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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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不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順豪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3）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業績公布 
業績 

 

順豪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或「順豪資源」）之董事會（「董事會」）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除稅後而未計及投資物業重估

盈利前，出售附屬公司之盈利前及折舊及預付土地租賃費用回撥前之綜合淨溢利為105,000,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128,000,000港元）。本集團在本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收入 3 561,827 648,423 

銷售成本  (4,296) (4,245)

其他服務成本  (230,190) (223,741)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及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回撥 

 
     (70,862)      (68,109)

   

毛利額  256,479 352,328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升值  28,587 18,600 

其他收入及盈利  31,805 28,883 

出售附屬公司之盈利  - 620,478 

行政費用  
-  折舊  (5,347) (3,666)

-  其他  (34,205) (33,350)

  (39,552) (37,016)

其他費用  (20,246) (14,906)

財務成本 5      (10,405)      (10,486)

  
除稅前溢利 6 246,668 957,881 

所得稅費用 7      (38,625)      (53,941)

  
本年度溢利        208,043      90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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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可能會在其後重新歸類至損益表之項目 

  

因換算海外經營而產生之匯兌差異        (4,759)       (2,142)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之盈利(虧損)         4,876         (397)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117       (2,539)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08,160      901,401 

  
本年度應佔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85,403 344,811 

非控制性權益        122,640      559,129 

   

       208,043      903,940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5,434 343,844 

非控制性權益        122,726      557,557 

  
       208,160      901,401 

 

 

  

 

每股盈利 

 
8 

港仙 港仙 

  基本          35.3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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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849,408 2,499,297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30,765 33,440 

投資物業  3,011,800 3,082,700 

發展中物業  102,981 382,339 

可供出售投資        135,192         6,012 

   

       6,130,146      6,003,788 

流動資產   

存貨  946 891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852 901 

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 9 21,128 21,485 

其他按金及預付款項  9,475 8,331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65,431      1,166,189 

   

       1,097,832      1,197,79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及預提帳款 10 35,037 42,829 

已收租金及其他按金  26,858 11,261 

欠最終控股公司之款項  46,428 56,556 

稅務負債  6,512 16,494 

銀行貸款        559,815       621,733 

   

        674,650       748,873 

   

淨流動資產        423,182       448,92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553,328      6,452,71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2,252 172,252 

儲備       2,764,107      2,521,61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936,359 2,693,864 

非控制性權益       3,436,366      3,572,358 

   

總權益       6,372,725      6,266,222 

   

非流動負債   

已收租金按金  26,316 33,724 

遞延稅務負債         154,287       152,766 

   

         180,603       186,490 

       6,553,328      6,45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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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第622章）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此外，由於公司條例（第622章）第9部「帳目及審計」之規定於本財政年度開始實施，因此綜合財務

報表若干資料之呈列及披露均有所改變。除了投資物業及若干金融工具按其公平值計量外，本綜合財

務報表乃按歷史成本為基準而編製。歷史成本一般根據交易貨品時所付出代價之公平值。 

 

於二零一五年年度業績初步公布中載有有關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

之財務資料雖不構成本公司於這些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告，惟皆來自於這些財務報告。根據公

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規定下披露有關這些法定財務報告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公司條例（第622章）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要求遞交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財務報告予公司註冊處，以及將會在適當時間遞交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財務報告。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本集團該兩個年度之財務報告出具報告。該核數師報告為無保留；並沒有包含核

數師以強調方式而沒有對其報告作出保留意見下所帶出的關注事項之參照；及並沒有載有根據公司條

例（第622章）第406(2)條、第407(2)或(3)條下之聲明。 

 

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界定利益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 
 

於本年度應用的新訂或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之款項及/或披露均無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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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經營酒店收入 435,821 529,287 

物業租金收入            123,960      118,909 

股息收入        2,046         227 

  

      561,827      648,423 

  

4.  分類資料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本集團之經營及可呈報分類如下： 
 

1. 酒店服務 - 九龍華美逹酒店 

2. 酒店服務 - 華大盛品酒店 

3. 酒店服務 - 澳門格蘭酒店 (附註 a) 

4. 酒店服務 -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5. 酒店服務 - 銅鑼灣華麗精品酒店 

6. 酒店服務 - 華麗海景酒店 

7. 酒店服務 - 華麗酒店 

8. 酒店服務 - 華麗都會酒店 (附註 b) 

9. 物業投資 - 英皇道633號 

10. 物業投資 - 順豪商業大廈 

11. 物業投資 - 商舖 

12. 證券投資 

13. 酒店物業發展 (附註 b) 

 

附註:  

(a) 

 

(b)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出售持有澳門格蘭酒店之控股公司。

 

該酒店物業發展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完成並分類為「酒店服務 - 華麗都會酒店」。 

 

有關以上分類資料呈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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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續） 

分類之收入及業績 
  

下列為本集團於本年度及上年度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類之收入及業績，其分析如下： 

 

     分類收入     分類溢利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年度 止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酒店服務 435,821 529,287 131,912 234,248

  

- 九龍華美逹酒店 60,093 76,647 13,507 31,327

- 華大盛品酒店 78,052 95,218 27,604 47,301

- 澳門格蘭酒店 - 14,258 - 7,038

- 上海華美國際酒店 22,253 21,318 3,785 3,456

- 銅鑼灣華麗精品酒店 63,406 81,850 17,037 35,152

- 華麗海景酒店 91,792 111,235 37,444 57,716

- 華麗酒店 103,996 128,761 27,003 52,258

- 華麗都會酒店 16,229 - 5,532 -

  

物業投資 123,960 118,909 151,108 136,453

  

- 英皇道 633 號 95,471 89,404 94,167 98,582

- 順豪商業大廈 21,850 20,461 50,302 36,826

- 商舖 6,639 9,044 6,639 1,045

 

證劵投資 2,046 227

 

2,046 227

  

酒店物業發展          -          -          -         -

    561,827    648,423     285,066    370,928

  

其他收入及盈利 31,805 28,883

出售附屬公司之盈利 - 620,478

中央行政成本及董事酬金 (39,552)    (37,016)

其他費用 (20,246)      (14,906)

財務成本    (10,405)    (10,486)

 

除稅前溢利 

 

   246,668    957,881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地區位於香港、澳門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下列為本集團主要按各地區市場根據資產所在地區之收入，其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香港 539,574  612,077

澳門 -  15,028

中國      22,253      21,318

   

    561,827     64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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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成本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利息: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貸款 9,731 10,389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欠最終控股 

公司之款項       2,107

 

      2,334 

  

 11,838 12,723 

減：發展中物業之資本化金額 (附註)      (1,433)      (2,237)

      10,405      10,486 

  

附註：於發展中物業之資本化金額指直接歸屬於興建發展中物業之借貸成本。 
 
6. 除稅前溢利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經已扣除 (計及)：  

  

核數師酬金 3,358 3,489 

僱員薪金包括董事酬金 166,746 151,035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75,357 70,874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盈利 4,019 455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之回撥 852 901 

承租設備之經營租賃租金 771 2,184 

 

投資物業總租金收入 (123,960) (118,909) 

減：年內提供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 
直接經營開支       1,440

 

      1,049 

  

    (122,520)    (11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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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費用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現行稅項 

 

香港 36,605 43,699 

中國 780 660 

其他司法地區          -        715 

         

 37,385 45,074 

往年度超額撥備  

香港       (281)        (12)

 

     37,104     45,062 

  

遞延稅項  

本年度      1,521          8,879 

 

    38,625

 

    53,941 

 
香港利得稅按本年度及上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計算。由其他司法地區引致之稅務按所屬地區

現行稅率計算。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85,40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44,811,000港元）及

年內已發行股份241,766,000股（二零一四年：241,766,000股）計算。在計算每股盈利所採納之股份數

目經已撇除由一附屬公司持有本公司之股份。 

 

概因在本年度及上年度內並未存有潛在普通股股份，故並未呈報所述本年度及上年度之攤薄後每股

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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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 

    

 
 
呈報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貿易應收帳款  18,498 18,030 

其他應收帳款        2,630          3,455 

 
 

 

    21,128

 

    21,485 

 

除了給予酒店之旅遊代理人及若干客戶30至60日之信貸期外，本集團並無給予客戶任何信貸期。下

列為本集團根據於呈報期末按帳單日期所呈報之貿易應收帳款之帳齡分析：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尚未到期 17,610 17,042 

  

過期 :  

   0 - 30 日 855

 

937 

   31 - 60 日 23 51 

   61 - 90 日        10          - 

  

     18,498     18,030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及預提帳款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呈報分析如下: 

 

 

貿易應付帳款 3,703 3,198 

其他應付及預提帳款(附註)     31,334           39,631 

 
     35,037

 

     42,829 

 

下列為本集團根據於呈報期末按帳單日期所呈報之貿易應付帳款之帳齡分析：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30 日 2,953 2,812 

31 - 60 日 722 380 

61 - 90 日        28          6 

  

      3,703       3,198 

 

附註: 其他應付及預提帳款包括應付建築成本為5,182,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13,44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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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本公司之主要收入來自其於順豪科技控股有限公司（「順豪科技」）之投資。概因現時有限之股息收入，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本公司現正尋求其他本地物業

投資籍以增加額外收入。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股東有權出席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五）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一）至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五）（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所有填妥之股份過戶文

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香港皇后大道東一百八

十三號合和中心二十二樓本公司之股份過戶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透過其主要附屬公司繼續從事其商業物業投資及酒店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除稅後而未計及投資物業重估盈利前，出售

附屬公司之盈利前及折舊及預付土地租賃費用回撥前之綜合淨溢利為105,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128,000,000港元），減少18%。 

 

酒店業務 

 

順豪資源擁有順豪科技50.26%權益，而順豪科技擁有華大酒店投資有限公司(「華大酒店」)之71.09%權益

作為其酒店投資附屬公司。華大酒店現時擁有並經營七間酒店，包括：(1)最佳西方酒店尖沙咀(前稱九龍

華美達酒店)、(2)華大盛品酒店、(3)華麗酒店、(4)華麗銅鑼灣酒店、(5)華麗海景酒店、(6)華麗都會酒店及

(7)上海華美國際酒店，合共2,037間酒店客房，本集團為香港最大酒店集團之一。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華大酒店擁有人應佔華大酒店除稅後而未計及投資物業重估盈利

前，出售附屬公司之盈利前及折舊及預付土地租賃費用回撥前之綜合淨溢利為214,000,000港元（二零一四

年：332,000,000港元），減少36%。 

 

上述溢利減少之主要原因是由於酒店收入減少96,000,000港元（相對去年減少18%）與及來自集團重組之

租金收入減少47,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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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物業租金收入 

 

透過擁有50.26%之附屬公司(順豪科技)，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七日，集團重組使順豪科技於英皇道633號

之權益由71.09%增加至100%，而於順豪商業大厦之權益由73.34%增加至93%。代價由發行順豪科技新股份

42,676,687股之形式支付。 

 

物業租金收入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英皇道633號 89,404 95,471 +7%  

順豪商業大廈    20,461 21,850 +7% (附註)  

商舖    9,044    6,639 -27%  

     

總額 118,909 123,960 +4%  
 

附註: 非控制性權益將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被扣除。 
 

 
本集團之成本(包括順豪科技及華大酒店) 

 

• 服務成本為234,4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28,000,000港元），其中233,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227,000,000港元）為酒店經營費用包括食品及飲料及銷售成本，而就投資物業所支付之差餉及經紀

佣金為1,4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000,000港元）。就出租物業租約已支付之經紀佣金為租期三

年之應付佣金總額。 

 

行政費用（不包括折舊）為34,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3,000,000港元）作為企業管理辦公室開

支，包括董事袍金、行政人員及員工薪金、租金、市場推廣費用及辦公室開支。 

 

其他費用為物業管理費支出15,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5,000,000港元）及華麗都會酒店開業前

之開支5,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無）。 

 

資金流動 

 

•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包括順豪科技及華大酒店及彼等之附屬公司之整體債務為

606,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678,000,000港元）。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10%（二零一四年：11%）

按以資產抵押之銀行貸款560,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622,000,000港元）及欠股東款項46,000,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56,000,000港元）相對已使用資金6,373,0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6,266,000,000

港元）計算。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主要以港元面值按浮動利率計算利息。因此，本集團之外匯風險極低。於二零一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於華麗都會酒店於二零一五年八月開始營業，本集團之僱員數目較二零一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數目增加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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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 本公司將更改其名稱為「順豪控股有限公司」以反映其控股業務性質。 

 

• 華大酒店將繼續其酒店經營業務並將透過收購酒店物業或服務式住宅酒店以尋求更多酒店收入。展

望未來，酒店業將受過夜旅客減少，消費力疲弱，新酒店房間供應增加，房租及入住率的競爭而經

營困難。上述狀況可能由於中國現正經歷經濟循環低潮，而中國為本集團之最大旅客來源(70%)。

對於短期前景仍然不表樂觀。因此，今年之酒店收入或會進一步下跌。 

 
• 順豪科技將繼續其於英皇道 633 號及雪廠街順豪商業大廈之管理及投資。寫字樓租務市塲或會因中

國之進出口及金融市塲疲弱而受影響。 
 
• 對於整體短期前景而言，本集團之盈利將隨著本地之經濟趨勢(特別是旅遊業)而放緩。管理層將盡

力透過收購可提供收入之物業而尋求收入增長，與此同時仍保持低水平之資產與借貸比率。 
 
上市證券之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在年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a)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在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除下列偏離外，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全部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本公司並未分別委任主席與行政總裁。鄭啓文先生現兼任本公司的主席與行政總裁。董事會認為鄭先

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可以為本集團提供穩健及一貫的領導，利於本公司戰略的有效策劃及推行，符

合本公司和股東利益。 

 

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 
 

除了一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外，本公司之所有董事（包括執行或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根據本

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每名董事（包括執行或非執行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流退任一次。因此，本公司

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其企業管治水平與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同等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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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第A.5.2條：提名委員會應履行載列於(a)至(d)段的責任 
 

本公司採納的提名委員會職權範圍已遵守守則條文第A.5.2條，惟提名委員會並無責任挑選提名有關人

士出任董事。大部份提名委員會成員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彼等並無參與本公司之日常運作，對業

界慣例並無充份認識。上述責任應由董事會負責。 

 
守則條文第B.1.2條：薪酬委員會在職權範圍方面應作為最低限度包括(a)至(h)段的責任 

 

本公司採納的薪酬委員會職權範圍已遵守守則條文第B.1.2條，惟薪酬委員會並無責任批准管理層的薪

酬建議、批准向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就其喪失或終止職務或委任而須支付的賠償、以及批准因董

事行為失當而解僱或罷免有關董事所涉及的賠償安排。大部份薪酬委員會成員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彼等並無參與本公司之日常運作，對業界慣例並無充份認識。上述責任應由董事會負責。 

 

(b)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

為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年

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業績。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載列於初步業績公告中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綜合財務狀況表、綜合損益及其

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中的數字已經由本集團核數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與本集團於本年度經審

核的綜合財務報表進行核對。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香港核數準則、香港委聘審閱準則或香港保

證聘約準則，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所進行的工作並不構成保證聘約，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

並無對初步業績公告發表任何保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鄭啓文   
 
香港，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一日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鄭啓文先生及許永浩先生；及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呂馮美儀女

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郭志燊先生、陳儉輝先生及許堅興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