述負債中，為數港幣一百三十九億元（二○一六年：港幣一百三十六億元）的

負債以賬面值合共港幣四百三十九億元（二○一六年：港幣四百三十五億元）的

若干發展物業、投資物業和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抵押。 

 

集團的債務主要以美元、港元和人民幣為本位。該等借款主要用於為集團的投資

物業、發展物業和港口投資提供資金。 

 

集團嚴格監察及控制衍生金融工具的運用，集團購入的大部分衍生金融工具均主

要用以應付集團所面對的利率及外匯波動。 

 

為有利於集團進行業務和投資活動，集團繼續維持強健的財務狀況。集團亦持有

一個股本及債券投資組合，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總市值為港幣一百三十億

元（二○一六年：港幣九十五億元）。 

 

集團的營業業務及投資活動帶來的現金流 

是期集團的營業現金流入為港幣九十九億元（二○一六年：港幣一百零四億元）。

為數港幣二十九億元（二○一六年：港幣四十六億元）的營運資金及其它變動，令

營業業務淨現金流入減少至港幣七十億元（二○一六年：增加至港幣一百五十億

元）。投資活動方面，集團錄得淨現金流入港幣四十九億元（二○一六年：流出港

幣八十億元），主要因為存款期超過三個月的銀行存款到期及向聯營公司和合營公

司提供之墊款減少，惟因增加投資物業而被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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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資本性與發展開支及承擔 

茲將二○一七年上半年集團的主要資本性與發展開支分析如下： 

 

A. 主要資本性與發展開支 

 

 香港／新加坡  中國內地 總額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會德豐     

投資物業 259 － 259 

發展物業 4,111 － 4,111 

  4,370 － 4,370 

    

九龍倉集團    

投資物業 565 2,072 2,637 

發展物業 119 5,671 5,790 

非物業及其它 922 6 928 

  1,606 7,749 9,355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    

投資物業 3 － 3 

發展物業 89 41 130 

  92 41 133 

    

按分部分析：    

投資物業 827 2,072 2,899 

發展物業 4,319 5,712 10,031 

非物業及其它 922 6 928 

集團總額 6,068 7,790 13,858 

 

i. 會德豐投資物業及發展物業的開支為港幣四十四億元，主要涉及支付香

港發展物業項目的建築費用。 

 

ii. 九龍倉的開支合共為港幣九十四億元，包括投資物業開支港幣二十七億元

（主要是內地國際金融中心項目的建築費用）、發展物業開支港幣五十八

億元及酒店和現代貨箱碼頭開支港幣九億元。 

 

iii.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為數港幣一億元的開支主要涉及支付其新加坡及中國

發展物業項目的建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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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資本性與發展開支承擔 

 

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在未來數年的主要資本性與發展開支承擔估

計為港幣五百三十六億元，當中港幣二百三十八億元已承擔。茲將承擔按分

部分析如下： 

 

 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已承擔 未承擔 總額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會德豐     

投資物業               －                       －                       －    

發展物業 10,233 11,082 21,315 

  10,233 11,082 21,315 

    

九龍倉集團    

投資物業 5,543 6,625 12,168 

發展物業 6,603 10,395 16,998 

非物業及其它 1,231 181 1,412 

  13,377 17,201 30,578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集團    

投資物業 5                    －    5 

發展物業 188 1,536 1,724 

  193 1,536 1,729 

    

按分部分析：    

投資物業 5,548 6,625 12,173 

發展物業 17,024 23,013 40,037 

非物業及其它 1,231 181 1,412 

集團總額 23,803 29,819 53,622 

    

香港投資物業 1,793 469 2,262 

香港發展物業 10,233 11,082 21,315 

中國投資物業 3,750 6,156 9,906 

中國發展物業 6,733 11,717 18,450 

新加坡 63 214 277 

物業總額 22,572 29,638 52,210 

非物業及其它 1,231 181 1,412 

集團總額 23,803 29,819 53,622 

 

i. 會德豐為數港幣二百一十三億元的承擔主要涉及香港發展物業的建築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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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九龍倉為數港幣三百零六億元的承擔主要包括投資物業的開支港幣一百

二十二億元、發展物業的建築費用港幣一百七十億元及酒店和現代貨箱

碼頭的開支港幣十四億元。 

 

iii. 會德豐地產新加坡為數港幣十七億元的承擔主要涉及新加坡發展物業的

建築費用港幣三億元及內地發展物業的建築費用港幣十四億元。  

 

iv. 承擔及計劃開支將由各集團的內部財務資源、預售收益和銀行及其它借

款撥付。其它可挪用資源包括股本及債券投資。 

 

 

(III) 人力資源 

 

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旗下僱員約有 14,200 人，其中包括約 2,300 名受

僱於集團管理的經營業務。員工薪酬乃按其工作職責和市場薪酬趨勢而釐定，並

設有一項酌情性質的周年表現花紅作為浮動薪酬，以獎勵員工的個人工作表現及

員工對集團的成績和業績所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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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收入 2            33,005             27,196  
直接成本及營業費用           (20,689)          (14,788) 
銷售及推銷費用             (1,251)                (888) 
行政及公司費用                (844)                (730) 

未扣除折舊、攤銷、       
利息及稅項前的營業盈利             10,221               10,790  

折舊及攤銷 3                (524)                (731) 

營業盈利 2及 3              9,697             10,059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增加               1,529                   495  
其它收入／（支出）淨額 4                 407                 (568) 
             11,633               9,986  
財務支出 5               (500)                (331) 
所佔除稅後業績：      

聯營公司                  380                   536  
合營公司                  986                   489  

除稅前盈利             12,499             10,680  
所得稅 6            (2,616)            (2,032) 

是期盈利               9,883               8,648  

      

應佔盈利：      

股東               6,243               5,662  

非控股股東權益               3,640               2,986  
               9,883               8,648  

      
每股盈利 7     
基本   港幣 3.06元   港幣 2.79元  

攤薄   港幣 3.06元   港幣 2.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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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是期盈利  9,883   8,648  
     

其它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須重新分類為盈利或虧損的項目：     

折算海外業務匯兌收益／（虧損）  2,845  (1,113) 

     

債券投資之虧損淨額：  (5)     (16) 

重估虧損  (5)   － 

出售轉撥至損益內  －   (16) 
     
所佔聯營公司／合營公司其它全面收益  485  (293) 
     

其它  6  2  

     

不會重新分類為盈利或虧損的項目：     

股本投資之公允價值變動  2,521  (1,501) 

       
是期其它全面收益  5,852     (2,921) 

     
是期全面收益總額  15,735   5,727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股東  10,050   4,126  

非控股股東權益  5,685   1,601  
     
  15,735   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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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334,624    329,057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475    20,756  

聯營公司權益    15,801    17,539  

合營公司權益    17,511    17,578  

股本及債券投資    12,951    9,530  

商譽及其它無形資產    298    298  

遞延稅項資產    711    705  

衍生金融工具資產    243    324  

其它非流動資產    991    609  

   404,605              396,396  

流動資產      

擬作出售的物業    57,289                   70,050  

存貨    26                          29  

貿易及其它應收賬項 9   12,683                     9,567  

衍生金融工具資產    311                        429  

銀行存款及現金    36,878                   43,964  

   107,187                124,039 

總資產   511,792                520,435  

      

非流動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負債    (1,275)                   (2,073) 

遞延稅項負債    (11,513)                 (10,700) 

其它遞延負債    (312)                      (305) 

銀行借款及其它借款    (64,422)                 (69,055) 

   (77,522)   (82,13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它應付賬項 10              (24,906)                 (28,881) 

出售物業定金               (25,098)                 (30,599) 

衍生金融工具負債                    (425)                      (777) 

應付稅項                 (3,162)                   (2,639) 

銀行借款及其它借款               (19,425)                 (25,886) 

               (73,016)  (88,782) 

總負債   (150,538)   (170,915) 

資產淨額               361,254    349,52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353    3,075  

儲備               220,666    212,290  

股東權益               224,019    215,365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7,235    134,155  

權益總額               361,254    34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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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的中期綜合財務資料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會計準則》第34號」）及適用的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披露規定編製。 

 

管理層需在編製符合《會計準則》第34號的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資料時作出對政

策應用，以及以截至結算日的方法列報的資產、負債、收入和支出的報告數額構

成影響的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估計數額。 

 

除以下提及的變動外，編製本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

方法與截至二○一六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年度財務報表內所述一致。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若干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報準則》」），並於

本集團當前會計期間起首次生效。此等修訂對集團於當前或過往會計期間匯報或

呈列的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資料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挑選的解釋附註。此等附註

包括解釋自截至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重要的事件及交易

以了解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的變動及表現。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資料及其附註並不

包括根據《財報準則》而編製的完整財務報表所規定的所有資料。 

 

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資料內載入有關截至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的財務資料作為前期呈報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的法定年度財務報表，惟摘錄自

此等財務報表。香港《公司條例》（「《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要求披

露的與這些法定財務報表有關的更多資料如下： 

 

按照《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要求，本公司已向香港公司註冊處

遞交截至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這財

務報表作出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其中不包含核數師

在不出具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項；亦不包含

根據《公司條例》第406(2)條及第407(2)或(3)條作出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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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集團按其提供的服務及產品的性質來管理其多元化的業務。管理層已確定五個應

列報的經營分部以計量表現及分配資源。分部為投資物業、發展物業、酒店、物

流和通訊、媒體及娛樂。本集團並沒有把經營分部合計以組成應列報的分部。 

 

投資物業分部主要包括投資物業的租賃。現時本集團之物業組合包括主要位於香

港、中國內地及新加坡的商場、寫字樓及服務式住宅。 

 

發展物業分部包含與收購、發展、設計、興建、銷售及推銷本集團主要於香港、

中國內地和新加坡的銷售物業有關的活動。 

 

酒店分部包括亞太區的酒店業務。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九龍倉」）目前在亞太

區經營十四間酒店，其中六間為九龍倉自置。 

 

物流分部主要包括由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的貨櫃碼頭業務、

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及其它公共運輸營運。 

 

通訊、媒體及娛樂分部包括由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有線寬頻」）經營的收費

電視、互聯網及多媒體和其它業務。由九倉電訊有限公司（「九倉電訊」）經營的

電訊業務已在九龍倉於二○一六年十一月出售全部九倉電訊股權後終止。 

 

管理層主要基於每個分部的營業盈利及所佔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業績來評估表

現。分部之間的定價一般是按公平原則釐訂。 

 

分部營業資產主要包括直接屬於每個分部的全部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

惟銀行存款及現金、若干股本及債券投資、遞延稅項資產及衍生金融資產除外。 

 

收入及支出的分配乃參照由該分部產生的營業額及支出或由分部的資產所佔的折

舊而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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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收入及業績之分析  

 
收入  營業盈利  

投資物業 

公允價值  

其它收入/ 

(支出)淨額  財務支出  聯營公司  合營公司  

除稅前 

盈利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截至二○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投資物業  8,122    6,801    1,529    10    (616)   -      -      7,724  

 香港  6,708    5,958    724    -      (538)   -      -      6,144  

 中國內地  1,246    732    805    10    (78)   -      -      1,469  

 新加坡  168    111    -      -      -      -      -      111  

發展物業  21,588    2,655    -      509    (11)   218    980    4,351  

 香港  15,030    794    -      (4)   (5)      3    848    1,636  

 中國內地  6,090    1,710    -      506    (6)   215    132    2,557  

 新加坡  468    151    -      7      -      -      -      158  

酒店  774    155    -      -      (1)   -      -      154  

物流  1,424    358    -      112    (103)   142    6    515  

 碼頭  1,361    349    -      133    (103)   90    6    475  

 其它  63    9    -      (21)   -      52    -      40  

通訊、媒體及娛樂 

 （有線寬頻）  641    (222)   -      83    (5)   -      -      (144) 

分部之間的收入  (179)   -      -      -      -      -      -      -    

分部總額  32,370    9,747    1,529    714    (736)   360    986    12,600  

投資及其它  635    382    -      (307)   236   20    -      331  

公司費用  -      (432)   -      -      -      -      -      (432) 

集團總額  33,005    9,697   1,529    407    (500)   380    986    12,499  

                

截至二○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投資物業  7,889    6,537    495    (68)   (612)   -      -      6,352  

 香港  6,516    5,742    132    -      (612)   -      -      5,262  

 中國內地  1,197    689    363    (68)   -      -      -      984  

 新加坡  176    106    -      -      -      -      -      106  

發展物業  15,232    3,056    -      (496)      (121)   400    483    3,322  

 香港  5,858    1,617    -      -      (73)   1    283    1,828  

 中國內地  8,409    1,307    -      (496)      (38)   399    200    1,372  

 新加坡  965    132    -      -      (10)   -      -      122  

酒店  740    104    -      -      (1)   -      -      103  

物流  1,286    293    -      (70)   (60)   123    6    292  

 碼頭  1,234    290    -      (49)   (60)   95    6    282  

 其它  52    3    -      (21)   -      28    -      10  

通訊、媒體及娛樂  1,715    78    -      -      (16)   -      -      62  

 有線寬頻  710    (133)   -      -      (2)   -      -      (135) 

 電訊  1,005    214    -      -      (14)   -      -      200  

 其它  -      (3)   -      -      -      -      -      (3) 

分部之間的收入  (219)   -      -      -      -      -      -      -    

分部總額  26,643    10,068   495    (634)   (810)   523    489    10,131  

投資及其它  553    321    -      66    479    13    -      879  

公司費用  -      (330)   -      -      -      -      -      (330) 

集團總額  27,196    10,059    495    (568)   (331)   536    489    1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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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之間的收入之分析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分部之間      分部之間   

  總收入  的收入  集團收入  總收入  的收入  集團收入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港幣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投資物業   8,122    (132)   7,990    7,889    (124)   7,765  

發展物業   21,588    -      21,588    15,232    -      15,232  

酒店   774    -      774    740    -      740  

物流   1,424    -      1,424    1,286    -      1,286  

通訊、媒體及娛樂   641    (1)   640    1,715    (37)   1,678  

投資及其它   635    (46)   589    553    (58)   495  

   33,184    (179)   33,005    27,415    (219)   27,196  

 

(c) 地域資料 

              收入  營業盈利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香港  24,429   15,859   7,098   8,006  

中國內地  7,891   10,144   2,307   1,783  

新加坡  685   1,193   292   270  

集團總額  33,005   27,196   9,697   10,059  

 

 

3. 營業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營業盈利的計算已扣除╱（計入）：    

折舊及攤銷    

－用作經營租賃的資產 69  75  

－物業、廠房及設備 371  574  

－租賃土地 30  30  

－備用節目 54  52  

總折舊及攤銷 524                    731  

職工成本 1,962                1,957  

已售確認銷售物業的成本 17,891              10,945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毛額（附註） (8,122)              (7,889) 

投資物業直接營業費用 1,247                1,265  

利息收入 (304)                  (221) 

投資股息收入 (111)                  (13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盈利）  19                    (20) 

 

附註：租金收入包括或有租金港幣六億零八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五億八千

三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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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它收入／（支出）淨額 

 

是期其它收入淨額為港幣四億零七百萬元（二○一六年：支出港幣五億六千八百

萬元），主要包括： 

 

(a) 匯兌虧損淨額港幣三億八千萬元（二○一六年：港幣七千四百萬元），已包括

外匯期貨合約的影響。 

 

(b) 為若干中國內地發展項目作出的減值撥備撥回港幣二億七千九百萬元（二○一

六年：撥備支出港幣四億九千六百萬元）。 

 

(c)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和附屬公司盈利淨額港幣四億二千二百萬元（二○一六年：

無）。 

 

 

5. 財務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利息支出：    

銀行借款及透支 562  529  

其它借款 503   801  

總利息支出 1,065   1,330  

其它財務支出 175   203  

減：撥作資產成本 (589)   (753) 

 651   780  

公允價值（收益）／虧損：    

跨貨幣利率掉期合約 (406)   (478) 

利率掉期合約 255   29  

 (151)   (449) 

總額 500   331  

 

本集團於是期的實際借貸平均年息率為3.1%（二○一六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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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計入綜合收益表的稅項支出包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本期所得稅    

香港    

－是期撥備 1,053    1,130  

－以往年度撥備之高估 (17)   (6) 

香港以外地區    

－是期撥備 555    497  

－以往年度撥備之高估  (13)   (5) 

  1,578    1,616  

    

中國內地土地增值稅（附註 6(c)） 515    188  

    

遞延稅項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變動  353    (12) 

源自及撥回暫時性差額  170    240  

 523    228  

總額 2,616  2,032 

 

(a)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按照是期內為應課稅而作出調整的盈利以16.5%（二○一六

年：16.5%）稅率計算。 

 

(b) 香港以外地區應課稅盈利之所得稅主要為以25%（二○一六年：25%）稅率計

算的中國企業所得稅，以最高10%（二○一六年：10%）稅率計算的中國預扣

所得稅及以17%（二○一六年：17%）稅率計算的新加坡所得稅。 

 

(c) 根據土地增值稅暫行條例，所有由轉讓中國內地房地產物業產生的收益均須

以土地價值的增值部分（即出售物業所得款項減可扣稅開支（包括土地使用

權成本、借貸成本及所有發展物業開支））按介乎30%至60%的累進稅率繳納

土地增值稅。 

 

(d) 截至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所佔稅項為港幣

四億四千七百萬元（二○一六年：港幣四億六千七百萬元），已列入所佔聯營

公司及合營公司除稅後業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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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a)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股東應佔盈利 6,243  5,662 

 

(b)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37,088,514   2,031,849,287  

具攤薄作用之潛在股份之影響－認股權  6,275,985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43,364,499   2,031,849,287  

 

 

8. 股東應佔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七年  二○一七年  二○一六年  二○一六年 

 每股港幣元  港幣百萬元  每股港幣元  港幣百萬元 

        

結算日後宣布派發的        

 第一次中期股息 0.475  969  0.450  915 

 

(a) 按 2,040,249,287 股（二○一六年：2,033,349,287 股）已發行普通股計算於結

算日後宣布派發的第一次中期股息並沒有在結算日確認為一項負債。 

 

(b) 二○一六年的第二次中期股息港幣十七億三千三百萬元已於二○一七年批准

及派發。 

 

 

  



- 26 - 

會德豐 － 中期業績公告 

(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9. 貿易及其它應收賬項 

 

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此項目包括以下貿易應收賬項（扣除呆壞賬準備），及

以發票日期為準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貿易應收賬項                

零至三十日 678   500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177   132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34   31  

九十日以上 156   143  

 1,045   806  

應計銷售款項 2,274   252  

其它應收賬項及預付賬項 9,364   8,509  

 12,683   9,567  

 

應計銷售款項主要是在結算日後始會發出繳付樓款通知書及收取的樓款。按本集

團的會計政策，在收到入伙紙或建築完工證明書後，應收的樓款餘額（繳付樓款

通知書其後始會按銷售條款發出）包括在應計銷售款項內。 

 

本集團每一項核心業務均有既定的信貸政策。一般允許的信用期為零至六十日，

除了銷售物業之應收樓價乃按物業項目之銷售條款釐訂。所有應收賬項預期於未

來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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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它應付賬項 
 

於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此項目包括以下貿易應付賬項及以發票日期為準之賬

齡分析如下： 

                                                                                                 

二○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貿易應付賬項                

零至三十日 317   413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194   280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37   39  

九十日以上 45   189  

 593   921  

租賃按金及客戶按金 4,427   4,235  

應付建築費用 9,260   11,087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298   3,376  

應付合營公司款項 2,781   2,587  

其它應付賬項 5,547   6,675  

 24,906   28,881  
 

 

 

11.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截至二○一七年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已經由本公司的

審核委員會作出審閱，審核委員會並無不相同的意見。 

 

 

企業管治守則 
 

於本財政期間內，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內《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惟其中涉及兩項偏離則除外，該兩項偏離

為：(i)守則條文第A.2.1條（「第一項偏離」），此條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由

不同人士擔任；及(ii)守則條文第F.1.3條（「第二項偏離」），此條文規定公司秘書應向

董事會主席或行政總裁匯報。 

 

就第一項偏離而言，由同一人出任本公司主席及履行行政總裁的執行職能被認為較具

效益，因此相關安排被視為合適。董事會相信經由具經驗和卓越才幹的人士所組成的

董事會（其中過半數乃獨立非執行董事）的運作，已足夠確保權力與職權的平衡。就

第二項偏離而言，本公司的公司秘書在過去多年一直以來直接向本公司副主席匯報，

此安排繼續維持不變，而就本集團的規模而言，這項安排被認為恰當和合理。據董事

的意見，此匯報安排不會對公司秘書有效履行職責造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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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本財政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

證券。 

 

 

中期股息記錄日期 

 

中期股息將於二○一七年九月十八日支付予在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營業時間結束

時名列股東登記冊內的股東，本公司不會就確定股東獲派中期股息的權利而暫停過戶

登記。凡欲獲派上述中期股息而尚未登記過戶者，須於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星

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達本公司的股份登記

處，即位於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22樓的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以辦理

有關過戶手續。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陳永生 

 

香港 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的成員為吳宗權先生、吳天海先生、梁志堅先生、徐耀

祥先生、黃光耀先生和鄭陶美蓉女士，以及七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德熙先生、梁國偉

先生、史亞倫先生、鄧日燊先生、丁午壽先生、謝秀玲女士和余灼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