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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1. 一般資料

市區重建局(以下簡稱「本局」)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下簡稱「政府」)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香港
法例第五百六十三章〉成立的法定機構。本局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簡稱「集團」)以往的主要職務是透過重建
發展、樓宇復修、舊區活化及文物保育來促進香港的市區更新。根據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公布的「市
區重建策略」，集團會以重建發展和樓宇復修為其核心業務。

本局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中一八三號中遠大廈二十六樓。

對本局獲得財政司司長批核的業務綱領及業務計劃內所載的新項目內的巿區重建地段，政府原則上同意可以
象徵式地價批予本局，但須由財政司司長確實考慮本局的需要而作出決定，以作為對本局部份的財務支持。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此等合併財務報表之主要會計政策載於下文。除另有說明外，此等政策在所呈報的所有年度內貫徹應
用。

(a) 財務報表編製基準
本合併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為計算基準，並就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記帳的金融資產的重估而作出修訂，
並按照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
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算。這亦需要管理層在應用集團會計政
策過程中行使其判斷。涉及高度判斷或高度複雜性的範疇，或涉及對合併財務報表屬重大假定及估算的
範疇，在附註4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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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b) 於本年度已採納的相關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
本年度集團已採納以下與集團有關及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強制性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的修訂：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年度改進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年度改進

於本年度採納以上修訂對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c) 尚未採納的準則、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一些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生效的新訂及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集
團有關的如下：

始於或其後的會計
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
週期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十及香港會計準則二十八
（修改）

投資者與其聯營或合資企業之間的
資產出售或注資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十一(修改) 收購聯合營運權益之會計處理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一(修改) 披露計劃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十六及三十八(修改) 折舊及攤銷的可接受方法的澄清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九 金融工具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十五 基於客戶合同的收入確認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十六 租賃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集團沒有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提前採納上述新準則及修訂準則。集團
將由會計生效期起應用上述的準則及修訂，並開始評估其對集團的影響，惟在現階段並未能確定其對集
團的營運及財務狀況有否重大的影響。

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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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d) 合併帳目基準
合併財務報表包括本局及其所有附屬公司截至三月三十一日的財務報表。

附屬公司指集團擁有控制權的所有實體，當集團因參與該實體而承擔可變回報的風險或享有可變回報的
權益，並有能力透過對該實體的權力影響此等回報時，集團即控制該實體。

附屬公司在控制權轉移至集團之日起全面合併入帳。附屬公司在控制權終止之日起停止合併入帳。

集團內所有公司間的交易，結餘及現金流均於合併帳目內註銷。

在本局的財務狀況表內，於附屬公司之投資按成本扣除減值虧損準備列帳(參看附註2(g))。此等準備於
損益內作支出入帳。

(e) 收益確認
收益是按已收或應收代價的公允價值計算。在集團可能得到經濟利益，以及收益和成本（如適用）能以
可靠方法計算的情況下，收益依據以下準則在損益內入帳：

(i) 出售物業的收入乃於擁有權的風險及回報已轉移後入帳。

(ii) 集團於聯營發展項目所分得的盈餘，乃根據聯營發展協議的條款入帳，除非涉及發展中物業擁有權
的重大風險及回報尚未轉移。聯營發展項目在竣工前出售物業所收的款額會於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
中入帳。

(iii) 集團於聯營發展項目以資產形式所分得的盈餘，按達成攤分資產協議時該等資產的公允價值入帳。

(iv) 於聯營發展協議生效時，地產發展商有責任支付前期地價予本集團。此前期地價於集團沒有重大事
項需要履行時會被確認為收益。此收益通常於集團履行有關前期地價的責任，以及可以令聯營發展
協議可能取消的事項失去時效，並不得退款或撤銷之後隨即入帳。

(v) 利息收入採用實際利息法按時間比例基準入帳。

(vi) 扣除給予租戶任何特惠後的租金收入於租約期內按直線分攤方式計算入帳。

(vii) 當業主依照出售協議的條款完成物業出售，市區重建中介服務有限公司(「中介服務」)的收入方被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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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f)  物業、機器及設備
建築物業包括安置樓宇、保育物業及自用之商業樓宇。安置樓宇為本局所持有的物業，特意為受重建項
目影響之住戶提供過渡性的安置。本局向獲安置的受影響住戶收取遠低於市值的租金，以協助被逼遷但
未獲分配公共房屋之住戶；保育物業是指那些由集團所保存有歷史及建築價值的物業。

所有物業、機器及設備按歷史成本減折舊及減值虧損列帳(參看附註2(g))。歷史成本包括收購該項目直
接應佔的開支。

其後成本只有在與該項目有關的未來經濟利益有可能流入集團，而該項目的成本能可靠計量時，才包括
在資產的帳面值或確認為獨立資產(按適用)。所有其他維修及保養費用在產生的財政期間內於損益中入
帳。

列作融資租賃的租賃土地於土地權益可供原定用途使用時開始攤銷。

列作融資租賃的租賃土地之攤銷，以及其他資產之折舊及將其成本減去剩餘價值（如有），按估計可使
用年期以直線方式攤銷，其折舊率如下：

列作融資租賃的租賃土地 - 按租約剩餘年期攤銷

建築物業 - 五十年，或如年期在五十年以下，按租約剩餘年期攤銷

有租約物業修繕 - 辦公室：十年或可使用年期之較短者
非辦公室：如年期在五十年以下，按租約剩餘年期攤銷

機器及設備 - 十年

車輛 - 四年

傢俬及辦公室設備 - 三至五年

資產的剩餘價值及可使用年期在每個報告期末進行檢討，及在適當時調整。

若資產的帳面值高於其估計可收回價值，其帳面值即時減至可收回金額(參看附註2(g))。

出售的收益或虧損乃比較帳面值及淨出售收益釐定，並於損益中入帳。

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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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g)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及非金融資產減值
資產會在當有事件出現或情況改變顯示帳面值可能無法收回時就減值進行檢討。減值虧損按資產之帳面
值超出其可收回金額之差額確認。可收回金額以資產之公允價值扣除出售成本或使用價值兩者之較高者
為準。於評估減值時，資產將按可識別現金流量(現金產生單位)的最低層次組合。資產若曾被減值，於
每個報告日，減值回撥的可能性會被作出檢討。

(h) 金融資產及負債
集團將其金融資產分為以下類別：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記帳、貸款及應收款。分類乃視乎購入有關金融
資產的目的。管理層會在初始確認時釐定金融資產的分類。

(i)  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記帳的金融資產
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記帳的金融資產指於初始確認時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或持有作買
賣用途的金融資產。在此類別的資產分類為流動資產。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記帳的金融資產其後按
公允價值列帳。

來自「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記帳的金融資產」類別的公允價值變動所產生的盈虧，列入產生期間損
益表內的「其他淨收入」中。來自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記帳的利息收入，於損益表內利用實際利息
法確認為部份「其他淨收入」。

(ii) 貸款及應收款
貸款及應收款為有固定或可釐定其付款且沒有在活躍市場上報價的非衍生金融資產。此等款項在集
團直接向債務人提供金錢、貨物或服務而無意將該應收款轉售時產生。此等款項包括在流動資產
內，但若到期日由報告期末起計超過十二個月者，則分類為非流動資產。

貸款及應收款初步以公允價值入帳，其後以實際利息法按攤銷成本減去減值準備計量。當有客觀証
據顯示集團將不能根據原來條款收回所有款額時，即就貸款及應收款設定減值準備。債務人有重大
困難，可能破產或財務重組，及違約或逾期還款都當作應收款減值的指標。準備款額為資產帳面值
與按資產原實際利率貼現的估計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兩者的差額。準備款額在損益內入帳。

購入及出售的金融資產在交易日確認—交易日指集團承諾購入或出售該資產之日。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
記帳的金融資產，初步按公允價值確認，而交易成本則在損益表入帳。當從投資收取現金流量的權利經
已到期或經已轉讓，而集團已將擁有權的所有風險和回報實際轉讓時，金融資產即終止確認。

金融負債按公允價值並扣除產生的交易費用為初始確認。金融負債其後按攤銷成本列帳；所得款(扣除交
易成本)與贖回價值的任何差額利用實際利息法於借款期間內在損益中確認 。



121財務資料

(以港元為單位)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i)  租賃
當租賃之條款實質上差不多將所有權的全部風險及回報轉移至承租人，則該租賃列作融資租賃。

如租賃所有權的重大部份風險和回報由出租人保留，分類為營運租賃。根據營運租賃支付的款項(扣除自
出租人收取的任何特惠措施後)於租賃期內以直線方式分攤計入損益內，已資本化於發展中物業就重建項
目內的某些政府部門提供辦公室的成本除外。

(j)  發展中物業
發展中物業乃指由集團所支付於重建物業之全部成本，主要包括收購成本、發展成本、借貸成本、安置
單位之成本(參看附註2(I))及其他與發展計劃有關之直接成本，再扣減減值虧損準備(參看附註2(g))。 保
育物業則於物業完成時，以其成本轉入物業、機器及設備。

出售發展中物業時，物業之有關成本將按適當基準攤分保留部份及出售部份。

於聯營發展協議生效時，出售部份之有關成本將計入損益中的直接成本。

(k) 待售物業
於報告期末，待售之物業將按成本及可變現淨值兩者間之較低者列值。

(l)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香港房屋協會提供安置單位的成本
香港房屋委員會及香港房屋協會同意向集團提供若干安置單位，而集團則會支付預留單位之費用(直至租
戶遷進單位)，以及安置單位的發展成本。此等成本以發展中物業成本的部份入帳(參看附註2(j))。

(m) 準備及或然事項
當集團因過往事件而產生法律或推定之責任，有可能導致有損失經濟利益之責任承擔，而又能就該責任
承擔數額作出可靠評估時，即會將準備入帳。不就未來營運虧損準備入帳，集團就已承擔的事件而產生
的責任除外。

財務報表附註(續)



122

(以港元為單位)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m)  準備及或然事項(續)

如有多項類似責任，其需要在償付中流出經濟利益的可能性，根據責任的類別整體考慮。即使在同一責
任類別所包含的任何一個項目相關的資源流出的可能性極低，仍會將準備入帳。

或然資產乃指因過往事件而可能擁有之資產，及其存在性只可於集團不能完全控制之一件或多件不能確
定之未來事件出現或不出現時確定。

或然資產未予確認，惟於資源流入之可能性存在時披露於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內。當資源流入可實質確
定，資產將於確認。

或然負債乃指因過往事件而可能需要承擔之責任，及其存在性只可於集團不能完全控制之一件或多件不
能確定之未來事件出現或不出現時確定。其亦可為因過往事件而須承擔之現有責任，惟因預計經濟利益
流出的可能性不大或責任金額不能被可靠地計量而不予確認。

或然負債未予確認，惟披露於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內。當預計經濟利益流出之機會率改變以致資源有可能
流出，此時將予確認為撥備。

(n)  當期及遞延所得稅
所得稅包括當期稅項以及遞延稅項資產與負債的變動。

當期稅項乃按本年度應課稅利潤計算的預期應付所得稅。應課稅利潤不包括屬於其他年度的應課稅收入
及可減免的費用，亦不包括非應課稅收入及不可減免的費用，故與損益表所列的利潤不同。本集團的應
付當期所得稅按報告期末已頒布或實質上已頒布之稅率計算。

遞延所得稅乃根據負債法按資產及負債的徵稅基礎與它們在合併財務報表內的帳面價值的暫時差異而全
數撥備。遞延所得稅的計算按報告期末前已頒布或實質頒布之稅率及法例釐定，並預期於變現相關遞延
所得稅資產或遞延所得稅負債時適用。

遞延所得稅資產乃就可能將未來應課稅收入與可動用之暫時差異抵銷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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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o)  借貸成本
直接撥充收購、建造及製造一項資產(需要一段頗長時間方能達致其擬定用途或出售者)之借貸成本撥作
資產成本的一部份。

其他借貸成本乃於所產生之期間計入損益表。

(p)  外幣換算
(i)  功能和列帳貨幣

集團每個實體的財務報表所列項目均以該實體營運所在的主要經濟環境的貨幣計算(「功能貨幣」)

。合併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報，港元為集團列帳貨幣。

(ii) 交易及結餘
外幣交易採用交易日之匯率換算為功能貨幣。結算此等交易產生的匯兌盈虧以及將外幣計值的貨幣
資產和負債以年終匯率換算產生的匯兌盈虧在損益表入帳。

(q) 聯營發展項目
集團與地產發展商就重建項目達成的安排被視作聯營發展，並根據發展協議的條款入帳。集團由此等發
展分得的收入乃按照附註2(e)(ii), (iii)及(iv)在損益中入帳。

就集團接收由聯營發展項目以資產形式所分得的物業，按達成協議時該等物業的公允價值列為非流動資
產。如決定出售該等物業，則以此價值及可變現淨值之較低者列為流動資產。

(r)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銀行結餘及原到期日為三個月或以下的銀行通知存款。

(s) 僱員福利
薪金及年假在集團僱員提供相關服務的年度內累計及作支出入帳。

集團營運有定額供款的退休保障計劃，集團以強制性或自願性方式向退休保障計劃管理人供款。供款在
應付時確認為支出。

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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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會計政策(續)

(t)  關連人士

(i)  倘屬以下人士，即該人士或該人士的近親與本集團有關連：

(1) 控制或共同控制本集團；
(2) 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或
(3) 為本集團或本集團母公司的主要管理層成員。

(ii) 倘符合下列任何條件，即實體與本集團有關連：

(1) 該實體與本集團屬同一集團的成員公司（即各母公司、附屬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彼此間有關連）。
(2) 實體為本集團或與集團有關連的實體就僱員福利而設立的離職後福利計劃。
(3) 實體受上述(i)所識別人士控制或共同控制。
(4) 於上述(i)(1)所識別人士對實體有重大影響力或屬該實體（或該實體的母公司）之主要管理層成員。

 個別人士之近親家庭成員乃指與在處理與實體交易時可能對該人士施予影響或被該人士影響之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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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3. 財務風險管理

(a) 財務風險因素
集團的活動承受著多種的財務風險：現金流量利率風險、信貸風險、流動資金風險、價格風險及外匯風
險。集團的整體風險管理計劃集中於財務市場的難預測性，並尋求儘量減低其對集團財務表現的潛在不
利影響。

(i)   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集團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來自銀行存款的利率波動。不過，集團的收入及營運現金流量實質不受市
場利率的變動所影響。

(ii)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是按照組合方式管理。信貸風險來自現金及銀行結餘、樓宇復修貸款、應收物業發展商帳
款和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

現金及銀行結餘只有有限度的信貸風險乃由於大部分資金存放於有信貸評級的銀行，其評級由Aa1
至A3。資金亦非集中於個別銀行。

樓宇復修貸款只有有限度的信貸風險乃由於集團有監控程序以確保有跟進行動追討逾期未付款項及
貸款須以有關樓宇作抵押。

應收物業發展商帳款只有有限度的信貸風險乃由於有關物業發展商的控股公司或聯營公司已就履約
保證作出擔保。

貿易應收帳款只有有限度的信貸風險乃由於已收取租戶的租金按金通常以現金支付。

其他應收帳款只有有限度的信貸風險乃由於當出現就印花稅條例第117章的退還情況，集團有權退
還及有監控程序向政府申索買家印花稅及從價雙倍印花稅的退款。

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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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務風險管理(續)

(a) 財務風險因素(續)
(iii) 流動資金風險

審慎的流動資金風險管理指維持充足的現金，和透過已承擔信貸融資備有資金。

管理層根據預期現金流量，監控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的滾存預測。

下表顯示集團的財務負債，按照相關的到期組別，根據由報告期末日至合約到期日的剩餘期間進行
分析。在表內披露的金額為合約性未貼現的現金流量。由於貼現的影響不大，故此在十二個月內到
期的結餘相等於其帳面值(已發行債券除外，當中包含利息成分)。

 2016
$

,
000

 2015
$

,
000

一年以下

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 2,511,016 2,363,838

應付聯營發展項目款項 216,902 192,916

已發行債券      73,469 1,376,863

一至三年

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 398,600 552,900

已發行債券 635,563    643,291

三至五年

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 277,900 189,800

已發行債券 1,806,550 1,127,037

五年以上

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 375,700 455,800

已發行債券 1,223,838 1,96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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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3. 財務風險管理(續)

(a) 財務風險因素(續)
(iv) 價格風險

價格風險由相關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記帳的投資之未來價格有關之不確定因素而產生。

模擬價格風險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若有報價的投資的相關市場價格增加╱減少百分之一而其他各項不定
因素維持不變，來自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記帳的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之變動將會導致集團的盈餘增
加╱減少約三千零三十三萬三千元（二零一四╱一五年：二千九百九十四萬九千元）。

(v) 外匯風險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持有若干現金及銀行結餘乃以人民幣為單位，承受著外匯風險。當人民幣兌換
港元的匯率出現波動時，有關以人民幣為單位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的價值在兌換成港元後亦會有差
異。

模擬外匯風險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若港元兌人民幣貶值╱升值百分之一而其他各項不定因素維持不變，
來自折算以人民幣為單位的現金及銀行結餘而產生的匯兌利潤╱損失將對集團盈餘並無影響（二零
一四╱一五年：集團的盈餘會增加╱減少約四百一十四萬七千元）。

(b) 資本風險管理
集團的資金管理政策，是保障集團能繼續營運，透過重建發展、樓宇復修、舊區活化及文物保育來促進
香港的市區更新。

集團的營運資金主要來自政府注資、累積盈餘及已發行債券。集團亦維持已承擔信貸融資以確保備有資
金應付需要。

(c) 公允價值計量
(i)   按公允價值計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

集團於財務報告結算日以經常性基準計算集團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並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十三
「公允價值計量」所界定，分為三個公允價值等級及詳載於附註15。

(ii)  以非公允價值列報之金融資產及負債
集團的財務資產包括應收物業發展商帳款、應收聯營發展項目款項、現金及銀行結餘、貿易及其他
應收帳款及財務負債包括應付聯營發展項目款項、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由於其年期較短，其帳面
值接近其公允價值。

     集團的樓宇復修貸款及已發行債券，由於貼現的影響不大，其帳面值接近其公允價值。

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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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鍵會計估計及判斷

估計和判斷會被持續評估，並根據過往經驗和其他因素進行評價，包括在有關情況下相信對未來事件的合理
預測。

集團對未來作出估計及假設。所得的會計估計如其定義，很少會與其實際結果相同。很大機會導致下個財政
年度的資產和負債的帳面值有重大調整的估計及假設討論如下。

物業減值及已承擔的項目的準備
根據會計政策(附註2(g))，若事件出現或情況改變顯示資產可能減值，物業減值估計將於每年或更頻密進
行。

根據會計政策(附註2(m))，當集團因過往及已承擔的事件而產生法律或推定之責任，即會將準備入帳。當已
承擔項目的估計價值低於估計的發展及項目相關成本，即會將準備估計的發展及項目相關成本入帳。

物業及已承擔的項目的準備之估值是根據香港測量師學會所採納的「市場價值」基礎估算。估值每年由屬
香港測量師學會合資格會員之內部測量師估算。集團的管理層考慮多方面的資料包括：(i)不同性質、狀況或
地點的物業在活躍市場的當時價格，經調整以反映此等差別；(ii)相類似物業在較不活躍市場的近期價格，
附帶調整以反映該等價格出現的交易日期後經濟狀況的任何變動；(iii)與投得項目的地產發展商的預期安
排；(iv)估計發展及相關成本及其分配；及(v)參考最優惠利率用作地價評估之貼現率。

模擬物業減值及已承擔的項目的準備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若相關項目預期可收取的前期地價的估計增加╱減少百分之五而其他各項不定
因素維持不變，來自物業減值及已承擔的項目的準備撥回╱計入之變動將會導致集團的盈餘增加╱減少約二
億二千二百萬元 （二零一四╱一五年：二億九千九百萬元）。

物業的最終減值，以及最終由已承擔的項目所引致的虧損會受實際對現的價值、物業發展及相關成本及與地
產發展商的最終安排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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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5. 淨收益及其他收入

(a) 收益
年內入帳的營業額為：

 2016
$

,
000

 2015
$

,
000

地產發展商前期地價 2,972,292 9,167,433

聯營發展項目所分得的盈餘 4,449,676 605,378

出售物業                 -    130,871

  7,421,968 9,903,682 

(b) 其他淨收入
年內入帳的其他淨收入為：

 2016
$

,
000

 2015
$

,
000

利息收入 149,336 157,773

租金收入 35,880 24,838

雜項收入 3        -

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記帳的金融資產之收益 7,504 13,430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71)            (129)

淨外匯虧損      (34,789)          (738)

    157,863    195,174

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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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前營運盈餘

除所得稅前營運盈餘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a) 其他項目

 2016
$

,
000

 2015
$

,
000

聯營發展項目的物業成本 1,753,452 7,714,271

折舊 50,260 44,067

物業、機器及設備減值準備撥回 (10,214) (115,552)

發展中物業減值準備 774,622 399,800

已承擔的項目準備 - 419,000

辦公室租金的營運租賃費用 20,949 21,870

保育物業及安置單位支出 34,103 31,331

員工成本(不包括總監酬金)* 340,064 339,308

核數師酬金

     - 核數服務 411  639

     - 非核數服務       1,332             51

已發行債券的利息支出
減：資本化利息支出#

75,015
   (75,015)

88,560  
   (88,560)

              -                -  

 
 * 包括薪金及其他福利共三億一千六百六十三萬九千元(二零一四╱一五年：三億一千五百五十萬五千元)。

 # 被資本化之借貸成本以年息率百分之一點一五至三點八五計算(二零一四╱一五年：年息率百分之一點  
    一五至三點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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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6. 除所得稅前營運盈餘 (續)

(b) 本年度已付或應付行政總監、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酬金

2016

    袍金     薪金
公積金計劃 
           供款     小計     浮薪     合計

$
,
000 $

,
000 $

,
000 $

,
000 $

,
000 $

,
000

行政總監
     - 林濬      
     - 譚小瑩

-
-

3,645
588

-
5

3,645
593

-
176

3,645
769

執行董事(商務)

    - 鄭啟華 - 2,990 18 3,008 748 3,756

七名高級管理職員及一名前任  
    高級管理職員           - 19,413 916 20,329 4,980 25,309
合計**           -   26,636 939 27,575 5,904 33,479

2015

    袍金     薪金
公積金計劃
           供款     小計     浮薪     合計

$
,
000 $

,
000 $

,
000 $

,
000 $

,
000 $

,
000

行政總監
    - 譚小瑩 - 3,527 17 3,544 1,058 4,602

執行董事(規劃、設計及工程)#

    - 林志良 - 1,769 12 1,781 442 2,223

執行董事(商務及行動)

    - 鄭啟華 - 2,990 17 3,007 748 3,755

六名高級管理職員及兩名前任
    高級管理職員           - 20,943 637 21,580 4,695 26,275
合計**           -   29,229 683 29,912 6,943 36,855

#      執行董事的職位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起懸空。
**  不包括代替假期補償，總數為一百一十一萬六千元（二零一四╱一五年：一百二十四萬四千元）。

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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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前營運盈餘 (續)

(b) 本年度已付或應付行政總監、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酬金 (續)

2016 2015
上述人士的薪酬在以下範圍:

$500,000    至 $1,000,000
$1,000,001 至 $1,500,000
$1,500,001 至 $2,000,000
$2,000,001 至 $2,500,000
$2,500,001 至 $3,000,000
$3,000,001 至 $3,500,000
$3,500,001 至 $4,000,000
$4,000,001 至 $4,500,000
$4,500,001 至 $5,000,000
合計

人數

1
-
1
1
1
1
5
1

    -
             11

人數

-
-
-
2
2
2
4
-

    1
             11

沒有就終止董事服務(不管以董事身份或是在擔任董事期間以任何其他身分)而提供款項或福利。亦沒有
就由第三方就某人士作為董事或在擔任董事期間以任何其他身份提供服務而提供或應收的對價。

沒有向董事發放貸款及準貸款。

本局於結算日或本年度任何時間內，並無有關集團業務的重大交易、安排或合約，可令本局的董事獲得
直接或間接的重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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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元為單位)

6. 除所得稅前營運盈餘 (續)

(c) 其他董事會成員

董事會主席及非執行董事之袍金(不包括並無權利收取任何袍金的政府公職人員)如下：

 2016
$

,
000

 2015
$

,
000

主席

蘇慶和先生, JP 100 100

非執行董事(非公職人員)

蔣麗芸議員, JP 65 65
周光暉先生, JP 65 65
何海明先生 65 65
黃嘉純先生, JP 65 65
許焯權教授 (任期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止) - 43
許智文教授, MH 65 65
簡兆麟先生 65 65
郭榮鏗議員 65 65
林智遠先生 65 65
林濬先生, SBS, JP (任期至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一日止) 13 65
廖宜康先生 65 65
李嘉樂博士 (任期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起) 65 22
李律仁先生, JP 65 65
馬錦華先生, JP 65 65
麥美娟議員, BBS, JP (任期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起) 65 22
麥萃才博士 65 65
潘永祥博士, JP (任期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起) 65 22
鄧智輝先生 65 65
涂謹申議員 (任期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止) - 43
黃國健議員, SBS (任期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止) - 43
黃以謙醫生 (任期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止) - 43
黃遠輝先生, SBS, JP 65 65
胡志偉議員, MH (任期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一日起)      65      22

1,283 1,335

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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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所得稅前營運盈餘 (續)

(d) 五名最高薪人士  

 2016
$

,
000

 2015
$

,
000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集團最高薪五名人士
包括行政總監、執行董事及三名高級管理職員。

五位最高薪人士於本年度的薪酬總數如下：

固定 － 薪金
        － 公積金計劃供款
小計
浮薪
合計**

15,591
     430
16,021
  3,078
19,099

15,509
     428
15,937
  4,075
20,012

上述人士的薪酬在以下範圍：

$3,500,001 至 $4,000,000
$4,000,001 至 $4,500,000
$4,500,001 至 $5,000,000
合計

人數
4
1
 -
 5

人數
4
-
1

 5

**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及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不包括代替假期補償金及其他福
利，兩年度並無此數額。

7. 所得稅

(a) 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第十九條，本局獲豁免繳交《稅務條例》(香港法例第一百一十二章)下的徵
稅。

 由於本年度內集團的附屬公司並無估計應課稅盈利，故未有提撥有關之香港利得稅準備(二零一四年╱
一五年：無)。

(b)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之附屬公司有由資產免稅額引致之未確認可扣減的暫時差異及稅務虧
損，分別為七百九十八萬三千元及一千二百一十二萬九千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八百七十八萬
五千元及九百一十六萬七千元），可轉撥以抵銷未來應評稅收入。這些稅務虧損並無失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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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機器及設備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                       

保育物業
土地及

建築物業
有租約物業

修繕 機器及設備
傢具、工具

及車輛 合計
$

,
000 $

,
000 $

,
000 $

,
000 $

,
000 $

,
000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成本 646,696 622,204 68,895 52,753 26,662 1,417,210
累積折舊 (75,261) (283,725) (27,839) (35,895) (18,464) (441,184)
累積減值 (103,993) - - - - (103,993)
帳面淨值 467,442 338,479 41,056 16,858 8,198 872,033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期初帳面淨值 467,442 338,479 41,056 16,858 8,198 872,033
增添 10,301 - 1,409 605 2,644 14,959
轉自發展中物業 240,706 - - - - 240,706
出售 - - (31) (13) (128) (172)
折舊 (16,264) (9,284) (10,222) (4,647) (3,650) (44,067)
減值準備撥回 73,955 41,597 - - - 115,552
期終帳面淨值 776,140 370,792 32,212 12,803 7,064 1,199,011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成本 996,688 661,588 68,083 52,165 26,913 1,805,437
累積折舊 (91,525) (290,796) (35,871) (39,362) (19,849) (477,403)
累積減值 (129,023) - - - - (129,023)
帳面淨值     776,140 370,792 32,212 12,803 7,064 1,199,011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期初帳面淨值 776,140 370,792 32,212 12,803 7,064 1,199,011
增添 - - 446 22 3,184 3,652
轉自發展中物業 207,929 - - - - 207,929
出售 - - (16) (7) (121) (144)
折舊 (22,964) (9,769) (9,432) (4,504) (3,591) (50,260)
減值準備撥回 10,214 - - - - 10,214
期終帳面淨值 971,319 361,023 23,210 8,314 6,536 1,370,402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成本 1,284,919 661,588 68,438 52,146 27,026 2,094,117
累積折舊 (114,489) (300,565) (45,228) (43,832) (20,490) (524,604)
累積減值 (199,111) - - - - (199,111)
帳面淨值 971,319 361,023 23,210 8,314 6,536 1,370,402

集團的土地及建築物業主要包括為安置受重建項目影響之住戶的安置樓宇及自用的商業樓宇。

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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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發展中物業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發展中物業分析如下：

 2016
$

,
000

 2015
$

,
000

成本，包括自置居所津貼(註(i))

於四月一日 20,983,788 27,668,724

加：本年度增加 4,758,203 3,623,615

減：轉入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待售物業  (2,706,576)  (381,288)

減：計入本年度損益  (2,836,452)  (9,927,263)

於三月三十一日* 20,198,963 20,983,788

於三月三十一日的減值準備  (4,765,200)  (4,694,880)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5,433,763 16,288,908

 * 數額包括資本化的累積利息及其他借貸成本共二億九百三十九萬四千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一
億八千二百零三萬七千元）。

註:
(i) 二零零一年三月，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議多項政府的建議，其中通過了修改受政府收回土地影響的住宅

業主所得的自置居所津貼與業主及自住業主所得的額外津貼的計算基礎。本局須按相關的政策，在收購
╱收回物業時，支付自置居所津貼及額外津貼。在遷出其中住客時，本局按上述原則運作，因此本局的
重建項目成本高昂。 

  對住宅物業而言，自置居所津貼的評估是按一位於就特色及便捷而然的類似地區，有相當品質，樓齡
為七年位於中層及座向一般，並非向南或向西及無海景的假設重置單位。給予自住業主的自置居所津貼
為假設單位與收回單位於收購日公開市值的差額。除自置居所津貼外，業主同時會得到以市值估價的金
額。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正進行收購、收地以及自行發展項目建築成本之估計現金流出量
共一百億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一百三十三億元），但並未計算項目將來的收入。

(ii) 集團推出「樓換樓」計劃，給予由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起受集團重建項目影響的住宅自住業主，作為
現金補償的另一選擇。業主在接受市建局現金補償後，可以該筆款項參與此計劃。自住業主選擇「樓換
樓」計劃，若其選擇的新單位市價高於舊單位的現金補償，則需補回差額。他們可選擇購買在原址重建
的單位中較低樓層的單位，或本集團在啟德發展區的樓換樓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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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物業發展商帳款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物業發展商的前期款項分析如下：

 2016
$

,
000

 2015
$

,
000

非流動部分 - 1,716,000
流動部分 1,716,000 2,996,000

1,716,000 4,712,000

於二零一五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並未有應收物業發展商帳款逾期。 

11. 樓宇復修貸款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樓宇復修貸款分析如下：

 2016
$

,
000

 2015
$

,
000

非流動部分 19,543 24,005

流動部分 10,964 13,041

30,507 37,046

樓宇復修貸款是免息的，未履行債務除外。過期款項需償付的利息將根據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所報
的最優惠貸款利率計算。本局保留對二萬五千零一元至十萬元的貸款須以樓宇作抵押之權利。所有非流動
部分的樓宇復修貸款會於報告期末之五年內期滿。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樓宇復修的分期貸款共二十九萬六千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十九
萬九千元）經已逾期但並無減值。此等款項涉及多個最近沒有壞帳記錄的貸款人。此等樓宇復修貸款的帳
齡分析如下：

 2016
$

,
000

 2015
$

,
000

三個月以下 180 43

三至六個月 12 101

六至十二個月 20 17

一年以上   84 338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296 499

集團的最高信貸風險承擔為樓宇復修貸款的帳面值。

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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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

(a) 其他應收帳款
非流動資產的其他應收帳款代表當出現就印花稅條例第117章的退還情況，集團將會向政府申索的買家
印花稅及從價雙倍印花稅的退款。

(b) 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為流動性質，分析如下：

 2016
$

,
000

 2015
$

,
000

貿易應收帳款及預付款項 37,243  24,160 

應收利息 30,754 52,641

其他應收帳款及按金 25,656    26,351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93,653  103,152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二百一十二萬五千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一百一十三萬四千
元）之貿易應收帳款經已逾期但並無減值。此等款項涉及多個最近沒有壞帳記錄的租客。此等貿易應
收帳款的帳齡分析如下：

 2015
$

,
000

 2015
$

,
000

三個月及以下 1,554 716

三至六個月 173 121

六至十二個月 159 94

一年以上    239    203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2,125 1,134

集團的最高信貸風險承擔為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的帳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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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待售物業
 2016
$

,
000

 2015
$

,
000

於四月一日 15,270 15,270

加：由發展中物業轉入  2,418,345           -

於三月三十一日 2,433,615 15,270

14. 聯營發展項目結餘
 2016
$

,
000

 2015
$

,
000

應收聯營發展項目款項 713,261 725,563

應付聯營發展項目款項 (216,902) (192,916)

 496,359  532,647

所有應收╱(付)聯營發展項目款項預期可於一年內收回╱清付。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持有下列進展中的聯營發展項目：

     項目名稱╱地點 土地用途
總樓面面積

(平方米)
實際竣工日期

(年份)
預計竣工日期

(年份)

  尚翹峰╱壹環(灣仔) 商業╱住宅 62,310 2006
(地盤 A 與 B)

2013
 (地盤 C)

﹣

＊ 萬景峯╱荃新天地(荃灣) 商業╱住宅 137,885 2007 ﹣

＃ 名鑄╱K11(尖沙咀) 商業╱酒店╱服務式住宅 103,844 2008 ﹣

＊ 御凱╱荃新天地二期(荃灣) 商業╱住宅 44,404 2008 ﹣

＊ 海峯(深水埗) 商業╱住宅 12,703 2008 ﹣

   豐盛居(深水埗) 商業╱住宅 12,784 2008 ﹣

  海桃灣(大角嘴) 商業╱住宅 43,231 2009 ﹣

   形品•星寓(大角嘴) 商業╱住宅 19,735 2011 ﹣

   必嘉圍(紅磡) 商業╱住宅 2,338 2011 ﹣

 ＊ 奧柏•御峯(大角嘴) 商業╱住宅 21,402 2013 ﹣ 

   麥花臣滙(旺角) 商業╱場館及青年中心╱
住宅

24,767 2013 ﹣ 

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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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聯營發展項目結餘 (續)

     項目名稱╱地點 土地用途
總樓面面積

(平方米)
實際竣工日期

(年份)
預計竣工日期

(年份)

   觀月•樺峯(觀塘) 住宅 27,830 2014 ﹣

   奧朗•御峯(大角嘴) 商業╱住宅 4,843 2014 ﹣

   丰匯(深水埗) 商業╱住宅 30,300 2015 ﹣

＊ 囍匯(灣仔) 商業╱住宅 83,900 2015 ﹣

喜點(馬頭角) 商業╱住宅 6,944 ﹣ 2016

星鑽(西營盤) 商業╱住宅 17,767 ﹣ 2016

SKYPARK (旺角) 商業╱住宅 22,301 ﹣ 2017

浙江街╱下鄉道(土瓜灣) 商業╱住宅 8,376 ﹣ 2017

卑利街╱嘉咸街(上環) 商業╱住宅 18,240 ﹣ 2018

   順寧道(深水埗) 商業╱住宅 7,159 ﹣ 2018

   新山道╱炮仗街(馬頭角) 商業╱住宅 10,346 ﹣ 2018

    海壇街229A至G號
   (深水埗)

商業╱住宅 3,639 ﹣ 2018

@  福榮街（深水埗） 商業╱住宅 5,030 - 2018

@  晏架街／福全街（大角嘴） 酒店 6,529 - 2018

@  北帝街／新山道（馬頭角） 商業╱住宅 9,782 - 2019

@  西灣河街（西灣河） 商業╱住宅 5,960 - 2019

@  海壇街205至211A號
 （深水埗）

商業╱住宅 3,556 - 2019

@  九龍城道／上鄉道
 （馬頭角）

商業╱住宅 12,456 - 2019

    海壇街╱桂林街╱北河街
    (深水埗)

商業╱住宅 58,900 ﹣ 2020

     觀塘市中心第二及三發展區
    (觀塘)

商業╱住宅 178,600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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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聯營發展項目結餘 (續)

＊  由集團及物業發展商持有項目之商業部份，正出租並有待出售
＃  業主參與項目
@  年內獲批項目

集團可按聯營發展協議條款所定收取回報。

就某些項目的商業部份，集團與有關發展商達成增補協議，把商業部份延至領得入伙紙後數年才出售。本
集團分得商業部份出售前的淨營運收入之某個百份比並於本年度入帳作盈餘，並將以同一個比例分得出售
收入。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參考由內部測量師估算商業部份的公開市值，商業部份的總公允價值
(集團分帳前)為九十八億五千二百零五萬二千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六十四億九千七百一十五萬二
千元)。集團會將出售商業部份所分得的盈餘，於出售後，為聯營發展項目盈餘入帳。

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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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記帳的金融資產
 2016
$

,
000

 2015
$

,
000

上市債券
   - 海外 91,766 84,554
   - 香港 463,625 418,332
非上市債券 2,477,861 2,492,000

3,033,252 2,994,886
現金及銀行存款      54,490      35,568

3,087,742 3,030,454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持有的上市債券屬於優質企業及政府債券。

下表列出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按公允價值計算的資產。不同公允價值等級的集團投資定義如下：

• 第一級估值: 相同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未經調整之報價。
• 第二級估值: 市場交易的投資沒有被視為活躍，但可以市場價格報價、證券商報價或有可觀察參數支持

的其他定價來源估值。
• 第三級估值: 資產或負債並非依據可觀察市場數據輸入(即非可觀察輸入)。

第一級 第二級 合計

 2016
$

,
000

 2015
$

,
000

 2016
$

,
000

 2015
$

,
000

 2016
$

,
000

 2015
$

,
000

債券     555,391     502,886  2,477,861  2,492,000 3,033,252 2,994,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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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現金及銀行結餘

 2016
$

,
000

 2015
$

,
000

銀行定期存款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或以下 530,886 356,226
原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 10,217,000 9,184,963

10,747,886 9,541,189
減：代聯營發展項目託管款項 (3,510) (3,533)

10,744,376 9,537,656
銀行存款及現金 23,884 57,480
減：代聯營發展項目託管款項 (2) (1)

       23,882      57,479 
10,768,258 9,595,135

最高信貸風險承擔 10,768,243 9,595,120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的所有現金及銀行結餘均以港元為結算單位。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
日，除了一筆四億一千四百六十六萬五千元的款額以人民幣結算外，其他現金及銀行結餘均以港元結算。

銀行定期存款的平均實際利率為每年百分之一點零八(二零一四╱一五年：每年百分之一點五七)。這些存
款的平均到期日為一百六十日(二零一四╱一五年：一百一十九日)。

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的現金及銀行結餘，並存放在銀行的信貸質素，可參考外部信貸評級並分析如下：

評級(穆迪)
 2016
$

,
000

 2015
$

,
000

Aa1 - Aa3 2,687,882 4,315,209

A1 - A3 7,883,425 5,242,331

Baa1 - Baa2 177,000           754

其他        19,936      36,826

10,768,243 9,595,120

17. 資金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注資一百億元予本局的承擔。政府由二零零二╱零三
年至二零零六╱零七年分五個財政年度注資於本局，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局已收取五筆各二十
億元，即全數一百億元的注資。

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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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分析如下： 
 2016
$

,
000

 2015
$

,
000

貿易應付帳款 62,717 67,750
出售聯營發展項目物業的預售款項 - 2,826,500
租金及其他按金存款 196,784 410,387
其他應付帳款 13,102 14,980
應計費用 3,290,613 3,069,221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3,563,216  6,388,838

非流動部分 1,052,200 1,198,500
流動部分 2,511,016 5,190,338

 3,563,216 6,388,838

19. 已發行債券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根據中期債券發行計劃發行以下的固定利率票據。

2016
$

,
000

2015
$

,
000

非流動部分

於二零一七年到期的港元固定利率票據，票面年息率為百分之一點五 500,000 500,000

於二零一九年到期的港元固定利率票據，票面年息率為百分之一點七五 500,000 500,000

於二零二零年到期的港元固定利率票據，票面年息率為百分之一點六四 300,000 300,000

於二零二零年到期的港元固定利率票據，票面年息率為百分之一點六五 500,000 500,000

於二零二一年到期的港元固定利率票據，票面年息率為百分之二點九二 400,000 400,000

於二零二三年到期的港元固定利率票據，票面年息率為百分之二點一八 300,000 300,000

於二零二三年到期的港元固定利率票據，票面年息率為百分之二點一五 300,000 300,000

於二零二六年到期的港元固定利率票據，票面年息率為百分之三點八五 500,000 500,000

減：未攤銷財務費用      (15,127)     (18,212)

 3,284,873 3,281,788

流動部分

於二零一五年到期的港元固定利率票據，票面年息率為百分之一點一五 - 1,300,000

減：未攤銷財務費用                   -             (133)

               - 1,299,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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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已承擔的項目準備
2016

$
,
000

2015
$

,
000

於四月一日之結餘 459,000 405,000

年內轉回 (459,000) (365,000)

計入損益表              - 419,000

於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 459,000

此款額為已承擔的項目準備。已承擔的項目是指在年結前已進行收購的項目。準備款額已在損益表入帳。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項目的減值準備總額分析如下：
2016

$
,
000

2015
$

,
000

納入發展中物業的減值準備(載於附註9) 4,765,200 4,694,880

載於上文之已承擔的項目準備               -    459,000

項目減值準備總額 4,765,200 5,153,880

21. 用作中介服務之儲備 

業主及買家對本局全資附屬公司市區重建中介服務有限公司所繳服務費將撥入一個儲備帳目以作其他中介
項目之用。

22. 公積金計劃 

集團為合資格僱員設有定額供款的退休保障計劃。依照《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合資格的僱員均可通
過獲強制性公積金豁免的「職業退休計劃」或強制性公積金，得享退休保障，包括僱主的自願供款。兩項
計劃的資產均與集團的資產分開，並由獨立人士管理。集團的自願性供款通常為僱員月薪百分之五至百分
之十(視僱員年資而定)。

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為兩項計劃總共供款二千四百三十六萬四千元（二零一四╱
一五年：二千四百四十八萬六千元），扣除沒收供款部份二百一十二萬七千元（二零一四╱一五年：一百
五十一萬四千元），並已列於本年度集團損益內。

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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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承擔

(a) 資本性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有關物業、機器及設備的資本性承擔如下：

 2016
$

,
000

 2015
$

,
000

有合約承擔而未有產生      95    355

 

(b) 營運租賃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按租用寫字樓的不可撤銷營運租賃，當中包括根據與政府達成的搬遷安
排下，就一個重建項目內的某些政府部門提供辦公室的成本為三千三百零六萬九千元（二零一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六千零八十四萬八千元），而未來最少應付租金的支付情況如下：

 2016
$

,
000

 2015
$

,
000

一年內 47,218 45,001

一年後五年內 26,747 51,706

73,965 96,707

(c) 營運租賃應收租金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按物業的不可撤銷營運租賃，但不包括集團及物業發展商共同發展項目
的商業部份 ，未來最少應收租金情況如下：

 2016
$

,
000

 2015
$

,
000

一年內 23,756 20,417

一年後五年內 12,951 20,334

36,707 4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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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重大關聯方交易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二十四(修訂)「關聯方披露」，集團與董事會成員及總監，以及與他們有關的人士、
政府部門、代理機構或由政府控制的公司所進行的交易(以正常商業條款進行的交易除外)均視為關聯方交
易。

本年度，本局付還政府地政總署為本局進行收回土地及清場工作所產生的五千二百七十一萬七千元 （二零
一四╱一五年：四千七百八十三萬三千元）實際費用。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欠地政總署一筆四
百七十五萬五千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三百九十八萬五千元）有待結帳。該款項並無抵押、免息
及按要求償還，並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內。

於二零一一╱一二年，本局向市區更新信託基金(基金)撥款五億元。年內，本局為基金提供價值九十四
萬八千元（二零一四╱一五年：一百零一萬一千元）的行政及支援服務。二零一四╱一五年度的金額只
作備忘記錄，本局並沒有向基金就此服務收取任何費用。

年內，本局收到基金所支付的九十九萬三千元作為辦公室裝修工程及租賃辦公室物業之費用（二零一四╱
一五年：七十三萬九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基金剩餘款項為四億四千九百二十二萬二千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四億六千八百二十四萬二千元）。本局承諾於基金的結餘用畢後，為基金提供額外資金。

總監及董事會成員為本局之關鍵管理人員，而其報酬已載於附註6(b)及(c)。

25. 舊區活化項目的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本局宣布在旺角市中心推行一項大型街區活化計劃，目標是要彰顯旺角多條主題街道
的特色及提升社區活力。花墟道的改善工程經已完成，通菜街的改善工程將於刊憲程序完成後展開。

行政長官於二零零九年十月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活化中環街市，發展局委託本局進行活化工作。為縮短工期
以早日供市民享用，早前本局提交一個較少結構改動的修訂活化計劃並已於二零一六月三月獲城市規劃委
員會通過。本局現正就履行規劃許可的主要條件準備文件，之後呈交一般建築圖則予屋宇署審批。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上述的活化項目所引致的費用已在本年度列帳，但對本局並無重大財政影
響。

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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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市區重建局財務狀況表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本局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況表列如下：

附註  2016
$

,
000

 2015
$

,
000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367,785  1,193,253 
發展中物業 15,433,763  16,288,908 
附屬公司之權益 (a) 2,186  5,324 
應收物業發展商帳款 -  1,716,000 
樓宇復修貸款 19,543  24,005 
預付款項 238,853  403,906 
其他應收帳款      642,349      524,716 

17,704,479  20,156,112 

流動資產
待售物業 2,433,615  15,270 
應收物業發展商帳款 1,716,000  2,996,000 
應收聯營發展項目款項 713,261  725,563 
樓宇復修貸款 10,964  13,041 
貿易及其他應收帳款 93,591  103,098 
按公允價值透過損益記帳的金融資產 3,087,742  3,030,454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764,719   9,590,666 

18,819,892  16,474,092 

總資產 36,524,371 36,630,204 

資金及儲備
資金  10,000,000  10,000,000 
累積盈餘 19,461,142  15,008,930 

(b) 29,461,142  25,008,930 

非流動負債
貿易及應付帳款 1,052,200  1,198,500 
已發行債券   3,284,873   3,281,788

    4,337,073     4,480,288

流動負債
應付聯營發展項目款項 216,902  192,916 
貿易及其他應付帳款 2,509,254 5,189,203 
已發行債券 -  1,299,867 
已承擔的項目準備                 -      459,000 

  2,726,156   7,140,986 

總資金、儲備及負債 36,524,371 36,63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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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市建重建局財務狀況表 (續)

(a) 附屬公司之權益
 2016
$

,
000

 2015
$

,
000

非上市股份原值 1 1

應收附屬公司帳款(註) 43,907 43,316

減：減值準備 (41,722) (37,993)

   2,186    5,324

註：
應收附屬公司帳款並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償還條款。結餘情況預計將需要超過一年才得以恢復。

下列為本局直接全資擁有，並在香港註冊成立之主要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名稱 數量 每股票面值
Opalman Limited 2 $2
信暉投資有限公司 2 $2
西港城有限公司 2 $2
市區重建中介服務有限公司 1 $10

西港城有限公司專責營運西港城。市區重建中介服務有限公司為有興趣的業主提供中介服務，協助業
主集合土地業權以便在市場中聯合出售或按現行市場機制及其他適用的法例處置。其他附屬公司僅作
為信託公司，於若干聯營發展項目中持有物業。

財務報表附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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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市建重建局財務狀況表 (續) 

(b) 資產淨值變動表

           資金     累積盈餘            總額

$
,
000 $

,
000 $

,
000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10,000,000 13,933,000 23,933,000

年度盈餘及總綜合收入                 -   1,075,930   1,075,930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0,000,000 15,008,930 25,008,930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10,000,000 15,008,930 25,008,930

年度盈餘及總綜合收入                 -   4,452,212   4,452,212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0,000,000 19,461,142 29,461,142

27. 比較數字

於過往年度，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但於財政年度結算日起計卻少於三個月到期的定期存款均被納為「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集團於本年度重新審視這些定期存款的分類，並從「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剔除該定期存
款。有關重新分類的比較數字詳列如下：

過往表列數字 重新分類調整 經重新分類後

$
,
000 $

,
000 $

,
000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合併現金流量表

用於投資活動的淨現金 (2,981,216) (1,612,193) (4,593,409)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775,318 (3,236,770) 1,538,548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259,135 (4,848,963)    410,172

28. 帳目核准

本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四日經董事會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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