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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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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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N CENTURY GROUP LIMITED
太陽世紀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83）

2016年度業績公佈

太陽世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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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6 2015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3 1,108,544 726,088

銷售成本 (603,238) (412,226)
  

毛利 505,306 313,862

其他支出淨額 4 (78,319) (66,806)
銷售及分銷費用 (79,075) (50,762)
一般及行政費用 (82,232) (74,069)
其他營運費用 (334,318) (21,106)
投資物業的公允值的增加 40,000 95,000
存貨之減值（虧損）╱虧損撥回 (21,557) 13,367

  

經營（虧損）╱溢利 (50,195) 209,486

融資成本 (189,664) (296,431)
衍生工具之公允價值變動 7,138 –
就商譽確認之減值虧損 (4,039) –
出售附屬公司的溢利 1,145 –

  

除稅前虧損 (235,615) (86,945)

所得稅開支 5 (254,893) (158,987)
  

本年度虧損 6 (490,508) (245,932)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90,386) (245,007)
非控股權益 (122) (925)

  

(490,508) (245,932)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重列)

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28.59)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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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虧損 (490,508) (245,932)
  

其他全面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異 (234) –

  

本年度全面虧損總額 (490,742) (245,932)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全面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90,620) (245,007)
非控股權益 (122) (925)

  

(490,742) (24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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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6年12月31日

2016 2015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43 2,843
投資物業 1,732,000 1,692,000
遞延稅項資產 102 217

  

1,734,745 1,695,060
  

流動資產
存貨 813,540 1,324,47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 386,213 636,977
抵押存款 1,634 2,666
銀行結餘及現金 143,439 27,768

  

1,344,826 1,991,88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10 378,171 452,562
預收賬款 421,117 623,559
租賃及其他按金 9,238 10,200
銀行及其他借貸－於一年內到期 270,000 1,558,261
可換股債劵的衍生部份 59,613 –
即期稅項負債 298,246 144,532

  

1,436,385 2,789,114
  

流動負債淨值 (91,559) (797,22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43,186 897,834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於一年後到期 895,139 480,000
遞延稅項負債 355,602 341,393

  

1,250,741 821,393
  

資產淨值 392,445 76,44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24,712 123,644
儲備 (131,537) (41,98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93,175 81,658
非控股權益 (730) (5,217)

  

權益總額 392,445 7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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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且於2016年1月1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的由香港
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監管遞延賬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 收購合營公司權益之會計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8號之修訂

折舊及攤銷可接受方法之澄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41號之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權益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2年至2014年週期
之年度改進 

於本年度應用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本集團之財
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已頒布但仍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布惟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約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以股份為基礎的付
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現金流量表：披露計劃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28號之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之資
產銷售或貢獻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所得稅：就未動用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1

1 於2017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應用。
2 於2018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應用。 
3 於2019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應用。
4 對尚待確定之生效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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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開始考慮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潛在影響，但未能說明此等新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是否會對本集團的財務表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2. 持續經營基準

由於本集團已連續四年出現虧損，尤其是本集團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產生虧損約
人民幣490,508,000元（2015年：人民幣245,932,000元）及於2016年12月31日有流動負債淨值
約人民幣91,559,000元（2015年：人民幣797,226,000元），故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已
審慎考慮本集團之流動資金。

董事認為，於考慮以下條件後，本集團來年可持續經營：

包含於流動負債中，於2016年12月31日，約有人民幣421,117,000元為不可退還半山道１號
買家之預收款。

根據本集團的現金流預測，董事認為，本集團將能有足夠營運資金為其營運提供資金及履行
於可見未來到期之財務責任。因此，董事認為，以持續經營為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屬恰當。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有如下四個報告分部：

(1) 物業開發－本分部開發及銷售寫字樓、住宅及零售物業。現時本集團之所有物業開發
業務均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中國進行；

(2) 物業租賃－本分部租賃零售物業以賺取租金及管理費收入和獲取長期物業資產升值收
益。現時本集團之投資物業組合均位於中國；

(3) 酒店及綜合度假村管理及顧問服務－本分部提供酒店及綜合度假村管理及顧問服務以
賺取服務收入；及

(4) 旅遊代理服務－本分部提供旅遊代理服務以賺取服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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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報告分部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業務單位，由於各業務分部須應用不同市
場策略，故報告分部乃分開管理。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所採納者一致。分部損益不包括融資成本及企業收入及開
支。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流動及非流動資產（惟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企業資產除外）。分部負債
包括所有流動及非流動負債，惟即期稅項負債、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企業負債除外。

有關須報告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的資料

物業開發 物業租賃

酒店及綜合
度假村管理
及顧問服務

旅遊代理
服務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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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外來客戶收入 1,048,222 59,079 – 1,243 1,108,544

     

分部（虧損）╱溢利 (25,457) 80,535 (1,714) (268) 53,096
     

其他資料：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溢利 – 57 – – 57
折舊 (814) (233) (3) (81) (1,13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316,259) – – – (316,259)
投資物業的公允值的增加 – 40,000 – – 40,000
存貨之減值虧損 (21,557) – – – (21,557)
出售附屬公司的溢利 – – 1,145 – 1,145
廣告及佣金支出 (74,291) (108) – – (74,399)
就商譽確認之減值虧損 – – – (4,039) (4,039)
新增至分部的非流動資產 – 36 181 – 217

於2016年12月31日
分部資產 1,125,935 1,739,709 192 8,214 2,784,050

     

分部負債 (1,024,958) (12,528) (2,784) (7,984) (1,04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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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開發 物業租賃

酒店及綜合
度假村管理
及顧問服務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外來客戶收入 667,510 58,032 546 726,088

    

分部溢利╱（虧損） 157,788 136,039 (1,426) 292,401
    

其他資料：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17) – (117)
折舊 (1,393) (608) (1) (2,002)
投資物業的公允值的增加 – 95,000 – 95,000
撥回存貨之減值虧損 13,367 – – 13,367
廣告及佣金支出 (42,648) (225) (56) (42,929)
新增至分部的非流動資產 64 253 – 317

於2015年12月31日
分部資產 1,545,286 1,719,519 352 3,265,157

    

分部負債 (774,364) (13,645) (6,102) (7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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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報告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損益
須報告分部溢利總額 53,096 292,401
其他支出淨額 (81,318) (70,486)
折舊 (178) (288)
衍生工具之公允值變動 7,138 –
企業融資成本 (189,664) (296,431)
其他企業開支 (24,689) (12,141)

  

除稅前綜合虧損 (235,615) (86,945)
  

資產
須報告分部資產總額 2,874,050 3,265,157
遞延稅項資產 102 217
未能分類的企業資產 205,419 421,574

  

綜合總資產 3,079,571 3,686,948
  

負債
須報告分部負債總額 (1,048,254) (794,111)
即期稅項負債 (9,673) (144,532)
遞延稅項負債 (355,602) (341,393)
未能分類的企業負債 (1,273,597) (2,330,471)

  

綜合總負債 (2,687,126) (3,610,507)
  

地區資料

本集團按經營地點劃分來自外部客戶收益之分析如下：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不包括香港及澳門 1,107,301 726,088
澳門 1,243 –

  

1,108,544 726,088
  

來自主要客戶的收入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2015年：無）客戶佔本集團總收入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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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支出淨額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廣告收入 200 373
利息收入 423 4,36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溢利╱（虧損） 57 (117)
匯兌虧損淨額 (81,549) (70,415)
買賣證券已變現及未變現虧損淨額 – (212)
物業租賃業務相關之公共費用支出淨額 (3,194) (2,570)
撥回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2,020 –
其他 3,724 1,767

  

(78,319) (66,806)
  

5. 所得稅開支

(a) 綜合損益表內的稅項：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年內撥備 55,846 19,394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 6,671

  

55,846 26,065
  

 
中國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
－年內撥備 184,723 104,970

  

 
即期稅項總額 240,569 131,035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14,324 27,952

  

 
所得稅開支 254,893 15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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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繳納
開曼群島及英屬維爾京群島的任何所得稅。

於兩個年度，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所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於綜合財務報表並
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由於本集團並無於澳門所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於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就澳門利得
稅計提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按照中國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相關的所得稅規則及規例
釐定的25%應課稅溢利的法定比率計算（2015年：25%）。

本集團銷售所發展的物業須按土地價值增幅以30%至60%的累進稅率繳納土地增值
稅，根據有關規例，土地增值稅乃按出售物業所得款項減可扣稅開支（包括土地使用權
租賃支出、借貸成本及所有物業發展開支）計算。

(b) 按適用稅率計算的所得稅開支與會計虧損的對賬：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 (235,615) (86,945)
  

按中國企業所得稅率25%（2015年︰ 25%）計算的
名義稅項（附註） (58,903) (21,736)
本集團經營所在其他司法權區的不同稅率的影響 44,550 16,676
可在所得稅扣減的土地增值稅的稅項影響 (46,180) (26,243)
毋須計稅收入的稅項影響 (899) (4,402)
不可扣減支出的稅項影響 92,740 65,067
未予以確認未動用稅項虧損的稅項影響 38,864 17,984
土地增值稅 184,721 104,970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 6,671

  

所得稅開支 254,893 158,987
  

附註： 此乃本集團大部分業務所在地方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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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年度虧損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1,344 2,382
減：資本化金額 (35) (92)

  

1,309 2,290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1,458 1,349
－其他服務 194 –

  

1,652 1,34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獎金和津貼 31,109 37,55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343 4,116
－宿舍費用 720 527

34,172 42,197
減：資本化金額 (224) (1,112)

  

33,948 41,085
  

辦公室之經營租賃費用 8,988 6,530
存貨銷售成本 598,263 406,94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之減值虧損 (316,259) –
直接開支（附註） 4,975 5,151

  

附註：

直接開支指管理費開支。

7. 股息

董事會並無建議派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2015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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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計算基準如下：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擁有人年內應佔虧損及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所使用之虧損 (490,386) (245,007)

  

股份數目
2016 2015

(重列)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715,441,423 1,519,152,624
  

用作2015年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股份加權平均數已就2016年12月完成之供股所產生紅利部
份之影響作出追溯調整。

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原因是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有關尚未行使之購
股權及可換股債券的可發行潛在普通股對每股基本虧損有反攤薄影響。

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原因是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有關未行使認股權
的已發行潛在普通股對每股基本虧損具有反攤薄影響。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46,241 67,750
其他應收款 2,047 10,847
貸款及墊款 140,940 126,284
預付土地成本 101,314 101,314
預付款及按金 95,287 330,782
應收關聯公司 384 –

  

386,213 636,977
  

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個月 46,178 67,750
大於3個月 63 –

  

46,241 6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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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65,867 81,442
其他應付款及預提費用 312,304 371,120

  

378,171 452,562
  

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個月或按要求 65,867 81,442
  

11. 或然負債

(a)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就有關本集團物業買方訂立的按揭貸款而授出的按揭融資
額度，向若干銀行提供擔保如下：

2016 2015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買方獲授按揭融資額度向銀行提供擔保 3,435,000 3,435,000
  

根據擔保之條款，倘按揭出現違約情況，本集團須負責償還違約買方結欠銀行之未償
還按揭本金連同應計利息及罰款。本集團之後有權接管相關物業的法定業權及所有
權。有關擔保將根據擔保合約條款解除，如：

(i) 相關買方的房屋所有權證獲頒發及由銀行保管；或

(ii) 相關買方悉數償還按揭貸款後最多兩年。

於2016年12月31日，董事認為本集團因上述擔保而面臨索償的機會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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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擔保於提供日期之公允值並不重大，因此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確認。

(b)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就合共約人民幣264,517,000元（2015年：人民幣298,814,000
元）之多項索償而面臨訴訟。根據所取得之法律意見，董事相信本集團有合理的機會於
該等索償中勝訴。因此，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計提撥備。

12. 報告期完結後事項

(1) 於2017年1月11日，本公司已根據本公司於2016年6月2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向合資
格參與人授出合共150,000,000份購股權，可以以每股0.202港元之行使價認購合共
150,000,000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新普通股。詳情請查閱本公司於2017年1
月11日刊發之公告。

(2) 於2017年2月6日，太陽旅遊有限公司（「太陽旅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太
陽城博彩中介一人有限公司（「太陽城博彩中介」）訂立(i)酒店住宿服務採購協議；及(ii)
船票供應協議。

酒店住宿服務採購協議的期限自於2017年3月31日將予舉行及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上
批准酒店住宿服務採購協議之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包括首尾兩日）。於酒店住
宿服務採購協議的期限內，太陽旅遊可不時向太陽城博彩中介採購，而太陽城博彩中
介可不時向太陽旅遊供應酒店住宿服務產品，上限為120,000,000港元。

船票供應協議為期三年，自2017年2月6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包括首尾兩日）。於
船票供應協議的期限內，太陽城博彩中介可不時向太陽旅遊採購，而太陽旅遊可不時
向太陽城博彩中介供應船票及其他配套服務，至2019年12月31日止（自2017年2月6日
起）三年各年的年度上限分別為8,500,000港元、10,000,000港元及10,000,000港元。

詳情請查閱本公司分別於2017年2月6日刊發之公告及2017年3月8日刊發之通函。

(3) 本公司建議英文名稱由「SUN CENTURY GROUP LIMITED」更改為「SUNCITY 
GROUP HOLDINGS LIMITED」，並採納中文名稱「太陽城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為本公
司的雙重外國名稱，以取代其現有中文名稱「太陽世紀集團有限公司」。建議更改公司
名稱須待(i)股東於2017年3月31日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批准建議更改公司名稱之
特別決議案及(ii)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批准本公司的建議新中文名稱及中文雙重外國
名稱後方可作實。詳情請查閱本公司分別於2017年2月6日刊發之公告及2017年3月8日
刊發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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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2017年2月27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太陽城集團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太陽城
管理顧問」）與一名獨立第三方（「項目擁有人」）訂立一份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
內容有關向項目擁有人於越南將開發之一個綜合度假村項目（「項目」）提供顧問及管理
服務。

 根據諒解備忘錄，太陽城管理顧問及項目擁有人將真誠磋商，旨在訂立有關提供顧問
及管理服務的正式協議（「技術服務協議」）及有關太陽城管理顧問就項目提供顧問及管
理服務的正式管理協議（「管理協議」）。

預計太陽城管理顧問根據技術服務協議的服務將包括就若干開業前事宜的管理層審核
及提供意見，惟技術服務協議的實際範圍須按技術服務協議的實際條款。

根據技術服務協議的條款及條件，就自簽署技術服務協議起初始十二個月期間的開業
前顧問服務費將為500,000美元。

根據管理協議的條款及條件，管理協議的預計期限將自項目開業起及直至十年屆滿或
項目投資註冊證書終止（以較早者為準）。

詳情請查閱本公司於2017年2月27日刊發之公告。

13. 其他事項

於2013年2月8日，本公司接獲法院發出的傳訊令狀，內容關於建銀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建銀國際」）（作為原告）與本公司（作為被告之一）之爭議事項（「訴訟」）。為免存疑，Grand 

Prosperity Limited（「Grand Prosperity」）、曾雲樞先生（Grand Prosperity之董事及本公司當時
之主席及總裁）及曾勝先生（為Grand Prosperity之董事及本公司當時之副主席）亦同被列為
其他被告。

於2016年2月4日，建銀國際、Grand Prosperity、本公司、曾雲樞先生及曾勝先生訂立一份和
解契據（「和解契據」），據此和解契據之訂約各方同意，為完全及最終解決訴訟中之爭議事項
（包括建銀國際就訴訟招致之法律費用及利息）：

(a) Grand Prosperity、曾雲樞先生及曾勝先生各自共同及個別向建銀國際支付總額
25,000,000港元，其中3,000,000港元須於簽署和解契據之一個營業日內支付（「首期付
款」）及餘額22,000,000港元須於2016年12月31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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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rand Prosperity、曾雲樞先生及曾勝先生各自共同及個別彌償建銀國際並確保建銀國
際獲彌償建銀國際因為或就在任何未付款情況下建銀國際執行上文(a)段而招致或蒙受
之任何負債、損失、損害、索償、成本及開支（包括但不限於一切法律開支及其他專業
費用（按全數彌償基準））；及

(c) 待Grand Prosperity、曾雲樞先生及╱或曾勝先生（視情況而定）妥為履行上文(a)段後
（「和解日期」），建銀國際須根據和解契據之條款向Grand Prosperity（或Grand Prosperity
指定之代名人）轉讓本公司之合共8,000,000股股份（「和解股份」），不附帶任何產權負擔
及具有和解股份附有之所有權利。

根據和解契據，鑒於Grand Prosperity、曾雲樞先生及╱或曾勝先生（視情況而定）及建銀國
際已妥為履行上文彼等之責任，其中，Grand Prosperity、本公司、曾雲樞先生及曾勝先生各
自已放棄於和解日期後之日建銀國際所持本公司餘下18,000,000股股份之任何及一切合法及
實益權利，包括彼等任何一方就該等股份現時擁有、或其後可能擁有針對建銀國際之任何性
質之任何及一切實際或潛在權利及索償（不論為現時或日後的以及不論為彼等所知悉或不知
悉的）。

和解契據之訂約各方進一步同意，於Grand Prosperity、曾雲樞先生及╱或曾勝先生（視情
況而定）妥為履行支付其首期付款之後，訂約各方（透過彼等之律師）須即時簽署及建銀
國際之律師須立即提交訴訟之同意傳票，以申請頒令同意（其中包括）訴訟中建銀國際對
Grand Prosperity、本公司、曾雲樞先生及曾勝先生之索償以及Grand Prosperity對建銀國際
之反訴獲解除，且不作出有關彼等之間訟費之命令以及並無法院之進一步命令，惟Grand 
Prosperity、曾雲樞先生及曾勝先生在倘未能議定訟費情況下均等支付本公司之訟費除外。
同意傳票已於2016年2月5日提交。

有關訴訟及和解協議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2012年12月14日、2013年2月14日及
2016年2月11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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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

核數師已表示無保留意見，但修改了核數師報告，加入一段有關持續經營的重大不明朗因
素，以提請注意重大不明朗因素。以下為有關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
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

意見

我們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公平地反映 貴集團於2016年12月31日的綜合財務
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及綜合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
例》之適用披露要求妥為編製。

有關持續經營的重大不明朗因素

我們提呈 閣下垂注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其中顯示 貴集團連續四年錄得虧損及於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產生虧損約人民幣490,508,000元及於報告期結束日流動負債淨額
約人民幣91,559,000元。如附註3所述，該等情況，連同附註3所載其他事項，顯示存在重大
不明朗因素或會對 貴集團之持續經營能力造成重大疑問。我們的意見並無就該事項作
出修訂。

回顧及展望

中國政府繼續實施較為寬鬆的信貸政策，下調印花稅率，並降低未限購城市的購房首期付
款比例。有關政策令2016年房地產市場繼續升溫，房價伴隨銷量上升。

本集團已自2014年第四季度起開始交付半山道1號。隨著深圳房地產市場升溫且我們開始
交付精品高層住宅單位，物業開發分部的毛利率由2015年的39.04%上升至2016年上半年
的42.85%。

展望未來，我們預計政府政策將維持不變，地方政府將根據物業存貨增長、房價及土地價
格微調並推出具有針對性的政策。鑒於中國一、二線城市的累計物業存貨已下降至理想範
圍，我們仍對2017年市場狀況持樂觀態度，且預計房價及土地價格仍有上漲空間。同時，
本集團將積極研究發展中國境外的房地產市場。亞洲國家（如韓國、馬來西亞及越南）是本
集團初步的目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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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完成收購太陽旅遊，太陽旅遊主要從事提供旅遊相關
產品及服務。於2017年2月6日，太陽旅遊與太陽城博彩中介就供應酒店住宿服務及相關服
務訂立一份協議。預期太陽旅遊將為本集團帶來額外收入來源。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太陽城管理顧問成立，旨在為旅遊業迅速增長地區的大型度
假村及╱或博彩及娛樂設施提供諮詢、顧問及技術服務。於2017年2月27日，太陽城管理
顧問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內容有關向越南一個綜
合度假村項目提供顧問及管理服務。

本集團將繼續探索及投資具有強勁增長潛力的潛在項目與商機，並進一步探索亞洲市場
其他國家的旅遊相關業務。

財務回顧

營業額：營業額包括交付物業的銷售所得、物業租賃收入、酒店及綜合度假村管理與顧問
服務收入以及旅遊代理服務收入。與2015年相比，2016年的營業額增加52.67%。就交付物
業銷售所得，本集團交付了建築面積（「建築面積」）約24,351m2（2015年：18,842m2）的住宅
單位，包括高層住宅單位建築面積約13,868m2（2015年：15,779m2）、豪華高層住宅單位建
築面積約7,316m2（2015年：2,073m2）及別墅建築面積約3,167m2（2015年：990m2）。旅遊代
理服務為本集團的新業務，自2016年9月開始營業起產生營業額約人民幣1.24百萬元。

其他支出淨額：2016年，其他支出淨額主要由於匯兌虧損淨額所致。本集團有多項負債以
港元計值（包括銀行及其他借貸約1,295.87百萬港元）。由於本年度人民幣貶值，本集團因
此須確認匯兌虧損淨額約人民幣81.55百萬元。

銷售及分銷費用：2016年增加主要是由於半山道1號銷售的廣告及佣金支出增加。

一般及行政費用：2016年增加主要是由於半山道1號的公用事業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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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營運費用：2016年增加主要是由於就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確認的減值虧損增加約
人民幣316百萬元所致。本集團於報告日期評估每項應收款項的賬面值及可收回金額，以
確保賬面值不會超過其可收回金額。

投資物業的公允值增加：2016年增加主要是由於現行市況所致。

存貨之減值虧損：金額指就庫存成本與由獨立估值師核定之可變現淨值之間的差額確認
的減值虧損。

融資成本：2016年減少主要由於本年度計息借款減少所致。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值變動：於2016年12月，本公司向本公司主要股東名萃有限公司發
行570,000,000港元的可換股債券。經獨立估值師核定，該部分的公允值變化已於綜合損益
表確認。其為非現金項目。

就商譽確認的減值虧損：指就因收購附屬公司太陽旅遊產生的商譽確認的減值虧損。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指向一名獨立第三方出售Vanilla Rose Investments Limited及其附
屬公司確認的收益。

所得稅開支：所得稅開支包括即期稅項與遞延稅項。即期稅項增加主要由於企業所得稅及
半山道1號實現物業銷售及其產生之利潤的土地增值稅務影響增加所致。遞延稅項減少主
要由於年內投資物業公允值增加的遞延稅務影響減少所致。

分部分析

於2016年，物業發展收入、物業租賃收入、酒店及綜合度假酒店管理及顧問服務收入及旅
遊代理服務收入分別約佔總收入的94.56%（2015年：91.93%）、5.33%（2015年：7.99%）、
0.00%（2015年：0.08%）及0.11%（2015年：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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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負債比率

於2016年12月31日，銀行結餘及現金總額及抵押存款約達人民幣145.07百萬元（2015年：
人民幣30.43百萬元），分別包括約人民幣55.48百萬元、0.01百萬美元、0.02百萬澳門幣及
98.25百萬港元。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借貸總額約為人民幣1,165.14百萬元（2015年：人民幣
2,038.26百萬元），其中約人民幣270.00百萬元須按要求或於1年內償還；約人民幣490.14
百萬元須於第2年償還；約人民幣130.00百萬元須於第3至5年（包括首尾兩年）內償還；及
餘額須於5年後償還。本集團借貸以定息或浮動息率計息。本集團於2016年12月31日的銀
行及其他借貸總額除以總資產為37.83%（2015年：55.28%）。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約人民幣1,344.83百萬元（2015年：人民幣1,991.89
百萬元）及流動負債約人民幣1,436.39百萬元（2015年：人民幣2,789.11百萬元）。

對資產的抵押

於2016年12月31日，銀行及其他借貸約人民幣680.00百萬元由本集團分別約值人民幣
1,732.00百萬元、人民幣488.54百萬元及人民幣1.34百萬元的投資物業、若干存貨及抵押存
款作抵押。

匯率波動風險及有關對沖

本集團的貨幣資產、貸款和交易主要以人民幣計值。除503.23百萬港元之借貸外，本集團
借貸全部以人民幣計值。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沒有參與任何衍生工具活動及並無
對任何金融工具作出承擔以對沖財務狀況風險。

或然負債

有關或然負債之詳情，謹請參考本公告附註11。

財資政策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就其財資政策採取審慎策略，並專注於風險管理及與本集團之相關業務有直接關
係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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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擁有約250名員工，其中絕大部分常駐中國。僱員的薪酬與市
場趨勢一致，與業內的薪酬水平相若。本集團僱員的薪酬包括基本薪金、花紅及長期獎勵
（如認股權計劃）。2016年所產生的員工成本總額約為人民幣34.17百萬元。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2016年之末期股息（2015年：無）。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廣東省、遼寧省及安徽省從事住宅及商業物業的開發和商業物業的租
賃業務以及提供酒店及綜合度假酒店管理及顧問服務及旅遊代理服務。

物業開發

現有項目之發展及狀況於下文概述。

已完成項目

半山道1號：半山道1號坐落深圳羅湖區與龍崗區交界處，清平高速及風儀山隧道東側山
坡上。半山道1號由高級別墅、住宅單位及零售商店鋪組成，規劃建築面積約135,000m2。
於2013年3月，本集團啟動半山道1號的部分預售，深受市場的歡迎。該項目計劃已竣工並
於2014年第三季度起分階段交付。

於2016年12月31日，就半山道1號訂立的買賣協議總合約金額為人民幣3,204.15百萬元，其
中人民幣2,729.70百萬元已確認為銷售，餘額約人民幣474.45百萬元預期於2017年當達成
一些確認條款時確認為銷售。

發展中項目

天嶼湖：天嶼湖前稱假日水鎮，位於安徽省巢湖忠廟鎮。天嶼湖由湖濱別墅和住宅單位組
成，規劃建築面積約116,000m2。為配合巢湖風景區的改造、整合與發展，本集團計劃延遲
天嶼湖的開發進度並於2019年起分階段開始該項目的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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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順項目：本集團已收購一幅位於中國遼寧省撫順經濟開發區華茂街東的土地。該土地
的地盤面積約72,350m2，地積比率高於1但低於2.7，規劃總建築面積約為195,345m2。該土
地的土地用途為作商用及住宅用途。該項目仍處在初步設計及規劃階段。

物業租賃及管理

鴻隆廣場：鴻隆廣場位於中國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寶民二路。鴻隆廣場為商住綜合體，總
建築面積約172,630平方米。就住宅部份而言，其包括建造於5層高購物中心及2層地下停
車場上方的三幢樓高25至27層的大廈，合共約1,500戶住宅單位。該部份由本集團全資附
屬公司深圳市太陽時代管理有限公司管理。鴻隆廣場的商業部份（即港隆城購物中心）包
括總建築面積約64,397平方米的購物中心。港隆城購物中心由本集團持作租賃用途，由本
集團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市港隆城商業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酒店及綜合度假村之管理及顧問

酒店及綜合度假村之管理及顧問指向酒店及綜合度假村提供的管理及顧問服務。

隨著旅遊物業發展項目的推出，本集團於2014年收購了一間附屬公司集團，其主要在中國
從事經營酒店顧問服務。於2014年、2015年及2016年，該附屬集團公司分別錄得虧損約人
民幣4.62百萬元、人民幣1.4百萬元及人民幣0.02百萬元。

於2016年，本集團亦設立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太陽城管理顧問，以於亞洲國家（如韓
國、馬來西亞及越南）把握酒店及綜合度假村的機會。於2016年末後，太陽城管理顧問與
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不具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內容有關向將於越南開發的一
個綜合度假村項目提供顧問及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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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代理服務

於2016年7月，本集團訂立一份買賣協議，以收購太陽旅遊（為於澳門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以將業務多元化至旅遊相關服務業務。

自2016年8月31日完成收購太陽旅遊起，2016年旅遊代理服務已產生營業額約人民幣1.24
百萬元。

於報告期末後，太陽旅遊與太陽城博彩中介（為一間關聯公司，由本公司主席周焯華先生
（「周先生」）全資擁有）訂立(i)酒店住宿服務採購協議及(ii)船票供應協議。

根據酒店住宿服務採購協議，太陽旅遊可不時向太陽城博彩中介採購酒店住宿服務產品，
惟自酒店住宿服務採購協議開始日期至2017年12月31日期間的年度上限為120百萬港元。

根據船票供應協議，太陽城博彩中介可不時向太陽旅遊採購，2017年、2018年及2019年的
年度上限分別為8.5百萬港元、10百萬港元及10百萬港元。

社會責任

本集團樂於承擔其應盡的社會責任，奉獻力量扶弱濟貧。本集團的員工積極參與文化教
育、賑災、環境保護、醫療衛生及市政交通等有關的公益活動。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在內部
推行誠愛社會的企業文化，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年內，除以上所披露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
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於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準則及程序，以保護所有股東的利益及加強問責及
透明度。本公司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惟以下偏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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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守則的第A.6.7及E.1.2條而言，周先生（董事會主席）、盧衛東先生（薪酬委員會主席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及杜健存先生（「杜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因其他公務
而未能出席於2016年6月2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此外，周先生、杜先生及胡錦勳
博士（提名委員會主席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因其他公務而未能出席於2016年11月14日舉行
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

董事致力於維護本公司的企業管治，以確保設有正式透明程序保護本公司股東及令其利
益最大化。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詳情將載列於本公司2016年年報。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中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
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董事已就截至2016
年12月31日止年度全年的董事證券交易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行為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設有審核委員會，該委員會乃按照上市規則第3.21條成立，以檢討及監督本集團的
財務申報流程、財務控制、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的綜合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即杜健存先生（主席）、胡
錦勳博士及盧衛東先生。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思捷會計師行有限公司的工作範圍

有關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公告的數字，已由本集團核數師思捷會計師
行有限公司與本集團本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核對一致。思捷會計師行有
限公司就此進行的工作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工作
準則或香港保證工作準則的保證工作，因此思捷會計師行有限公司概不就業績公告作出
任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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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載年度業績及2016年年報

本年度業績公告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sun1383.
com)。本公司的2016年年報（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將
適時刊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各自的網站。

承董事會命
太陽世紀集團有限公司

周焯華
主席

香港，2017年3月24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周焯華先生、楊素梅女士、鄭美程女士、楊素麗女士及
盧啟邦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杜健存先生、胡錦勳博士及盧衛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