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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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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註冊編號 ：198402850E) 
（在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1570） 

（新加坡股份代號﹕BMA） 

 

 

 

未經審核業績公告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 3個月 

 

本海外規管公告乃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作出。 

 

本季度報告乃依照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的有關規定編製。本報告所載財

務資料乃根據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且未經核數師審核及審閱。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在

買賣本公司股份時應審慎操作。 

 

承董事會命 

偉業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張偉先生 
 

香港，2017 年 5 月 2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偉及陳志勇；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董心誠；及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王建源、胡榮明及蕭文豪。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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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業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冊號 198402850E)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的季度財務報表及股利公告 
 
第一部分 – 季度(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及第三季度)、半年度及全年度業績公佈所需資料 
 

1(a) 比照前一財政年度同期損益表 

 合併損益表 

2017第一季度 2016第一季度 % 差異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房地產業務             129,800               96,692 34%

  安置房建設業務                      -                      182 -100%

  設備業務               12,575               18,791 -33%

            142,375             115,665 

銷售成本

  房地產業務             (79,801)             (46,653) 71%

  安置房建設業務                      -                    (350) -100%

  設備業務               (7,597)             (13,002) -42%

            (87,398)             (60,005)

毛利               54,977               55,660 -1%

其他收入                    431                    716 -40%

銷售及營銷費用               (9,017)               (5,031) 79%

行政費用             (31,068)             (27,057) 15%

其他經營開支                    (90)                  (268) -66%

經營利潤               15,233               24,020 

凈財務收入/(費用)               12,998               (1,799) -823%

聯營投資企業盈利/(虧損)                        1                  (819) -100%

稅前利潤               28,232               21,402 

稅金費用             (19,935)             (12,892) 55%

年內利潤                 8,297                 8,510 

下列人士應佔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1,209                 8,479 

  非控股權益                 7,088                      31 

                8,297                 8,510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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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其它收益的綜合聲明 

2017第一季度 2016第一季度 % 差異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年內利潤                    8,297                    8,510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海外業務產生的外幣換算差額                    5,650                  (2,624) n.m

年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扣除所得稅
                   5,650                  (2,624)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13,947                5,886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859                    5,855 

  非控股權益                    7,088                         31 

                 13,947                    5,886 

注：

n.m: 無意義

本集團

 

2017一季度 2016一季度 % 差異

期間利潤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后取出: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無形資產攤銷                    281                    249 1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602                    974 167%
利息收入              (25,612)                (9,066) 183%
利息開支               12,614               10,865 16%
出售市場交易性投資收益                   (166)                       -   -100%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虧損/(收益)                    489                      89 449%
物業、廠房及設備註銷                      20                       -   100%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                     (17)                       -   -100%
上市費用                       -                   6,042 -100%

Note:
n.m: 無意義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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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資產負債表(發行人及本集團)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末時之比較報表 

 
 
 
 

 

於2017年 
03月31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03月31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5,236           57,068                    5                    5 

於附屬公司的投資                   -                     -        1,669,975      1,669,975 

聯合經營投資         288,683         288,682                   -                     -   

投資性物業         483,000         483,000                   -                     -   

應收非控股权益賬款(非貿易)           99,160           99,160                   -                     -   

應收合資企業合夥人賬款(非貿易)         120,917         117,876                   -                     -   

無形資產             3,450             3,421                   -                     -   

俱樂部會籍                418                418                418                418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237           19,233                   -                     -   

     1,070,101      1,068,858      1,670,398      1,670,398 

流動資產

待售開發物業      2,909,654      2,545,693                   -                     -   

存貨           20,874           17,238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339,785      1,438,780                354                144 

應收合資企業合夥人賬款(非貿易)           20,651           20,226                   -                     -   

應收子公司賬款                   -                     -             17,647           21,329 

預付稅金           38,350           34,358                   -                     -   

其他金融資產             3,893             2,320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43,499      1,083,179             3,063             1,360 

     5,176,706      5,141,794           21,064           22,83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663,936         494,668                784             1,456 
預收賬款         577,219         519,418                   -                     -   
應付合資企業公司賬款 (非貿易)         318,000         281,000                   -                     -   

應付子公司賬款(非貿易)                   -                     -             44,482           43,355 

貸款及借款      2,488,663      1,851,202                   -                     -   

融資租賃負債                104                111                   -                     -   

應交稅金         220,058         210,422                   -                     -   

     4,267,980      3,356,821           45,266           44,811 
凈流動資產/(負債)         908,726      1,784,973         (24,202)         (21,978)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負債                   -                    19                   -                     -   

貸款及借款         342,588      1,232,588                   -                     -   

遞延所得稅負債         243,131         242,059                   -                     -   

        585,719      1,474,666                   -                     -   

淨資產      1,393,108      1,379,165      1,646,196      1,648,420 

權益

股本         359,700         359,700      1,737,554      1,737,554 

儲備         848,498         867,473         (91,358)         (89,134)

本公司股東應占權益      1,208,198      1,227,173      1,646,196      1,648,420 

非控股股東權益         184,910         151,992                   -                     -   
權益總額      1,393,108      1,379,165      1,646,196      1,648,420 

本集團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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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 本集團的借款及債務證券總額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末時之比較報表 
 

本集團借款及債務證券總額 
 
一年或一年內到期或即期應償還款項 

  

有擔保 無擔保 有擔保 無擔保

人民幣'000 人民幣'000 人民幣'000 人民幣'000

                2,488,663                         104               1,851,202                         111 

截止2017年3月31日 截止2016年12月31日

 
 

一年後到期應償還款項 
 

有擔保 無擔保 有擔保 無擔保

人民幣'000 人民幣'000 人民幣'000 人民幣'000

                   342,588                              -               1,232,588                           19 

截止2017年3月31日 截止2016年12月31日

 
 

抵押品之情況說明 
 
集團的銀行借款包括與本公司及下屬子公司有關的銀行承兌, 融資租賃負債及定期貸款。銀行借

款的擔保方式如下： 
 
(i) 子公司、待售開發物業及投資性物業的合法抵押； 

 
(ii)  物业、厂房及设备的合法抵押； 

 
(iii) 本公司的公司擔保；和 

 
(iv) 第三方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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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比照前一财政年度同期现金流量表 
 

2017第一季度 2016第一季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稅前利潤             28,232             21,402 
經以下調整：                    -   
無形資產攤銷                  281                  24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602                  974 
利息收入           (25,612)             (9,066)
利息開支             12,614             10,865 
出售市場交易性投資收益                (166)                    -   
物業、廠房及設備註銷                   20                    -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17)                    -   
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虧損                  489                   89 
應佔聯營經營投資(盈利)/虧損                    (1)                  819 
上市費用                    -                 6,042 
匯率變動影響             10,151             (4,347)

經營資金變動：             28,593             27,027 

待售開發中物業增加         (321,511)           (95,359)
存貨增加             (3,636)             (1,38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118,034         (189,32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264,069         (200,901)

經營所得/(用)現金             85,549         (459,946)

已付所得稅           (13,223)           (19,424)
經營活動所得/(用)現金淨額             72,326         (479,370)

投資活動现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763)                  (1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29                    -   
已收利息               3,100               2,792 
購買無形資產                (797)                (249)
購買持作買賣金融資產             (7,908)             (4,143)
出售持作買賣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6,012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27)             (1,612)

融資活動现金流量

銀行現金抵押減少/(增加)           (10,380)             34,839 
償還融資租賃責任                (142)                  (93)
已付利息           (55,063)           (51,076)
償還貸款及借款         (387,603)           (62,635)
經由附屬公司首次公開招股發行新股

分所得款項
                   -               34,718 

支付上市費用                    -               (6,042)
貸款及借款所得款項           128,440           934,883 
融資活動所(用)/得現金淨額         (324,748)           884,594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少)/增加淨額         (252,749)           403,612 
年初現金及现金等價物           795,829           305,595 

匯率波動對所持現金的影響                  539                  196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3,619           709,403 

其他訊息：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43,499         1,249,711      
   减:銀行現金抵押 (297,730)        (540,222)        
   减:銀行透支 (2,150)            (86)                 
現金流里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3,619           709,403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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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 列示(i)所有股東權益變動或 (ii)並非因資本化發行及  股東分派所產生股東權益變動之報表（發行人及本集團）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

同期之比較報表。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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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17年1月1日           359,700           (59,669)                (550)                  (16,264)                        91,000           827,126        1,201,343            177,822        1,379,165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年內利潤                     -                       -                       -                             -                                  -                 1,209               1,209                7,088               8,297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外匯換算差額 – 海外業務                     -                       -                       -                       5,646                                -                       -                 5,646                      -                 5,646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5,646                                -                       -                 5,646                      -                 5,646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擁有人注資及分派至擁有人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                             -                            1,986             (1,986)                     -                        -                       -   

擁有人注資及分派至擁有人總額

與擁有人的交易總額                     -                       -                       -                             -                            1,986             (1,986)                     -                        -                       -   

於2017年03月31日           359,700           (59,669)                (550)                  (10,618)                        92,986           826,349        1,208,198            184,910        1,393,108 

非控股權益 權益合計股本 合併儲備 資本儲備 外匯換算儲備 法定及其他儲備 保留收益 合計

<---------------------------------------公司擁有人應佔------------------------------------------------------>

                    -                       -                       -                       5,646                                -                 1,209               6,855                7,088             13,943 

                    -                       -                       -                             -                            1,986             (1,98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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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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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16年1月1日 359,700         (59,669)          (550)                (12,235)                 80,627                       772,150         1,140,023      138,269          1,278,292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年內利潤                  -                    -                    -                          -                              -               8,479             8,479                   31             8,510 

其他全面虧損

外匯換算差額 – 海外業務                  -                    -                    -                   (2,624)                            -                    -             (2,624)                   -             (2,624)

其他全面虧損總額                  -                    -                    -                   (2,624)                            -                    -             (2,624)                   -             (2,624)

年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擁有人注資及分派至擁有人

轉撥至法定儲備                  -                    -                    -                          -                         3,327           (3,327)                  -                     -                    -   
向非控股權益股東發行股份                  -                    -                    -                          -                              -                    -                    -              25,830           25,830 

擁有人注資及分派至擁有人總額

與擁有人的交易總額                  -                    -                    -                          -                         3,327           (3,327)                  -              25,830           25,830 

於2016年03月31日         359,700          (59,669)              (550)               (14,859)                     83,954         777,302      1,145,878          164,130      1,310,008 

           25,830           25,830                  -                    -                    -                          -                         3,327           (3,327)                  -   

                           -               8,479             5,855                   31 

<---------------------------------------公司擁有人應佔--------------------------------------------------->

            5,886                  -                    -                    -                   (2,624)

權益合計股本 合併儲備 資本儲備 外匯換算儲備 法定及其他儲備 保留收益 合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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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保留虧損 外匯換算儲備 僱員購股權儲備 權益合計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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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16年1月1日 1,737,554      (77,733)          7,262                    582                           1,667,665      

年內全面利潤/(虧損)總額

年內虧損 -                 (5,053)            -                       -                            (5,053)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

外匯換算差額 -                 -                 (210)                     -                            (210)               
其他全面虧損總額 -                 -                 (210)                     -                            (210)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                 (5,053)            (210)                     -                            (5,263)            

於2016年03月31日 1,737,554      (82,786)          7,052                    582                           1,662,402      

于2017年1月1日 1,737,554      (96,631)          6,915                    582                           1,648,420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年內虧損 -                 (1,889)            -                       -                            (1,889)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

外匯換算差額 -                 -                 (335)                     -                            (335)               
其他全面虧損總額 -                 -                 (335)                     -                            (335)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                 (1,889)            (335)                     -                            (2,224)            

於2017年03月31日 1,737,554      (98,520)          6,580                    582                           1,646,196      

<-------------------------公司擁有人應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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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i) 自前期報告日後因權利股發行、紅利股發行、股票回購、認股權或權證行權、其他權

益性證券轉換、爲套現或作爲收購對價或爲任何其他目的發行股票而引起本公司股本

變動的詳細說明。同時說明截至本會計期間期末以及截至前一會計年度同期間期末，

基于所有已發行的可轉換債券的轉換，可能發行的股票數量。   
               
股本 

股數 股本(人民幣'000)

發行及繳足：

截止2017年1月1日及3月31日     196,133,152             1,737,554 

公司

  
認股權 
 
截至 2017 年 3月 31 日，本公司並無實施任何僱員購股權計劃。 

 
1(d)(iii) 列報本期期末及前期期末除庫存股之外的已發行股票總數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

日

總發行股數(千 計)             196,133             196,133 

扣除: 庫存股 (千 計)                       -                         -   

總發行股數扣除庫存股 (千 計)             196,133             196,133 

集團

 
 

本財年期間及上年年底無股份庫存 
 

1(d)(iv) 截至本期期末庫存股的所有出售、轉讓、處置、注銷及/或使用情況說明 
 
不適用。 

 
2 相關數據是否已依據何種准則予以審計或審閱 

 
這些數據未經審計師審計或審閱。 
 

 
3 倘若相關數據經審計或審閱，審計報告（包括有保留意見或強調事項） 

 
不適用。 

 
4 是否采用與發行人最新經審計的年度財務報表中所用相同的會計政策和估計方法 

 
除附注 5 中披露的事項之外，集團在編制本期財務報表過程中已比照經審計的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財務報表，采用相同的會計政策和估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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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會計政策和估計方法如有變動，說明會計准則的要求、變動內容、變動原因及其影響 
 
集團在已采納新修訂的新加坡財務報告准則，並采用了與之相同的會計政策和估計方法，

並從2017年1月開始強制使用，對集團的合並財務報表無重大影響。 
 

6 扣除優先股股利准備金後，集團本期及前一會計年度同期間普通股的每股收益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3月31日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利潤 (人民幣千元) 1,209 8,479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千計) 196,133 196,133

每股普通股收益:

(i) 按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人民幣分)
                          0.62                           4.32 

(ii) 安全面攤薄基準 (人民幣分)                           0.62                           4.32 

本集團

第一季度

 
普通股每股稀釋收益的計算基礎與每股基本收益相同，因爲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及 2016
年 3 月 31 日，分别無任何可能稀釋的普通股。 
 
 

7 (a)本期期末(b)前一財年期末發行人及集團已發行股本的每一普通股的資産淨值 
 
每股普通股資産淨值取決于已發行股份的總數（不包括庫存股）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3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淨資產

(人民幣千元)                 1,208,198                 1,201,343                1,646,196                1,648,420 

普通總股數 (千計) 196,133 196,133 196,133 196,133

按照報告期間結束時之已發行

股本計算之每股普通股資產淨

值   (人民幣元)                          6.16                          6.13                         8.39                         8.40 

本集團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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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對集團業務有適當了解的情況下，對集團業績的審查。審查必須考量影響集團本期營

業額、成本和收益的任何重要因素，包括（如適用）季節性或循環性因素。同時還須考

量影響集團在本會計期間內的現金流量、營運資金、資産或負債的任何重大因素。 
 

A. 經營業績回顧 

2017第一季度 2016第一季度 % 差異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房地產業務

銷售收入            129,800              96,692 34%

營業成本             (79,801)             (46,653) 71%

毛利              49,999              50,039 

毛利率 39% 52%

安置房建設業務

銷售收入                      -                     182 -100%

營業成本                      -                    (350) -100%

毛利                      -                    (168)

毛利率 n.m -92%

設備業務

銷售收入              12,575              18,791 -33%

營業成本               (7,597)             (13,002) -42%

毛利                4,978                5,789 

毛利率 40% 31%

本集團

 
 
 
銷售收入及毛利率 
 
房地產業務 
 
2017 年一季度房地產業務已確認的收入約爲人民幣 1.3 億元，同比上涨 34%。本季度收入

的增加主要由於较高的交房面積約爲 17902 平方米（去年同期：11121 平方米）。 
 
2017 一季度房地產的銷售收入主要來自以下的項目：偉業中央公園四期約為人民幣 4967

萬元及偉業天道國際約為人民幣 6459 萬。 
 
2017 年一季度房地產業務的毛利率同比下降 13%，主要由於 2017 年一季度出售較少的車

位。2016 年一季度較多車位的售出主要來自偉業中央公園三期及四期，其建築成本已分

攤至該項目的總可售面積，致使該季度體現較高的整體毛利率。 
 
安置房建設業務 
 
為了推進城鎮化設施，中國河南省鄭州市政府與本集團簽訂協議，由偉業負責實施“合

村并城”項目的安置房工程建設。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一期安置房的建設工程已經

按合同完工。2017 年一季度安置房工程建設已確認的收入主要由於市政府的要求而新增

的配套設施工程。截至 2017 年一季度末，本集團並未進行任何安置房的建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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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業務 
 
設備銷售主要包括潔淨室設備、空氣淨化器、出風口和海事閥門產品。2017 年一季度的

銷售額同比下降 33%，主要由於空氣淨化器產品較低的銷售。  

 
 

2017 年一季度設備業務的毛利率同比增加9%，主要由於 2016 年末公司將其位於新加坡出

風口和海事閥門產品的生產線搬遷至馬來西亞，促使生產成本的節約所致。 
 
销售及营销费用 
 
2017 年一季度較高的營銷及銷售費用主要由於新項目-偉業椰海尚城和偉業上城一號院而

舉辦較多的促銷活動及偉業中央公園四期、偉業天道國際及偉業氧立方 A一期及二期較多

的销售代理費用所致。 
 
行政费用 
 
2017 年一季度的行政費用高於去年同期主要由於珠三角區域集團房地產業務的擴充及較

高的差旅費和辦公行政費用所致。 
 
凈財務收入 
 
2017 年一季度體現財務凈收入，主要來自河南梅園有限公司（“河南梅園”）的借款所

計提的利息收入所致。根據與河南梅園的合作合同，若本集團未能成功通過投標獲得河

南梅園旗下的土地使用權，河南梅園將把本集團對其借款附加利息全數歸還。该土地竞

標程序已於 2017 年一季度完畢。由於本集團未能獲得该土地使用權，所以於 2017 年一季

度計提利息收入。除此之外，本季度利息費用與去年同期相對一致。 
 
联营企业盈利 
 
联营企業的收益虧損主要来自黛玛仕实業有限公司（“黛瑪仕”）的運營盈利虧損。黛

玛仕于 2016 年 4季度开始確認房地產收入。 
 
税金费用 
 
2017 年一季度稅金費用的增加主要由於本期較高的稅前凈利潤而產生較高的企業所得稅

計提約為人民幣 420萬元及因部分項目較高的平均售價而產生較高的土地增值稅計提約為

人民幣 350 萬元。 
 

 
B. 财政状况回顾 
 
聯合開發合作方應收賬款的增加主要由於今年應收利息的計提。 

 

待售開發物業的增加約為人民幣 3.6 億元，主要由於新土地储备的增加及新項目-偉業上

城一號院及偉業椰海尚城的陸續竣工。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的減少約為人民幣 9900 萬元，主要因爲本集團於 2017 年一季度投

標成功獲得偉業上城一號院的二號土地后把该竞标土地使用权的保證金約為人民幣 9150

萬元資本化轉爲待售開發物業所致。 
 
其它金融資產代表當期股票投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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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及其他應付款的增加，主要由於本季度新項目的建築工程如偉業椰海尚城及偉業美

悅灣所致。 
 
預收賬款的增加主要來自偉業氧立方 A一期及二期和偉業椰海尚城的预售。 
 
應付聯營企業賬款是为黛瑪仕實業有限公司向本集团提供的無擔保無利息的預借现金。 
 
貸款和借款的減少主要由於償還銀行貸款所致。 
 
現金流量表 
 
周轉資金變動前運營活動的現金流入約為人民幣 2859 萬元。周轉資金的收入約為人民幣

5697 萬元，主要由於應付及其他應付賬款的增加約為人民幣 2.6 億元及應收賬款和其他

應收賬款的減少約為人民幣 1.2億元，部分被待售開發物業的增加約為人民幣 3.2 億元所

沖減。扣除周轉資金的支出及繳納公司所得稅約為人民幣 1322 萬元后，運營活動的現金

凈支出約為人民幣 7233 萬元。 

 

投資活動的現金凈支出約為人民 33 萬元，主要由於投資股票的凈支出約為人民幣 190 萬

元、支付無形資產的費用約為人民幣 80 萬元及購買固定資產約爲人民幣 76 萬元所致,部

分被在利息收入約為人民幣 310 萬元所沖減。 

 

融資活動的現金凈支出約為人民幣 3.2 億元，主要是億元及銀行還款約為人民幣 3.9 億

元、利息的支付約為人民幣 5506 萬元及現金質押的增加約為人民幣 1038 萬元，部分被銀

行貸款的增加約為人民幣 1.3 億元所沖減。 

 
 

9 如先期已向股東披露預測或前景說明，發行人必須對預測或前景說明與實際業績之差異作出解釋。  
 
不適用。 
 
 

10 集團所從事之行業當前競爭狀況的評論，及下一財務報告期及接下來的 12 個月中可能影

響集團的任何已知因素或事項 
 
2017 年一季度中國全國生産總值同比增長 6.9%，中國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

8.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7.0%），而同期中國房地産開發總投資同比增長 9.1%。總

的來說，一季度國民經濟保持了穩中向好發展勢頭，經濟增速略有回升。 

 

作爲本集團主要的市場，中國河南省 2017 年一季度的生産總值同比增長 8.0%，高於全國

平均水平 1.1個百分點。2017 年一季度全省房地產開發總投資同比增長 26.3%，其中住宅

投資增 25.8%，全省商品房銷售額則增長 48.5%。與此同時，本集團的另一個主要市場，

中國海南省 2017 年一季度生産總值同比去年增長 8.9%，全省房地産開發總投資同比增長

13.3%。兩省經濟指標均高於全國。因此，本集團对自身房地産業務的發展前景保持謹慎

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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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a) 本財政期間報告 

 
無 

(b) 前一個同期間財政年度 
 

前一會計年度同期間是否宣告任何股利？ 
 
無 

(c) 發放日 
 
不適用 

 

(d) 截止過戶日 
 
不適用 

 
 
12 若無宣告/建議發放股息，請說明影響 

 
            無宣告或建議發放任何股息。 
 
 
13 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 920(1)(a)(ii) 條之涉及利益人士交易 

 
根據上市守則 920(1)(a)(ii)，本集團沒有任何現有股東的一般性授權。 
 
 

14 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 705(5)條否定式確認 
 
本公司董事會確認，就其所知，截止 2017年 3月 31日，第一度財務業績沒有任何

未經審計的重大虛假或誤導性內容。 
 
 

15 確認公司已獲取所有董事與高管人員簽署的承諾書 
 

公司確認已收到所有董事與高管人員根據上市守則 702(1)條附件 7.7 所列的承諾函。 

 
 
 
 
董事會代表 

 
 
 

張偉                                                          陳志勇 
執行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執行董事 
2017 年 5 月 2 日                                2017 年 5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