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份代號：1125）

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公佈
業績
麗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
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703,352 402,863
銷售成本 (394,679) (241,256)

毛利 308,673 161,607
其他收入及收益 76,219 62,649
銷售費用 (28,284) (31,085)
行政費用 (105,625) (87,619)
其他經營費用淨額 (15,279) (24,573)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值 58,828 435,073

經營溢利 3 294,532 516,052
融資成本 4 (60,320) (42,470)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3,907 3,015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之撥備回撥／（撥備） 6,175 (35,953)

除稅前溢利 244,294 440,644

稅項 5 (98,034) (122,817)

本年度溢利 146,260 317,827

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32,745 246,197
少數股東權益 13,515 71,630

146,260 317,827

股息 6
擬派末期 8,048 —

每股盈利 7

基本 2.15仙 4.19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66,683 625,686
發展中物業 1,937,211 1,349,596
投資物業 3,189,300 3,081,300
預付地租 5,371 5,431
商譽 4,561 —
於聯營公司權益 770,917 658,058
可供出售投資 13,464 —

非流動資產總值 6,587,507 5,720,071

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 186,243 53,284
落成待售物業 46,672 8,683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8 62,133 120,397
可退回稅項 12,312 9,140
已抵押定期存款及銀行結餘 207,738 15,24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99,125 492,520

流動資產總值 1,414,223 699,26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9 405,006 255,715
已收按金及遞延收入 317,161 288,571
已收租務按金 13,858 10,809
已抵押計息銀行貸款 89,723 218,527
應付稅項 55,590 12,331

流動負債總值 881,338 785,953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532,885 (86,68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120,392 5,633,383

非流動負債
已收長期租務按金 (21,931) (23,257)
已抵押計息銀行貸款 (753,859) (732,538)
承兌票據 (167,000) —
來自一主要股東墊款 (45,542) (44,795)
遞延稅項負債 (627,752) (431,030)

非流動負債總值 (1,616,084) (1,231,620)

5,504,308 4,401,763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804,796 587,296
股份溢價賬 3,876,668 3,224,676
投資重估儲備 (1,456) —
㶅兌波動儲備 145,071 82,618
資本儲備 (457) (457)
保留盈利 413,165 288,468
擬派末期股息 8,048 —

5,245,835 4,182,601

少數股東權益 258,473 219,162

5,504,308 4,401,763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而成。
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而成，惟投資物業及可供出售投資則除外，並已按公平值計量。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除另有指明者外，
所有價值均調整至最接近千元。

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業務在年內並無轉變，包括物業發展作銷售及物業投資作收租用途。

本集團
物業發展 物業投資 綜合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505,731 247,421 197,621 155,442 703,352 402,863
其他收益 2,315 172 46,898 39,113 49,213 39,285

總計 508,046 247,593 244,519 194,555 752,565 442,148

分部業績 124,398 1,239 182,261 536,420 306,659 537,659

利息收入及未分配收益 27,006 23,364
未分配支出 (39,133) (44,971)

經營溢利 294,532 516,052
融資成本 (60,320) (42,470)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 — — 3,907 3,015 3,907 3,015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之撥備回撥／（撥備） — — 6,175 (35,953) 6,175 (35,953)

除稅前溢利 244,294 440,644
稅項 (98,034) (122,817)

本年度溢利 146,260 317,827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1,272,567 1,097,652 5,046,841 4,570,213 6,319,408 5,667,865
於聯營公司權益 — — 770,917 658,058 770,917 658,058
未分配資產 911,405 93,413

資產總值 8,001,730 6,419,336

分部負債 435,505 313,997 132,623 173,233 568,128 487,230
未分配負債 1,929,294 1,530,343

負債總值 2,497,422 2,017,573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 1,215 999 18,762 17,679 19,977 18,678
資本開支 343,822 298,861 65,933 173,596 409,755 472,457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值 — — 58,828 435,073 58,828 435,073

鑑於本集團超過90%收益來自中國內地客戶，故並無呈報按地區劃分之分部資料。

3. 經營溢利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銷售已落成待售物業之成本 352,947 14,505
預售發展中物業之成本 — 203,525
有關租金收入之支出 41,732 23,226

銷售成本總值 394,679 241,256

折舊 # 21,052 19,222

確認預付地租 7,133 5,230
撥充發展中物業成本之數額 (6,983) (5,083)

150 147

# 酒店式服務公寓之折舊支出14,572,000港元（二零零五年：15,304,000港元）已計入綜合收益表之「其他經營費用淨額」內。

4. 融資成本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支出：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 57,619 53,700
須於五年後償還之銀行貸款 692 —

　少數股東提供之貸款 — 11,091
　來自一主要股東墊款 — 8
承兌票據 2,306 —

銀行費用 2,915 3,594

63,532 68,393

減：
撥充發展中物業成本之利息 (3,212) (25,923)

融資成本總值 60,320 42,470

5.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在香港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零五年：無）。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已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
地區當時稅率及根據當時法例、詮釋及慣例而計算稅項。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  —  中國內地
本年度開支 67,092 7,860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443 (13,596)

遞延稅項 28,499 128,553

本年度稅項開支總值 98,034 122,817

6. 股息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擬派末期  —  每股普通股0.1港仙（二零零五年：無） 8,048 —

本年度擬派末期股息須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經本公司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7.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本年度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132,745,000港元（二零零五年︰246,197,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173,381,136股（二零零五年︰5,872,956,478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攤薄事件，故並無披露該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8. 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根據不同附屬公司所經營業務慣例及市場條件而就不同業務營運訂有不同信貸政策。物業銷售之應收銷售款項根據有關合約之條款收取。
物業租賃之應收租戶租金及相關收費，一般須預先繳付並須根據租約條款預付租務按金。酒店式服務公寓收費主要由客戶現金支付，惟對於在本
集團開立信貸戶口之企業客戶，則根據各自之協議收取。鑑於上文所述及由於本集團之應收賬款涉及眾多不同客戶，故信貸風險並不集中。應收
貿易賬款乃不計息。

於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分析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一個月內 9,834 6,912
　一至兩個月 243 1,584
　兩至三個月 8,894 2,646
　三至六個月 — 4,921
　超過六個月 4,851 5,907

23,822 21,970
其他應收賬款、預付款項及按金 38,311 98,427

總值 62,133 120,397

9.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於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分析之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一個月內 5,719 338
　一至三個月 623 254
　超過三個月 75,514 34,482

81,856 35,074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323,150 220,641
財務負債  —  可售回權 — —

總值 405,006 255,715

末期股息及截止過戶日期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登記之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港仙（二
零零五年︰無）。倘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則股息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派發。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會登記股
份過戶。為符合資格獲派末期股息，所有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之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營業額703,352,000港元（二零零五年︰402,863,000港元）及毛利308,673,000港元（二零
零五年︰161,607,000港元），分別較去年增加約75%及91%。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經營溢利294,532,000港元（二零零五年︰516,052,000港元）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溢利132,745,000港元（二零零五年︰246,197,000港元），分別較去年減少約43%及46%。

經營溢利及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減少，主要是由於投資物業重估增值減少所致，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投
資物業重估增值為59,000,000港元，而去年則為435,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為0.0215港元，而去年則為0.0419港元。

股東權益由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之4,182,601,000港元升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之5,245,835,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
一日之每股資產淨值為0.65港元，而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則為0.71港元。

業務回顧

投資物業

物業租金表現

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錄得租金收入營業額197,621,000港元。租金收入營業額之詳細分佈如下︰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變動

港元 港元 %

上海
香港廣場 157,876,000 140,077,000 13

廣州
五月花商業廣場 39,745,000 15,365,000 159

總計 197,621,000 155,442,000 27

發展物業

物業銷售成績

概約簽約 概約平均 概約簽約
銷售面積 簽約售價 銷售總額*
平方米 港元／平方米 港元

廣州
東風廣場第四期 34,000 10,800 366,000,000

* 扣除營業稅前

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落實簽約銷售總面積約34,000平方米。所有該等簽約銷售額均來自出售廣州東風廣
場第四期之單位。

本集團藉廣州房地產市場蓬勃之機會，由二零零六年二月起預售東風廣場第四期之單位。因此，本集團能夠在中央政府於二零零六
年年中推行針對房地產市場之調控措施前，出售大部份東風廣場第四期之住宅單位，並獲得可觀的平均售價。該等已簽約的東風廣
場第四期單位將於該項目在下個財政年度內完成後於本集團之財務報表內確認為收益及溢利。

另一方面，由於期內上海房地產市場相對緩滯，故上海凱欣豪園第一期餘下未出售之已落成單位之銷售計劃已延遲至下個財政年度。

發展物業落成

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完成上海凱欣豪園第一期（本集團應佔建築面積（「建築面積」）約92,000平方米）之發
展。

根據現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僅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後在有關物業交易完成時確認來自發展物業簽約銷售之收益及溢利。
本集團自發展物業銷售錄得營業額505,731,000港元，大部份來自確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進行之上海凱欣豪園第一期住宅單位
銷售之收益最後部份及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後進行之上海凱欣豪園單位銷售之收益。其餘則來自出售廣州東風廣場較早之前落成
的第一期、第二期及第三期住宅單位。物業銷售營業額之詳細分佈如下︰

截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變動

港元 港元 %
上海
凱欣豪園第一期 500,412,000 189,175,000

廣州
東風廣場第一期、第二期及第三期 5,319,000 58,246,000

總計 505,731,000 247,421,000 104

（第一頁）



市場概覽及經營環境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內地（「中國」）從事物業發展作銷售及物業投資作收租用途。本集團現時於上海、廣州及中山均擁有房地產項
目。

於二零零五年，中國經濟持續迅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達9.9%，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則錄得9.6%之增長。

在最近公佈第十一個五年計劃（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零年）之經濟預測中，預期中國每年國內生產總值將於未來五年內最少每年按
7.5%之增幅增長。經濟迅速復甦、平均人均收入穩定增長及預期人民幣將會升值，均為中國市區房地產市場之增長提供了支持。

自二零零五年年中起，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加強對房地產業之調控，並實行一連串調控措施以收緊物業融資、遏止投機活動及實
施嚴謹土地管理控制，包括嚴禁對閒置土地進行投機活動及預售單位之轉讓，同時收緊徵稅之行政管理。

於二零零六年，中央政府推出其他措施，主要針對削弱中國投機及投資導向之住房需求及豪宅之發展。這些措施包括規定小於90
平方米之住宅單位須佔任何新住宅項目之總建築面積70%、對於購買後5年內進行之住宅單位轉讓徵稅、限制商業銀行不得對未
能符合物業發展項目資本金比例35%要求之物業發展商發放貸款、將購買超過90平方米新住宅單位之人士之最低首期付款比例由
20%提高至30%、限制房屋清拆，以及繼續暫停建設別墅及低密度豪宅之土地供應。國外人士須提供因工作或學習而居住中國一
年之書面證明，方可購買自住商品房，而香港、澳門及台灣人士則毋須符合居住中國一年證明之規定。這些新措施亦規定地方政
府須公佈經濟適用住房之建議規劃、嚴格執行獲批准之土地使用計劃、加強改變農地用途作發展之限制、嚴格遵守收購土地作公
共基礎設施項目之審批程序，以及確保土地必須以拍賣及公開招標方式出售，而低成本及經濟適用住房應獲優先考慮。

在上海，這些調控措施所帶來之影響最為深遠。自二零零六年年中起，上海之住宅單位之供求及住宅物業價格均有效受到遏制。
然而，由於商業及消費者需求上升，故上海之商業、辦公室及酒店式服務公寓物業之租金仍然強勁。在廣州及其他珠江三角洲地
區，房地產業市場於二零零六年初之表現持續穩定，而住宅物業價格亦穩步上揚。

中短期而言，本集團相信政府之調控措施乃有意遏止投機活動，改善住屋供應及促進中國房地產市場之穩健發展，本集團長遠將
會因而受惠。

主要物業項目回顧

上海

香港廣場

香港廣場是座落於上海市淮海中路之雙子式綜合大樓，本集團應佔建築面積約120,000平方米，包括辦公樓、商場，以及酒店式
服務公寓。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廣場之租金收入由去年之140,077,000港元增加至157,876,000港元。

隨著酒店式服務公寓之低層部份翻新工程已於去年完成，本集團於本年度繼續改善及翻新酒店式服務公寓之高層部份，預期將於
下年度全部完成。

為配合淮海中路作為上海浦西區內高級購物區之定位，本集團現正就未來12個月內對商場進行大規模改善及翻新工程之可行性作
研究。這些改善及翻新工程乃旨在改善該物業之租金收入。

凱欣豪園

凱欣豪園是座落於上海市著名之長寧區中山公園商業區內之主要住宅項目，可售建築面積合共約154,000平方米（本集團應佔建築
面積約146,000平方米）。第一期項目工程包括7幢住宅大廈共1,010個可售單位（本集團應佔建築面積約87,000平方米），已於二零
零五年十二月落成。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絕大部份第一期之單位均已出售並交予買家。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內，本集團確認第一期之銷售收益為500,412,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手上有81個第一期單位（相等於
本集團應佔建築面積約5,000平方米或本集團應佔總建築面積6%）。本集團原擬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內出售該
等已落成單位。然而，由於期內中國推出調控措施及上海房地產市場緩滯，故這些相對少量未出售單位之銷售計劃已延遲。目前，
本集團擬於較適合之時間推售該等單位，以取得較佳售價。

項目第二期工程將包括6幢住宅大廈共466個單位（本集團應佔建築面積約59,000平方米）。由於二零零六年公佈新住宅物業調控措
施，故第二期之建築工程稍為延遲，惟工程最終已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展開，而本集團預期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完成建築工程。第
二期之預售預期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展開。

上海五月花生活廣場（蘇家巷項目）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本集團完成向本公司主要股東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收購Assetop Asia Limited（「Assetop」）。Assetop之主要
資產為位於上海閘北區蘇家巷的物業發展項目之95%權益。

該發展項目之建築面積合共約133,000平方米（本集團應佔建築面積約126,000平方米），包括住宅、辦公樓、商舖、停車場及配套
設施。上海五月花生活廣場之建築工程預期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左右展開，並預期於二零零九年年底完成。

上海閘北廣場

上海閘北廣場第一期是位於上海閘北區之辦公樓連零售商場，鄰近上海火車站。該綜合大樓之總建築面積合共約36,300平方米（本
集團應佔建築面積約17,500平方米），包括辦公室單位及零售商舖。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自上海閘北
廣場應佔之溢利貢獻由去年之3,015,000港元增加至3,907,000港元。

本集團計劃於第一期毗連之空地發展上海閘北廣場第二期。第二期發展之建築面積將合共約29,000平方米（本集團應佔建築面積
約14,000平方米），包括酒店服務式公寓／辦公樓連零售商場。本集團正在落實第二期發展之建築計劃。第二期之建築工程預期
於二零零七年展開，並預定於二零一零年完成。

廣州

廣州五月花商業廣場

廣州五月花商業廣場為位於越秀區中山五路之優質物業，建於廣州地鐵第一號及第二號線之交匯站廣州公園前地鐵站上蓋。該幢
13層高綜合大樓之建築面積合共約為50,600平方米（本集團應佔建築面積約39,000平方米），包括零售商舖、餐廳及快餐店、戲院
及辦公樓。

該物業已於二零零五年啟用，目前出租率已達100%，租戶為著名公司及／或消費品牌。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
廣州五月花商業廣場之租金收入達39,745,000港元。

東風廣場

東風廣場位於廣州越秀區東風東路，為分數期興建之住宅項目。第一期至第三期經已落成，其中包括6幢住宅大廈（第1至6座）及
住客會所。住客會所設有一個奧運標準游泳池、健身設施、一間便利店以及一間餐廳。

第四期已大致落成，其中包括2幢住宅大廈（第7及8座）連可售單位382個（本集團應佔建築面積約37,000平方米）。第四期之入伙紙
預期於二零零六年年底前發出。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將第四期推出預售，此後市場反應一直熱烈。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355個第四期單
位之簽約銷售，建築面積合共約34,000平方米，佔本集團應佔第四期之總可銷售單位93%。第四期之平均售價約為每平方米人民
幣11,000元。

本集團已開始籌劃第五期之建築工程，建築面積合共將約為113,000平方米，包括住宅單位、辦公室及零售商舖。根據現時之發
展計劃，預期第五期於二零零九年落成。預期第五期之預售將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或二零零九年年初展開。

金沙州項目

金沙州項目為與凱德置地中國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凱德置地中國」）之50:50合營公司。該擬建發展項目位於廣州白雲區橫沙，建
築面積合共約360,000平方米（本集團應佔建築面積約180,000平方米），包括低密度住宅單位連配套設施（包括停車場及商場）。

本集團與凱德置地中國已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完成上述項目之合營安排。根據現時之發展時間表，該項目將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
零年間內分數期落成。

海珠廣場

海珠廣場位於廣州越秀區長提大馬路珠江沿岸。項目建議發展之本集團應佔建築面積約100,000平方米，並擬興建高級辦公樓、
酒店式服務公寓大樓、零售商場、停車場及配套設施。

該項目現時仍處於原居民動遷階段，並預期將於二零零七年完成動遷。按此基準，預期發展項目工程將於其後展開，並於二零一
零年落成。

中山

本集團全資擁有位於中山西區之項目，地盤面積約237,000平方米。建議發展項目之建築面積合共約350,000平方米，主要包括住
宅單位連同商業區域及配套設施。

項目現時正處於籌劃階段。根據現時之發展時間表，預期項目將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內分數期落成。

公司發展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凱德置地中國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完成以每股0.40港元認購本公司1,610,000,000股新普通股，凱德置地中國
因而成為持有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20%之策略性股東。本公司自該發行新股籌集約643,000,000港元（扣除開支）。

凱德置地中國為凱德置地有限公司（「凱德置地」）之全資附屬公司，而凱德置地為於新加坡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於新加坡證
券交易所上市。凱德置地集團之主要資產包括位於新加坡、香港、澳洲及中國之住宅及商業房地產物業。

本集團認為該認購令本集團之股本基礎得以擴大，而本集團亦會受惠於凱德置地在中國物業發展及投資方面之經驗及投資。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有多個資金來源，包括源自本集團業務營運所得之內部資金、按項目而向銀行借貸及有抵押之一般銀行貸款。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為1,056,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996,000,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結算日增
加60,000,000港元。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綜合資產淨值為5,246,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4,183,000,000港元），因此所得之負債
對權益比率為0.20（二零零五年：0.24）。

於結算日，本集團約96%之借貸乃按浮動利率計息，餘下4%則免息。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24%之借貸以人民幣
列賬、18%以港元列賬及58%以美元列賬。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貸款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列賬。由於港元兌美元之匯率掛漖，因此本集團相信所面對之相應外
匯風險有限。鑑於本集團之資產主要位於中國，而收益乃以人民幣為單位，故本集團面對人民幣之淨匯兌風險。本集團認為人民
幣兌港元將在可見將來繼續升值，而人民幣之淨匯兌風險將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有利。本集團目前無意就人民幣及美元所涉及之
㶅率波動風險進行對沖。然而，本集團一直注意經濟情況及其外㶅風險，日後如有需要，會考慮採取適當之對沖措施。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之銀行借貸須於十年內償還，其中約11%須於一年內償還、88%須於兩至五年內償還，而1%須
於五年後償還。本集團定期貸款須於年期內進行償還。本集團於有需要時定期與借款人商討重訂償還之時間表。本集團之若干資
產已作為融資之抵押，其中包括於結算日賬面值約3,180,000,000港元之投資物業、賬面值約555,000,000港元之酒店式服務公寓、
賬面值約476,000,000港元之發展中物業、賬面值約45,000,000港元之物業、賬面值約43,000,000港元之落成待售物業，以及銀行結
餘約7,000,000港元。

基於本集團於結算日持有之現金、銀行貸款備用額及本集團經營活動之經常性現金流量，本集團相信有充裕流動資金應付現有物
業發展及投資項目之資金需要。

前景

本集團主要專注於位處中國核心城市（包括上海、廣州及中山）優質地段之物業發展項目。現時，本集團在上海、廣州及中山擁有
規模龐大之租賃物業組合（本集團應佔建築面積合共約200,000平方米），亦擁有發展中物業及土地儲備（本集團應佔建築面積合共
約1,000,000平方米）。本集團之物業項目全部位於市區優質地段，均享有集體運輸系統服務或可便利地連接至市內之交通網絡。

就投資物業而言，鑑於消費者消費及辦公樓需求強勁，本集團將於未來數年盡力發揮上海及廣州租金之利好潛力。透過改善租戶
組合，並進行裝修及翻新工程，本集團將致力改善來自其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

就發展物業而言，本集團已加快其物業發展之時間表，並預期將於未來數年大幅增加落成物業數量。本集團積極在上海及廣州等
本集團擁有龐大市場影響力之核心城市物色物業發展機會。除於上海及廣州補充土地儲備外，本集團將繼續與夥伴物色發展機會。
因此，本集團正在研究及尋找位於北京及其他中國主要城市具備發展潛力之項目。展望將來，與合營夥伴合作發展是本集團將予
採用之其中一項主要發展策略。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於年報所涵蓋之整個會計期間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之守則條
文，惟以下守則條文A.4.1及E.1.2之偏離則除外：

守則條文A.4.1

本公司各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而彼等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應選連任。

守則條文E.1.2

由於主席有其他責任必須要承擔，故主席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全年業績之審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怡
瑞先生及林秉軍先生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林明彥先生所組成。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謹定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召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連同本公司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六年年
度之年報將於稍後寄發予各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建岳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建岳先生、林建名先生、林建康先生、林孝賢先生、李寶安先生、余寶珠女士、劉樹仁先
生與譚建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雷崇志先生及林明彥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怡瑞先生、林秉軍先生與古滿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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