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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R Corporation Limited
（地 鐵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6）

截 至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審核業績公布

摘要

財務

‧ 營業額增加4.2%至九十五億四千一百萬港元

‧ 未計折舊前鐵路及相關業務的經營利潤增加2.0%至五十二億零一百萬港元，經營毛
利率為54.5%

‧ 物業發展利潤減少5.3%至五十八億一千七百萬港元

‧ 不包括重估投資物業盈餘及其相關遞延稅項的股東應佔淨利潤（基本業務利潤）減少
2.9%至五十九億六千二百萬港元

‧ 包括重估投資物業盈餘及其相關遞延稅項後，股東應佔淨利潤為七十七億五千九百
萬港元

‧ 年終負債權益比率由二零零五年年終的40.4%改善至36.7%

‧ 末期股息為每股0.28港元

營運

‧ 地鐵行車㵟及機場快㵟之乘客量增加1.1%至八億七千六百萬人次，保持市場佔有率

‧ 車站內商務及物業租務有所增長

‧ 在二零零六年一月批出將軍澳八十六區第二期發展項目

‧ 昂坪360於二零零六年九月恊用，訪客量超逾預期

‧ 在二零零六年四月簽訂北京地鐵四號㵟的《特許經營協議》，大部分建造合約於年底
時已批出

‧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一日，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了一份有關與九廣鐵路公司
之鐵路合併諒解備忘錄。兩鐵合併條例草案亦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五日送交立法會進
行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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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鐵有限公司（「公司」或「地鐵公司」）董事欣然宣布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集團」）截至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百萬港元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車費收入 6,523 6,282
車站內商務及其他業務收入 1,606 1,555
租務及管業收入 1,412 1,316

營業額 9,541 9,153

員工薪酬及有關費用 (1,653) (1,614)
水電費用 (539) (541)
營運鐵路的地租及差餉 (65) (92)
耗用的存料與備料 (120) (120)
維修及保養 (511) (496)
鐵路配套服務 (80) (74)
車站內商務及其他業務開支 (443) (358)
租務及管業開支 (312) (238)
項目研究及業務發展開支 (267) (142)
一般及行政開支 (192) (207)
其他費用 (158) (170)

未計折舊前經營開支 (4,340) (4,052)

未計折舊前鐵路及相關業務的經營利潤 5,201 5,101
物業發展利潤 5,817 6,145

未計折舊前經營利潤 11,018 11,246
折舊 (2,674) (2,682)

未計利息及財務開支前經營利潤 8,344 8,564
利息及財務開支 (1,398) (1,361)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變動 2,178 2,800
應佔無控制權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利潤減虧損淨額 4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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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利潤 9,169 10,012
所得稅 (1,411) (1,549)

年內利潤 7,758 8,463

下列人士應佔：
　—  公司股東 7,759 8,450
　—  少數權益 (1) 13

年內利潤 7,758 8,463

年內已付及擬派予公司股東的股息：
　—  年內宣派及已付的中期股息 774 764
　—  結算日後擬派發的末期股息 1,554 1,535

2,328 2,299

每股盈利：
　—  基本 1.41港元 1.55港元
　—  攤薄 1.41港元 1.55港元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資產
固定資產
　—  投資物業 22,539 19,892
　—  其他物業、機器及設備 84,404 83,383

106,943 103,275
在建鐵路工程 232 1,006
發展中物業 3,297 2,756
遞延開支 565 281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594 608
無控制權附屬公司權益 171 103
聯營公司權益 100 —
遞延稅項資產 1 19
證券投資 272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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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置業貸款 25 34
待售物業 2,018 1,311
財務衍生工具資產 195 234
存料與備料 272 248
應收帳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894 3,095
給予物業發展商貸款 3,355 —
應收政府及其他關連人士的款項 177 15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10 359

120,421 113,666

負債
銀行透支 5 14
短期貸款 1,114 385
應付帳項、應計費用及撥備 3,639 3,415
本期所得稅 1 2
工程合約保證金 193 170
應付關連人士的款項 — 17
貸款及融資租賃債務 27,033 27,865
財務衍生工具負債 515 307
遞延收益 1,682 3,584
遞延稅項負債 9,453 8,011

43,635 43,770

淨資產 76,786 69,896

股本及儲備
股本、股份溢價及資本儲備 38,639 37,450
其他儲備 38,128 32,425

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76,767 69,875
少數權益 19 21

總權益 76,786 69,896



地鐵有限公司
13-3-2007

5

地鐵有限公司

附註：—

1. 核數師報告書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核數準則》

進行審核。而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發出的無重大修訂核數師報告書載於即將寄發予股東的年報內。此外，業

績已由集團審核委員會審閱。

2. 帳項編製基準

本綜合帳項按照所有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並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在編製本帳項時所採納的會

計政策與二零零五年年度帳項所採用的一致，惟採納《香港會計準則》39（修訂）有關財務擔保合約之確認及計

量而產生之變動除外。採納該修訂對集團在二零零五年及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並不構

成重大財務影響。

3. 保留溢利

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保留溢利變動如下：

百萬港元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於1月1日結餘 31,698 25,521

宣派或批准股息 (2,309) (2,273)

公司股東應佔年內利潤 7,759 8,450

於12月31日結餘 37,148 31,698

4. 物業發展利潤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百萬港元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物業發展利潤包括：

　由下列項目的遞延收益撥入

　　—  預付款項 1,213 1,794

　　—  攤分資產 555 95

　分佔發展盈餘數額 3,724 3,296

　由攤分資產所得的收入 342 971

　其他一般費用 (17) (11)

5,817 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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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百萬港元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本期稅項  —  海外 2 1

有關源自及撥回暫時差異的遞延稅項開支：

　—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變動 381 490

　—  其他 1,028 1,058

1,409 1,548

綜合損益表中的所得稅 1,411 1,549

應佔無控制權附屬公司稅項 12 7

由於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有大額累計稅務虧損，可用作抵銷本年度的應課稅溢利，或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持續錄有稅務虧損，故並未於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綜合損益表中作出本期香港利得稅準備。

海外附屬公司的稅項則按相關國家適用的稅率計算。

遞延稅項撥備是以從香港產生的暫時差異及按香港利得稅率17.5%（二零零五年：17.5%）計算。

6. 股息

董事局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28港元。公司建議向所有股東提供以股代息的選擇，但註冊地址在美國或其任

何領土或屬土的股東除外。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或該

日前後派發予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公司的大股東財政司司長

法團已同意選擇收取股份以代替全部或部分可獲的股息，以確保應付股息總額不超過50%以現金派發。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以年內股東應佔利潤七十七億五千九百萬港元（二零零五年：八十四億五千萬港元）及年內已發

行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5,510,345,238股（二零零五年：5,430,594,654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以年內股東應佔利潤七十七億五千九百萬港元（二零零五年：八十四億五千萬港元）及已就僱員

認股權計劃下具攤薄潛力的普通股數目作出調整的年內已發行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5,516,115,460股（二零零五

年：5,436,752,536股）計算。

若根據股東應佔基本業務的利潤（不包括投資物業公允價值增加及其相關遞延稅項）計算，每股基本盈利及攤

薄盈利均為1.08港元（二零零五年：1.13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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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業務分類資料

營業額 利潤貢獻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百萬港元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車務運作 6,523 6,282 979 760

車站內商務及其他業務 1,606 1,555 1,081 1,071

8,129 7,837 2,060 1,831

租務及管業 1,412 1,316 1,096 1,074

9,541 9,153 3,156 2,905

物業發展 5,817 6,145

8,973 9,050

不予分類的公司開支 (2,027) (1,847)

投資物業的公允價值

　變動 2,178 2,800

應佔無控制權附屬公司

　及聯營公司利潤

　減虧損淨額 45 9

所得稅 (1,411) (1,549)

7,758 8,463

車站內商務及其他業務主要包括鐵路範圍內的廣告位及零售舖位的租務、鐵路電訊系統的頻譜服務、國際顧

問服務，以及自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八日起的纜車營運及相關業務。

由於集團在期內所有主要營運業務均在香港經營，故並無提供任何按地域劃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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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給予物業發展商貸款

於二零零六年 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名義金額 帳面金額 名義金額 帳面金額

給予物業發展商的

　免息貸款 4,000 3,355 — —

根據物業發展協議的條款，該筆貸款乃提供予將軍澳八十六區物業發展項目第二期的發展商。該貸款屬於免

息貸款，由發展商的最終控股公司提供擔保，並須按項目的相關階段完成後分期償還。

在提供貸款時，該筆貸款的名義金額與帳面金額之間的差額為七億六千八百萬港元，已確認為發展中物業。

10. 應收及應付帳項

A 集團的應收帳項、按金及預付款項為十八億九千四百萬港元（二零零五年：三十億九千五百萬港元），其中八

億二千五百萬港元（二零零五年：二十億四千二百萬港元）與物業發展有關，當中包括四億七千八百萬港元（二

零零五年：四千六百萬港元）為應收自若干正在等待相關物業發展帳戶決算的保管資金款項，及六億零八百萬

港元（二零零五年：六億零四百萬港元）為到期日由七日至五十日不等的租金、廣告及電訊服務費用應收款項、

由借貸組合管理活動產生並依據個別合約條款而到期繳付的應收掉期利息，及於三十日內到期的顧問服務收

入。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億七千六百萬港元（二零零五年：一億八千五百萬港元）已過期未付，

當中一億七千四百萬港元（二零零五年：七千八百萬港元）超過三十日過期未付。

B 應付帳項、應計費用及撥備為三十六億三千九百萬港元（二零零五年：三十四億一千五百萬港元），大部分為

於工程驗證後應繳付的資本性項目開支，及用作借貸組合管理用途並依據個別合約條款而到期繳付的應付掉

期利息。集團並無因提供鐵路及相關服務而產生重大的應付帳項。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六億四千

五百萬港元（二零零五年：五億九千一百萬港元）為已到期或於三十日內到期的款項。

11. 買賣或贖回本身證券

在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均概無買賣或贖回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12. 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集團資產已作抵押或附帶任何產權負擔。

13. 股東週年大會

公司現擬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有關股東週年大會之詳情，請參閱預期於二零零七年四

月二十六日或該日前後刊發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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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公司管治

公司在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守則條文，惟就守則條文第A.4.1條而言，公司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

但須按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第87及88條，在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退任及重選（根據香港法例第556章地

下鐵路條例第8條獲委任者除外）。

董事局成員之一，錢果豐博士由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起獲委任為公司的非執行主席，任期為三年。於二

零零六年七月，錢博士獲繼續委任為公司的非執行主席，任期由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零零七年七月

三十一日。

周松崗先生由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日起獲委任為公司的行政總裁，任期為三年；於同日，亦獲委任為董事局

成員；其出任為公司行政總裁的合約自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一日起續期三年。

15. 發表業績公布及年報

本業績公布登載於公司的網址  www.mtr.com.hk 以及聯交所的網址。年報將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下旬在公司網

站及聯交所網站可供查閱，並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下旬向股東寄發。

主要統計數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總乘客人次
　—  地鐵行車㵟（百萬計） 866.8 858.0
　—  機場快㵟（千計） 9,576 8,493
平均乘客人次（千計）
　—  地鐵行車㵟（周日） 2,523 2,497
　—  機場快㵟（每日） 26.2 23.3
未計折舊前鐵路及相關業務的
　經營利潤佔營業額百分率 54.5% 55.7%

管理層回顧及展望

本人欣然報告，地鐵公司各項經常性業務於二零零六年均取得平穩增長，令公司財務業
績表現良好。本年度，公司收入增長4.2%至九十五億四千一百萬港元，而未計物業發展
利潤及折舊前的經營利潤則增長2.0%至五十二億零一百萬港元。不包括重估投資物業盈
餘的股東應佔利潤輕微減少2.9%至五十九億六千二百萬港元。基本業務利潤微減的原因，
是二零零五年確認的高額物業發展利潤於二零零六年未再出現。而包括重估投資物業盈
餘後的股東應佔利潤為七十七億五千九百萬港元。相應不包括重估投資物業盈餘的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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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為1.08港元，而包括重估盈餘後的每股盈利則為1.41港元。董事局考慮需要為與九廣
鐵路公司（九鐵）的鐵路合併預留資金，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28港元，連同中期股息每
股0.14港元，全年股息合共每股0.42港元。

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就建議與九鐵的鐵路合併事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簽署
諒解備忘錄。年內，我們在海外的發展策略隨著北京地鐵四號㵟項目在獲得中央政府批
准並簽署《特許經營協議》後開始落實。

營運回顧

香港鐵路業務

年內，地鐵行車㵟及機場快㵟的總乘客量增長1.1%至八億七千六百萬人次。

在地鐵行車㵟方面，乘客量增長1.0%至八億六千七百萬人次。公司在專利公共交通工具
市場的整體佔有率保持在25%。過海公共交通工具市場的佔有率為61%，大致保持不變。
機場快㵟的乘客量增長12.8%至九百六十萬人次，主要原因是博覽館站於二零零五年十二
月恊用。機場快㵟在機場交通工具市場的估計佔有率由二零零五年的22%升至23%。

公共交通行業的競爭仍然激烈，雖然第一季乘客量增長強勁，但由於不少市民在家觀看
世界盃足球賽事，因此第二季的需求有所下調。然而，在下半年，地鐵行車㵟的乘客量
恢復增長。分別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及十二月恊用的 士尼㵟及博覽館站對全年乘客量上
升均有所貢獻。由於年內巴士引入新的車費調整機制，若干巴士㵟車費減少，但因減價
主要適用於來自公司鐵路網絡覆蓋範圍以外偏遠地區的乘客，因此對公司業務的影響輕
微。

由於若干推廣計劃的變動及 士尼㵟恊用的全年影響，地鐵行車㵟每名乘客的平均車費
收入由二零零五年的6.67港元增至6.82港元。

雖然成本上升，公司鐵路業務的財務業績仍有所改善。香港經濟增長加重工資壓力，但
公司已透過提高效率抵銷這方面的壓力。

一如往年，地鐵的高質素服務使乘客量得以維持。公司的顧客服務表現持續超越政府根
據營運協議所規定的水平，以及公司本身所制訂更為嚴格的顧客服務目標。年內，地鐵
乘客車程準時程度及列車按照編定班次行走程度均達99.9%；在根據乘客滿意程度調查的
服務質素指標方面，以一百分為滿分，地鐵行車㵟及機場快㵟的服務分別錄得七十一分
及八十一分。根據國際都市鐵路聯會（CoMET）發表的標準借鑑報告，地鐵與其他十一個繁
忙都市鐵路系統比較，公司在顧客服務、服務可靠性及成本效益方面均保持領先地位。

公司不僅繼續為鐵路網絡擴展投入資金，亦同時投資改善服務質素及效率，滿足乘客要
求。公司在全㵟七十四個地下車站月台安裝幕門的計劃已於二零零六年上半年竣工；此
外，亦已在彩虹站、葵芳站及調景嶺站加建三條行人通道，方便乘客進出車站。年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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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增購三列列車行走東涌㵟以加密班次，並將七十八列地鐵行車㵟列車的交流發電機更
換為最先進的靜態逆變器。公司亦展開在東涌㵟部分路段安裝隔音屏障的主要工程，以
盡可能減低列車班次增多對毗鄰居民所造成的聲響；此外一項將觀塘㵟及荃灣㵟的鐵路
路軌逐步更換的計劃亦已展開，以提高旅程的舒適度及可靠性。

公司推廣鐵路網絡方面的努力再次取得成績。「搭十次地鐵換領  Hello Kitty 印章」推廣活
動因印章成為收藏品，不僅增加乘客量，亦為公司帶來額外的收入。此外，公司亦推陳
出新，透過創新遊戲「全城開心行動」及兩個電視節目包括特別製作的遊戲節目及贊助處
境喜劇，成功鞏固了公司客戶服務的形象。

備受歡迎的機場快㵟「多乘賞」計劃增設港龍航空  VISA 卡積分獎賞，提供更多獎勵的選
擇。公司亦向股東推介此項計劃，成功擴展它的推廣範圍。為吸引更多本地休閒旅客，
我們在節日提供車費優惠，包括回程及小童八達通卡持有人可免費乘搭優惠。同時，公
司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及銀聯精采香港旅遊會合作為海外乘客提供車費優惠。此外，公司
亦推出廣告宣傳活動以提高剛恊用的博覽館站的知名度。

年內，公司在市場推廣、品牌及乘客認知度方面所作的努力獲得外界廣泛嘉許。公司在
亞洲電視舉辦的第十二屆十大電視廣告頒獎典禮中，贏得「十大最受歡迎電視廣告大獎」
及「最深刻印象電視廣告大獎」。公司榮獲《盛世雜誌》頒發「2006盛世卓越品牌大獎—卓越
交通服務品牌」，及《東週刊》與「星島出版」聯合頒發「香港經典品牌」大獎。此外，地鐵公
司的乘車安全廣告獲《都市日報》主辦的「最佳報章廣告大獎2006」評為「香港十大最佳報章
廣告」。

由一間獨立機構於六月進行的「公共交通研究」中，地鐵被評為香港所有公共交通服務中
最物有所值及提供最佳服務。

車站內商務及其他業務

年內，公司繼續在車站內的商務及其他業務取得穩健增長，收入增加3.3%至十六億零六
百萬港元。未計算二零零五年一份電訊協議終止所帶來的一次性收入及二零零六年相似
但遠較二零零五年為少的一次性收入，公司的車站內商務及其他業務收入較去年增加
8.0%。

公司透過嶄新的廣告形式，繼續在香港的戶外廣告市場上佔踞領先地位，廣告收入增長
4.7%至五億三千四百萬港元。除了擴張等離子電視網絡，亦推出嶄新的廣告形式包括「即
時投影資訊區」及新型流動廣告列車「地鐵立體展覽車」。同時，機場快㵟亦引入新型的多
媒體系統，為廣告商提供更靈活的選擇。

車站內小商店租賃收入增長13.7%至三億九千一百萬港元。年底，車站商務設施總面積為
一萬六千八百六十七平方米，並按照車站翻新計劃完成了十一個車站的翻新工程，令二
零零一年以來根據該計劃翻新的車站增至三十八個。在車站商務設施方面亦增設三十二
間新商舖及十五個新品牌。



地鐵有限公司
13-3-2007

12

地鐵有限公司

由於上述的一次性收入，電訊收入較二零零五年減少22.5%至二億五千九百萬港元。  若
不計算這些一次性收入，電訊收入只輕微下調3.2%，這由於利潤率較第二代為低的第三
代流動電話日趨普及，令電訊的收入有所下調。然而，TraxComm 繼續擴展其光纖業務，
截至年末止，其光纖網絡的覆蓋點已增至四十個。

「昂坪360」於二零零六年開始營運，該項目由公司擁有，並由  Skyrail-ITM (Hong Kong) Ltd
(Skyrail) 營運。纜車及主題村大受歡迎，自二零零六年九月恊用至年底的收入達六千四
百萬港元。該項目至今共接待超過一百萬名本地及海外訪客。儘管出現一些運作初期的
問題，但與國際纜車系統標準營運比較，昂坪纜車營運的可靠性極高。公司與  Skyrail
密切合作，繼續尋求改進，以令「昂坪360」成為訪港旅客的必遊景點。

對外顧問服務方面，公司採取的策略是集中一些未來有投資機會的城市，此專注的策略
使收入減少5.7%至一億九千九百萬港元。在中國內地，公司成功簽訂多份合約，除上海
地鐵九號㵟項目管理顧問工作有進展外，並在北京及成都簽署新的合約。在香港，連接
香港國際機場與翔天廊及海天客運碼頭的旅客捷運系統項目進展順利。在台灣，公司取
得高雄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分別為期三年及兩年的合約。
公司亦在迪拜及英國獲得顧問合約。

公司持有57.4%股權的八達通控股有限公司，對公司的利潤貢獻增加70%至六千八百萬港
元，其卡流通量增至一千四百七十萬張，而平均每日交易額增加13.3%至七千三百三十萬
港元。

香港拓展項目

我們繼續在香港推動新鐵路項目以保持本地市場未來的發展。

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完成西港島㵟的初步設計研究，並向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呈交項目建議
書。年內，公司一直與政府就工程施工計劃及財務安排方面進行磋商。該項目繼續獲社
區方面的鼎力支持。

政府仍在審議公司有關南港島㵟（東段）的提案。

改善車站通道的工程繼續進行。連接機場快㵟與香港國際機場的翔天廊即二號客運大樓
的新月台已於二零零七年二月恊用。連接金鐘站與太古廣場三期的金鐘道行人隧道亦已
於二零零七年二月恊用。荔枝角站的新行人隧道將於二零零七年第一季動工，同時，公
司亦正研究在太子站、銅鑼灣站、尖沙咀站、葵興站、九龍灣站、彩虹站、上環站及奧
運站的新行人通道計劃。

物業業務

二零零六年，香港的物業市道平穩，公司的物業發展業務因而亦有良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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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度的物業發展利潤為五十八億一千七百萬港元。來自機場鐵路項目的利潤主
要包括君㶅港（奧運站三期）、藍天海岸與映灣園（分別為東涌站二期及三期）及  Elements
按施工進度確認的遞延收入，以及該商場新增樓面建築面積七千六百零九平方米的攤分
物業。將軍澳沿㵟的物業發展利潤主要來自將軍澳豪庭（五十七a區）、都會 （調景嶺站）
一期及君傲灣（五十五b區）的攤分盈餘。

由於住宅物業價格穩定，年內機場鐵路沿㵟的住宅物業銷售及預售均有穩定進展，其中
包括君㶅港、藍天海岸影岸‧紅，以及將軍澳城中 、君傲灣及將軍澳豪庭等住宅單位。

年內亦有物業招標活動，一月將軍澳八十六區二期由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的附屬公
司益亞投資有限公司投得。地鐵公司就該發展項目向發展商提供四十億港元免息貸款，
以增加在該項目的資產攤分。

二零零七年一月，將軍澳五十六區招標，而項目合約於二零零七年二月批予新鴻基地產
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  Lansmart Ltd。建議的發展為一個酒店、寫字樓、住宅、商業及停
車場的綜合項目，總樓面建築面積不超過十六萬八千五百三十七平方米。

年內投資物業及物業管理收入增長7.3%至十四億一千二百萬港元。

由於租金上揚，投資物業收入增長6.8%至十二億六千三百萬港元。除綠楊坊小部分樓面
被收回以進行裝修工程外，公司旗下商場均全部租出。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年底投資物業
的應佔可出租樓面面積為十七萬四千九百一十六平方米。

此外，地鐵公司旗下的投資物業組合中亦增加一個新商場，令商場總數增至六個，公司
商場應佔可出租樓面面積為十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九平方米。公司擁有70%權益的將軍澳站
君薈坊於十一月開業，總可出租樓面面積達七千六百八十三平方米。於二零零七年後期，
公司的投資物業組合中將加入九龍站的高級商場  Elements 第一期，而  Elements 的總樓
面建築面積達八萬二千七百五十平方米。該發展項目計劃於二零零七年年底前開業，至
今約90%零售面積已獲承租。此外，公司全資擁有位於東涌的街市，以及擁有51%的彩虹
泊車轉乘公眾停車場均於年內恊用。

公司繼續透過翻新工程及策劃完備的市場推廣活動，改善購物商場的零售環境。二零零
六年，德福廣場一期的大型翻新工程已於十二月完成，而杏花擥街市在翻新工程完成後
亦於八月重新開業。由於未來數年會有大量新商場開業，預期行業競爭將會加劇。

物業管理收入錄得強勁增長，增幅為12.0%至一億四千九百萬港元。公司的物業管理組合
增加四千五百一十八個住宅單位，令旗下管理的住宅單位總數於年末達五萬八千八百七
十六個。此外，組合內增加一萬六千五百四十六平方米商用物業，令公司所管理的商業
及寫字樓總面積達五十八萬二千零七十三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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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方面，位於北京東城區總可出租樓面面積達一萬九千三百四十九平方米的購物商
場銀座  Mall 經全面翻新及定位後，於二零零七年一月重新開業，商舖出租率接近90%。
年內，SOHO 中國有限公司已委託本公司管理三個在北京商業中心區高級寫字樓／商用
項目。

合併

公司在二零零六年其中一大重要事項，乃於四月與香港特區政府簽署諒解備忘錄，訂明
建議與九鐵的鐵路合併條款，以及公司購入一個物業組合的方案。

這個合併建議標誌著公司下一步在香港擴展的計劃。合併方案謹慎平衡公司各持份者的
利益，合併的完成將有利於公司的價值。乘客亦可享受即時車費減省及更方便的鐵路服
務。

合併須由立法會通過兩鐵合併條例草案，及經公司獨立股東批准。政府已於二零零六年
七月五日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立法會）提交兩鐵合併條例草案，立法會現正審議條
例草案。若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合併建議將在提交獨立股東批准後才可實行。

在批准程序進行中，兩鐵組成的各工作小組共同努力工作，以確保合併首日運作暢順，
而乘客亦可即時受惠於票價的調減。

海外拓展

拓展海外市場是公司發展策略的一部份。如前所述，公司的海外發展策略是在中國內地
尋求地鐵投資機會，同時在歐洲尋求毋需投放大量資金的鐵路專營權。

中國內地

在中國內地，二零零六年最重要事項，是公司於四月與北京市政府簽署價值人民幣一百
五十三億元的北京地鐵四號㵟的《特許經營協議》，標誌公司的海外發展策略開始落實。
其中約人民幣四十六億元，或總投資的30%由一間公私合營公司承擔，地鐵公司、北京市
基礎設施投資有限公司，以及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有限公司分別擁有該公私合營公司的
49%、2%及49%股權。資本總投資的餘額將由北京市政府提供。根據特許經營協議，該公
私合營公司將投資於機電鐵路系統及列車，並經營該鐵路三十年。在獲授營業執照及簽
訂《特許經營協議》、《租賃協議》及《融資協議》後，工程進展迅速。列車、訊號系統及自
動收費系統合約已批出，二十四個車站中已有二十三個站開始施工。預期建造工程於二
零零九年完成。

在深圳，公司正待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批准價值人民幣六十億元的深圳市軌道交通四
號㵟項目，該項目採用「鐵路和物業綜合發展經營」模式。前此，公司於二零零四年與深
圳市政府簽訂原則性協議，並於二零零五年草簽《特許經營協議》，興建深圳市軌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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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號㵟二期及經營該㵟的一期及二期三十年。相關公用設施遷移及收地工作已經開始，
公司的前期準備工作已接近完成，土木工程可隨即展開。

在該等項目取得進展的同時，公司一直在深圳、北京、杭州、武漢及蘇州等主要城市尋
求其他類似項目。

歐洲

二零零七年一月，公司與  Laing Rail 聯合競投倫敦鐵路專營權，並成為兩個進入最後遴
選程序的投標人之一，預期結果將於二零零七年年中揭曉。倫敦鐵路專營權現時在逾六
十英里的㵟路上經營六十個車站，每年乘客量約為二千三百萬人次。二零零七年二月，
公司亦與一瑞典鐵路公司（SJ）合夥，在瑞典及丹麥競投  Öresundståg 專營權。

財務回顧

二零零六年，公司繼續錄得良好的財務表現。地鐵行車㵟的車費收入較二零零五年增長
3.3%至五十九億一千一百萬港元，而機場快㵟的車費收入則增加9.1%至六億一千二百萬港
元。車站內商務及其他業務以及物業租務和管理的非車費收入增長5.1%至三十億一千八
百萬港元。若不計入來自電訊業務的一次性收入，非車費相關收入增長則為7.7%。因此，
二零零六年的總收入為九十五億四千一百萬港元，較二零零五年增加4.2%。

二零零六年的經營開支達四十三億四千萬港元，較二零零五年增加7.1%，主要原因是非
車費業務活動的相關費用隨業務增長而增加，以及在中國內地及歐洲展開的項目研究及
新業務發展有較大開支。因此，二零零六年未計折舊前鐵路及相關業務的經營利潤較二
零零五年增加2.0%至五十二億零一百萬港元，而經營毛利率由55.7%下降至54.5%。

物業發展利潤達五十八億一千七百萬港元，主要包括將軍澳沿㵟發展項目的盈餘攤分、確
認遞延收入以及收取  Elements 的樓面建築面積七千六百零九平方米攤分物業，較二零零
五年入帳的物業發展利潤六十一億四千五百萬港元減少5.3%。折舊開支為二十六億七千四
百萬港元，與二零零五年水平相近，而利息開支淨額增加2.7%至十三億九千八百萬港元，
主要是因利率上升所致。不計入重估投資物業盈餘，基本業務的除稅後淨利潤為五十九億
六千二百萬港元，或每股1.08港元，分別較二零零五年輕微減少2.9%及4.4%。計入投資物
業重估盈餘後，二零零六年地鐵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七十七億五千九百萬港元，每股盈利
為1.41港元。

公司年內的流動現金狀況維持穩健，經常性業務的淨現金流入為五十四億港元，來自物
業發展商及買家的現金流入淨額為四十四億港元。扣除資本性開支、利息開支、營運資
金的變動及派付股息後，但未包括給予發展商一次性的四十億港元免息貸款前，公司錄
得淨現金流入額三十八億六千六百萬港元。計入一次性的貸款後，則有現金淨流出額一
億三千四百萬港元，由新增貸款九千四百萬港元及取用現金結餘四千萬港元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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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法團已就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有關已宣派股息作出
承諾，以股份方式（倘公司建議以股代息）收取其全部或部分可獲的股息，以確保公司以
現金派發的應付股息總額不超過50%。財政司司長法團亦已同意延長以股代息的安排，直
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三個財政年度。

員工

公司年內繼續努力保留及培育優秀人才，以配合業務拓展策略的發展。

為深化表現與薪酬掛勾的文化，公司採用了有效的獎勵機制、更具吸引力的薪酬福利條
件，並為年輕專業優才提供事業進展前景。同時，公司明白員工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
平衡的重要，在繼續透過培訓推廣理念外，也為員工和家屬提供二十四小時電話熱線輔
導服務。

地鐵公司一直視員工為公司最寶貴的資產，其成功素來有賴員工的全情投入及專業精神。
與九鐵的鐵路合併建議是公司發展上意義重大的一步。因此，保持員工對合併過程的瞭
解，並就可能影響未來的相關事項進行協商，均極為重要。

公司致力與員工就合併建議事宜進行溝通，於四月首先舉行了約六十場簡報會。員工透
過講話錄像、由本人和管理層同事發出的致員工信函、小組簡報、合併熱㵟及電郵等各
種渠道，取得合併的最新進展。此外，地鐵和九鐵更攜手出版了合併聯合通訊。公司年
內亦竭力拉近兩家公司之間的人力資源職能、工作文化及實務守則。

二零零六年的培訓重點集中於安全及客戶服務，並透過網上學習等多種途徑教授。公司
學徒獲得職業訓練局頒發的傑出學徒／見習員獎，而培訓導師亦成功取得「中國企業培訓
師」的資格。

年內，公司實施了三項計劃培育管理人才，以滿足公司未來的需求。這三項計劃為公司
各級賦有才能而潛質優厚的員工而設。我們採用了嚴格的遴選程序，為優才提供個人化
的培訓課程，包括學術或專業培訓、跨職能實習及預先策劃的職業轉任等。「人才發展計
劃」為行政人員及高級管理人員提供機會。「行政管理人員計劃」旨在培育具潛力的年輕管
理人員。「見習管理人員計劃」的活動現已擴展至香港以外，涵蓋中國內地及海外畢業生。

作為海外發展策略的一部份，公司於年內成立一個專設的人力資源團隊，支援派駐海外
的同事。此外，為加強與境外工作員工的溝通，公司還推行了「關懷員工溝通計劃」。

展望

如無重大外來衝擊，我們對香港二零零七年的經濟環境持樂觀態度。

公司的鐵路業務將受惠於預期的經濟增長。然而，我們的鐵路系統在二零零七年因持續
的激烈競爭及作為合併備忘錄之一的由二零零六年四月起二十四個月不作加價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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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增長速度或會減緩。公司的車站內商務及其他業務亦將受惠於正面的經濟氣候，以
及「昂坪360」恊用後對全年業績的貢獻。然而，由於第二代流動電話用戶轉用第三代流動
電話，電訊業務將因對公司而言商業回報較低的第三代流動電話繼續面臨挑戰。

在投資物業及物業管理方面，由於北京銀座  Mall 開業、九龍站  Elements 商場將於二零
零七年年底恊用以及君薈坊對全年收益的貢獻，公司的物業投資及管理業務會因此受益。
然而，新商場最初幾年的盈利率一般會低於營運較久的商場。公司並將於二零零七年為
綠楊坊實施翻新工程。

機場鐵路及將軍澳沿㵟的物業發展將持續對二零零七年的利潤作出貢獻。機場鐵路沿㵟
的遞延收入將按工程進度及預售情況確認入帳。根據現行市況，我們預期物業遞延收入
餘額將於未來兩年確認入帳，其中大部份於二零零七年確認入帳。機場鐵路沿㵟奧運站
的君㶅港亦將根據預售情況確認收益盈餘。將軍澳沿㵟調景嶺站城中 的收益盈餘，將
視乎發出入伙紙的時間確認入帳。誠如本人在上年度年報所述，根據發展合約及公司的
會計政策，城中 的有關成本已於二零零六年確認都會 （調景嶺站）一期的利潤時入帳。

最後，本人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各董事及全體同事在年內的鼎力支持。他們是地鐵的真
英雄。

承董事局命
周松崗
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三日

以上有關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法定綜合帳項，惟乃取自及節錄自該等綜合帳項。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載有無保留意見

的核數師報告書的法定綜合帳項將呈交公司註冊處處長。

本新聞公布內部分陳述可被視為一九三三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第二十七A條及一九三四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經修

訂）第二十一E條所指的「前瞻性陳述」。此等前瞻性陳述包含已知及未知的風險、不明朗情況及其他因素，而這些

風險、不明朗情況及其他因素可能導致公司的實際表現、財務狀況或業績與此等前瞻性陳述所隱含的任何日後表

現、財務狀況或業績存在重大差異。有關這些風險、不明朗情況及其他因素的進一步資料已載列於已送交美國證

券及交易委員會（「證交會」）存檔的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20-F表格內的週年報告及已送交證交

會存檔的公司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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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公司的股東名冊將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日至四月十七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若要符合收取末期股息的資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的股票必須在
二零零七年四月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樓一七一二至一七一六號室。末
期股息預期將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六日或該日前後派發。

董事局成員：錢果豐博士（主席）**、周松崗（行政總裁）、張佑啟教授*、艾爾敦*、方敏生*、何承天*、盧重興*、

施文信*、馬時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及運輸署署長（黃志光）**

執行總監會成員：周松崗、柏立囱、陳富強、何恆光、梁國權、龍家駒、麥國琛及杜禮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告於香港經濟日報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四日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