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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謹向股東提交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度之年報。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經審核之綜合淨利﹙已減除

稅項、少數股東權益，但未計入三億港元特殊撥備﹚為八億零一百萬

港元。減除三億港元特殊撥備後，股東應佔淨利為五億零一百萬港

元。本年度每股盈利為十三點四三仙。

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息每股兩

仙，給予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連同已派發之中期息每股兩仙，全年每股派息共四仙。

董事會建議股東有權選擇收取新發行之股份代替以現金方式收取末期

股息。此項以股代息建議需待（一）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召開之股

東週年大會批准及（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批准依據此項建議所

發行之新股上市及買賣，方可作實。

載有關於以股代息建議詳情之通函及選擇以股代息之表格，將約於二

零零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寄予各股東。預計末期股息單及股票將約於二

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發給股東。

股東應佔淨利為五億零

一百萬港元



主 席 報 告 （ 續 ）

121

業務狀況

（一）土地儲備

本集團於本年度內購入四幅土地，為集團帶來應佔總樓面面積合

共約一百零二萬五百八十平方呎。購入土地詳情如下：

集團 集團所佔

地點 用途 所佔權益 樓面面積

（平方呎）

1. 新界馬鞍山第77區 住宅 100% 612,465

沙田市地段第481號

2. 新界荃灣第40區 住宅 50% 112,538

地段第404號

3. 新界深井 住宅 50% 88,668

丈量約份第387約

地段第214號

4. 新界荃灣第40區 住宅 25% 206,909

地段第395號

1,020,580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擁有之土地儲備總樓面面積達一

千五百萬平方呎，當中包括已完成之出售物業、發展中及已發展

完成之物業，各類型物業比例均衡：商業佔百分之三十七，住宅

佔百分之三十四，工業佔百分之十五，停車場佔百分之十，以及

酒店佔百分之四。集團目前在本港正發展十四個項目，將於四年

內完成，所佔總樓面面積達三百八十萬平方呎。

二零零一年八月，集團購入一幅位於元朗之土地，所佔總樓面面

積達七萬二千零九十六平方呎。此土地將發展為住宅物業。

購入應佔總樓面面積一

百零二萬五百八十平方

呎

集團擁有之土地儲備總

樓面面積達一千五百萬

平方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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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狀況﹙續﹚

（二）發展完成之物業及物業發展狀況

在二零零零／二零零一財政年度內，集團完成以下項目，所佔總

樓面面積達二百五十九萬四千八百零九平方呎：

集團 集團所佔

地點 用途 所佔權益 樓面面積

（平方呎）

1. 藍灣半島 住宅 40% 965,128
香港柴灣

小西灣道28號

2. 藍灣廣場 商業 40% 75,676
香港柴灣

小西灣道28號

3. 電氣道148號 商業 100% 197,400
香港北角

4. 中央廣場 商業 70% 179,138
香港中環

雲咸街60號

5. 奧海中心 商業 30% 90,417
九龍地鐵奧運站C地盤 ﹙辦公室大樓﹚

九龍內地段第11074號

6. 柏景灣 住宅 42.5% 540,194
九龍地鐵奧運站B地盤
海庭道18號
九龍內地段第11090號

7. 浮爾頓酒店 酒店 100% 466,423
新加坡1號浮爾頓廣場

8. 1號浮爾頓 商業 100% 80,433
新加坡浮爾頓路1號

2,59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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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狀況﹙續﹚

（二）發展完成之物業及物業發展狀況﹙續﹚

本年一月，集團獲得政府批准，把原為工業用地的商貿城改作商

業用途。此物業更改用途後有助提高其潛在價值。

於下個財政年度，集團預期可完成以下三個項目，所佔總樓面面

積達九十萬九千一百四十九平方呎：

集團 集團所佔

地點 用途 所佔權益 樓面面積

（平方呎）

1. 富利廣場 工業 100% 225,396

九龍觀塘

巧明街111至113號

觀塘內地段第705號

2. 帝柏海灣 住宅 42.5% 466,456

九龍地鐵奧運站B地盤

海庭道18號

九龍內地段第11090號

3. 奧海城二期 商業 42.5% 217,297

九龍地鐵奧運站B地盤

九龍內地段第11090號

90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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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狀況﹙續﹚

（三）銷售活動

按揭息率調低，市民的供樓能力增強，加上鼓勵市民置業措施等

因素，均有助進一步加強集團物業之銷售活動。截至二零零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集團連同所佔聯營公司的銷售收入主要來自

出售新發展項目，如藍灣半島及柏景灣﹙奧海城B地盤第六至十

座﹚之單位，以及出售現有投資物業，包括整個御苑項目，部份

雅閣花園之住宅單位及信和中心之舖位。繼本財政年度後，集團

已於本年七月簽署買賣合約出售幸福中心及奧海中心之權益。

集團計劃於下個財政年度內推出三個現正發展中的項目。該三個

項目分別位於北角雲景道三十五及三十七號之海天峰、葵涌市地

段第四百八十號之月海灣，以及粉嶺上水市地段第一百九十五號

之御庭軒。

（四）租務活動

集團已完成的投資物業總樓面面積達七百七十萬平方呎，其中物

業類型比例均衡：商業佔百分之四十九，工業佔百分之二十，停

車場佔百分之十九，酒店佔百分之八，住宅佔百分之四。此佔集

團一千五百萬平方呎的總土地儲備達百分之五十二。本財政年度

內，集團之主要租務物業仍維持高出租率及穩定的租金收入。

新近完成的物業增強了集團的租務物業組合，當中包括分別位於

電氣道一百四十八號及中環雲咸街六十號﹙中央廣場﹚的兩幢商

業大樓、擁有四百間客房之新加坡浮爾頓酒店、1號浮爾頓之商

業樓宇、藍灣半島之購物商場，以及自收購餘下百分之五十權益

後所得的海悅豪園零售商場。雖然集團在本年度內售出御苑所有

單位及信和中心部份舖位，整體而言，集團租務物業組合仍錄得

應佔總樓面面積達一百一十萬平方呎之淨增長，較去年上升達百

分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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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狀況﹙續﹚

（四）租務活動﹙續﹚

集團連同所佔聯營公司之租金總收入為十一億一千五百萬港元，

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期增加百分之七點四。整體而言，集團投資物

業性質和地點的多元化，是集團經常性收入維持穩定的主要元

素。

（五）財務

穩定的經常性租金收益、銷售發展項目之收入，以及售出整個御

苑項目，令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按淨債項與股東權益比率計算，

維持約百分之二十六的水平。集團貸款總額其中百分之二十六點

八須在一年內償還，百分之十三點七須在一至兩年內償還，百分

之五十九點五則須於二至五年內償還。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

日，集團資產總值為三百八十億港元。此外，集團包括所佔聯營

公司擁有現金資源約五十億一千萬港元，其中包括手頭現金約二

十億四千五百萬港元及可動用之未提取信貸額約二十九億六千五

百萬港元。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經審核之股東權益總

額及每股資產淨值分別為二百七十四億港元及七點一港元。

本年度內，集團除了贖回一億九千九百萬美元的可換股債券，令

美元外滙相對減少了一億六千三百萬美元，以及額外增加三千六

百萬新加坡元借貸，以用作發展新加坡浮爾頓酒店之外，集團於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在外滙貸款及資本結構上並沒有錄

得重大轉變。外滙風險亦維持於低水平。除特定的項目借貸及可

換股債券外，集團大部份借貸均以浮息為基礎。

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一月透過配售一億八千萬股普通股，每股作價

為港幣四元三角五仙，成功籌得約七億八千三百萬港元，相等於

本公司擴大後資本的百分之四點七，這筆收入用作發展項目的經

費。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集團較上個財政年度二零零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沒有錄得任何承擔及或然負債的重大轉變。

租金總收入為十一億一

千五百萬港元

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為百

分之二十六

現金資源約五十億一千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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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未來發展

集團之業務主要集中於物業發展及投資方面，集團會繼續增加土

地儲備，從而令其增值及確保未來數年的收益。於二零零一年六

月三十日，約有五百一十萬平方呎之應佔總樓面面積用以發展銷

售物業，佔土地儲備百分之三十四。另有八十萬平方呎用以發展

投資物業，佔土地儲備百分之五。此外，集團已完成之銷售物業

約有一百四十萬平方呎，佔整個土地儲備的百分之九，餘下百分

之五十二均屬已完成之投資物業。本集團致力於興建優質物業，

並為旗下的新發展項目引入環保概念，而集團的樓宇設計、項目

管理及物業管理將引進更多的「環保」元素。

除上述事項外，其他資料對比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年報並無

任何其他重大轉變。

僱員計劃

集團為旗下員工提供一系列員工福利，如僱員獎勵計劃及在職培訓。

期間，集團為僱員提供了不同種類的內部及外間培訓課程，以維持高

質素、增進專業知識及提高生產力。所有前線僱員均須參與普通話語

言訓練，以確保高質素的顧客服務。此外，集團亦舉辦了多個以環保

為主題的講座，內容遍及辦公室行政、物業發展及管理方面。在過去

一年  ，曾參與培訓課程之僱員超過三千多名。為配合特定的職業發展

計劃需求，多項嶄新課程現正籌備中。

與此同時，集團亦舉辦一項甄選及讚揚傑出表現僱員的計劃，以讚揚

對集團作出重大貢獻的僱員，從而發掘集團未來領導層，以及繼續栽

培他們發展所長，令其成為同僚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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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經濟調整已是全球現象，於二零零一年上半年期間，香港亦受美國及

歐洲經濟衰退的影響。由於中國即將加入世貿及北京成功申辦二零零

八年奧運，因此香港將會在預期的經濟增長中受惠。香港既為中國的

金融及商業樞紐，並擁有健全的經濟及監管系統，在中國本土需求增

長的帶動下必然從中得益。

在本地方面，息率下調，以及銀行提供優惠按揭，均令市民購買私人

樓宇的能力及意慾提高。市民的供樓能力更創新高，加上一系列鼓勵

置業之措施，市民的購買意慾已逐步回升。因此，樓市前景可看高一

線。

過去兩年，本集團以合理的價錢增加土地儲備，以確保未來數年的發

展項目收益。隨著樓市逐漸恢復穩定，加上本集團多元化的投資物業

組合，董事會對集團的中期及長期發展均信心十足。

為了推廣環保及持續的業務發展，本集團為旗下發展項目及物業管理

引進多項環保設施。而環保之重點將放於「綠化生活」、節約能源、樓

宇設計、空氣質素、垃圾處理及廢物循環再用。這些策略貫徹本集團

建造優質物業及為客戶提升物業價值的宗旨。而位於馬鞍山第七十七

區之海典灣更是首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的「環保樓宇」。集團將

為旗下發展項目及物業管理繼續發掘及引進更多的「環保元素」。

有關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發生於紐約及華盛頓的事件令世人感到悲

痛難忘，對受此事件影響之人士，我們謹致以深切慰問。

在現階段要預計整件事件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是言之尚早，本集團

將密切注意事態的發展，並評估其對市場走勢及香港經濟中期以至長

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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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與管理層

為本集團董事會服務超過二十二年的執行董事歐星高先生已於二零零

一年六月三十日退休。本人對於歐先生在職期間對本公司作出的貢

獻，謹致以萬分謝意。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對集團各董事及員工之支持及貢獻，致以

感謝。

主席

黃志祥

香港，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