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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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72）

（除非另有指明，否則本公佈內所有之數字均以港元列示。）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31.3.2016 31.3.2015 變動

股東應佔溢利 436百萬元 240百萬元 +82%

每股盈利（基本） 27.70仙 18.09仙 +53%

每股股息 

 －中期 2仙 1仙 +100%

 －末期 3仙 4仙 -25%

 －特別 – 3仙 -100%
  

 －總計 5仙 8仙 -38%
  

資產淨值 3,534百萬元 3,108百萬元 +14%

每股資產淨值 2.12元 2.17元 -2%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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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德祥企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收入 3 15,027 9,099
   

管理及其他有關服務收入  3,417 3,418

利息收入  9,667 4,336

物業租金收入  926 1,031

其他收入  4,866 912

權益投資之虧損淨額  (5,106) –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之收益  3,327 319

行政開支  (57,578) (53,192)

財務成本  (194) (486)

聯營公司權益淨減少之虧損淨額  (3,730) (6,347)

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攤佔業績  390,271 263,113

 －收購聯營公司額外權益之收益  90,468 27,424
   

除稅前溢利 4 436,334 240,528

稅項 5 (416) (40)
   

本年度溢利  435,918 24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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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528) (3,335)

  攤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開支  (49,209) (10,410)

  聯營公司權益淨減少時轉出儲備之
   重新分類調整  57 9,014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估土地及樓宇之收益  539 140

  攤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開支  (49,949) (144,598)

  重估土地及樓宇產生之遞延稅項  (67) (17)
   

本年度其他全面開支  (99,157) (149,206)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336,761 91,282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7

 基本  27.70 18.09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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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229 5,860
投資物業  21,966 18,759
無形資產  1,120 1,189
聯營公司權益  3,054,405 2,642,274
權益投資  40,600 –
   

  3,125,320 2,668,082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8 266,264 16,112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691 2,712
應收貸款  110,000 –

應收承付票據  – 300,000
權益投資  50,830 –

短期銀行存款、銀行結存及現金  51,886 138,691
   

  480,671 457,51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 9 8,483 6,821
銀行透支  61,918 9,997
   

  70,401 16,818
   

流動資產淨值  410,270 440,69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535,590 3,108,77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727 1,244
   

資產淨值  3,533,863 3,107,53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677 14,338
股本溢價及儲備  3,517,186 3,093,197
   

總權益  3,533,863 3,107,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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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規定而編製。此外，本綜合財務報表亦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與本集團編製綜合財務報表相關之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的新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
  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
  之年度改進

於本年度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新修訂對本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或所載之披露並無重
大影響。

3. 收入及分部資料

收入指本年度來自外界客戶之已收及應收款項。

分部資料

根據呈報予主要營運決策人士（即本公司之執行董事）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用途之資料，本集團
之經營分部如下：

融資 – 貸款融資服務

長期投資 – 投資項目包括聯營公司發行之可換股票據及其他長期權益投資

其他投資 – 投資於其他金融資產及證券買賣

其他 – 投資物業租賃、出租汽車及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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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上述經營分部之資料，其亦為本集團可呈報之分部，呈報如下。

以下為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劃分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融資 長期投資 其他投資 其他 分部總計 抵銷 綜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分部收入
對外銷售 9,485 – 693 4,849 15,027 – 15,027
分部間銷售 3,979 – – – 3,979 (3,979) –
       

總計 13,464 – 693 4,849 19,006 (3,979) 15,027
       

業績
分部業績 13,266 4,730 (9,983) 4,037 12,050 – 12,050
      

中央行政成本       (52,531)
財務成本       (194)
一間聯營公司權益淨減少
 之虧損淨額       (3,730)
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攤佔業績       390,271
 －收購聯營公司
   額外權益之收益       90,468
       

除稅前溢利       436,334
       



7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融資 長期投資 其他 分部總計 抵銷 綜合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分部收入
對外銷售 4,110 – 4,989 9,099 – 9,099

分部間銷售 3,720 – – 3,720 (3,720) –
      

總計 7,830 – 4,989 12,819 (3,720) 9,099
      

業績
分部業績 7,583 (86) 218 7,715 – 7,715
     

中央行政成本      (50,891)

財務成本      (486)

聯營公司權益淨減少
 之虧損淨額      (6,347)

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攤佔業績      263,113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
   額外權益之收益      27,424
      

除稅前溢利      240,528
      

分部間銷售乃按通行市價或按雙方決定及同意之條款收取。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之業績，惟不分配中央行政成本（包括董事薪酬）、財務成本及與於聯營公司權益
有關之項目。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投資分部並無業務活動。

地區資料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香港及加拿大。

本集團來自對外客戶或交易對手之收入資料乃按進行交易之地理位置劃分。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香港 10,677 4,637

加拿大 4,350 4,462
  

 15,027 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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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277 1,070

無形資產之攤銷 69 146

出售無形資產之虧損 – 306

根據經營租約就物業租賃須付出之最低款項 3,144 3,264

並已計入：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525 270
  

5. 稅項

稅項指本集團確認之遞延稅項。

由於本集團在兩個年度均無來自香港之應評稅利潤，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6. 分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於年內確認分派予本公司擁有人之股息：
 －二零一五年之末期股息－每股4.0港仙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為3.0港仙） 62,151 38,107

 －二零一六年之特別股息－無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每股為3.0港仙及
    二零一四年每股為3.0港仙） － 79,119

 －二零一六年之中期股息－每股2.0港仙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為1.0港仙） 32,541 13,671
  

 94,692 130,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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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股息形式：
 －現金 19,633 34,400

 －以股代息 75,059 96,497
  

 94,692 130,897
  

本年度建議股息：
 －二零一六年之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
   （二零一五年：4.0港仙） 50,030 62,151
  

本公司董事議決建議以現金方式，連同以股代息選擇權方式代替部份或全部有關股息，派付截至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每股4.0港仙）。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435,918 240,488
  

 股份數目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1,573,876,138 1,329,071,979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本公司並無任何發行在外之潛在攤薄
普通股，於該兩個年度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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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

應收賬款、訂金及預付款項中包括3,319,000元（二零一五年：4,525,000元）之應收貿易賬款，以及可
退回誠意金40,500,000加元（相當於約242,000,000元）（二零一五年：無）。

應收賬款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
 0 – 30日 2,412 4,524

 31 – 60日 – 1

 超過90日 907 –
  

 3,319 4,525
  

投資物業租賃業務產生之應收貿易賬款須按月墊付，而本集團就其他應收貿易賬款授出之信貸期一
般由30日至90日不等。本集團並無就應收利息授出信貸期。

本公司為與獨立第三方於二零一五年十月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已支付之可退回誠意金
40,500,000加元（相當於約242,000,000元）（二零一五年：無），以就可能收購一間位於加拿大英屬哥倫
比亞溫哥華之高尚酒店25%至33%間接權益繼續進行獨家磋商。諒解備忘錄之屆滿日期隨後已延長
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諒解備忘錄已終止且誠意金相應地已退
回予本公司。

9. 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

應付賬款及應計開支中包括1,029,000元（二零一五年：416,000元）之應付貿易賬款，其於報告期末按
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千元  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0 – 30日 1,019 403

 31 – 60日 10 13
  

 1,029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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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建議向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三）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於本公司
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3.0港仙
（二零一五年：每股4.0港仙）。預期擬派末期股息在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批准後
約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六日（星期四）以郵寄方式派付予本公司股東。擬派之末期股息須待
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通過有關批准股息之普通決議案後，方可作實。董事會並建議
透過現金方式派付末期股息，惟股東可選擇收取股份以代替部份或全部有關股息。根據
以股代息方案將予發行之股份之市值，將參考本公司股份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
日止連續三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減該平均價5%之折讓或股份面值（以較高者為準）計算。
以股代息建議須待香港聯交所批准將予發行之新股份上市及買賣及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
大會通過有關批准末期股息之普通決議案後方可作實。載有以股代息方案全部詳情之通函，
將連同選擇表格一併寄予本公司各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星期二）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包
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期內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之轉讓。要符合資
格獲發擬派末期股息，所有本公司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
二十二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以供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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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財務表現回顧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溢利436,000,000元（二零一五
年：240,000,000元）及每股基本盈利為27.70港仙（二零一五年：18.09港仙）。業績較去年
增加，主要由於來自德祥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德祥地產」）之貢獻增加、以及收購德祥地
產及保華集團有限公司（「保華」）額外權益之收益。

本集團表現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元  百萬元

攤佔聯營公司業績：

德祥地產 480 253

保華 (82) 23

Burcon (8) (13)
  

 390 263

聯營公司權益之淨減少之虧損額 (4) (6)

收購聯營公司額外權益之收益 90 27

來自其他投資及經營業務之虧損淨額 (40) (44)
  

股東應佔溢利 436 240
  

上市策略性投資項目

德祥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德祥地產」）

德祥地產及其附屬公司（「德祥地產集團」）主要於澳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
及加拿大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德祥地產集團亦於中國及香港從事發展、投資及營運酒
店及消閒業務、證券投資及提供貸款融資服務。

為受惠於德祥地產持續帶來之回報，本集團選擇以代息股份收取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德祥地產的末期股息及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中期期間的中期股息。
此外，本集團於本年度以合共約18,200,000元的現金代價在市場上購買約6,000,000股德祥
地產股份。因以上事項，本集團於德祥地產之權益由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32.6%增
加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33.6%。按此，本集團就上述於德祥地產之權益增加錄得
收益約27,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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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祥地產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股東應佔溢利1,460,000,000元。溢
利較去年之804,000,000元有所增加，主要由於德祥地產於其擁有35.5%實際權益之聯營公
司聯生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之所佔利潤大幅度增加所致。因此，本集團於本年度攤佔德祥
地產溢利為480,000,000元。

保華集團有限公司（「保華」）

保華以香港為基地，專注於中國長江流域之港口和基礎建設之開發及投資，以及港口和
物流設施之營運，亦從事與港口及基礎建設開發相關之土地和房產開發及投資業務，並
通過保華建業集團有限公司，提供全面之工程及物業相關之服務。

本集團於本年度在市場上收購約78,000,000股保華股份，總現金代價約為13,600,000元。
有關收購令本集團於保華之權益由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26.8%，增加至於二零
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28.5%。因此，本集團就於保華之權益增加錄得收益約63,000,000元。

保華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股東應佔虧損298,000,000元，而截至二
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錄得溢利86,000,000元。虧損主要由於(a)對位於中國江蘇
省南通市如東縣小洋口之若干發展中存貨物業作出減值撥備；(b)主要集中於小洋口及南
通市之投資物業錄得公平價值變動虧損；及(c)以人民幣為單位之貨幣資產產生未變現匯
兌虧損。因此，本集團於本年度攤佔保華虧損為82,000,000元。

Burcon NutraScience Corporation（「Burcon」）

Burcon於開發具功效性及擁有極高營養價值之植物蛋白質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其股份於
多倫多證券交易所、納斯達克全球市場及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上市。自一九九九年起，
Burcon已在其提取及淨化植物蛋白質之核心技術上，發展出一系列合成、應用及加工專
利權。Burcon已開發：CLARISOYTM大豆蛋白質，能為低pH值之體系提供清澈和完備之
營養；Peazazz®豌豆蛋白質，具獨特水溶性及帶清新口味；以及Puratein®、Supertein®及
Nutratein®，三種均為具有獨特功能及營養特性之芥花籽分離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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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一一年三月起，Burcon授權Archer-Daniels-Midland Company（於美國上市，
並於全球食材工業處於領導地位之公司，以下簡稱「ADM」）使用其旗艦蛋白質技術
CLARISOYTM。於二零一五年七月，ADM於2015 Institute of Food Technologist Annual 

Meeting & Food Expo 展示三款CLARISOY™系列產品。Burcon預期ADM的CLARISOY™

全面商業生產設施將於二零一六年年中開始營運。Burcon的第二項主要蛋白質技術
Peazazz®豌豆蛋白質亦取得進展，且正與潛在商業化夥伴進行討論。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Burcon完成其約1,550,000股普通股之供股發售，每股作價2.26加元，
所得款項總額合共為3,500,000加元。本集團於是次供股發售中提出超額認購申請，合共
認購約400,000股普通股，本集團於Burcon的權益因而由20.4%增至供股發售後的20.6%。
作為本集團承諾認購的補償，本集團已收到不可轉讓的認購權證，獲賦予權利按每股2.26

加元之行使價購買最多約200,000股Burcon的普通股股份。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本集團行使若干股份認股權證以認購約100,000股股份，總代價約為
300,000加元，且本集團於Burcon的權益因此由20.6%增至20.8%。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攤佔虧損為8,000,000元。

附註： CLARISOYTM為ADM的商標，由ADM許可Burcon使用。

本集團於主要上市策略性投資項目之股權權益概述如下：

   持有權益
所投資公司之   於二零一六年
名稱 上市地點 股份代號 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

德祥地產 香港聯交所 199 33.6% 33.7%

保華 香港聯交所 498 28.5% 28.5%

Burcon 多倫多證券交易所 BU 20.8% 20.8%

 納斯達克全球市場 BUR

 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 B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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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無條件現金收購要約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陳國強博士（「陳博士」）以總代價約
168,000,000元收購合共約23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因此，陳博士於本公司之股權由
38.2%增至54.2%。由於進行上述股份收購，一間由陳博士間接全資擁有之公司Galaxyway 

Investments Limited（「Galaxyway」）以每股股份0.73元，就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全部股
份（Galaxyway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擁有或同意將會收購之股份除外）提出強制性無條件
現金收購要約（「要約」）。要約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初結束，並據要約已收到約300,000股
股份之有效接納。因此，於要約結束後陳博士直接及間接地擁有約778,000,000股本公司
股份及其股權為54.2%。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本公司透過配售代理按每股作價0.88元完成向不少於六名獨立第三
方配售12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所得款項淨額約102,800,000元（淨配售價約為每股
0.857元）。配售價每股0.88元較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日（配售協議日期）之收市價每股1.08

元折讓約18.5%。所得款項淨額已全數動用，而其中33,800,000元用作收購於聯營公司之
額外權益及69,000,000元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包括購買交易證券、貸款融資服務
及行政開支。有關集資活動擴大了本公司的股東基礎及資本基礎，並且加強了本集團之
財務狀況。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總資產為3,606,000,000元及股東應佔權益為
3,534,000,000元，較去年分別增加15%及14%。

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融資及庫務政策管理其流動資金需要。目標為保持有充裕資金應付
營運資金所需，以及於機會來臨時把握投資良機。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為481,000,000元及
70,000,000元。因此，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7（二零一五年︰27）。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銀行存款、銀行結存及現金為52,000,000元，以及銀
行借款為62,000,000元。所有銀行借款均以港元為單位，須於一年內償還或按通知償還，
並按浮動息率計息。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為0.3%，相比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為零。資產負債比率按借款淨額除以股東應佔權益計算。借款淨額乃借款扣除銀行存款、
銀行結存及現金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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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風險

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為單位，故此本集團之外匯波動風險極低，亦無使用
外匯對沖工具。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或然負債。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共60名僱員。本集團酬金政策是為確保本集團
設有合適以及與本集團之方針及目標相符之薪酬架構。僱員薪酬乃因應僱員之技能、知
識及對本公司事務之參與程度，並參考本公司之表現與業界之薪金水平及當時市況而釐定。
酬金政策最終旨在確保本集團有能力吸引、挽留及鼓勵高質素之團隊精英，彼等對本公
司之成功尤為重要。本集團亦提供福利予僱員，包括酌情花紅、培訓、公積金及醫療保
障計劃。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乃為合資格參與者（包括僱員）設立。於年內並無授出購股
權，且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及於本公佈日期概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後之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本集團訂立一項可換股票據協議，以認購本金金額2,000,000加元之
Burcon三年期8%可換股票據（「票據」）。票據於二零一六年五月發行，自二零一六年七月
一日起至其到期日止可按每股4.01加元轉換（可予調整）。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與一名獨立第三方就可能收購一間位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溫
哥華之高尚酒店25%至33%間接權益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屆滿日期延長至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於二零一六年四月，本公司訂立第二份補充諒解備忘錄以進
一步延長諒解備忘錄之屆滿日期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訂立一份終止協議以終止諒解備忘錄及相應地退回誠意金予本公司。

展望

全球經濟持續波動，且預期依舊充滿挑戰。中國增長放緩以及人民幣貶值，對香港經濟
影響實屬無法避免。歐洲經濟復甦可能因種種不穩定的地緣政治因素而受到影響，當中
包括有關英國公投後脫離歐盟的影響、恐怖襲擊威脅及難民問題。此外，美國經濟出現
復甦跡象，聯儲局可能將於未來上調利率。以上各項均可能對市場產生骨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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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經濟背景下，本集團對業務前景維持審慎。儘管如此，本集團仍會留意及留心市
場可能出現之任何合適投資商機，並加以把握。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堅守其長遠策略，即本著謹慎但進取之方針物色具備增長潛力
之投資商機。因此，我們將努力維持多元化的投資組合，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已發行之證券
由於在二零一五年六月發行12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及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及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中期股息之以股代息計劃而發
行之股份，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每股面值0.01元之已發行股份之總數為
1,667,654,793股。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
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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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
彼等確認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標準。

審閱賬目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疇

此初步業績公佈內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及相關附註之數字乃經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
行同意，等同本集團之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保證應聘服務準則》，德勤 •關黃陳方
會計師行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構成保證應聘服務，因此，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不
會就本初步業績公佈發表任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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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已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上市公司公告」一頁
及本公司之網站(www.itc.com.hk)「投資者關係」一頁刊登。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
司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內刊登。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之二零一六年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七日（星期三）舉行。二零一六
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適當時候刊登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就股東一直以來對本公司之鼎力支持以及全體管理層與員工於年內之
寶貴貢獻及全力以赴之精神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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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美華女士（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李傑華先生
陳國銓先生 石禮謙，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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