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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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105）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之初步公告
（以港幣列示）

董事會欣然宣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本公司之
審核委員會已就該等業績進行審閱，且無不同意見。本公司核數師 — 畢馬威會計師事
務所亦已同意，本集團業績之初步公告上所列數字與本集團該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載
數字一致。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元 千元

收入 3 610,587 632,541
服務成本 (86,020) (84,268)

  

毛利 524,567 548,273
其他收入 5(a) 11,234 5,767
其他虧損淨額 5(b) (2) (7)
行政費用 (36,008) (37,586)

  

投資物業估值變動前的經營溢利 499,791 516,447
投資物業估值虧損淨額 (266,041) (269,836)

  

投資物業估值變動後的經營溢利 233,750 246,611
融資成本 6(a) (4,855) (3,140)

  

除稅前溢利 6 228,895 243,471
所得稅 7 (80,410) (84,153)

  

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本年度溢利
及全面收入總額 148,485 159,318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9 0.41元 0.44元
  

應付公司權益股東股息的詳情列載於附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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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附註
於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 投資物業 13,499,050 13,764,720
—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64,960 67,837  

13,564,010 13,832,557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 10 26,512 18,027
本期應收所得稅 4 –
已抵押銀行存款 13,147 10,2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1,325 519,247  

550,988 547,569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1 22,080 21,125
已收訂金 193,814 195,748
長期服務金準備 1,551 1,485
融資租賃承擔 17 29
本期應付所得稅 14,749 14,541  

232,211 232,928  

流動資產淨值 318,777 314,64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3,882,787 14,147,198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 有抵押 200,000 200,000
應付政府地價 1,791 1,857
融資租賃承擔 – 17
遞延稅項負債 78,429 70,042  

280,220 271,916  

資產淨值 13,602,567 13,875,28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60,000 360,000
儲備 13,242,567 13,515,282  

權益總額 13,602,567 13,87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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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財務報表是按照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
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和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和香港《公司條例》的規
定編製。本公司財務報表同時符合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披露條文。

除依據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中已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本公司財務
報表已採納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中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會計政
策的變動詳情列載於附註2。

本業績之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
構成本公司於該等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但這些財務資料均取自該等財務報表。按照香港
《公司條例》第436條之要求須就該等法定財務報表作進一步披露的資料如下：

按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之要求，本公司已將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財務報表交付公司註冊處處長，並將於適當時候交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對本集團該兩年度的財務報表作出滙報。該相關的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亦無
含有該核數師在其報告不作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促請有關人士注意的任何事宜之提
述；且未載有按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407(2)或 (3)條所指的陳述。

2. 會計政策的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多項新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這些新準則及
修訂在本集團當前的會計期間首次生效。其中，以下的準則變化與本集團有關：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2014年）「金融工具」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與客戶訂立合同的收入」

—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的修訂「投資物業：投資物業之轉撥」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2號「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該等準則變化均沒有對本集團在當前或以往期間如何編製或呈列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3. 收入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

收入是指投資物業的已收及應收租金收入總額。

本集團擁有多元化的客戶基礎；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交
易佔其收入超過10%的任何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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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本集團只有單一須報告分部，即「物業租賃」。因此，這唯一須報告分部的業務分部資料與綜合數字
相同。

鑑於本集團物業租賃的收入和業績均源自香港，故地區性資料並無獨立呈列。

5. 其他收入及虧損淨額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元 千元

(a)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9,863 4,039

從控股公司收取的管理費用 1,200 1,200

提前終止租賃所獲得的賠償 – 273

其他 171 255  

11,234 5,767  

(b) 其他虧損淨額
外幣滙兌虧損淨額 – (1)

處置固定資產虧損淨額 (2) (6)  

(2) (7)  

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利息 4,511 2,793

其他借款成本 250 250

應付政府地價利息 94 97  

4,855 3,140  

(b) 其他項目
折舊 4,488 4,637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3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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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稅項準備 72,083 76,449

以往年度準備過剩 (60) (40)  

72,023 76,409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和轉回 8,387 7,744  

80,410 84,153  

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本年度的估計應評稅溢利以16.5%（二零一八年：16.5%）的稅率計算。

8. 股息

(a) 本年度應付公司權益股東股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元 千元

已宣派及支付中期股息每股0.58元（2018年：每股0.60元） 208,800 216,000

於報告期間終結日後建議分派末期股息每股0.57元
（2018年：每股0.59元） 205,200 212,400  

414,000 428,400  

於報告期間終結日後建議分派的末期股息尚未在報告期間終結日確認為負債。

(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應付公司權益股東，並於本年度批准及支付的股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元 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年度批准及支付的末期股息
每股0.59元（2018年：每股0.60元） 212,400 2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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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每股基本盈利是按照本年度的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148,485,000元（二零一八年：159,318,000元）及已
發行的普通股 360,000,000股（二零一八年：360,000,000股）計算。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並無潛在可
攤薄普通股。

10. 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

於報告期間終結日，包括在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內的應收賬款（已扣除信貸虧損準備）的賬齡分
析如下：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元 千元

未逾期（註） 14,005 9,113  

逾期少於1個月 1,443 1,226

逾期1至3個月 65 282

逾期超過3個月但少於12個月 12 13

逾期超過12個月 – 4  

已逾期金額 1,520 1,525  

應收賬款總額（已扣除信貸虧損準備） 15,525 10,638

訂金及預付款 10,987 7,389  

26,512 18,027  

註： 這數額包括租賃所涉及的激勵措施的未逾期應收賬款10,152,000元（二零一八年：8,463,000元）。

欠款一般在每月首日到期，還款寬限期一般為十天至十四天，逾期會徵收利息。本集團會在適當的
情況下對逾期欠款債務人採取法律行動。

11.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所有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預計於一年內清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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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及暫停辦理成員登記手續

董事會欣然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0.57元（二零
一八年：每股0.59元）。本公司已於本年度派發中期股息每股0.58元（二零一八年：每股0.60
元），連同建議派發的末期股息，本年度將共派息每股1.15元（二零一八年：每股1.19元）。

倘若建議分派的末期股息獲成員於即將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通過，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
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一起至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三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
理成員登記手續，以便確認有權獲派末期股息之成員，任何股份在該期間內均不得進行
過戶。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務須在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
分（香港時間）或之前送抵本公司股票登記處 —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
1712–1716室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經股東周年大會通過後，
將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日星期三派付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三名列於成員名
冊之成員。

業務回顧及評論

•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估值變動前的經營
溢利為499,800,000元，較上一財政年度下跌約3.2%。該下跌主要是國際廣場於本財
政年度之租金收入較上一財政年度減少所致。

•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投資物業估值虧損淨額為266,000,000元，
上一財政年度錄得之估值虧損淨額則為269,800,000元。該估值虧損只會影響本集團
在會計上的溢利或虧損，而不會對其現金流量造成影響。

• 本集團之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148,500,000元，而上一財政年度權益股東應佔溢利則
為159,300,000元。

• 國際廣場是一個設有零售商舖、娛樂消遣場所和餐廳的綜合商舖中心。截至二零
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國際廣場的租金收入約達 606,800,000元，較上一
財政年度下跌約 3.5%。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國際廣場的出租率約為 92.9%
（二零一八年：98.3%）。

•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為13,602,600,000元，於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則為 13,875,300,000元。

•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七日，本公司與一間銀行訂立一份融資協議，當中包括一筆為
期三年，合共200,000,000元的定期貸款和一筆為期三年，合共100,000,000元的循環貸
款（此等貸款的利息均以浮動息率計算）。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日，本公司與該銀
行訂立一份補充協議，將融資期限延長三年至二零一九年十月八日。在符合若干條
件下，該融資期限已獲進一步延長兩年至二零二一年十月八日。於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動用的銀行信貸額達200,000,000元（二零一八年：200,000,000元），
資本負債比率（以銀行貸款總額除以權益總額計算）為1.5%（二零一八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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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人數（戴德梁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就國際
廣場的一般樓宇及物業管理而聘用的員工不包括在內）共36人（二零一八年：37人），
而於本年度所付出之有關開支則約為 26,500,000元（二零一八年：25,500,000元）。

展望

由於外在經濟環境不明朗，再加上預期尖沙咀一帶新的零售商舖供應增加，管理層預計
租務市場將具挑戰。管理層將繼續採取合適的租務策略，以減少對國際廣場租金收入可
能造成的影響。管理層預計，下一財政年度的國際廣場租金收入及本集團經營業績將受
影響。

股東周年大會及暫停辦理成員登記手續

本公司之股東周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日星期二舉行。

為確定有資格出席將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並在會上投票的成員，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
年九月三日星期二起至二零一九年九月十日星期二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成
員登記手續，任何股份在該期間內均不得進行過戶。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務須
在二零一九年九月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香港時間）或之前送抵本公司股票登記
處 —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購回、出售或贖回其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在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均有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中所有適用之守
則條文，惟下文所披露者除外：

• 守則條文第A.1.8條：應就董事可能面對的法律行動作適當的投保安排

本公司現時並無就其董事可能面對的法律行動作投保安排。董事會相信，在現有風
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和管理層密切監管下，各董事因其董事身份而被控告或牽
涉於訴訟之風險偏低，且投保所帶來之好處或低於投保成本。儘管如此，根據本公
司組織章程細則規定，除適用之法例條文所規限外，本公司須以其資產向各董事就
執行其職務或與此有關的事宜而承擔或引致的所有成本、支出、開支、損失及負債
作出賠償保證。有見及此，董事會認為董事所承擔之風險屬可接受。



– 9 –

• 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和行政總裁的角色須分開，並由兩位不同人士擔任

鍾輝煌先生現時為本公司主席和行政總裁。為避免權力和職權集中於任何一人身
上，本公司業務之日常管理由執行董事分擔，目標制定及策略性的決定則由董事會
成員共同負責。此外，董事會包括三名具不同專業知識╱才能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彼等對董事會會議的積極參與為管理層帶來「制衡」作用，從而確保董事會之權力
均衡。鑑於前述考慮，董事會認為現時的公司結構對本公司並無任何負面影響，且
相信該結構能令本集團迅速和有效率地作出及執行決策。

• 守則條文第A.6.5條：所有董事應參與持續專業發展，並向發行人提供所接受培訓的
記錄

所有董事均有參與持續專業發展及按規定向本公司提供培訓記錄，惟一名董事因
健康理由未能提供相關資料。

鑑於有關董事為非執行董事，且其已逆轉的健康狀況令其連續六個月以上缺席董
事會會議，董事會已決議按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條文取消其職位，並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二十六日起生效。於前述決議案通過之時起，該董事不再為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

• 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不僅應透過定期出席董事
會及其出任委員會成員之任何委員會會議並積極參與會務，以其技能、專業知識和
不同的背景及資格作出貢獻，亦應出席股東大會，以充份掌握公司股東的意見

除本公司唯一的非執行董事因健康理由自二零一八年十一月起缺席本公司會議外，
獨立非執行董事於本年度出席董事會會議、董事會轄下之委員會會議及股東周年
大會之比率達百分之一百。

在適當地考慮該非執行董事現時之健康狀況及其連續六個月以上缺席董事會會議
後，董事會已決議按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條文取消其職位，並於二零一九年六月
二十六日起生效。於前述決議案通過之時起，該董事不再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 守則條文第B.1.5條：應在年報內按薪酬等級披露高層管理人員之酬金詳情

本公司沒有在年報內按薪酬等級披露高層管理人員之酬金詳情。為確保各高層管
理人員所收取的薪酬合理而非過多，彼等均無參與其薪酬之決議，與薪酬委員會成
員（該等成員獲授權基於本公司薪酬政策中所述之因素共同決定高層管理人員之薪
酬）亦沒有任何關係。董事會認為沒就該等資料作出披露對本公司不會造成任何負
面影響；反之，相關的披露或會引起員工之間不適當的比較和不滿，且會在不必要
的情況下將高度敏感及機密的資料提供予競爭對手及有意招聘高層管理人員的其
他第三者。有見及此，董事會認為，該等資料的披露既不能就促進本公司企業管治
提供相關資料，亦不符合其成員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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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條文第C.2.5條：發行人應設立內部審核功能，否則，須每年就是否需要增設此
項功能進行檢討

本公司目前並無設立內部審核功能。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就本公司是否需
要增設內部審核功能作出檢討，並在考慮本集團現有情況（如重點業務性質及地域
分佈、本集團相對小的規模及簡單的營運架構，和管理層對日常運作的密切監管及
參與）後，確認本集團已備有足夠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並沒有設立內部審核功
能的即時需要。儘管如此，董事會已透過建立涵蓋整個集團的監控環境（如通過落
實「舉報」安排及已清楚界定員工角色、責任及滙報途徑的程序手冊，建立以良好商
業道德及問責為基礎的企業文化）及制定監控活動（如定期對整個集團進行風險評
估），以提升其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的充分性和成效。此外，當本公司外聘核
數師考慮任何與審核財務報表相關的內部監控時，會將在審核中所識別出的任何
內部監控的重大缺陷向審核委員會滙報。

綜觀上述考慮及可能涉及的成本，董事會認為設立及保持內部審核功能並不符合
成本效益，且現有的監控機制已能合理解釋本公司現時沒有設立內部審核功能的
做法。儘管如此，董事會將每年就是否需要增設內部審核功能作出檢討。

• 守則條文第F.1.3條：公司秘書應向董事會主席及╱或行政總裁滙報

公司秘書並無按規定向本公司主席（亦即本公司行政總裁）滙報，而是直接向副主席
報告。由於公司秘書與副主席處於同一辦公室，且於日常工作上緊密合作，直接向
副主席滙報可迅速、且適時就須即時處理之事宜作出回應；況且，主席與副主席一
直就本公司業務（特別指與企業管治和財務相關之事宜）保持緊密商議和交流，主席
因此充分了解本公司業務運作及有效率地管理本公司。基於前述原因，董事會認為
現有之滙報途徑切合本公司情況。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為
本公司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守則（「標準守則」），並已向本公司所有董事就是否已遵守
或在任何方面未遵守標準守則作出特定查詢。除了非執行董事因健康理由未能就查詢
作出回覆外，所有董事皆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均有遵守標準
守則所定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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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本公告之中文譯本只供參考，如中英文本有任何差異，一概以英文本為準。

年度業績及年報之刊發

本公告已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aihl.etnet.com.hk/tc/ca_calendar.php）。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報（內
載有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成員，並於上述網站發布。

承董事會命
凱聯國際酒店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吳秀芳

香港，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之日，鍾輝煌先生、鍾琼林先生、鍾炯輝先生、鍾燊南先生和鍾聰玲小姐均為執行董事；而周雲
海先生、黃耀德先生和李松先生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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