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事局報告書

董事欣然提呈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董事報

告及經審核綜合帳項。

集團主要業務
集團主要經營下列核心業務 – 於香港、中國內地和數個海

外城市的鐵路設計、建造、營運、維修及投資；與鐵路及

物業發展業務相關的項目管理；香港鐵路網絡內的車站商

務，包括商鋪租賃、列車與車站內的廣告位租賃，以及協

助電訊商於鐵路沿綫提供電訊服務；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的

物業業務，包括物業發展及投資，及投資物業（包括購物

商場及寫字樓）的物業管理及租賃管理；以及投資於八達

通控股有限公司。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轄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

主要業務載於綜合帳項附註27及28。

業務審視
公司一直致力在其年報中不同的章節內提供有關集團業務

及表現的全面審視。因應《公司條例》對香港註冊之公司須

於董事報告中載有「業務審視」之要求，現把公司2016年

報內涵蓋所需披露的相關章節摘要載列如下，以供參閱。

有關集團對業務的中肯審視及集團於截至2016年12月31

日止年內表現的討論及分析載於主席函件章節（第14頁至

19頁）、行政總裁回顧及展望章節（第20頁至39頁）、業

務回顧章節（第40頁至97頁）及財務回顧章節（第98頁至

109頁）；於2016年財政年度完結後發生，並對集團有影

響的重大事項載於主席函件章節（第14頁至19頁）、行政

總裁回顧及展望章節（第20頁至39頁）及業務回顧章節（第

40頁至97頁）；關於集團面對的重大風險及不明朗因素的

敘述已於行政總裁回顧及展望章節（第20頁至39頁）、業

務回顧章節（第40頁至97頁）及風險管理章節（第125頁至

128頁）披露；集團業務的展望於主席函件章節（第14頁至

19頁）、行政總裁回顧及展望章節（第20頁至39頁）及業務

回顧章節（第40頁至97頁）闡述；集團與其主要持份者關

係的陳述已包含在主席函件章節（第14頁至19頁）、行政

總裁回顧及展望章節（第20頁至39頁）、業務回顧章節（第

40頁至97頁）、投資者關係章節（第112頁至113頁）、企

業責任章節（第114頁至119頁）、人力資源章節（第120頁

至123頁）及公司管治報告書章節（第129頁至148頁）；集

團的環保政策及表現刊載於企業責任章節（第114頁至119

頁）；有關集團遵守對其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法例的

詳情載於公司管治報告書章節（第129頁至148頁）。有關

集團與其主要持份者的關係以及集團的環保政策及表現的

詳情，可查閱公司於2017年5月下旬出版的2016可持續

發展報告。

股息
董事局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82港元（2015：每股0.81

港元），並提議向所有股東提供以股代息的選擇，惟其登

記地址處於紐西蘭及美國或其任何領土或屬土的股東除

外。有關建議有待股東於應屆周年成員大會上批准，而

建議的2016年度末期股息（附有以股代息選擇），預計於

2017年7月12日派發予於2017年5月26日營業時間結束

時名列公司成員登記冊的股東。

於2017年3月7日，董事局亦宣布第二次特別股息（此詞

彙與公司於2016年1月7日刋發的通函具相同涵義）每股

2.20港元，預計在同一時間與2016年度末期股息一起派

發，第二次特別股息將不設以股代息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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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項
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財務狀況，以及集團本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載於第213頁至302頁的綜合帳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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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頁至111頁。

董事局成員
本年度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止，除另有說明外，董事局成員為：

姓名
首次獲推選
之周年成員大會

上次獲重選
之周年成員大會

將於2017周年
成員大會參與重選

非執行董事
馬時亨教授 
 （主席，自2016年1月1日）

2014

陳家強教授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2015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教授） 毋須輪值退任*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 
 （韓志強） 毋須輪值退任*

運輸署署長 
 （楊何蓓茵） 毋須輪值退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黃穗 2014

陳阮德徽博士 2014

鄭海泉 2016

周永健 
 （自2016年5月18日）

2016

方正博士 2015

何承天 已於2016年5月18日舉行的2016周年成員大會退任

關育材 2015

劉炳章 2016

李李嘉麗 2015

文禮信 2014

吳亮星 2014
   ^

石禮謙 2014

鄧國斌 2015

黃子欣博士 2016

執行董事
梁國權 
 （行政總裁）

2015

* 根據章程細則，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根據《香港鐵路條例》第8條委任的董事毋須輪值退任。
^ 吳亮星先生已知會公司彼將不會於2017周年成員大會上參與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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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關於推選包立賢先生及周元先生為新董事的決議案將會提呈2017周年成員大會。有關詳情請參閱與本年報一同派

發的2017周年成員大會通函。

各董事局成員的簡歷載於第160至167頁。

替任董事
本年度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止，除另有說明外，替任董事為：

姓名 替任之有關董事為

(i) 黎志華（自2016年8月1日）
(ii) 陳美寶（直至2016年7月31日）
(iii) 謝曼怡（直至2016年11月30日）

陳家強教授

(i)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
(ii) 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運輸）（黎以德）
(iii) 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運輸）（潘婷婷及陳帥夫）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教授）

發展局副秘書長（工務）2 
 （麥成章（自2016年10月5日）及陳志明（直至2016年10月4日））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
 （韓志強）

運輸署副署長／公共運輸事務及管理 
 （李萃珍（自2016年9月1日）及羅鳳屏（直至2016年8月31日））

運輸署署長
 （楊何蓓茵）

執行總監會
本年度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止，除另有說明外，執行總監會成員為：

姓名 擔任職位

梁國權 行政總裁兼董事局成員

金澤培博士 常務總監 – 車務及中國內地業務，自2016年5月1日 
 （前為車務總監直至2016年4月30日）

鄭惠貞 人力資源總監，自2016年6月1日

張少華 港鐵學院校長，自2016年7月1日 
 （前為歐洲業務總監直至2016年6月30日）

顏永文博士 技術工程總監，自2016年2月22日

許亮華 財務總監，自2016年7月2日

劉天成 車務總監，自2016年5月1日

羅卓堅 財務總監直至2016年7月1日

馬琳 法律及歐洲業務總監，自2016年7月1日 
 （前為法律總監及公司秘書直至2016年6月30日）

蘇家碧 公司事務總監

鄧智輝 物業總監

黃唯銘博士 工程總監

楊美珍 商務總監

執行總監會成員的簡歷載於第168頁至1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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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董事
本年度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止，除另有說明外，公司之附屬公司的所有董事姓名載於第208頁。

董事服務合約
擬於應屆周年成員大會被推選或參與重選連任的董事，概無訂立不可由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一年內終止而毋須作賠償

（法定賠償除外）的服務合約。

董事概無與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訂立合約時間可能超過三年的服務合約，或為終止該合約而使公司需要給予超過一年的

通知期或補償金或支付相等於超過一年薪酬的其他款項。

董事於交易、安排或合約中的重大權益
除了就陳家強教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韓志強先生）

及運輸署署長（楊何蓓茵女士）（皆為政府官員）而言，於第187頁至206頁所述的公司與政府（及／或其聯繫人）之間的關連

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外，於本年度內並無訂立及於本年度內任何時間並無存在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為其中一方、且董事

局或執行總監會成員或與該成員有關連的實體在當中擁有重大權益（不論直接或間接）的而與集團業務有關之重大交易、安

排或合約。

董事於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0所

載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向公司及聯交所具報的資料，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成員於2016年12月31日於公司股份、相

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按《證券條例》第XV部所指者）的詳情如下：

董事局及／或
執行總監會成員

持有的普通股數目
認股權
數目#

獎勵股份
數目#

權益 
合計

總權益佔具投票權
之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比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其他權益 公司權益 個人權益* 個人權益*

馬時亨教授 – 70,000
（附註1）

70,000
（附註1）

– – – 70,000 0.00119

梁國權 1,180,066 – – 23,000
（附註2）

– 359,984 1,563,050 0.02647

陳黃穗 9,002 1,675 – – – – 10,677 0.00018

鄭海泉 1,675 1,675 – – – – 3,350 0.00006

李李嘉麗 – 1,614
（附註3）

2,215
（附註3）

– – – 3,829 0.00006

楊何蓓茵 1,116 – – – – – 1,116 0.00002

麥成章 
（附註4）

558 8,058
（附註4）

– – – – 8,616 0.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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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續）

董事局及／或
執行總監會成員

持有的普通股數目
認股權
數目#

獎勵股份
數目#

權益 
合計

總權益佔具投票權
之已發行股份總數 

百分比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其他權益 公司權益 個人權益* 個人權益*

金澤培博士 169,135 – – – – 93,850 262,985 0.00445

鄭惠貞 – – – – – 71,428 71,428 0.00121

張少華 44,839 – – – – 43,750 88,589 0.00150

顏永文博士 – – – – – 35,700 35,700 0.00060

許亮華 50 2,233
（附註5）

– – – – 2,283 0.00004

劉天成 21,567 – – – 158,000 26,684 206,251 0.00349

馬琳 5,810 – – – – 86,200 92,010 0.00156

蘇家碧 – – – – – 60,450 60,450 0.00102

鄧智輝 86,799 – – – – 87,850 174,649 0.00296

黃唯銘博士 7,395 – – – 55,000 93,267 155,662 0.00264

楊美珍 562,850 – – – – 89,350 652,200 0.01104

附註
1 該70,000股股份乃由馬時亨教授為其及其家族成員所成立的信託 (The Ma Family Trust)間接持有，而他的配偶亦是其中的受益人。
2 該23,000股股份乃由梁國權先生全資實益擁有的私人有限公司Linsan Investment Ltd.持有。
3 該1,614股股份乃由李李嘉麗女士的配偶持有及2,215股股份乃由李女士及其配偶共同持有。
4 麥成章先生於2016年10月5日起獲委任為發展局副秘書長（工務）2，因而成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韓志強先生）的替任董事。 
該8,058股股份乃由麥先生的配偶持有。

5 該2,233股股份乃由許亮華先生的配偶持有。

# 認股權及獎勵股份的詳情分別載於標題為「2007年認股權計劃」及「2014年股份獎勵計劃」的章節內（第182頁至185頁）
* 實益擁有人之權益
† 配偶或未滿18歲的子女作為實益擁有人之權益

除上文及於標題為「2007年認股權計劃」及「2014年股份獎勵計劃」的章節中的披露外，根據《證券條例》第352條而備存

的登記冊所載，或根據《標準守則》向公司及聯交所具報的資料：

A 於2016年12月31日，公司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成員概無於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任

何權益或淡倉（按《證券條例》第XV部所指者）；及

B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成員及彼等之配偶或18歲以下之子女概無擁有任何認購公司

股本或債券的權利，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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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權益
按公司根據《證券條例》第336條而備存的登記冊所載，於2016年12月31日擁有公司所有具投票權之已發行股份5%或以

上權益者的名稱及有關的股份數目列示如下：

名稱 普通股數目
普通股佔所有具投票權之 

已發行股份百分比

財政司司長法團 
 （代表政府之受託人） 4,434,552,207 75.09%

公司已獲香港金融管理局知會，於2016年12月31日，公司約0.39%已發行普通股乃為外匯基金持有（不包括上述財政司

司長法團之持股量）。外匯基金是根據《外匯基金條例》（香港法例第66章）成立的基金，由財政司司長控制。

其他人士權益
按公司根據《證券條例》第336條而備存的登記冊所載或向公司及聯交所具報的資料，除上文標題為「董事於公司股份及相

關股份的權益」及「主要股東權益」所披露者外，於2016年12月31日，並無其他人士於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

權益或淡倉。

2007年認股權計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根據2007年認股權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以認購普通股的認股權的變動載列如下：

執行總監會成員 
及合資格僱員 授出日期

授出的認 
股權數目 

（附註1至5）

認股權可予 
行使之期間 
（日／月／年）

於2016年 
1月1日 
未經行使 
的認股權 
數目

本年度 
成為可 
行使的 
認股權 
數目

本年度 
失效的 
認股權 
數目

本年度 
已行使的 
認股權 
數目

每股 
認股權的 
行使價 
（港元）

於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行使 
的認股權 
數目

緊接行使 
認股權 
當日前之 
每股加權 
平均收市價 
（港元）

梁國權 10/12/2009 170,000 8/12/2010 – 8/12/2016 170,000  –  –  170,000 26.85  – 38.40

17/12/2010 170,000 16/12/2011 – 16/12/2017 170,000  –  –  170,000 28.84  – 38.40

30/3/2012 201,000 23/3/2013 – 23/3/2019 201,000  –  –  201,000 27.48  – 38.40

6/5/2013 256,000 26/4/2014 – 26/4/2020 256,000  85,000  –  256,000 31.40  – 38.31

金澤培博士 14/12/2009 65,000 8/12/2010 – 8/12/2016 65,000  –  –  65,000 26.85  – 38.40

21/7/2010 50,000 28/6/2011 – 28/6/2017 50,000  –  –  50,000 27.73  – 38.40

17/12/2010 170,000 16/12/2011 – 16/12/2017 170,000  –  –  170,000 28.84  – 38.40

30/3/2012 172,000 23/3/2013 – 23/3/2019 172,000  –  –  172,000 27.48  – 38.40

6/5/2013 202,500 26/4/2014 – 26/4/2020 202,500  67,500  –  202,500 31.40  – 38.40

張少華 21/7/2010 35,000 28/6/2011 – 28/6/2017 11,000  –  –  11,000 27.73  – 37.55

20/12/2010 65,000 16/12/2011 – 16/12/2017 21,000  –  –  21,000 28.84  – 37.55

30/3/2012 122,000 23/3/2013 – 23/3/2019 122,000  –  –  122,000 27.48  – 37.55

6/5/2013 180,500 26/4/2014 – 26/4/2020 180,500  59,500  –  180,500 31.40  – 37.96

劉天成 11/12/2009 75,000 8/12/2010 – 8/12/2016 75,000  –  –  75,000 26.85  – 38.20

21/12/2010 75,000 16/12/2011 – 16/12/2017 75,000  –  –  75,000 28.84  – 38.45

30/3/2012 69,000 23/3/2013 – 23/3/2019 69,000  –  –  69,000 27.48  – 38.45

6/5/2013 78,000 26/4/2014 – 26/4/2020 78,000  26,000  –  – 31.40 78,000 –

30/5/2014 80,000 23/5/2015 – 23/5/2021 80,000  27,000  –  – 28.65 80,000 –

羅卓堅 1/11/2013 196,000 25/10/2014 – 25/10/2020 196,000  65,000  –  196,000 29.87  – 40.26

馬琳 10/12/2009 65,000 8/12/2010 – 8/12/2016 65,000  –  –  65,000 26.85  – 38.45

17/12/2010 90,000 16/12/2011 – 16/12/2017 90,000  –  –  90,000 28.84  – 38.45

30/3/2012 158,500 23/3/2013 – 23/3/2019 158,500  –  –  158,500 27.48  – 38.45

6/5/2013 184,000 26/4/2014 – 26/4/2020 184,000  61,000  –  184,000 31.40  – 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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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總監會成員 
及合資格僱員 授出日期

授出的認 
股權數目 

（附註1至5）

認股權可予 
行使之期間 
（日／月／年）

於2016年 
1月1日 
未經行使 
的認股權 
數目

本年度 
成為可 
行使的 
認股權 
數目

本年度 
失效的 
認股權 
數目

本年度 
已行使的 
認股權 
數目

每股 
認股權的 
行使價 
（港元）

於2016年 
12月31日 
未經行使 
的認股權 
數目

緊接行使 
認股權 
當日前之 
每股加權 
平均收市價 
（港元）

鄧智輝 15/12/2009 65,000 8/12/2010 – 8/12/2016 43,000  –  –  43,000 26.85  – 38.25

17/12/2010 65,000 16/12/2011 – 16/12/2017 65,000  –  –  65,000 28.84  – 37.55

30/3/2012 163,500 23/3/2013 – 23/3/2019 163,500  –  –  163,500 27.48  – 37.83

6/5/2013 182,500 26/4/2014 – 26/4/2020 182,500  60,500  –  182,500 31.40  – 38.43

黃唯銘博士 30/3/2012 70,500 23/3/2013 – 23/3/2019 23,500  –  –  23,500 27.48  – 38.50

6/5/2013 81,000 26/4/2014 – 26/4/2020 81,000  27,000  –  81,000 31.40  – 38.50

30/5/2014 83,000 23/5/2015 – 23/5/2021 83,000  28,000  –  28,000 28.65 55,000 38.50

楊美珍 10/12/2009 65,000 8/12/2010 – 8/12/2016 65,000  –  –  65,000 26.85  – 38.40

17/12/2010 65,000 16/12/2011 – 16/12/2017 65,000  –  –  65,000 28.84  – 38.40

30/3/2012 161,000 23/3/2013 – 23/3/2019 161,000  –  –  161,000 27.48  – 38.40

6/5/2013 187,000 26/4/2014 – 26/4/2020 187,000  62,000  –  187,000 31.40  – 38.40

其他合資格僱員 9/12/2009 670,000 8/12/2010 – 8/12/2016 470,000  –  –  470,000 26.85  – 38.40

10/12/2009 2,551,000 8/12/2010 – 8/12/2016 726,000  –  –  726,000 26.85  – 38.63

11/12/2009 2,297,000 8/12/2010 – 8/12/2016 570,500  –  –  570,500 26.85  – 38.47

12/12/2009 610,000 8/12/2010 – 8/12/2016 135,000  –  –  135,000 26.85  – 38.40

14/12/2009 2,443,000 8/12/2010 – 8/12/2016 514,000  –  –  514,000 26.85  – 39.34

15/12/2009 2,773,000 8/12/2010 – 8/12/2016 532,000  –  45,000  487,000 26.85  – 38.57

16/12/2009 1,550,000 8/12/2010 – 8/12/2016 373,500  –  –  373,500 26.85  – 38.93

17/12/2009 1,000,000 8/12/2010 – 8/12/2016 167,000  –  –  167,000 26.85  – 39.39

18/12/2009 389,000 8/12/2010 – 8/12/2016 108,000  –  –  108,000 26.85  – 39.07

19/12/2009 70,000 8/12/2010 – 8/12/2016 70,000  –  –  70,000 26.85  – 38.69

20/12/2009 75,000 8/12/2010 – 8/12/2016 75,000  –  –  75,000 26.85  – 39.87

21/12/2009 520,000 8/12/2010 – 8/12/2016 158,000  –  –  158,000 26.85  – 39.67

22/12/2009 256,000 8/12/2010 – 8/12/2016 122,000  –  –  122,000 26.85  – 39.66

21/7/2010 270,000 28/6/2011 – 28/6/2017 45,000  –  –  – 27.73 45,000 –

16/12/2010 194,000 16/12/2011 – 16/12/2017 55,000  –  –  55,000 28.84  – 38.60

17/12/2010 4,907,000 16/12/2011 – 16/12/2017 2,349,000  –  6,000  1,749,000 28.84 594,000 38.44

18/12/2010 673,000 16/12/2011 – 16/12/2017 389,500  –  –  164,000 28.84 225,500 38.75

19/12/2010 174,000 16/12/2011 – 16/12/2017 25,000  –  –  25,000 28.84  – 38.30

20/12/2010 4,789,500 16/12/2011 – 16/12/2017 1,675,000  –  –  1,122,500 28.84 552,500 39.13

21/12/2010 3,020,000 16/12/2011 – 16/12/2017 1,096,500  –  –  611,500 28.84 485,000 38.84

22/12/2010 975,000 16/12/2011 – 16/12/2017 486,000  –  –  178,000 28.84 308,000 37.61

23/12/2010 189,000 16/12/2011 – 16/12/2017 75,000  –  –  42,000 28.84 33,000 41.34

7/7/2011 215,000 27/6/2012 – 27/6/2018 35,000  –  –  35,000 26.96  – 42.25

30/3/2012 15,868,500 23/3/2013 – 23/3/2019 7,258,000  –  9,500  3,886,500 27.48 3,362,000 38.69

6/5/2013 20,331,500 26/4/2014 – 26/4/2020 15,559,000  5,925,500  48,000  8,407,000 31.40 7,104,000 39.07

1/11/2013 188,500 25/10/2014 – 25/10/2020 188,500  61,500  46,500  117,500 29.87 24,500 38.59

30/5/2014 19,812,500 23/5/2015 – 23/5/2021 17,796,000  6,472,000  278,500  4,859,000 28.65 12,658,500 39.38

附註
1 認股權的行使期不得超過授出日期後七年，而自2007年6月7日採納2007年認股權計劃起計七年後，不得再授出任何認股權。2007年認股權計劃自2014
年6月6日下午5時屆滿後，再無授出任何認股權。

2 除非按上市規則規定獲股東批准，否則於任何12個月內，在2007年認股權計劃下授予任何合資格僱員的認股權獲行使時已發行及可發行的股份總數，連
同公司任何其他認股權計劃下授予該合資格僱員的認股權（包括各認股權計劃下之已行使及未經行使的認股權）獲行使時已發行及可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
超過2007年認股權計劃下的認股權授出日期當日公司已發行股份的0.2%。

3 上述認股權將成為可行使之部分所涉及之股份比例如下：

日期
認股權成為可行使之 

部分所涉及之股份比例

授出認股權日期一周年（「授出周年」）之前 無

由第一授出周年至第二授出周年當日之前一日 三分之一

由第二授出周年至第三授出周年當日之前一日 三分之二

由第三授出周年起及其後 全部

4 根據2007年認股權計劃的條款，每名承授人須按要求向公司支付1.00港元，作為獲授認股權的代價。
5 2007年認股權計劃的其他詳情載於綜合帳項附註10B及47(i)。

2007年認股權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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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掛鈎協議
除於上文標題「2007年認股權計劃」所披露外，公司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並無訂立或於本年度終結時並無存

在任何股票掛鈎協議。

2014年股份獎勵計劃
公司於2014年8月15日採納了2014年股份獎勵計劃。2014年股份獎勵計劃旨在挽留管理層及主要僱員，使參與者的利

益與公司的長遠成功一致，以及推動達成公司策略目標。

薪酬委員會可不時依據2014年股份獎勵計劃的規則，按其絕對酌情權決定基準，讓任何合資格僱員以獎勵持有人身份參

與2014年股份獎勵計劃。獎勵持有人可獲授予受限制股份及／或表現股份（統稱「獎勵股份」）。按2014年股份獎勵計劃下

將予授出之獎勵股份乃公司股本中的已發行普通股。

一般來說，公司將向第三方信託人（「信託人」）支付款項並指示或建議信託人運用有關款項及／或源自作為信託的部分基金

所持普通股的其他現金淨額以購買市場上公司的現有普通股。而該等普通股將由信託人以信託形式代獎勵持有人持有。信

託人不得就在信託中所持的任何普通股行使投票權，而獎勵持有人無權指示信託人就任何未賦予的獎勵股份行使投票權。

獎勵持有人無權享有根據信託下持有的任何股息。

根據2014年股份獎勵計劃下可不時授出的獎勵股份最高數目不可高於於2015年1月1日（該日為2014年股份獎勵計劃的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公司已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2.5%。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根據2014年股份獎勵計劃而授出的獎勵股份合共2,659,778股（2015年：4,029,200

股）。於2016年12月31日，合共5,524,599股獎勵股份尚未賦予、失效或沒收，佔於生效日期之已發行普通股0.09%。

2014年股份獎勵計劃的進一步詳情載於薪酬報告書標題為「長期獎勵」（第157頁至158頁）一節內及綜合帳項附註10C及

47(ii)。

已授予的獎勵股份詳情如下：

執行總監會成員 
及合資格僱員 授出日期

授出的獎勵股份類別

於2016年
1月1日
未賦予的
獎勵股份
數目

本年度
已賦予的
獎勵股份
數目

本年度
失效及／或
沒收的
獎勵股份
數目

於2016年
12月31日
未賦予的
獎勵股份
數目受限制股份 表現股份

梁國權 27/4/2015 60,200 255,000 315,200 20,066 – 295,134

8/4/2016 64,850 – – – – 64,850

金澤培博士 27/4/2015 22,050 57,600 79,650 7,350 – 72,300

8/4/2016 21,550 – – – – 21,550

鄭惠貞 19/8/2016 71,428 – – – – 71,428

張少華 27/4/2015 – 28,800 28,800 – – 28,800 

8/4/2016 14,950 – – – – 14,950

顏永文博士 8/4/2016 – 35,700 – – – 35,700

劉天成 27/4/2015 8,600 12,550 21,150 2,866 – 18,284

8/4/2016 8,400 – – – –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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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總監會成員 
及合資格僱員 授出日期

授出的獎勵股份類別

於2016年
1月1日
未賦予的
獎勵股份
數目

本年度
已賦予的
獎勵股份
數目

本年度
失效及／或
沒收的
獎勵股份
數目

於2016年
12月31日
未賦予的
獎勵股份
數目受限制股份 表現股份

羅卓堅 27/4/2015 16,700 57,600 74,300 11,132 63,168 –

馬琳 27/4/2015 16,950 57,600 74,550 5,650 – 68,900

8/4/2016 17,300 – – – – 17,300

蘇家碧 8/4/2016 16,400 44,050 – – – 60,450

鄧智輝 27/4/2015 18,450 57,600 76,050 6,150 – 69,900

8/4/2016 17,950 – – – – 17,950

黃唯銘博士 27/4/2015 21,700 57,600 79,300 7,233 – 72,067

8/4/2016 21,200 – – – – 21,200

楊美珍 27/4/2015 19,350 57,600 76,950 6,450 – 70,500

8/4/2016 18,850 – – – – 18,850

其他合資格僱員 27/4/2015 2,172,750 1,051,650 3,105,650 716,498 149,766 2,239,386

8/4/2016 2,199,700 107,450 – 12,465 57,985 2,236,700

已發行股份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代價／價值 
（港元）

於2015年12月31日 5,858,228,236 不適用

根據2007年認股權計劃而發行之股份 
 （詳情見綜合帳項附註47(i)）

28,996,000 8.45億 
（由公司收取）

就2015年末期股息而發行之代息股份 15,683,803 5.66億

就2016年中期股息而發行之代息股份 2,382,026 1.01億

於2016年12月31日 5,905,290,065 不適用

有關公司於年內的股本變動詳情載於綜合帳項附註44。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集團並無買賣或贖回任何集團的上市證券。然而，於本年度內，2014年股份獎勵計劃

的信託人根據2014年股份獎勵計劃的規則及信託契約條款，以總額約0.99億港元（2015年：約1.5億港元）在聯交所購入

了合共2,588,350股普通股（2015年：4,029,200股普通股）。

公眾持股量
公司於2000年在聯交所主板上市時，獲聯交所授予公司豁免（「公眾持股量規定豁免」），批准公司無須嚴格遵守《上市規

則》第8.08(1)條的規定。根據公眾持股量規定豁免，公眾於公司持有的指定最低股份百分比不得少於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

總額的10%。根據公司可從公開途徑取得的資料及就董事所知，於本年度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止，公司已按公眾持股量

規定豁免維持指定的公眾持股量。

2014年股份獎勵計劃（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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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供應商及顧客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集團主要供應商及主要客戶的資料如下：

佔集團總採購量
百分比

集團向最大五家供應商之總採購額（非資本性） 20.16%

佔集團總收入
百分比

集團從最大五家客戶所得之總收入 30.27%

集團從最大客戶所得之總收入  14.38%

於2016年12月31日，政府作為集團最大五家客戶之一，透過財政司司長法團（其為公司主要股東）持有佔公司所有具投

票權之已發行股份約75.09%（詳情可參照上文標題為「主要股東權益」一節）。

於2016年12月31日，除馬時亨教授及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外，公司之其他非執行董事及替任董事（其姓名載於第178頁

至179頁）皆為政府官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6年12月31日，其他董事局或執行總監會成員或彼等各自的任何緊密聯繫人或就董事局或執

行總監會成員所知擁有公司所有具投票權之已發行股份超過5%之任何股東，並無於本集團最大五家客戶中擁有任何實益

權益。

捐贈
集團於年內向慈善機構及其他團體捐出約1,350萬港元（2015年：約820萬港元）。

銀行透支、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截至2016年12月31日集團借貸總額為399.39億港元（2015年：208.11億港元）。借貸詳情載於綜合帳項附註36。

發行債券及票據
集團於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曾發行面額總值78.68億港元等值（2015年：11.97億港元等值）的票據，詳情載於綜合

帳項附註36C。該等票據乃為集團一般資金需求而發行，包括資本性開支及債務再融資。

有關控股股東須履行特定責任的貸款協議
截至2016年12月31日，附有控股權限制條件的集團借貸合共347億港元（2015年：145.31億港元），到期日介乎2017

年至2055年不等，另有已承諾但未動用的銀行信貸140億港元（2015年：102億港元）。限制條件是政府作為公司的控股

股東，須維持擁有公司所有具投票權之已發行股份一半以上的股權，否則集團或會被要求即時償還借貸及被取消已承諾但

未動用的銀行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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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
公司主要投資物業及待售物業的詳情載於第68頁至71頁。

關連交易
於回顧年度內，公司與政府訂立以下的交易。按上市規則

規定，政府是公司的主要股東，故就上市規則而言，政府

因此是公司的「關連人士」，而下列各項交易對公司而言是

上市規則所界定的關連交易。

正如公司於2005年1月13日的公告中所披露，聯交所已

向公司授予豁免，在符合若干條件的前提下，豁免嚴格遵

守上市規則第14A章中本應適用於公司與政府之間的關連

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的規定（「豁免」）。

有鑑於此，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1條及豁免之條件作

出如下披露。

I 土地協議
A 於2016年1月5日，公司接受了政府於2015年11月

25日所提出的要約，准許公司進行有關將軍澳市內地段第

70號餘段地盤 J（「地盤 J」）建議發展的「日出康城」第九期

物業發展項目，地價為2,851,990,000港元，及於地政總

署註冊為新批地書第9689號的租契協議批地條件（經十份

修訂書修改或修訂）作出進一步修訂地盤 J租約（「地盤 J租

約修訂」）的條款及條件。地盤 J租約修訂已於2016年2月

15日簽署。

B 於2016年3月16日，公司接受了政府於2016年2月4

日所提出的要約，准許公司進行有關將軍澳市內地段第70

號餘段地盤 I（「地盤 I」）建議發展的「日出康城」第十期物業

發展項目，地價為1,658,800,000港元，及於地政總署註

冊為新批地書第9689號的租契協議批地條件（經11份修訂

書修改或修訂）作出進一步修訂地盤 I租約（「地盤 I租約修

訂」）的條款及條件。地盤 I租約修訂已於2016年5月20日

簽署。

C 於2016年12月6日，公司接受了政府於2016年11月

7日所提出的要約，就香港仔內地段第 464號（組成南港

島綫（東段）的一部分）發展的黃竹坑站及黃竹坑車廠，地

價款項為1,025,021,000港元，並按公司與政府簽訂的批

地文件的條款及條件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批地文件已於

2016年12月22日簽署。

D 於2017年1月4日，公司接受了政府於2016年11月

24日所提出的要約，准許公司進行九龍內地段第11264

號（「地段」）建議發展的何文田物業發展項目，地價為

6,282,370,000港元，並按公司與政府簽訂的批地文件

（「該批地文件」）的條款及條件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地段。

該批地文件已於2017年2月27日簽署。

II 關於高鐵香港段項目的第三份協議
政府與公司於2015年11月30日訂立有關高鐵香港段項目

進一步資金安排及完成的高鐵香港段協議（「第三份高鐵香

港段協議」）。高鐵香港段協議載有綜合條款組合及規定：

(i) 政府將承擔和支付最高844.2億港元的項目造價；

(ii) 如項目造價超過844.2億港元，公司將承擔和支付超

出該金額（如有）的部分，但不包括若干經協定的例外 

費用；

(iii) 公司將分兩期等額支付每股合共4.40港元的特別股息

（每期特別股息為每股現金2.2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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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對於2010年訂立有關高鐵香港段項目的現有委託協議

（請參閱以下「持續關連交易」中「II、與政府及／或其聯

繫人士之非合併相關持續關連交易」的B2部分）將作出

若干修訂，包括應向公司支付的項目管理費用增加至

合共63.4億港元；

(v) 政府保留對公司目前超支的責任問題（如有）提交仲裁

的權利。相關仲裁只會在高鐵香港段開始通車後才展

開；及

(vi) 第三份高鐵香港段協議取決於在協定時限內獲得 (a)公

司獨立股東的批准及 (b)立法會批准政府額外財務承

擔。

公司於2016年2月1日舉行的成員大會，公司獨立股東已

投票贊成批准第三份高鐵香港段協議決議。香港立法會於

2016年3月11日批准政府額外財務承擔。因而，上述第

(vi)段的條件獲滿足。每股2.20港元的第一期特別股息已

於2016年7月13日向股東派發，而每股同樣為2.20港元

的第二期特別股息將於2017年下半年在同一時間與2016

年度末期普通股息一起派發。

持續關連交易
在回顧年度內，以下交易和安排涉及持續或經常，並預期

維持一段時間，與政府及／或九鐵公司、機場管理局（「機

管局」）、UGL Rail Services Pty Limited（「UGL」）、禮頓

建築（亞洲）有限公司（「禮頓亞洲」）及 John Holland Pty 

Limited（「JHL」）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

如上文「關連交易」一節所述，就《上市規則》而言，政府

為公司的主要股東。按《上市規則》的定義，九鐵公司和機

管局均為公司的聯繫人士。

Metro Trains Melbourne Pty. Ltd.（「MTM」）是一家在澳

洲成立的合資公司。至2016年12月完成重組前，公司在

MTM股東大會上直接持有60%表決權，而UGL及 John 

Holland MTA Pty Ltd（「JHMTA」）（就 JHMTA而言，始於

2016年9月16日在其向 John Holland Melbourne Rail 

Franchise Pty Ltd （「John Holland」）收購了MTM的20%

權益後）在MTM股東大會上各自直接持有20%表決權。因

此，UGL及JHMTA為MTM的直接主要股東。

在完成重組後，Metro Trains Australia Pty Ltd（「MTA」）

成為MTM新的控權公司，而公司、UGL及 JHMTA成為

MTM的間接主要股東。因此，公司、UGL及 JHMTA為

MTA的直接主要股東。公司、UGL及 JHMTA於MTA的

持股比例相當於他們在MTM重組前的持股比例。因此，

UGL及 JHMTA為公司的關連人士。此外，由於 JHL是

JHMTA及John Holland的聯繫人，JHL亦成為公司的關連

人士。

直至 2015年 4月前，禮頓亞洲是 John Holland的聯繫

人，因此亦成為公司的關連人士。Leighton Holdings 

Limited（現稱CIMIC Group Limited（「CIMIC」））於2015年

4月將其於 John Holland Group Pty Ltd及其附屬公司的

100%股權轉讓予中交國際（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之後，禮

頓亞洲不再為John Holland的聯繫人，因此亦不再是公司

的關連人士。

自2016年12月，隨著CIMIC Group Investments No. 

2 Pty Limited（CIMIC的全資附屬公司「CGI2」）投標收購

UGL Limited的普通股後，UGL Limited已成為CIMIC的

間接附屬公司。因此，CIMIC及UGL Limited（UGL的控權

公司）各為MTM的間接主要股東。因此，禮頓亞洲（CIMIC

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再次成為公司的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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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上市規則》而言，政府、九鐵公司、機管局、

UGL、禮頓亞洲及 JHL各為「關連人士」，而下文 I、II及 III

段所述各項交易則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構成公司的持續關

連交易。

根據聯交所發出的指引信GL 73-14及參考了聯交所於

2016年1月發出的建議，公司內部審核部已審閱下列公司

的持續關連交易及有關的內部監控程序。內部審核部認為

公司制定的內部監控程序足夠及有效，並已將此向公司的

審核委員會作出匯報，以協助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

合併相關豁免（定義如下）、豁免及《上市規則》（視適用情

況而定）的年度檢討及確認。

I 與合併相關的持續關連交易
下文A至D段所列各項交易均為兩鐵合併的一部分，並於

2007年10月9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公司獨立股

東批准。這些段落應連同下文「兩鐵合併額外資料」所載

的段落一併閱讀。

正如公司於2007年9月3日就兩鐵合併發出的通函所披

露，聯交所已向公司授予豁免，在符合若干條件的前提

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中適用於公司、政

府及／或九鐵公司之間因兩鐵合併而產生的持續關連交易

之規定（「與合併相關豁免」）。

A 合併框架協議
公司、九鐵公司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代表政府）於2007年8月9日訂立合併框架協議。

合併框架協議載有關於兩鐵合併的整體架構及若干特定範

疇的條文，包括關於下列各項：

• 完善整合的轉車計劃；

• 公司於兩鐵合併後的公司管治；

• 與物業前期工程有關的付款；

• 有關就因鐵路物業發展招標而產生的單位生產量制訂

一個逐年延展的計劃的安排；

• 有關評估地價金額的安排；

• 有關公司及九鐵公司僱員的安排，包括防止公司以與

整合公司及九鐵公司的營運過程有關的任何原因終止

聘用相關前綫員工的條文；

• 實行若干票價下調；

• 有關擬建沙田至中環綫的安排；

• 九鐵公司對其現有融資安排的持續責任；

• 處理九鐵公司的跨境租約；

• 就物業組合支付77.9億港元（見第190至193頁及下文

D段所述）；

• 分配對第三方提出的任何兩鐵合併前及兩鐵合併後索

償的法律責任；及

• 公司保留其英文名稱，而（根據《兩鐵合併條例》規定）

其中文名稱改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B 西鐵代理協議
公司、九鐵公司及若干九鐵公司之附屬公司（「西鐵附屬公

司」）於2007年8月9日簽訂西鐵代理協議及有關協議。根

據西鐵代理協議的條款，公司獲委任：

• 為九鐵公司的代理人及若干授權書下的獲授權人，就

西鐵沿綫的指定發展用地行使若干權利及履行若干義

務；及

• 為各西鐵附屬公司的代理人及該附屬公司出具的授權

書下的獲授權人，就西鐵沿綫的指定發展用地行使若

干權利及履行若干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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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將會就未批出的西鐵發展用地收取相當於總銷售收益

0.75%的代理費用，並將會就已批出的西鐵發展用地收取

相當於西鐵附屬公司根據發展協議所得利潤淨額10%的代

理費用。公司亦將向西鐵附屬公司收回公司就西鐵發展用

地所招致的費用（包括內部成本）加16.5%間接費用連同應

計利息。

C 九鐵公司跨境租約協議
美國跨境租約承擔協議
於 2 0 0 7 年 1 1 月 3 0 日，公司及九鐵公司分別與

Wilmington Trust Company、Buoyant Asset Limited、

BA Leasing & Capital Corporation、Utrecht-America 

Finance Co.、Cooperatieve Cenrale Raiffeisen-

Boerenleenbank B.A.、Advanced Asset Limited、

Washoe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Quality Asset 

Limited、Kasey Asset Limited、Key Equipment Finance 

Inc.、Mercantile Leasing Company (No. 132) Limited、

Landesbank Sachsen Aktiengesellschaft、Barclays 

Bank PLC、Bayerische Landesbank Girozentrale、U.S.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Circuit Asset Limited、

Citicorp USA Inc.、Shining Asset Limited、Banc of 

America FSC Holdings Inc.、Fluent Asset Limited、

Anzef Limited、Societe Generale、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Group Limited、Statesman Asset 

Limited、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及

Bowman Asset Limited，就九鐵公司與若干交易對手原

先訂立的各項美國跨境租約訂立美國跨境租約承擔協議，

由2007年12月3日起生效。根據每項美國跨境租約承擔

協議，公司承諾就九鐵公司於各項跨境租約協議下須承擔

的義務而與九鐵公司共同及分別承擔履行該義務。因此，

一般而言，公司須向跨境租約對手承擔九鐵公司於跨境租

約下的義務，並有權行使九鐵公司在跨境租約下的若干 

權利。

由於若干跨境租約被提前終止及若干跨境租約下的

購買選擇權獲行使，A d v a n c e d  A s s e t  L i m i t e d、

Washoe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Quality Asset 

Limited、Circuit Asset Limited、Citicorp USA Inc.、

Shining Asset Limited、Storey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Buoyant Asset Limited、BA Leasing & 

Capital Corporation、Utrecht-America Finance Co. 

及Cooperatieve Cenrale Raiffeisen-Boerenleenbank 

B.A.不再是美國跨境租約承擔協議的對手。

美國跨境租約分配協議
公司、九鐵公司及九鐵公司之附屬公司（「九鐵附屬公司」）

於2007年12月2日訂立美國跨境租約分配協議。根據美

國跨境租約分配協議，有關跨境租約的權利、義務及風險

責任，將在九鐵公司與公司之間劃定及分配（各方須向指

定的跨境租約對手承擔共同及個別責任，如上文「美國跨

境租約承擔協議」一段所提述）。根據公司與九鐵公司的美

國跨境租約分配協議，公司須履行指定的義務。公司與九

鐵公司各自於美國跨境租約分配協議下作出聲明，其中包

括由九鐵公司就跨境租約情況作出的各項聲明。公司與九

鐵公司同意彌償彼此有關該跨境租約的損失。

D 物業組合協議
第2A類物業
於2007年8月9日，政府作出承諾其將會於合併日期起計

12個月或政府與公司可能協定的其他期間內，向九鐵公司

提出以零地價批出若干物業（「第2A類物業」）所在土地的

政府租契（「該政府租契」）。根據香港法例第372章《九廣

鐵路公司條例》（「《九鐵條例》」），第2A類物業現時由九鐵

公司持有作歸屬土地。於2007年8月9日，九鐵公司作出

承諾其將會於緊隨上文所述獲批政府租契後，訂立一份買

賣協議將第2A類物業售予公司（「該買賣協議」）。第2A類

物業其後按該買賣協議轉讓予公司（「該轉讓協議」）。根據

九鐵公司的承諾及作為獲批政府租契前的臨時安排，九鐵

公司與公司於2007年8月9日簽訂下列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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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鐵公司（作為出租人）須按市場租金就第2A類物業的

空置單位與公司（作為承租人）訂立租約（公司擬於其後

將空置單位分租予分租戶）的協議；

• 兩項與第2A類物業內的共用地方有關的特許協議，據

此，九鐵公司授予公司使用該共用地方的權利，直至

簽訂上述第2A類物業的轉讓協議為止；

• 委任公司出任其執行代理，以強制執行九鐵公司現時

與租戶訂立的現有第2A類物業租賃協議的租務代理協

議；及

• 將根據九鐵公司現時與租戶訂立的現有第2A類物業租

賃協議收取的所得款項轉讓予公司。

上述政府租契分別於2009年3月27日及2009年3月31

日批予九鐵公司。九鐵公司及公司於2009年3月27日及

2009年3月31日分別簽訂上述買賣協議，而對公司之轉

讓協議則分別於2009年3月27日及2009年3月31日簽

訂。公司與九鐵公司亦分別於2009年3月27日及2009年

3月31日訂立互利及互授權契約，訂下雙方於第2A類物

業所在土地上的地役權、權利、享有權、特權及自由權。

第2B類物業
於2007年8月9日，政府作出承諾其將會於合併日期起計

24個月或政府與公司可能協定的其他期間內，向公司提出

按協定的條款批出若干物業（「第2B類物業」）的政府租契。

根據《九鐵條例》，第2B類物業現時由九鐵公司持有作歸

屬土地，作員工宿舍及會所用途。

於2007年8月9日，九鐵公司就臨時安排作出承諾，以確

保由合併日期開始，公司須負責九鐵公司根據有關第2B類

物業的特許協議項下的義務並強制執行該協議。公司有權

獲得九鐵公司就該特許協議而言所收取的所得款項。臨時

安排計有（其中包括）由合併日期起：

• 受現有特許及《九鐵條例》附件二規限下，九鐵公司（作

為特許發出人）向公司（作為特許持有人）授出就第2B

類物業的管有權，公司無需支付任何特許使用費或同

意租賃金，而公司有權分租特許使用全部或部份第2B

類物業（條件為物業須用作員工宿舍及會所）的協議；

• 直至批授第2B類物業的政府租契前，九鐵公司已委任

公司出任其執行代理，以強制執行九鐵公司現時與租

戶訂立的現有第2B類物業租賃協議；及

• 九鐵公司根據九鐵公司現時與租戶訂立的現有第2B類

物業租賃協議收取的所得款項轉讓予公司。

第2B類物業（即策誠軒）的基本條款文件於2009年12月31

日發出，並於同日獲公司接納，以及大埔市內地段199號

的政府租契於2010年3月29日發出，為期50年，由2007

年12月2日起生效。

第3類物業
於2007年8月9日，公司與九鐵公司訂立三份協議（「第3

類協議」）及相關授權書。每份第3類協議均與若干物業（每

項均為「第3類物業」）有關。九鐵公司之前曾就每項第3類

物業訂立一份發展協議。倘若公司根據第3類協議獲授或

承擔的權利及義務只與該項第3類物業上的經營權財產有

獨有關係，則公司不可行使或履行該權利及義務。對位於

任何第3類物業上的經營權財產構成影響的事宜，將會根

據服務經營權協議的條款處理（定義及概要見第2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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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各份第3類協議的條款，公司獲委任出任九鐵公司的

代理人及根據授權書為獲授權人，以行使及履行九鐵公司

就第3類物業而言的權利及義務（但不包括出售相關的第3

類物業的權利或義務）。

公司須在任何時間遵守就第3類物業而言約束九鐵公司的

法定限制及義務，並須支付九鐵公司因公司的行動而產生

的所有應付九鐵公司款項及應收九鐵公司款項。

於擔任九鐵公司代理人時，公司須根據審慎的商業原則行

事，並以就第3類物業盡量取得最高毛利及經營安全有效

率的鐵路。為協助公司履行其代理職能，九鐵公司已向公

司授予授權書。公司僅可按授權書根據第3類協議行使其

獲賦予的權利及履行所承擔的義務。除作為九鐵公司代理

人外，凡屬公司因其代理權範圍限制無法作出有關的任何

行動或事宜，公司亦有權就各項第3類物業（包括其有關發

展協議）向九鐵公司發出指示。凡法律及有關政府批授許

可進行該指示，九鐵公司必須即時遵行該指示。

九鐵公司須就第3類物業收取的收入以資產負債表（而非於

損益帳）變動方式入帳，但該處理方法必須為法律及會計

準則及實務許可。

九鐵公司不得就第3類物業採取任何公司（作為九鐵公司代

理人）並無採取，或非根據公司指示或非根據第3類協議的

條款以其他方式採取的行動。

作為出任九鐵公司代理的代價，公司將獲支付一筆費用，

預期數目將與九鐵公司就有關第3類物業取得的利潤（扣除

若干初期及最初付款及顧問貢獻費後，兩者均已經或將會

由九鐵公司的有關發展商支付）相近。一般而言，公司的

費用將於九鐵公司收訖有關款項後即時分期支付（但或須

扣減九鐵公司應付有關第3類物業發展商的指定金額）。

公司同意就各第3類物業對九鐵公司作出若干彌償保證。

公司將為各第3類物業（落成後）的首任管理人，或將確保

就有關物業委任管理人。

倘九鐵公司不再擁有有關第3類物業的任何不分割份數（經

營權財產除外），及九鐵公司與發展商及擔保人根據關於

有關第3類物業的發展協議並無任何進一步權利可行使，

亦無責任須履行，公司出任代理人的委任即須終止。

就合併框架協議、西鐵代理協議（及相關授權書）、美國跨

境租約承擔協議、美國跨境租約分配協議，及有關第2A

類、第2B類及第3類物業的協議（合稱「與合併相關持續

關連交易」），根據與合併相關豁免第B(I)(i)段，公司確認

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各項與合併相關持續關連交

易，並確認與合併相關持續關連交易是按下列條件訂立：

(1) 在集團的日常業務中訂立（附有《上市規則》涵義）；

(2) 按照一般商務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附有《上市規則》涵

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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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有關交易的協議進行，條款公平合理，並且符合

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公司已委聘其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核

證工作準則》第3000號（經修訂）「非審核或審閱過往財務

資料之核證工作」，並參考《實務說明》第740號「根據香

港《上市規則》所述持續關連交易的核數師函件」，審閱各

項與合併相關的持續關連交易。根據合併相關豁免第B(I)

(ii)段，核數師已向董事局遞交函件，確認他們：

(a) 並不知悉有任何事宜，致使他們相信與合併相關的持

續關連交易未獲董事局批准；及

(b) 並不知悉有任何事宜，致使他們相信與合併相關的持

續關連交易在各重大方面並無按照規管有關交易的協

議而進行。

II 與政府及／或其聯繫人士之非合併相關持
續關連交易
下列披露乃根據豁免之條件及《上市規則》第 14A.71條 

作出。

A1 有關沙田至中環綫的設計及地盤勘測的 
委託協議
公司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代表政府）於2008年11月24日

就沙田至中環綫的設計及地盤勘測簽訂了委託協議（「第一

份沙中綫協議」）。

第一份沙中綫協議載有關於擬建的沙田至中環綫的設計及

地盤勘測以及採購活動的條文，當中包括以下各項：

• 根據第一份沙中綫協議，政府就公司產生的若干成本

（包括公司內部的設計成本以及若干間接成本和前期成

本）有責任向公司支付最高合計15億港元；

• 政府承擔第一份沙中綫協議項下的設計及地盤勘測活

動的總成本及為其融資的責任（受上述有關向公司付款

的上限所規範）以及由政府直接支付該成本的安排；

• 公司進行或促使他人進行有關擬建的沙田至中環綫的

設計及地盤勘測活動的責任；

• 根據第一份沙中綫協議，公司對政府承擔的責任以6億

港元為限，但因公司疏忽而引致的傷亡事故除外；及

• 倘沙田至中環綫的鐵路計劃根據香港法例第519章《鐵

路條例》獲授權進行，政府與公司將簽訂另一份協議，

就有關沙田至中環綫的融資、建造、竣工、測試、啓

用及其建造與營運的必要工作，訂立各自的權利、義

務、責任及權力。

A2 有關沙田至中環綫預先工程的委託協議
公司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代表政府）於2011年5月17日

就沙田至中環綫的預先工程簽訂了委託協議（「第二份沙中

綫協議」）。

第二份沙中綫協議載有以下條文：

• 政府須向公司支付項目管理費用，作為公司自行或促

使他人進行第二份沙中綫協議所載的某些委託活動及

履行其在第二份沙中綫協議之下的其他義務的代價。

該項目管理費用的金額將由公司與政府議定。在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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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政府將按照第二份沙中綫協議中所約定的臨時

基數計算向公司支付有關的項目管理費用；

• 公司與政府可以同意由公司自行（或促使他人）為政府

進行某些額外工程（這些同意的額外工程統稱「雜項工

程」）。公司進行雜項工程（如有）的方式，應猶如其為

第二份沙中綫協議指定進行的活動的組成部份一樣，

並且作為公司自行或促使他人執行該雜項工程（如有）

及履行其在第二份沙中綫協議之下有關該雜項工程（如

有）的其他義務的代價。政府須向公司支付經公司與政

府議定的款項，作為公司設計及建造該雜項工程而政

府須向公司支付的項目管理費；

• 政府須承擔所有「工程成本」（定義見第二份沙中綫協

議）。為此，政府將會就工程成本向公司作出臨時付

款，待工程成本最終結算數目確定時，或須對該臨時

付款作出調整；

• 政府須承擔土地徵用、清理及相關費用及由地政總署

招致的與沙田至中環綫項目相關的費用；

• 根據第二份沙中綫協議，政府須向公司支付的最高 

總額限於每年約30億港元，且總計不得超過約150億

港元；

• 公司須自行或促使他人在擴建後的金鐘站及將會建造

的何文田站進行若干備置工程和將位於紅磡的國際郵

件中心重置於九龍灣以及進行第二份沙中綫協議所述

的其他工程；

• 在第一份沙中綫協議及第二份沙中綫協議之下，公司

向政府承擔的責任總額（因公司疏忽而導致死亡或個人

受傷所涉及的責任除外）僅限於公司通過第一份沙中綫

協議及第二份沙中綫協議之下已經及將會向政府收取

的費用總額；

• 根據第二份沙中綫協議，公司將會在每曆月結束前向

政府提供在緊接的前一個曆月所進行的活動的進度報

告，並在有關工程完成後三個月內向政府提供一個有

關第二份沙中綫協議規定須進行的活動的最終報告；

• 從開始施工起至向政府移交有關工程之日為止，公司

須對在沙田至中環綫項目下的所有工程負責，並自行

或促使他人完成在該工程移交前發現的任何尚未完成

的工程及／或修補缺陷工程；

• 公司根據有關已簽訂的工程合約，自簽發竣工證書予

第三方後的12年內，須負責修復有關合約保修責任期

屆滿後，所發現與該項工程有關的任何缺陷；

• 公司保證：

– 就涉及第二份沙中綫協議中有關項目管理服務的活

動而言，該活動將由一個專業及稱職的項目經理提

供具有技術及謹慎的服務；

– 就涉及第二份沙中綫協議中有關設計服務的活動而

言，該活動將由一個專業及稱職的設計工程師提供

具有技術及謹慎的服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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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涉及第二份沙中綫協議中有關建造活動而言，該

活動將由一個稱職及技術熟練的承建商通過利用預

期備有的裝置設備、貨物及材料進行具有技術及謹

慎的服務。

• 政府更承諾盡合理的努力為公司提供非財務性的協

助，包括採取所有合理步驟以促使公司在可能範圍內

盡快獲給予或授予所有與沙田至中環綫的設計、建造

及營運有關的必要的許可及同意。

A3 有關沙田至中環綫的建造及投入服務的 
委託協議
公司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代表政府）於2012年5月29日

就沙田至中環綫的建造及投入服務簽訂委託協議（「第三份

沙中綫協議」）。

第三份沙中綫協議載有以下條文：

• 政府須向公司支付項目管理費用，作為公司自行或促

使他人進行第三份沙中綫協議中訂明的若干委託活動

及履行其在第一份沙中綫協議及第二份沙中綫協議下

的其他義務的代價。項目管理費用的款額為78.93億港

元，將由政府按季度支付給公司；

• 公司與政府可同意由公司自行（或促使他人）為政府進

行某些額外工程（這些同意的額外工程統稱「雜項工

程」）。公司進行雜項工程（如有）的方式應猶如其為第

三份沙中綫協議指定進行的活動的組成部份一樣。而

作為公司自行或促使他人執行該雜項工程（如有）及履

行其在第三份沙中綫協議下關於該雜項工程（如有）的

其他義務的代價，政府須向公司支付經公司與政府議

定的款項，作為項目管理費用應付給公司用以設計及

建造該雜項工程而產生的費用；

• 政府須承擔若干「第三方費用」、任何「新綫聯通工程

費用」及任何「直接費用」（各定義均見第三份沙中綫協

議）；

• 政府須承擔土地徵用、清理及相關費用及由地政總署

招致的與沙田至中環綫項目相關的費用；

• 根據第三份沙中綫協議政府須向公司支付的最高總額

限於每年30億港元，且總計不得超過150億港元；

• 根據第三份沙中綫協議就政府在第三份沙中綫協議下

對若干鐵路工程的貢獻，公司須向政府支付的最高總

額限於每年40億港元，且總計不得超過150億港元。

• 在第一份沙中綫協議和第二份沙中綫協議以及第三份

沙中綫協議下，公司向政府承擔的責任總額（因公司疏

忽而導致死亡或個人受傷所涉及的責任除外）僅限於公

司通過第一份沙中綫協議和第二份沙中綫協議以及第

三份沙中綫協議下已經及將會向政府收取的費用總額；

• 根據第三份沙中綫協議，公司將會在每曆月結束前向

政府提供在緊接的前一個曆月所進行的活動的進度報

告，並在將沙田至中環綫項目移交給政府後三個月內

向政府提供一個有關第三份沙中綫協議規定須進行的

活動的最終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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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開始施工起至向政府移交有關工程之日為止，公司

須對在沙田至中環綫項目下的所有工程負責，並自行

或促使他人完成在該工程移交前發現的任何尚未完成

的工程及／或修補缺陷工程；

• 公司根據有關已簽訂的工程合約，自簽發竣工證書予

第三方後的12年內，須負責修復有關合約保修責任期

屆滿後，所發現與該項工程有關的任何缺陷；

• 公司保證：

– 就涉及第三份沙中綫協議中有關項目管理服務的活

動而言，該活動將由一個專業及稱職的項目經理提

供具有技術及謹慎的服務；

– 就涉及第三份沙中綫協議中有關設計服務的活動而

言，該活動將由一個專業及稱職的設計工程師提供

具有技術及謹慎的服務；及

– 就涉及第三份沙中綫協議中有關建造活動而言，該

活動將由一個稱職及技術熟練的承建商通過利用預

期備有的裝置設備、貨物及材料進行具有技術及謹

慎的服務。

• 政府更承諾盡合理的努力為公司提供非財務性的協

助，包括採取所有合理步驟以促使公司在可能範圍內

盡快獲給予或授予所有與沙田至中環綫的設計、建造

及營運有關的必要的許可及同意。

B1 有關高鐵香港段的設計及地盤勘測的 
委託協議
公司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代表政府）於2008年11月24日

就高鐵香港段的設計及地盤勘測簽訂了委託協議（「第一份

高鐵香港段協議」）。

第一份高鐵香港段協議載有關於擬建的高鐵香港段的設計

及地盤勘測以及採購活動的條文，當中包括以下各項：

• 根據第一份高鐵香港段協議，政府就公司產生的若干

成本（包括公司內部的設計成本以及若干間接成本、前

期成本和招聘員工成本）而有責任向公司支付最高合計

15億港元；

• 政府須承擔第一份高鐵香港段協議項下的設計及地盤

勘測活動的總成本及為其融資的責任（受上述有關向公

司付款的上限所規範），以及由政府直接支付該成本的

安排；

• 公司進行或促使他人進行有關擬建的高鐵香港段的設

計及地盤勘測活動的責任；

• 根據第一份高鐵香港段協議，公司對政府承擔的責任

以7億港元為限，但因公司疏忽而引致的傷亡事故除

外；及

• 倘高鐵香港段的計劃根據香港法例第 519章《鐵路條

例》獲授權進行，政府與公司將簽訂另一份協議，就有

關高鐵香港段的融資、建造、竣工、測試、啓用及其

建造與營運的必要工作，訂立各自的權利、義務、責

任及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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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有關高鐵香港段的建造、測試及投入服務的
委託協議
公司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代表政府）於2010年1月26日

就有關高鐵香港段的建造及投入服務簽訂了協議（「第二份

高鐵香港段協議」）。

高鐵香港段的方案於2008年11月28日按照香港法例第

519章《鐵路條例》首次刊登憲報，其修訂及更新方案於

2009年 4月 30日刊登憲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

2009年10月20日批准經作出被視為必要的輕微修改的方

案，而相關的資金支持於2010年1月16日獲得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通過。

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包括以下條文：

• 政府須向公司支付45.9億港元 (關於修改此條文的進一

步詳情載於上述「關連交易」中「II、關於高鐵香港段項

目的第三份協議」內 )，作為公司自行或促使他人進行

在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下的若干委託活動及履行在

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和第一份高鐵香港段協議下的

其他義務的代價。政府將按預定時間表每季度預先以

現金支付給公司，該金額可按照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

議更改，並受最高付費限額限制（分別為每年20億港元

及總付額不超過100億港元（「最高付費限額」）；

• 公司與政府可同意由公司自行（或促使他人）為政府進

行某些額外工程（這些已同意的額外工程統稱「雜項工

程」）。公司進行雜項工程（如有）的方式應猶如其為根

據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所進行指定活動的組成部份

一樣。而作為公司自行或促使他人執行雜項工程（如

有）及履行其在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下關於雜項工程

（如有）的其他義務的代價，政府須向公司支付相當於

由於雜項工程而產生的第三方費用的有關固定百分比

的金額，此金額不時受最高付費限額限制；

• 根據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公司將會在每曆月結束

前向政府提供在緊接的前一個曆月所進行委託活動的

進度報告，並在將高鐵香港段項目移交給政府或第二

份高鐵香港段協議終止（以較先發生者為準）後三個月

內向政府提供一個根據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進行所

需活動的最終報告；

• 從開始施工日起至向政府（或經政府指定的第三方）移

交有關工程之日為止，公司須對在高鐵香港段項目下

的所有工程負責，並自行或促使他人完成在該工程移

交前發現的任何尚未完成的工程及／或修補缺陷工程；

• 公司根據有關已簽訂的工程合約，自簽發竣工證書予

第三方後的12年內，須負責修復有關合約保修責任期

屆滿後，所發現與該項工程有關的任何缺陷；

• 公司保證：

– 就涉及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中有關項目管理服務

的活動而言，該活動將由一個專業及稱職的項目經

理提供具有技術及謹慎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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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涉及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中有關設計服務的活

動而言，該活動將由一個專業及稱職的設計工程師

提供具有技術及謹慎的服務；及

– 就涉及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中有關建造活動而

言，該活動將由一個稱職及技術熟練的承建商通過

利用預期備有的裝置設備、貨物及材料進行具有技

術及謹慎的服務。

• 政府須承擔 (i)應向第三方支付的任何費用、(ii)根據

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進行的活動而須向任何政府部

門、政策局、機構或團體支付有關的費用、開支或金

額；及 (iii)因公司及／或第三方承辦商根據第二份高鐵

香港段協議進行活動對九鐵公司所造成的損害而須向

九鐵公司支付作為賠償的任何及一切費用；及 (iv)所有

土地徵用、清理及相關費用（包括因任何第三方提出任

何賠償申索所致的所有費用）及由地政總署招致的與高

鐵香港段項目相關的費用 (關於修改此條文的進一步詳

情載於上述「關連交易」中「II、關於高鐵香港段項目的

第三份協議」內 )；及

• 政府更承諾盡合理的努力為公司提供非財務性的協

助，包括採取所有合理步驟以促使公司在可能範圍內

盡快獲給予或授予所有與高鐵香港段的設計、建造及

營運有關的必要的許可及同意。

政府已經同意基於公司將被邀請以特許經營方式營運高鐵

香港段，故由公司根據並按照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的條

款來進行高鐵香港段的建造、測試及投入服務相關工作。

根據第三份高鐵香港段協議對第二份高鐵香港段協議已作

出若干修訂，以反映第三份高鐵香港段協議所載的安排，

包括 (i)修改承擔和支付項目造價的安排；及 (ii)向公司支

付的項目管理費用增加至合共63.4億港元，（反映了公司

預期因履行與高鐵香港段項目相關的責任而產生的內部成

本的估計）。進一步詳情載於上述「關連交易」中「II、關於

高鐵香港段項目的第三份協議」內。

C 延續現有關於香港國際機場旅客捷運系統的
保養協議
公司由2002年起與機管局訂有一份關於香港國際機場旅

客捷運系統的保養安排的保養協議。這份協議於2002年

3月18日訂立，為期三年，於2005年7月6日屆滿。公司

其後與機管局達成一份補充協議，並於2005年6月獲董事

局批准，將保養協議延長多三年至2008年7月6日，當中

包括將服務延伸至翔天廊及海天客運碼頭大樓的旅客捷運

系統的選擇權。另一份為期五年的保養協議於2008年8月

21日訂立，並於2013年7月5日屆滿（「保養協議」）。

於2013年7月5日，公司與機管局訂立新的保養合同，以

延續當時屆滿的旅客捷運系統保養協議，由2013年7月

6日起為期七年（「新保養合同」）。於2015年3月5日，公

司與機管局訂立一份關於旅客捷運系統測試及調試工作的

補充協議（「補充協議」），以修訂新保養合同。預計每年

根據新保養合同及補充協議可從機管局獲取的最高金額為

6,00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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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養合同載有關於公司對安裝於香港國際機場的旅客捷

運系統（「系統」）的運作和保養以及公司對系統進行若干指

定服務的條文，當中包括以下各項：

• 訂明新保養合同的有效期由2013年7月6日至2020年

7月5日（包括該日）為期七年的條文；

• 有關公司對系統進行定期維修和全面檢修表現的條文；

• 有關監察系統的任何故障及公司於必要時提供維修服

務的條文；

• 有關公司必須令系統運作達到一定水平的條文；

• 有關公司在若干情況下為系統進行改善工程（作為一項

額外服務）的條文；及

• 有關系統的營運及維修延伸至新的中場範圍客運廊的

條文。

D 有關西港島綫的財務安排、設計、建造及營
運的項目協議
公司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代表政府）於2009年7月13日

就西港島綫的財務安排、設計、建造及營運簽訂了項目協

議（「西港島綫項目協議」）。

西港島綫項目協議包括財務安排條文及公司須自行或促使

他人進行設計、建造、竣工、測試及投入服務，以使西港

島綫鐵路工程可按照香港鐵路條例、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代表政府）與公司於2007年8月9日簽訂的營運協議及

西港島綫項目協議投入運作。公司將在專營期內為本身擁

有、營運及維修西港島綫。西港島綫項目協議包括以下方

面的條文：

• 政府將向公司支付西港島綫122.52億港元的補助金，

構成政府對公司實行西港島綫項目的財務資助；

• 在西港島綫按賺取收入基準開始商業營運及為公眾提

供定期交通運輸服務後24個月內（於2016年12月23

日經公司與政府訂立的補充協議，延長該期限至2018

年6月30日前），公司須向政府付還因高估西港島綫

鐵路工程及重置、補救及改善工程有關的某些資本支

出、價格調整費用、土地成本及應急費用而多付的任

何金額（連同利息）；

• 公司須承擔與重建計劃、補救工作及改善工程有關的

設計、建造及竣工之成本；政府須承擔與主要公共基

建工程有關的成本；

• 公司須承擔因實行西港島綫項目而產生的土地徵用、

清理及相關的成本，但第三方提出索償所引起那些的

成本除外；及地政總署因參與實行西港島綫項目而招

致或支付的所有成本、開支及其他款額；及

• 公司須履行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及政府於 2009年 1月 

12日就西港島綫向公司簽發的環境許可證中所指明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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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島綫的建造工程已於西港島綫項目協議簽訂日至2015

年期間進行。

就第一份、第二份及第三份沙中綫協議、第一份及第二份

高鐵香港段協議（經第三份高鐵香港段協議修訂）、新保養

合同及西港島綫項目協議（經補充協議修訂）（合稱「非合併

相關持續關連交易」）及第三份高鐵香港段協議，根據豁免

第 (B)(I)(iii)(a)段，公司確定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

各項非合併相關持續關連交易及第三份高鐵香港段協議，

並確認非合併相關持續關連交易是按下列條件訂立：

(1) 在集團的日常業務中訂立（附有《上市規則》涵義）；

(2) 按照一般商務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附有《上市規則》涵

義）；及

(3) 根據有關交易的協議進行，條款公平合理，並且符合

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公司已委聘其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核

證工作準則》第3000號（經修訂）「非審核或審閱過往財務

資料之核證工作」，並參考《實務說明》第740號「根據香

港《上市規則》所述持續關連交易的核數師函件」，審閱各

項非合併相關的持續關連交易及第三份高鐵香港段協議。

根據豁免第B(I)(iii)(b)段，核數師已向董事局遞交函件，確

認他們：

(a) 並不知悉有任何事宜，致使他們相信與非合併相關的

持續關連交易及第三份高鐵香港段協議並未獲董事局

批准；及

(b) 並不知悉有任何事宜，致使他們相信與非合併相關的

持續關連交易及第三份高鐵香港段協議在各重大方面

並無按照規管有關交易的協議而進行。

III 與非政府及／或其聯繫人士之非合併相關
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1條，披露下列內容：

A 有關UGL提供列車維修及其他服務的先前合
約及先前補充合約
如上文所解釋，UGL為《上市規則》第14A章所指的公司的

「關連人士」，故先前合約（經先前補充合約修訂）為《上市

規則》第14A.31條所指的「持續關連交易」。

於2002年1月11日，公司與UGL就提供與在若干車廠的

列車有關的維修及其他服務簽訂了先前合約；該服務為期

七年，由2002年10月1日或該日期前後起至2009年9月

30日止（「先前合約」）。其後，開始提供該服務的日期提前

了三個月。於2009年4月14日，公司與UGL為了把先前

合約由2009年8月1日起延長七年及把根據先前合約提供

的維修服務轉移至九龍灣車廠而簽訂了先前補充合約（「先

前補充合約」）。

UGL按先前合約（經先前補充合約修訂）向公司在觀塘綫、

港島綫、荃灣綫及將軍澳綫使用的15G／H列車，與在將軍

澳車廠及九龍灣車廠的列車提供維修及其他服務，當中包

括以下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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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總共向UGL支付了172,059,100.12港元（包括就變

更及附加工程支付的款項），作為UGL在2002年8月 

1日至2009年7月31日期間提供維修服務的代價。按

先前補充合約中列明的時間表，公司就延長期限七年

須向UGL支付的代價達152,940,000港元，但可予以

調整，其中包括列車達到的服務表現水平；

• UGL須就根據先前合約（經先前補充合約修訂）履行其

義務所引起或與相關的義務引致公司所承受的若干損

失或開支，向公司作出彌償；

• UGL須就其對公司的若干責任購買及維持保險；

• 公司須購買及繼續持有第三者保險，範圍涵蓋UGL和

公司對由UGL根據先前合約（經先前補充合約修訂）履

行其義務所引起或與相關的義務引致的個人意外死亡

或受傷或財產意外損失或損壞的法律責任；及

• 公司須繼續持有「承判商全險」保險，範圍涵蓋在將軍

澳車廠及九龍灣車廠的若干貨物、設備及臨時建築物

的損失或損壞。

先前合約的條款是在進行招標程序之後議定的。在該招標

程序中，若干承判商獲邀請提交標書，其中包括UGL。

UGL是由公司按照公司既有的標書評核程序挑選出來的。

公司經常把若干服務外判予專門從事有關種類的外判工作

的第三方，從而提高公司的營運效率，並讓公司能夠把公

司的資源集中於核心業務領域。UGL專門為鐵路業提供建

造、翻新及維修服務，是這方面的專家。

B 公司與禮頓亞洲簽訂關於南港島綫（東段）某
些工程的合約903
如上文所解釋，禮頓亞洲為《上市規則》第14A章所指的公

司的「關連人士」。合約903（定義見下文）因此為《上市規

則》第14A.31條所指的「持續關連交易」。

在2011年5月17日，公司與禮頓亞洲就南港島綫（東段）

建造若干涉及香港仔海峽大橋、黃竹坑站及海洋公園站的

工程（「合約903工程」）簽訂合約903（於2014年11月14日

經補充協議修訂）（「合約903」）。

合約903的形式與公司的標準目標成本工程合約條件大致

相同，其中載有下列條款：

• 禮頓亞洲在合約903下的主要義務是負責合約903工程

的建造；

• 禮頓亞洲須就由合約903工程引起或與合約903工程

相關的、公司所承受的任何損失或開支以及關於任何

人士死亡或受傷或財產受損的一切損失及申索，並就

關於或涉及該損失、開支及申索的一切申索、法律程

序、損害賠償、費用、收費及開支，向公司作出彌

償，但因合約903工程永久使用或佔用土地、公司在

任何部份土地進行合約903工程的權利、或公司、公

司的代理人、受僱人或並非由禮頓亞洲僱用的其他承

判商的任何疏忽而相關的補償或損害賠償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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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頓亞洲須就關於或由於受僱於禮頓亞洲或其次承判

商或供應商的任何工人或其他人士在受僱於禮頓亞洲

工作期間因該工作遇到任何意外、受傷或患病而在法

律上應付的一切損害賠償或補償，並就關於該損害賠

償或補償的一切申索、要求、法律程序、費用、收費

及開支，向公司作出彌償；

• 禮頓亞洲須就其若干責任購買及繼續持有限額不少於2

億港元的保險；

• 禮頓亞洲就其在合約903之下的義務將向公司提交由

Chartis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簽發的履約保

證書；

• 倘若公司、工程師或受僱於公司與合約903工程有關

的任何其他人士、他們各自的代理人、僱員或代表的

任何作為或疏忽有份造成有關的死亡、疾病或損害，

禮頓亞洲向公司作出彌償的責任將按比例減少。因延

誤的緣故，禮頓亞洲須向公司支付一切損害賠償（算

定損害賠償及一般損害賠償）的責任總額不應超過合約

903定下的目標成本的10%加上根據合約903計算須

向禮頓亞洲支付的費用；

• 根據合約903，公司須向禮頓亞洲支付的款項總額為合

約款額，該款項包括合約903工程的目標成本及向禮

頓亞洲支付的費用。合約903工程的範圍可能不時改

變，因此根據合約的條款，公司將有義務向禮頓亞洲

修訂有關的支付費用；

• 按合約903中列明的時間表，公司須向禮頓亞洲支付合

約903工程的目標成本。倘若合約903工程的最後總成

本超過或低於工程的目標成本，不足之數或剩餘款項

（視乎情況而定）將根據合約903計算而由公司或禮頓亞

洲承擔或（視乎情況而定）撥歸公司或禮頓亞洲所有；

• 根據合約903，公司每年須支付的最高總金額為約14

億港元。由於公司向禮頓亞洲支付的款項是按合約903

中列明的時間表支付，每年須支付的最高總金額是參

考公司根據該時間表在任何年份須支付的最高金額而

訂定；

• 公司有義務購買第三者責任限額不少於7億港元的「承

判商全險」及「第三者責任」保險。此外，禮頓亞洲已

同意另外增購36.38億港元的「第三者責任」保險；及

• 公司可於任何時間透過向禮頓亞洲發出30天的書面通

知終止合約903，但這不影響公司就違約提出的任何 

申索。

C 公司、禮頓亞洲及JHL簽訂關於南港島綫（東
段）某些工程的合約904
如上文所解釋，禮頓亞洲及 JHL各為《上市規則》第14A章

所指的公司的「關連人士」。合約904（定義見下文）因此為

《上市規則》第14A.31條所指的「持續關連交易」。

在2011年5月17日，公司、禮頓亞洲及 JHL（禮頓亞洲及

JHL為「承判商」）就南港島綫（東段）建造若干涉及利東站

及海怡半島站的工程（「合約904工程」）簽訂合約904（於

2013年6月7日經補充協議修訂）（「合約904」）。

合約904的形式與公司的標準工程合約條件大致相同，其

中載有下列條款：

• 承判商的主要義務是負責合約904工程的建造。承判

商在合約904之下的義務屬於共同及個別的義務；

• 承判商須就由合約904工程引起或與合約904工程相關

的、公司所承受的任何損失或開支以及關於任何人士

死亡或受傷或財產受損的一切損失及申索，並就關於

或涉及該損失、開支及申索的一切申索、法律程序、

損害賠償、費用、收費及開支，向公司作出彌償，但

因合約904工程永久使用或佔用土地、公司在任何部

份土地進行合約904工程的權利、或公司、公司的代

理人、受僱人或並非由合約904的承判商僱用的其他

承判商的任何疏忽而相關的補償或損害賠償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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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判商須就關於或由於受僱於承判商或其次承判商或

供應商的任何工人或其他人士在受僱於承判商工作期

間因該工作遇到任何意外、受傷或患病而在法律上應

付的一切損害賠償或補償，並就關於該損害賠償或補

償的一切申索、要求、法律程序、費用、收費及開

支，向公司作出彌償；

• 承判商須就其若干責任購買及繼續持有限額不少於2億

港元的保險；

• 承判商就其在合約 904之下的義務將向公司提交由

Chartis Insurance Hong Kong Limited簽發的履約保

證書；

• 倘若公司、工程師或受僱於公司與合約904工程有關

的任何其他人士、他們各自的代理人、僱員或代表的

任何作為或疏忽有份造成有關的死亡、疾病或損害，

承判商向公司作出彌償的責任將按比例減少；

• 因延誤的緣故，承判商須向公司支付一切損害賠償（算

定損害賠償及一般損害賠償）的責任總額不應超過合約

定下的合約款額的10%；

• 根據合約904，公司須向承判商支付的款項總額為合約

款額。工程的範圍可能不時改變，因此，根據合約904

的條款公司將有義務修訂合約款額；

• 根據合約904，公司每年須支付的最高總金額為約14

億港元。由於公司向承判商支付的款項是按合約904

中列明的時間表支付，每年須支付的最高總金額是參

考公司根據該時間表在任何年份須支付的最高金額而

訂定；

• 公司有義務購買第三者責任限額不少於7億港元的「承

判商全險」及「第三者責任」保險。此外，承判商已同

意另外增購4.85億澳元的「第三者責任」保險；及

• 公司可於任何時間透過向承判商發出 30天的書面通

知終止合約904，但這不影響公司就違約提出的任何 

申索。

就先前合約（經先前補充合約修訂）、903合約及904合約

（「與非政府及／或其聯繫人士的持續關連交易」）及根據《上

市規則》第14A.55段，公司確定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

審閱與非政府及／或其聯繫人士的持續關連交易，並確認

與非政府及／或其聯繫人士的持續關連交易是按下列條件

訂立：

(1) 在集團的日常業務中訂立 (附有《上市規則》涵義 )；

(2) 按照一般商務條款或更佳的條款進行 (附有《上市規則》

涵義 )；及

(3) 根據有關交易的協議進行，條款公平合理，並且符合

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公司已委聘其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核證

工作準則》第3000號（經修訂）「非審核或審閱過往財務資料

之核證工作」，並參考《實務說明》第740號「根據香港《上

市規則》所述持續關連交易的核數師函件」，審閱各項與非

政府及／或其聯繫人士的持續關連交易。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56條，核數師已向董事局遞交函件，確認他們：

(a) 並不知悉有任何事宜，致使他們相信與非政府及／或其

聯繫人士的持續關連交易未獲董事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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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涉及集團提供商品或服務的交易而言，並不知悉有

任何事宜，致使他們相信與非政府及／或其聯繫人士的

持續關連交易在各重大方面並不符合集團的定價政策；

(c) 並不知悉有任何事宜，致使他們相信與非政府及／或其

聯繫人士的持續關連交易在各重大方面並無按照規管

有關交易的協議而進行；及

(d) 就各項與非政府及／或其聯繫人士的持續關連交易的總

金額而言，並不知悉有任何事宜，致使他們相信與非

政府及／或其聯繫人士的持續關連交易，已超出公司就

各項與非政府及／或其聯繫人士的持續關連交易設定的

相關最高年度總額。

兩鐵合併額外資料
兩鐵合併包含多項獨立協議，各項該協議已在公司於2007

年9月3日就兩鐵合併而發出的通函中詳細說明，並已整

體獲公司的獨立股東於2007年10月9日舉行的股東特別

大會上通過。下文A段所載的資料闡述兩鐵合併採用的付

款機制，而下文B至E段概述公司就兩鐵合併而訂立，又

沒有於上文「與合併相關持續關連交易」一節內披露的各

項協議。

A 與合併相關協議有關的支付
公司於2007年12月2日（即合併日期）就兩鐵合併向九鐵

公司作出以下的初步付款：

• 根據服務經營權協議（見下文B段所述）應作出的最初付

款42.5億港元，作為取得實施服務經營權（定義見下文

B段）的權利的最初費用及收購鐵路資產的代價；及

• 根據合併框架協議（見第189頁所述）應作出的最初付

款77.9億港元，作為簽訂物業組合協議（見第190至

193頁及下文E段所述）及根據公司與九鐵公司於2007

年8月9日訂立的買賣協議，將九鐵公司旗下附屬公司

（定義見第190頁）所售股份轉讓予公司之代價。

除了上文的初步付款外，公司亦須向九鐵公司支付以下 

款項：

• 每年定額付款：須就為實施服務經營權而使用及經營

經營權財產的權利，根據服務經營權協議作出每年定

額付款7.5億港元；每年定額付款須在經營權有效期

內，於緊接每一個合併日期的周年日期之前的一天，

就截至及包括該付款到期日的前12個月期間支付；及

• 每年非定額付款：須就為實施服務經營權而使用及經

營經營權財產的權利，根據服務經營權協議作出每年

非定額付款，付款金額按公司每個財政年度從九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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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系統所得收入的金額（按照服務經營權協議釐定）分

層計算。公司無須就合併日期後首36個月支付每年非

定額付款。

作為全面的一籃子交易，除上述付款組成部份及下文有關

段落另有說明外，在兩鐵合併的各個組成部份之間沒有作

具體分配。

B 服務經營權協議
公司與九鐵公司於2007年8月9日訂立服務經營權協議。

服務經營權協議載有有關服務經營權的授予及實施，以及

九鐵公司授予公司的特許（「服務經營權」）的條文，包括有

關下列各項的條文：

• 向公司授予服務經營權，以便公司接觸、使用及經營

經營權財產（緊接於下文所述的九鐵公司鐵路土地除

外）至若干指定標準；

• 授予接觸及使用若干九鐵公司鐵路土地的特許；

• 服務經營權的期限（即自合併日期起最初期限為50年）

以及於經營權有效期屆滿或終止時交還九鐵公司系

統。如與九鐵公司鐵路有關的專營權被撤銷，服務經

營權將會終止；

• 作出最初付款42.5億港元、每年定額付款及每年非定

額付款（見上文A段所述）；

• 九鐵公司繼續為於合併日期的經營權財產法律及實益

上的擁有人，而公司為若干未來經營權財產（「額外經

營權財產」）法律及實益上的擁有人；

• 假如額外經營權財產於經營權有效期屆滿時交還九鐵

公司，則應由九鐵公司向公司支付補償的相關規定；

• 公司及九鐵公司就經營權財產擁有的權利及須受的限

制；及

• 在符合若干條件的前提下，公司承擔與經營權財產及

經營權有效期內任何經營權財產所在土地相關或由此

產生的所有風險、法律責任及／或費用。

C 買賣協議
公司與九鐵公司於2007年8月9日訂立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訂明公司將向九鐵公司收購若干資產及合約（「收

購鐵路資產」）所依據的條款。

出售收購鐵路資產（不包括於九鐵附屬公司的股份）的代價

構成最初付款42.5億港元的一部分。出售於九鐵附屬公司

（該附屬公司持有下文E段所述的第1A類物業並出任物業

管理人）的股份的代價構成支付物業組合款項77.9億港元

的一部分（見上文A段及下文E段所述）。

D 營運協議
根據香港鐵路條例的規定，公司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代

表政府）於2007年8月9日簽訂營運協議。

營運協議是以2000年6月30日所簽訂的上一份營運協議

為依據。營運協議與上一份營運協議之間的差異，旨在

（其中包括）因應合併後的地鐵公司鐵路與九鐵公司鐵路的

性質事宜作出規定。營運協議載有有關下列各項的條款：

• 根據香港鐵路條例延續公司的專營權；

• 鐵路的設計、建造及維修；

• 乘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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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授新項目及新鐵路營運與擁有權架構的框架；

• 適用於公司若干票價的調整機制；及

• 根據香港鐵路條例就專營權暫時終止、屆滿或終止而

應付予公司的補償。

根據營運協議，票價調整機制須定期檢討。首次檢討已

於2013年進行。於2013年4月16日，公司與政府達成協

議修訂票價調整機制。於2016年3月23日，公司宣佈其

接獲政府函件要求由政府與公司共同就票價調整機制進行

檢討，以期提早一年進行原定的檢討。於2016年4月20

日，公司宣佈公司董事局對政府的要求作出考慮後，公司

已書面回覆政府確認同意展開該共同檢討。公司將於適當

時候另行刊發公告。此外，營運協議有較多的條款須每五

年檢討一次，而有關的檢討工作亦已於2013年進行。公

司與政府達成協議加強在營運安排上的溝通和聯絡方法。

E 額外物業組合協議
第1A類物業
九鐵附屬公司持有第1A類物業。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

公司向九鐵公司收購九鐵附屬公司的股份（從而間接收購

「第1A類物業」）。

第1B類物業
於2007年8月9日，九鐵公司與公司訂立買賣協議，據

此，九鐵公司同意於合併日期將若干物業（「第1B類物業」）

轉讓予公司。九鐵公司與公司已於2007年12月2日簽訂

有關轉讓協議。

第4類物業
於2007年8月9日，政府承諾將於公司與政府協定的期間

內，就若干發展用地（「第4類物業」）向公司提出私人協約

方式批地的要約。各私人協約方式批地的條款一般由政府

釐定，而地價則按十足市值基準評估，且除新界元朗輕鐵

天水圍總站外，不計入鐵路的存在因素。

於2007年8月9日，公司向九鐵公司發出函件確認，倘第

4類物業上應有任何鐵路處所，則公司會將該鐵路處所轉

讓予九鐵公司。

國際都會權益從屬參與協議
九鐵公司與公司於2007年8月9日訂立國際都會權益從屬

參與協議。九鐵公司須按公司指示行事，及向公司支付任

何與其於物業管理公司國際都會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國際

都會」）的股權有關的分派或出售所得款項。國際都會的已

發行股本為25,500股A股（由九鐵公司持有）及24,500股B

股（由長江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國際都會從事物業管

理業務。

F 合併相關豁免的應用
根據「合併相關豁免」A段，就營運協議及服務經營權協

議，聯交所已向公司授予豁免，據此公司可免嚴格遵守

《上市規則》第14A章中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所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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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的項目開支及超逾公司

資產淨值0.1%的顧問服務聘用事宜，均須取得董事局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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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報及監察
所有營運及業務活動均訂有全面的財政預算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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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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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庫務部按照董事局認可的指引運作，參照理想融資模

式管理公司債務組合，該模式界定理想的金融工具、定息

和浮息債項組合、還款期、利率風險、貨幣風險及融資準

備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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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以管理集團承受的利率及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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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司庫務部的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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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處理
公司已就電腦系統操作訂立既定程序、監控和定期作出品

質檢討，以確保財務記錄完整無誤及數據處理效率良好。

公司的電腦中心運作及支援、服務台運作及支援服務，以

及軟件開發及維修均已獲取 ISO 9001:2008認證。每年並

就重要應用系統進行災難恢復演習。此外，公司亦已獲取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O 27001:2013的認證，符合對電腦系

統操作全面有關的安全規定。

獲准許的彌償條文
根據章程細則的規定，在法規許可的情況下，公司就公司

各董事因他／她於執行其職務時導致的任何民事或刑事訴

訟中進行辯護所招致的任何法律責任，從公司的資產中向

該董事作出彌償。該相關章程細則條文於截至2016年12

月31日止年度內及於2017年3月7日（即本報告書獲通過

的日期）仍然有效。為了確保提供足夠保額，公司會每年

度根據保險市場的最近趨勢及其他有關因素，對公司董事

與高級人員責任保險（「董事保險」）進行檢討。該董事保險

亦就集團的其他董事作出彌償。

持續經營
第 213頁至 302頁的綜合帳項，乃按照持續經營準則編

製。董事局已審閱集團2017年度的財政預算，連同其後

五年的長期預測，並確信集團具備充足資源在可見未來繼

續經營。

核數師
即將退任的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表示願意繼續留

任。公司於應屆周年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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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董事釐定其

酬金。

承董事局命

馬琳

公司秘書

香港，2017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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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報告書

附屬公司董事
本年度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止，除另有說明外，所有本公司附屬公司之董事姓名載列如下：

姓名 董事 替任董事

Beacham, Alan Edward* √
Bellette, Irene Vera √
Bergkvist, Gunnar Ove √
Bråten, Tomm Otto √(已辭任 )
陳智勤* √ √(已辭任 )
陳顯滬* √
陳偉文* √
陳阮德徽博士 √
鄭健偉 √(已辭任 )
鄭惠貞 √
張少華* √
蔡德贊* √
周招偉 √
周駿齡 √
朱鳳娟 √
Collis, Charles G. √
Dagberg, Henrik J:son √
杜博賢* √ √
Drake, Richard Francis* √(已辭任 )
Elfving, Hans-Åke Börje √
顏永文博士 √
方正博士 √
馮蕙儀 * √
Hales, Rodney* √(已辭任 )
Hammarström, Stig Christer √
Haukeli, Kjell √(已辭任 )
Hildebrand, Dan Olofsson √
何家華* √
何天健 √(已辭任 )
Holmberg Wallberg, Lena Cecilia* √
賀偉康 √
Houghton, Michael David √
許亮華* √
Hundersmarck, Henrik √(已辭任 )
Jerbi, Mohamed Moncef √
詹國華* √
Johnson, Glenn H. √
Johnstone, Key Bengt Ivar √(已辭任 )
Jones, Niel L. √
金澤培博士* √ √(已辭任 )
紀穎文 √
喬建輝 * √
關敏怡* √
關煒雄 √
郭麗琪* √ √
鄺松興* √
黎清佳 √(已辭任 )
賴啟承 √(已辭任 )
Langridge, Neil Andrew* √
劉焯民* √(已辭任 )
劉炳章 √
劉天成* √
劉偉明 √
羅卓堅* √(已辭任 )
李家潤* √

姓名 董事 替任董事

李蕙英* √
李婉玲 √
梁國權* √
梁羨靈* √(已辭任 )
梁雅儀* √
梁耀輝* √
Levai, Jack √(已辭任 )
Lezala, Andrew Peter* √ √(已辭任 )
李秀蓮* √ √
李聖基 √(已辭任 )
盧耀祖 √
Long, Jeremy Paul Warwick* √
Lundqvist, Curt Ove* √
馬時亨教授 √
McCusker, Andrew* √
McLean, Neil Lauchlan McCreadie* √(已辭任 )
馬琳* √
Meyer, Peter* √ √
Mociak, Karl Heinz* √ √
Moros, Tony Antonio √(已辭任 )
Murphy, Stephen John √
Nelson, Michael John* √
Nilsen, Silje √(已辭任 )
Norris, Mark Frederick* √
Oscarsson, Karl Johan √
Pira, Tomas* √
錢宇宏 √
司徒少華* √ √
Solberg, Trond Anders √(已辭任 )
Söör, Karl Johan √(已辭任 )
孫耀達 √
鄧智輝* √
唐英輝 √
Viinapuu, Hans Peter* √
Walker, Phillip Graeme √(已辭任 )
Warmazyar, Mohammed √(已辭任 )
Warren, Nicholas P. √
Wennerberg, Matti Sigfrid Hasse √
黃智聰 √
黃子欣博士 √
黃唯銘博士* √(已辭任 )
黃秉修* √ √(已辭任 )
王紹基 √(已辭任 )
黃永健 √
胡瑞華* √
夏菁 √
許慕韓* √
任百年* √ √
甄寶華 √(已辭任 )
楊美珍* √
易珉* √(已辭任 )
余漢傑 √
余家然* √ √
袁麗琪* √
元立行 √

* 該名人士於超過一間附屬公司擔任董事及／或替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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