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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欣然提呈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

政年度的董事報告及經審核帳目。

集團主要業務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包括：

A 經營地鐵中環至荃灣（荃灣㵟）、油麻地至北角

（觀塘㵟）、柴灣至上環（港島㵟）、香港至東涌（東

涌㵟）及香港至赤杢角香港國際機場（機場快㵟）的

集體運輸鐵路系統；

B 配合鐵路系統（包括將軍澳支㵟）進行物業發展；

C 經營鐵路系統的相關商業活動，包括出租廣告位

及商店經營權、投資物業之管業及租務；

D 設計、建造、融資及經營將軍澳支㵟；

E 策劃及興建未來的鐵路系統支㵟；及

F 公司之附屬公司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前稱聯俊達

有限公司）經營八達通智能卡系統，作為運輸及非

運輸服務上的付款系統。

股息
董事建議向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八日名列公司股東名

冊的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0.28港元。待所

需決議案於應屆股東周年大會上獲得通過後，股息

將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以港元現金派發，而股

東亦可選擇代息股份。

董事局成員
本年度董事局成員包括蘇澤光（主席兼行政總裁）、

張 佑 啟 、 錢 果 豐 、 艾 爾 敦 、 簡 大 偉 、 何 承 天 、

盧重興、運輸署署長（霍文）、運輸局局長（吳榮奎）

及俞宗怡。蘇澤光及俞宗怡於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七

日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上輪流退任，並已獲重選連

任為董事局成員。

錢果豐及盧重興將於應屆股東周年大會上按公司章

程細則輪流退任，並表示有意膺選連任。

各董事局成員的簡歷載於第五十六頁。

替任董事
本 年 度 替 任 董 事 包 括 郭 立 誠（ 代 替 俞 宗 怡 ）、

陳 阮 德 徽（ 代 替 運 輸 署 署 長 ）及 運 輸 局 副 局 長

（代替運輸局局長）。

執行總監會
本 年 度 執 行 總 監 會 成 員 包 括 董 事 局 成 員 蘇 澤 光

（主席兼行政總裁），以及柏立囱、陳富強、祁輝、

何恆光、郭敬文及杜禮等總監。二零零二年一月

三十一日，郭敬文辭任財務總監職務，梁國權已於

二零零二年二月一日獲委任為新任財務總監。

本年度執行總監會成員的簡歷載於第五十七頁。

公司管治
公司致力奉行高水平的公司管治。

公司業務由董事局負責管理。根據公司章程細則以

及董事局採納的規程，董事局已授權執行總監會負

責公司日常管理事務，而董事局本身則會保留若干

權利，包括批准公司財務報表、派息政策、對會計

政策作出重大修改、每年營運預算、若干重要合

約、若干融資安排及重大投資、風險管理策略、庫

務政策及車費結構等事項。

董事局定期舉行會議，而在會期前後董事局成員可

獲得有關資料，了解公司業務發展。各董事局成員

均可及時充分得悉有關資料，並在需要時可諮詢獨

立專業意見。作為良好公司管治的完整部分，特設

立多個委員會，詳情如下：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大多從獨立非執行董事中委任。其

每年舉行四次會議，檢討公司財務報表是否完備、

準確及公平、內外審核工作的性質及範圍，以及評

估公司為了方便董事局監察集團整體財務狀況及保

障集團資產所設立的內部控制系統之成效；設立此

等系統旨在查明有否存在重大的財務誤報或損失情

況。董事局須就此等系統負責，並已制定適當的權

力及指引。審核委員會主席亦負責編製年度報告，

向董事局匯報全年工作情況，並會特別提出任何

主席認為重要的問題加以檢討。審核委員會於二零

零一年度曾舉行四次會議。本年度審核委員會成員

包括簡大偉（主席）、張佑啟及運輸署署長霍文，彼

等均為非執行董事。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檢討人力資源問題，包

括檢討主席兼行政總裁及執行總監會成員的聘用條

款及條件、薪酬、退休福利等。本年度薪酬委員會

成員包括錢果豐（主席）、何承天及俞宗怡，彼等均

為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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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司法定股本為

六十五億港元，分為 6,500,000,000股普通股，其中

5,055,229,742股為已發行及入帳列作繳足普通股。

贖回上市證券
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並無買賣或贖回在

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債券。

物業
公 司 主 要 投 資 物 業 及 待 售 物 業 的 詳 情 載 於 第 三

十八頁。

捐贈
公司於本年度合共捐獻二十七萬八千三百港元，其

中二十七萬五千八百港元乃捐贈予香港公益金。

內部管制
董事局須確保執行有效的內部控制系統，主要目的

在於確定遵守公司的管制政策，以保障公司資產，

並保存完整正確的財務紀錄。

審核委員會其中一項職責，為根據執行總監會、公

司管理層及核數師所提供資料，檢討內部控制系統

的成效。

匯報及監察
所有營運及業務活動均訂有全面之財政預算制度，

並由董事局審批年度預算。公司的營運、業務及工

程項目對比預算的結果，須每月向董事局呈報，並

定期更新年度財政預測數字。

庫務管理
公司庫務部乃按照董事局認可的指引運作，根據理

想融資模式管理公司債務結構，包括界定理想的金

融工具、定息和浮息債項組合模式、還款期、利率

風險、貨幣風險及融資準備期。公司會定期檢討及

改良該模式，以反映公司財務需要及市場狀況所出

現的轉變。利率掉期及貨幣掉期等金融衍生工具只

會用作對沖，以控制集團的利率及貨幣風險。為監

控公司的衍生工具活動，公司訂立審慎的指引及程

序，其中包括全面的信貸風險管理系統，以「風險

價值」方法監控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而公司庫務

部屬下部門之職責均適當劃分。

重大的融資交易及衍生工具交易指引（包括信貸風

險管理架構）須取得董事局批准。

資本性與經常性開支
主要資本性與經常性開支的評估、檢討及審批均有

既定程序。所有超逾公司資產淨值百分之零點二的

工程項目開支及超逾公司資產淨值百分之零點一的

顧問服務聘用事宜，均須取得董事局批准。

發行債券及票據
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曾發

行債券及票據，詳情載於帳項附註二十五 D。該等

債券及票據乃為配合集團一般資金需求而發行，當

中包括為新資本性開支融資及為到期債務再融資。

電子數據
電腦系統的操作須按照既定程序執行，並且定期作

出品質檢討，以確保財務紀錄完整無誤，且數據處

理效率良好。

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成員之合約權益
除公司向一位執行總監會成員提供一項貸款（詳情

載於帳項附註五 B）及賠償契約（詳情載於下文「有

關公司私有化發售股份之交易」）外，本年度結算日

或本年度任何時間，均無任何由公司或任何附屬公

司簽訂，而董事局或執行總監會成員在當中有重大

利益關係的主要合約。

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成員之股份權益
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二

十九條而須設立的登記冊所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

事證券交易標準守則向公司及聯交所所披露的資

料，董事局或執行總監會成員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擁有公司股本證券權益的詳情如下：

普通股

董事局或執行總監會成員 普通股數目

蘇澤光 46,142

柏立囱 23,142

陳富強 23,100

祁輝 23,677

何恆光 26,284

杜禮 25,256

郭敬文 27,284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負責推薦及提名人選填補董事局空缺。在

任何時候，股東均可在股東大會上，或由董事局接獲

提名委員會推薦後委任新董事。由董事局委任的董事

必須在獲委任後的首個股東周年大會退任。由以上

兩種方式選任的董事均有資格重新選任。於公司每年

度的股東周年大會上，據此委任的董事其中三分

之一（或最接近而少於三分之一之數）須輪流退任，

根據地鐵條例由香港行政長官委任的董事除外。

本年度提名委員會成員包括艾爾敦（主席）、盧重興

及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彼等均為非執行董事。

公司在本年度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最佳應用守則。

唯一例外情況乃公司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除

根據地鐵條例第八條由香港行政長官委任者外，有

關董事按公司章程細則第八十七及八十八章必須在

公司股東周年大會輪席退任及重選。

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一年分別榮獲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發公共服務組別「最佳公司管治資料披露

之鑽石大獎」及恆生指數組別「最佳公司管治資料披

露之評判嘉許」榮譽。

內部審核
公司內部審核部門扮演重要角色，支援公司管理層

合作監察公司內部管治情況。該部門主要工作包括：

• 隨意省覽審閱公司活動及內部控制的各方面情況；

• 定期全面審核所有業務、支援組別及附屬公司的工

作守則、程序、開支及內部控制等事宜；

• 定期及視乎情況需要，進行特別審閱及 ／或調查工

作，並作出匯報。公司內部核數師直接向董事局主

席匯報，並可直接與審核委員會接觸。

道德文化
董事局已通過一套工作操守指引，全體職員在處理

同事、顧客、客戶、供應商、承建商及顧問等問題

上均須依循此套指引。制訂工作操守指引，旨在為

旗下員工孕育一套根深蒂固的價值理念，在處理業

務過程中就何謂對與錯取得共識，並概述有關工作

上遇到道德問題的解決方法。

政策
董事局已就下列事項採取風險管理策略：

A 建造及保險；

B 財務；

C 庫務風險管理；

D 安全風險管理；

E 保安管理；

F 環境管理。

未經董事局批准，上述政策不得隨意變動。

銀行透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集團借貸總額共達三百一十三億八千五百萬港元（二

零零零年：二百七十二億零三百萬港元）。借貸（包

括銀行透支及銀行貸款）詳情載於帳項附註二十五。

帳項
公司及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政

狀況及業績，以及集團本年度的現金流量，載於第

六十九頁至一百零九頁的帳項。

十年統計數字
集團過去十年業績及資產負債概要，連同若干主要

車務統計數字載於第五十四頁及五十五頁。

固定資產及在建鐵路工程
本年度固定資產及在建鐵路工程的變動情況分別載

於帳項附註十三及十四。

儲備變動
本 年 度 儲 備 的 變 動 情 況 載 於 帳 項 附 註 三 十 一 及

三十二。

股本
截至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司法定股本為

六十五億港元，分為 6,500,000,000股普通股，其中

5,000,000,000股為已發行入帳列作繳足普通股。年

內，公司發行共 55,229,742股普通股。其中：

A 2,098,000股普通股因根據公司認股權計劃所授認

股權獲行使（詳情見帳項附註三十九）而由公司發

行。行使有關認股權的持有人就所發行的每股普通

股向公司支付 8.44港元；

B 18,235,023股普通股由公司發行作為公司就截至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現金股息為 0.10港元）股東所選擇的代息股

份；及

C 34,896,719股普通股由公司發行作為公司就截至

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普

通股現金股息為0 . 1 4港元）股東所選擇的代息股份。

董事局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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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八日與政府訂立協議，由

公司負責設計及興建由二十四區至寶琳的園林海濱

及行人天橋，工程總值二千零八十五萬港元。

(4)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與政府訂立協議，由

公司負責西九龍填海區北部六號及十號房屋地盤鄰

近噪音消減措施的設計工作及建造工程，工程總值

二億一千零五十萬港元。

(5) 二零零一年六月四日與政府訂立協議，由公司

負責有關九龍區教育資源中心暨公共交通交匯點的

下層結構工程，工程總值七千八百九十萬港元。

政府為公司主要股東。

C 公司與房屋委員會就將軍澳支㵟工程達成以下委

託協議，公司同意代表房屋委員會進行有關工程，

並根據完成的工程進度按月收取費用：

(1)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日與房屋委員會訂立協

議，由公司負責調景嶺南的地盤平整工程，工程總

值一億二千四百零四萬五千零三十二港元。

(2)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日與房屋委員會訂立協議，

由公司負責東區海底隧道樓宇及油塘站上蓋商場的

地盤平整及部分地基工程，工程總值三億九千七百

六十萬港元。

(3)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一日與房屋委員會訂立

協議，由公司負責油塘第四期公共交通交匯點的

建造工程，工程總值四千六百二十七萬八千五百

一十四港元。

房屋委員會為政府法定組織，而政府則為公司主要

股東。

D 公司與機場管理局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訂

立委託協議，由機場管理局代表公司負責進行有關

赤杢角機場月台之興建工程，工程總值八億五千

四百萬港元。

機場管理局為政府法定組織，而政府則為公司主要

股東。

E 公司與九廣鐵路公司（「九廣鐵路」）於二零零零

年一月十八日訂立委託協議，由九廣鐵路代表公司

負責進行有關機鐵南昌站的設計及興建工程，工程

費用由九廣鐵路負責。

九廣鐵路由政府全資擁有，而政府則為公司主要

股東。

土地協議

A 公司與政府就有關機鐵之發展達成以下批地協

議，公司可發展鄰近機場快㵟及東涌㵟的若干地

盤。補足地價後，公司可在建築契約期內發展有關

地盤。所有協議均訂明，地盤發展後的租約期將至

二零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屆滿。

(1)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為發展香港站以私人

協議方式批出內地段 8898號而訂立批地第 12459號批

地書，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屆滿，

總代價或價值為五十八億三千四百萬港元。

(2) 二零零零年二月一日訂立有關發展香港站之第

12459批地書修訂本，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六年

二月一日屆滿，總代價或價值為五十五億港元。

(3) 一九九六年七月八日為發展九龍站向公司批出

九龍內地段 11080號土地，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九

年三月三十日屆滿，總代價或價值為：地盤 A－三

十三億七千七百二十三萬港元；地盤 B、 C、D、 E、

F及G－尚待評估。

(4)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五日作出修訂，公司可根據新

修訂的新用戶及建築面積限制發展九龍站地盤 C，

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四日屆滿，總代價

或價值為二十四億港元。

(5)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二日作出修訂，公司可根

據新修訂的新用戶及建築面積限制發展九龍站地盤

E、 F及 G，地盤 E及 F之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屆滿，而地盤 G之建築契約期則至二零

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屆滿，總代價或價值為五十五

億六千二百七十一萬港元。

(6) 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為發展奧運站以私人協議

方式批出九龍內地段 11068號土地訂立第 12349號

批地書，建築契約期至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屆

滿，總代價或價值為十五億三千萬港元。

( 7 ) 一九九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為發展奧運站以私人協

議方式批出九龍內地段1 1 0 7 4號土地訂立第1 2 3 7 5號

批地書，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二年一月三十日屆滿，

總代價或價值為三十七億七千七百八十六萬港元。

(8)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日為發展奧運站以私人協議

方式批出九龍內地段 11090號土地訂立第 12434號

批地書，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三年一月九日屆滿，

總代價或價值為六十一億一千八百萬港元。

(9) 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為發展奧運站以私人

協議方式批出九龍內地段 11104號土地訂立第 12529

號批地書，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屆滿，總代價或價值為三億零二百四十八萬港元。

(10)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日以奧運站九龍內地段

11104號土地交換九龍內地段 11151號土地方式修訂

租約，將土地用途由酒店改為住宅，總值八億一千

五百零五萬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二十九條

而須設立之登記冊所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證券

交易標準守則向公司及聯交所所披露的資料：

A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任何董事局及

執行總監會成員持有公司或其聯營公司（定義見披

露權益條例）的證券權益；而

B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董事局

及執行總監會成員及其配偶或十八歲以下之子女概

無持有任何可認購公司股本或債券的權利，彼等亦

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權益
按公司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十六（一）條而設立的登

記冊所載，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擁有公司

股本票面值百分之十或以上權益的公司名稱及有關

的股份數目列示如下：

名稱 普通股數目

財政司司長法團 3,869,799,423

（代表政府之受託人）

主要供應商及顧客
公司與五位最主要供應商的採購價值（不屬於資本

性質），佔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採購總額不足百分之三十。公司與五位最主要顧

客的交易額，以價值計算佔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營業額不足百分之三十。

持續經營
第六十九頁至一百零九頁的財務報表，乃按照持續

經營的準則編製。董事局在審閱公司二零零二年度

的財政預算，連同其後五年的長期預測後，確信

公司具備充足資源在可見未來繼續經營。

關連交易
於審核之年度內，公司與「關連人士」（根據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之定義）達成或進行的交易及安排

載列如下：

營業額

集團營業額實質上全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產生。

委託協議

A 公司與政府就將軍澳支㵟 ／大嶼山機鐵發展工程

達成以下委託協議，政府同意代表公司進行有關

工程，並根據完成工程進度按月收取費用：

(1)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二日與政府訂立協議，由政府

負責興建及將軍澳市中心橫越 P1路以下的隔膜牆，

工程總值一千九百零三萬四千二百港元。

(2) 一九九五年三月六日與政府訂立協議，由政府

負責興建及部分設計西九龍走廊的鐵路隧道及鐵路

平整工作，工程總值三億零二百九十九萬二千九百

四十一港元。

(3) 一九九五年三月六日與政府訂立協議，由政府

負責設計及興建青洲仔與赤杢角之間的鐵路排水系

統、下層道碴及所有橋樑，工程總值六億八千四百

一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三港元。

政府為公司主要股東。

B 公司與政府就將軍澳支㵟 ／大嶼山機鐵發展工程

達成以下委託協議，公司同意代表政府進行有關

工程，並根據完成的工程進度按月收取費用：

(1)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與政府訂立協議，由

公司負責將軍澳市中心近四十五、五十五、五十六

及五十七區的基本設施建造工程，工程總值四千

七百七十五萬港元。

(2)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與政府訂立協議，由

公司負責將軍澳市中心D4路的建造工程，工程總值

一千九百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八十五港元。

董事局報告書

根據帳項附註五C所述的認購股權計劃授出而可認購普通股的購股權

於 2001年
於 2001年 行使 12 月 31日 於行使

董事局 1月 1日 本年度 本年度 認股權時 未經行使 認股權時
或執行總 持有的認 行使期 授予的認 行使的認 已支付之 已獲授予的 之每股加權
監會成員 授出日期 股權數目 （日／月／年） 股權數目 股權數目 每股價格 認股權數目 平均收市價

蘇澤光 20/9/2000 1,599,000 5/4/01–11/9/10 533,000 – – 1,599,000 –

柏立囱 20/9/2000 1,066,000 5/4/01–11/9/10 355,500 21,000 8.44港元 1,045,000 10.50港元

陳富強 20/9/2000 1,066,000 5/4/01–11/9/10 355,500 21,000 8.44港元 1,045,000 10.10港元

祁輝 20/9/2000 1,066,000 5/4/01–11/9/10 355,500 21,000 8.44港元 1,045,000 10.10港元

何恆光 20/9/2000 1,066,000 5/4/01–11/9/10 355,500 22,000 8.44港元 1,044,000 10.15港元

杜禮 20/9/2000 1,066,000 5/4/01–11/9/10 355,500 21,000 8.44港元 1,045,000 10.50港元

郭敬文 20/9/2000 1,066,000 5/4/01–11/9/10 355,500 273,000 8.44港元 793,000 10.0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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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出售位於港島地段 8898號的香港站發展項目地

盤 R商廈第五十五、五十六及七十七至八十八層，

總值三十六億九千九百萬港元。

(22)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為按照第 8082號新批

地書以及地政總署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發

出之函件內所訂明條款及條件發展東涌市地段

4號修訂租約，延展有關該地段的第 8082號新批地

書的建築契約期，總值一千四百七十六萬三千

九百港元。

B 公司就彩虹站鄰近發展權訂立有關新九龍內地

段 6179號批地書，以便公司按照二零零一年十一

月十二日訂立的第 12611號批地書條件內所訂明條

款及條件發展該地段，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屆滿，總值二億零七百萬港元。

公司與八達通卡公司之交易

公司與附屬公司八達通卡公司進行以下交易，使

八達通卡公司能符合銀行條例（香港法例第一五五

章）規定接受存款公司須遵守之要求。

(1)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八日，公司以總代價二千

八百四十七萬五千三百二十二港元額外認購二千八

百四十七萬五千三百二十二股八達通卡公司股份。

(2) 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八日訂立後償貸款協議，公

司向八達通卡公司提供一千八百九十八萬四千港

元貸款（「後償貸款」），以最優惠貸款利率計息。

向八達通卡公司提出的所有其他索償將優先於後

償貸款獲得償還，且未獲香港金融管理局同意

下，八達通卡公司不會償還後償貸款。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公司就

八達通卡公司提供的中央結算服務向八達通卡

公司支付總數四千四百四十萬港元。同期，就各

地鐵車站為八達通卡增值所提供的服務及設施，

公司向八達通卡公司收取增值服務費一千一百

六十萬港元。

由於公司股份於二零零零年十月在聯交所上市，

聯交所豁免公司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涉及

關連交易的規定，惟須符合若干要求。根據其中

一項要求，公司謹此確認，在環球發售（定義見公

司就地鐵私有化而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五日發

出的章程）完成後八達通卡公司所提供之中央結

算服務，以及支付予公司的增值服務費： (i)屬於

公司在日常一般業務中進行的交易； (ii)按一般商

業條款（以香港同類機構的同類交易為準）進行；

及 (iii)交易的條款並不遜於八達通卡公司與其他股

東交易的條款。

(11) 一九九六年三月七日為發展青衣站以私人協

議方式批出青衣市地段1 3 2號土地訂立第6 9 9 3號批

地書，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屆滿，

總代價或價值為四十三億四千三百五十萬港元。

(12)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六日為發展東涌站以私人

協議方式批出東涌市地段1號土地訂立第 7 9 7 3號新

批地書，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零年九月三十日屆

滿，總代價或價值為十七億三千零五十五萬港元。

(13)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為發展東涌站以私人

協議方式批出東涌市地段 2號土地訂立第 7984號新

批地書，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屆

滿，總代價或價值為七億二千四百零一萬港元。

(14)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日為發展東涌站以私人協議

方式批出東涌市地段 3號土地訂立第 8015號新批地

書，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屆

滿，總代價或價值為八億七千三百零三萬港元。

(15) 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修訂第 8015號新批地

書，增加東涌站建築面積，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

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屆滿，總代價或價值為一億一

千六百萬港元。

(16) 二零零零年五月三日修訂第 8082號新批地書，

增加東涌站建築面積及作出若干其他修改，建築

契約期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屆滿，總代價

或價值為四億九千三百五十七萬港元。

(17)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為發展東涌站以私

人協議方式批出東涌市地段 5號土地訂立第 8102號

新批地書，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屆滿，總代價或價值為四十一億五千萬港元。

(18)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六日修訂第 8102號新批地

書，增加東涌站建築面積及作出若干其他修改，

建築契約期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屆滿，總代

價或價值為六億六千萬港元。

(19)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為發展東涌站批出

東涌市地段 4號訂立第 8082號新批地書，建築契約

期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屆滿，總代價或價

值為二十五億一千萬港元。

(20) 二零零一年三月九日訂立轉讓書，遵照第

12434號批地書條件第 25(a)(i)號特別條件，向政府

轉讓九龍內地段 11090號發展項目地下的公共交通

總站，總值一千八百七十七萬港元。

公司與九廣鐵路關於八達通卡公司之交易

公司與九廣鐵路、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

司、城巴有限公司及香港油僡地小輪船有限公司

曾訂立以下協議。

(1) 一九九四年六月九日訂立股東協議，各方同意

成立八達通卡公司，負責開發及經營非接觸式智

能卡車票系統（現稱為八達通）。公司持有八達通

卡公司百分之六十七點八股權，但公司在八達通

卡公司董事局委任的董事只有百分之四十九董事

會投票權。各方按照各自的股權比例合共支付

一千港元認購八達通卡公司股份，並承諾按照各

自的股權比例向八達通卡公司提供合共最多一億

九千五百七十萬港元貸款（已全數償還）。

(2)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三日訂立補充股東協議，針

對八達通卡公司根據銀行條例（香港法例第一五五

章）申請經營接受存款公司業務等問題，修改

一九九四年六月九日所訂立之股東協議條款。各

立約方根據銀行條例（香港法例第一五五章）的規

定承諾向八達通卡公司提供資金，以及提供擔保

和賠償保證。

(3)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七日，八達通卡公司當時的

股東（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及新世界第一

渡輪服務有限公司已取代香港油麻地小輪有限公

司成為股東）訂立有關八達通卡公司的股東取代

協議，將公司於八達通卡公司之股權減至百分之

五十七點四，九廣鐵路的股權則減至百分之二十

二點一，而八達通卡公司則轉為牟利公司。有關

股東取代協議的詳情載於帳項附註十七。

(4)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七日，公司與附屬公司八達

通卡公司訂立八達通卡服務協議（「地鐵八達通服

務協議」），將現行互相提供有關八達通卡服務安

排作出正式規範。根據地鐵八達通服務協議，公

司於二零零二年向八達通卡公司所應付費用估計

為四千六百萬港元，而八達通卡公司於二零零二

年向公司所應付費用估計為一千三百三十萬港

元。根據地鐵八達通服務協議條款，公司接受以

八達通卡支付車費，並向八達通卡公司提供增值

服務、退款服務及其他服務，協議並無限期，可

以發出六個月通知而終止（有關協議的終止通知不

會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前發出）。

(5)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七日，九廣鐵路與八達通卡

公司訂立八達通卡服務協議（「九廣鐵路八達通服

務協議」），將現行互相提供有關八達通卡服務的

安排作出正式規範。根據九廣鐵路八達通服務協

議條款，九廣鐵路接受以八達通卡支付車費，並

向八達通卡公司提供增值服務、退款服務及其他

服務，協議並無限期，可以發出六個月通知而終

止（有關協議的終止通知不會於二零一零年七月

一日前發出）。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九廣鐵

路就八達通車票交易及轉車費向八達通卡公司支

付合共二千九百萬港元。同期，就各九廣鐵路車

站為八達通卡增值所提供的服務及設施，九廣鐵

路向八達通卡公司收取增值服務費六百萬港元。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司及九廣鐵

路分別擁有八達通卡公司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五十

七點四及百分之二十二點一。八達通卡公司為公

司之附屬公司，而九廣鐵路為八達通卡公司的主

要股東。此外，政府為公司的主要股東，而九廣

鐵路則由政府全資擁有。

根據上述聯交所給予公司涉及關連交易的豁免所

規定，公司在地鐵八達通服務協議中確認有關交

易： (i)在公司日常一般業務中進行； (ii)按一般商

業條款（以香港同類機構的同類交易為準）進行；

及 (iii)交易的條款並不遜於八達通卡公司與其他股

東交易的條款。

八達通卡公司－最新資料

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同意下，八達通卡公司於二零

零一年十月十七日償還後償貸款的百分之五十，

其後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七日償還後償貸款餘額。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日，聯俊達有限公司正式易名

為八達通卡有限公司。

董事局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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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協議

由於公司進行局部私有化，公司與代表政府之運

輸局局長於二零零零年六月三十日訂立修訂及重

申協議，修訂及重申將軍澳支㵟項目協議及朂魚

涌紓緩擠塞工程書（兩項工程均在二零零零年一直

進行）。

政府為公司主要股東。

公司與代表政府之運輸局局長於一九九八年四月

二十九日訂立及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七日確認、接

納及同意有關朂魚涌紓緩擠塞工程（「朂魚涌工

程」）之工程書（「朂魚涌工程書」）。根據朂魚涌工

程書，公司負責朂魚涌工程之設計、建造、完

成、試行及運作。有關工程的費用由公司承擔。

朂魚涌工程書規定向公司批地進行鐵路營運（惟須

支付象徵式地價）。

公司與代表政府的運輸局局長於一九九八年十一

月四日訂立有關將軍澳支㵟設計、建造、融資及

營運的項目協議（「將軍澳項目協議」）。根據將軍

澳項目協議，公司所負責的工程資本性開支及完

成將軍澳支㵟工程的其他開支由公司承擔，亦須

就公司所負責的將軍澳支㵟設計、建造及營運工

作提供撥備，另須就公司代表政府進行的工程作

出撥備（政府將會向公司作出補償）。將軍澳項目

協議規定向公司批地進行鐵路營運（惟（其他包括）

公司須向政府支付象徵式地價）、批地建造車廠及

物業發展（惟在兩者情況下公司須向政府支付有待

釐定的款項）。將軍澳項目協議亦規定，將軍澳支

㵟的擁有權及營運權日後會給予公司。

土地認可書

公司已接獲政府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十四日發出之

函件，表示政府同意將公司若干土地權益延期，

與公司首五十年專營權同時終止。而政府亦同意

協助公司爭取其他權利，以便公司在專營期間可

以順利營運鐵路。政府已同意，倘若公司首五十

年專營期獲得延長，則在若干條件下（包括延長專

營權當時的土地政策），政府會修訂若干文件，包

括鐵路營運租約，使該等權利與延長的專營期

同時終止。

政府為公司主要股東。

東區過海隧道協議

公司與代表政府的庫務局局長於二零零零年六月

三十日訂立協議，政府以象徵式代價將東區過海

隧道若干資產於二零零八年交予公司（「東區過海

隧道協議」）。根據東區過海隧道協議，公司同意

就若干款項向政府作出賠償保證，而預期有關數

額並不重大。

政府為公司主要股東。

與公司私有化發售股份之關連交易

(1) 公 司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與 董 事 局

成員、執行總監會成員及財政司司長法團訂立賠償

保證書，財政司司長法團同意在若干情況下，就

財政司司長法團進行環球發售公司股份而出現的

若干負債，對公司、董事局成員及執行總監會作

出賠償。財政司司長法團為公司主要股東，而董

事局成員及執行總監會成員亦為公司的關連人士。

(2) 公司、財政司司長法團、高盛（亞洲）有限責任

公司、匯豐投資銀行亞洲有限公司與瑞銀華寶訂

立以下有關公司私有化發售股份的包銷協議，詳

情載於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五日發出有關

公司私有化發售股份的招股章程：

(i) 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二日與香港包銷商（定義

見該協議）訂立的香港包銷協議；及

(ii)於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與國際包銷商（定義見

該協議）訂立的國際包銷協議。

財政司司長法團為公司主要股東。

核數師
即將退任的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表示有

意繼續留任。股東周年大會上將會提呈一項決議

案，重新委任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出任核數師及

釐定其酬金。

承董事局命

董事局秘書

杜禮

香港，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