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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團 的 財 務 報 表 是 根 據 香 港 適 用 的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而成，在若干重要方面與美

國適用的公認會計原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有差異。

重要差異主要涉及以下各項，而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

所作的必要調整以重整利潤（「淨收入」）及股東資金

（「股東權益」）列於下表。

A   確認物業發展的收入

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集團在工程展開時收取自發展

商的款項，待地基及地盤準備工程完成及適合發展後，

便會確認該等款項所產生的利潤，確認前尚要考慮集團

就該項目所保留的風險及責任（如有）。此外，根據香港

公認會計原則，集團在建築工程完成後接收到分配所得

的發展項目資產後，其利潤按接收該等資產時的公允價

值予以確認。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該等利潤將於物

業建築期內按完成百分率予以確認。

B   德福行政大樓重建工程

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由公司保留的重建行政大樓，

已按公開市值作為土地及樓宇的增加入帳。經扣除有關

費用後，自發展商收取的購物商場及現金，已確認為物

業發展利潤。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重建工程將列作

非貨幣交易，而該項重建工程將按歷史成本入帳，其中

並無確認任何利潤。

C   資產重估及折舊

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投資物業按評估值列帳，而且

該等物業並不計提折舊。同樣是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

則，自用土地及樓宇是根據重估日期的現有用途按公開

市值列帳，並扣除其後任何累計折舊。根據美國公認會

計原則，並不容許重估物業。因此，為了調節香港公認

會計原則及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按評估值或公開市值入

帳的集團物業，已按歷史成本減累計折舊予以重整。折

舊是根據物業的歷史成本及尚餘租賃年期或五十年的使

用年限較短者計算。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須計提折舊

的投資物業的總歷史成本，於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約為三十二億三千四百萬港元及

三十二億五千萬港元，但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該等

投資物業並無計提折舊。

D   若干固定資產的折舊

一九九五年之前，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集團的隧道

內壁鋪砌及地下土木結構並無計提折舊。在美國，按照

既有行業慣例，就財務會計而言，同類資產是按延長年

期計提折舊。就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而言，集團已按一百

年年限為該等成本計提折舊。

自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集

團已重估隧道內壁鋪砌及地下土木結構的估計使用年

限。根據該項重估，該等成本正按一百年的原有使用年

限剩餘的可用年數計提折舊。新會計政策並不追溯採

用，因此於一九九五年並無作出累計調整。

此外，一九九五年之前，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所有

租賃土地的成本並無根據租賃的續約假設予以攤銷。根

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租賃土地的歷史成本是按租賃期

攤銷，其中並未考慮續期。

自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所

有租賃土地按租約未屆滿期限攤銷。根據香港公認會計

原則，此會計政策的改變並不追溯採用，因此於一九九

五年並無作出累計調整。

E   退休金成本

以往，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為地鐵有限公司退休金

計劃（「退休金計劃」）的界定福利元素所作的準備，是根

據退休金計劃的供款來計算的。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

而採納新《會計實務準則》第三十四號後，須為退休金計

劃的界定福利責任現值超出資產的公允價值計提準備。

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此過渡期負債已即時於二零

零二年一月一日保留溢利期初結餘確認入帳。根據美國

公認會計原則，退休金計劃的界定福利元素按照美國財

務會計準則第八十七號確認為按僱員概約服務期計算的

費用。該會計準則並將焦點放在退休金計劃的福利公

式，及以該公式來釐定每年已賺取的福利及因之而產生

的成本。釐定已累積的福利由精算評估師釐定，其中包

括服務成本、貨幣的時間價值、計劃資產的回報、以及

因修改原先的假設所產生的收益或虧損。根據香港公認

會計原則及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所採用的精算評估方法有

少許分別，已確認的退休金開支亦有所差別。因此，根

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按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即時於保留

溢利期初結餘確認入帳的四千四百萬港元過渡期負債已

予回調。根據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第八十七號，退休金成

本按精算方法計出的調整已作出相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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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所得稅

集團在可見未來因重大時差而可能引致的稅項影響，均

依負債法計提準備。至於遞延稅項的資產（淨遞延稅項借

項），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為可見將來有可能收回的淨遞延

稅項的資產，制訂確認的準則，而且要保證日後能產生

應稅收益始可確認。根據帳項附註十二中披露的確認準

則，集團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一筆未確認的

淨遞延稅項負債，相信須予繳付之可能性不大。

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規定，所有遞延稅項於產生時即須

作出全數撥備。但若該等遞延稅項資產不是「很可能」

變現，則會為遞延稅項的資產作出估值準備。根據

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很可能」被界定為可能性超過百分

之五十。

G   若干成本撥作資本

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若干非遞增性成本被撥作機場

鐵路項目及其他資本性項目的資本。美國公認會計原則

並不容許將此等非遞增性成本撥作資本。然而大部分已撥

作資本性項目資本的成本屬於遞增性質，因此，已根據香

港公認會計原則及美國公認會計原則適當地撥作資本。

H   利息

集團特別為建造機場鐵路取得資金，根據香港公認會計

原則，該等資金的利息為該項目耗用前，記入機場鐵路

項目下在建鐵路工程的帳目內。就此目的賺取的利息，

包括不是用於建造機場鐵路而由集團暫時運用資金的名

義利息。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所賺取的實際利息在

釐定該期間盈利時已包括在內，而暫時運用資金的名義

利息不會予以確認。

I   股份獎勵

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公司及主要股東（指股權超過百

分之十者）分別以毋須代價之方式給予公司僱員之認股權

及股份，毋須記入公司之損益帳。根據美國公認會計

原則，上述所發出之認股權及股份則根據會計原則局第

二十五號意見書入帳列為注資，而相應抵銷之數額則在

損益帳中列為薪酬支出。股份批授之薪酬支出根據股份

於指定計算日期的市價釐定，而認股權方面則以指定計

算日期股份市價減行使價釐定。指定計算日期為個別僱

員獲授股份數目及行使價二者皆能確定的首日。

J   其他

其他調整主要是指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遞延成本後的

淨效應，須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將之確認為費用。此

外，若干預期費用已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予以確認，

但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在收到或獲提供有關貨物或

服務前，不會確認有關費用。

K   衍生工具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由二零零一年一月一日起，集

團採納美國財務會計準則第一百三十三號「衍生工具及對

沖活動的會計處理」。該項準則確立衍生工具（包括其他

合約中所涉及之若干工具）以及對沖活動之會計及呈報

標準。所有衍生工具（不論旨在作對沖用途與否），均須

按公允價值於資產負債表中列帳。倘衍生產品以公允

價值法作對沖，則該衍生產品及對沖項目之公允價值

變動，將於盈利中確認。倘衍生產品以現金流量法作

對沖，該衍生產品公允價值變動之有效部分，於其他

綜合收入中記錄，並當所對沖項目影響盈利時在損益帳

中確認。以現金流量法對沖時，其公允價值變動之非有

效部分，將確認為盈利。

集團利用衍生工具管理所承擔有關外幣及利率之風險。

集團持有衍生產品之目的，在於利用最有效方法減低風

險以清除或減少有關風險之影響。

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衍生工具無須在資產負債表中

以公允價值列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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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的淨收入調整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01 2002 2002

百萬元 港元 港元 美元

（附註一） （附註二）

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計算的年內利潤 4,284 4,212 540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規定的調整

物業發展確認的收入 1,216 (115) (15)

重估及重建物業的折舊 (64 ) (66) (8)

若干固定資產的折舊 10 10 1

退休金成本的差額 112 45 6

遞延稅項 (724 ) (761) (98)

若干資本化成本 (65 ) (66) (8)

利息 (21 ) (20) (3)

股份獎勵 (60 ) (5) (1)

衍生工具，包括於二零零一年採納美國財務會計準則

第一百三十三號的累計影響 (53 ) (11) (1)

其他 (1 ) 3 –

上述調整的稅務影響 (160 ) 35 5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的年內淨收入 4,474 3,261 418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0.89港元 0.64港元 0.08美元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的股東權益調整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2001 2002 2002

百萬元 港元 港元 美元

（附註一） （附註二）

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計算的股東資金 54,049 56,827 7,286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規定的調整

物業發展確認的收入 2,277 2,162 277

重估及重建物業的累計折舊 (298 ) (364) (47)

資產重估儲備 (6,634 ) (6,430) (824)

若干固定資產的累計折舊 (781 ) (771) (99)

退休金成本的差額 (199 ) (110) (14)

遞延稅項 (2,481 ) (3,242) (416)

若干資本化成本 (1,173 ) (1,239) (159)

利息 676 656 84

衍生工具，包括於二零零一年採納美國財務會計準則

第一百三十三號的累計影響 (326 ) (501) (64)

其他 37 40 5

上述調整的稅務影響 (121 ) (86) (11)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計算的股東權益 45,026 46,942 6,018

附註：

一. 根據香港公認會計原則，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三十四號，「僱員福利」。由於採納《會計實務準則》

第三十四號，集團因應若干僱員福利（包括員工的既得年假及外遊津貼享有權）於責任產生的會計期間確認為負債。根據香港公認

會計原則，《會計實務準則》第三十四號已溯及既往採納，導致若干前期結餘重列（帳項附註四十二A）。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

因應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三十四號的應計員工的既得年假及外遊津貼享有權乃代表因改正錯誤而須重列的項目。然而，根據

美國公認會計原則重列的數額並不視為對集團的營運業績及股東權益有重大影響。

二. 為方便讀者閱讀，美元等值已按7.7998港元換算，此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路透社所提供的香港收市買入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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