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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华国际公布2012年全年业绩
本公司权益持有者应占溢利跃升2.5倍至
历史新高43亿港元
财务摘要

营业额 (百万港元)
1
应占营业额 (百万港元)
毛利 (百万港元)
核心盈利(百万港元)
本公司权益持有者应占溢利
(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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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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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末期股息 (港仙)
每股全年股息 (港仙)
每股资产净值 (港元)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十二个月
2012 年
2011 年
3,346
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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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
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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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0
1,244

变化
5%
269%
-2%
236%
246%

6,919

2,573

169%

163.35
10
15
7.35

48.27
8
10
4.95

238%
25%
50%
48%

(香港讯－2013 年 3 月 27 日)－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嘉华国际」或「集
团」）
（香港股份代号：0173）今天宣布其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全年业绩。
2012 年是嘉华国际的丰收年，于回顾年内，集团之营业额为 33.46 亿港元，连同共
同控制实体及联营公司的收入贡献，集团应占营业额上升 2.7 倍至 118.42 亿港元，
主要来自香港 Chantilly、深湾 9 号(集团权益 35%)、御金．国峯(集团权益 15%)、
溋玥．天赋海湾(集团权益 25%)、天赋海湾(集团权益 15%)、上海慧芝湖花园第三期
嘉悦天地及广州嘉爵园等售楼收益，以及上海嘉华中心的租金收入。期内集团应占
1
合约销售总额 达 75 亿港元，当中有 52 亿港元已于 2012 年入账。
本公司权益持有者应占溢利创历史新高，大幅飊升 2.5 倍至 43 亿港元，核心盈利则
跃升 2.4 倍至 41.27 亿港元，主要由上述物业销售及租金收入，以及集团出售上海
宝地置业 41.5%之股份所带动。集团持有银河娱乐集团有限公司约 3.9%股权作非流
动投资，期内公平值升值 26.12 亿港元，令本公司权益持有者应占总全面收益大增
1.7 倍至 69.19 亿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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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基本盈利为 163.35 港仙（2011 年：48.27 港仙）
。董事会建议派发末期股息每
股 10 港仙，连同中期派发的股息每股 5 港仙，全年共派发股息每股 15 港仙(2011
年：10 港仙)。
嘉华国际主席吕志和博士表示：
「过去一年，嘉华国际再凭精准策略，把握时机在中
港两地推出多个大型优质项目，成功在市场突围而出。在内地，不论是迎合高端买
家，位于上海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嘉御庭，又或是针对市场刚性需求的大型住宅项目
嘉悦天地及嘉怡水岸，销情均一支独秀；而在香港，集团与主要发展商携手推出的
豪宅项目，包括深湾 9 号、御金．国峯及天赋海湾第一、二期等，同样获得买家青
睐。这些骄人的销售成绩，不但印证「嘉华」的品牌及项目的卓越质素，备受两地
市场认同，同时反映市场对优质项目的殷切需求。」
采取灵活进取策略，适时推出中港优质住宅项目，录得骄人的销售成绩
于回顾年内，集团成功把握市场对优质项目的炽热需求，于中港两地推售多个高质
素的住宅项目，销售成绩令人鼓舞。集团未来会继续因应市况在香港及内地推出多
个「品精质优」的住宅项目，使业务持续发展。

香港：推出全新九龙嘉林边道 2 号项目及续推深湾 9 号、天赋海湾及溋玥．天赋海
湾等特色单位
集团于回顾年内与合作伙伴携手推出的多个大型豪宅项目销售成绩令人满意，其中
深湾 9 号、御金．国峯、天赋海湾及溋玥．天赋海湾已于期内取得入住许可证，为
集团带来理想盈利贡献。
位处港岛南区的临海豪宅项目深湾 9 号，自推售以来深受市场欢迎，迄今累售单位
超过九成，去年底更成位全港首个获颁绿建环评 BEAM Plus 最高铂金级别前期认证
的住宅项目，集团将于今年推出其罕有顶层复式大宅及花园特色户，势必再度引起
全城关注。
位于西九龙的御金．国峯已接近售罄，并已于 2012 年底陆续交付予买家。至于另外
两大低密度临海豪宅项目天赋海湾及溋玥．天赋海湾，已分别售出逾 50%及约 70%
住宅单位，并陆续交付予买家。
集团今年亦计划推售全新九龙嘉林边道 2 号住宅项目，将以中小型特色单位满足市
场对优质物业的殷切需求。

内地：上海慧芝湖花园第三期嘉悦天地四幢物业于年内入账；上海嘉怡水岸、嘉御
庭及广州嘉爵园、嘉汇城自推出以来反应热烈，销情畅旺
针对内地市场对高质量刚需物业的殷切需求，集团于 2012 年继续推售上海慧芝湖花
园第三期嘉悦天地，并于年中推出全新闵行区大型高级商住项目嘉怡水岸。嘉悦天地
共设五幢住宅，其中四幢已于回顾年内交付予买家，而于 2012 年下旬开售的最后一
幢亦获市场追捧，几近售罄，将于 2013 年交付及入账，为集团带来收益及盈利。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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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新推出的嘉怡水岸，项目前临优美河景，周边配套成熟，于去年七月首推时已
旋即成为市场焦点，迄今约八成之推售单位经已出售。另一方面，位于上海市中心
珍罕地段的豪宅项目嘉御庭，亦获得高端买家的青睐，项目第一期至今已售出逾六
成单位，并于 2013 年初陆续交付。2013 年，集团除续推嘉御庭及嘉怡水岸外，亦
计划于今年底或明年初开售位于静安区的时尚豪宅项目嘉天汇。
广州方面，集团于 2013 年初推出的全新综合项目─集住宅、商业及教育配套于一身
的嘉汇城，亦录得理想销情。而另一市中心住宅项目嘉爵园亦已累售超过一半单位，
并已于 2012 年竣工。集团今年会因应市况续推上述项目，以满足市场对优质住宅的
刚性需求。
适时吸纳优质土储
为长远及可持续的发展注入动力
集团过去一年积极补充土地储备，斥资 50 亿港元在香港、上海及东莞合共购入五幅
优质土地，令集团在发展及规划中项目的应占总楼面面积达至 180 万平方米。所有
新购入的地块均位处交通网络完善及配套成熟的小区，发展潜力优厚。集团已展开
相关规划，务求以创新意念打造别具特色、迎合市场需求的优质项目。
财务实力稳健
充裕流动资金维持业务发展
嘉华国际旗下中港两地项目销情理想，加上出售非核心投资让资金回笼，让集团拥
有更充裕的流动资金扩展业务。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集团现金及银行存款逾 72
亿港元，负债比率维持约 21%之健康水平。于回顾年内，集团善用低息环境加强财
务优势，于 4 月订立发行 10 亿美元中期债务票据计划，并完成发行其中 2 亿美元票
据及于 12 月以私人配售形式发行 1.5 亿港元票据，另于 9 月与多间银行落实一项为
期三年的 28 亿港元银团贷款，进一步加强集团的财务弹性及财政实力，为未来长远
及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吕博士总结：「展望未来，纵然外围经济环境尚未明朗，中港两地亦推出多项调控
楼市的措施，我们相信这些措施有助市场长远健康平稳发展，同时市场对优质物业
的需求仍会持续。另一方面，香港特区政府锐意增加土地供应，为财政实力雄厚及
经验丰富之发展商带来更多机遇。集团目前旗下各个项目开发进度如期，加上新增
的土地储备，将可让集团更灵活地部署未来的推售策略，因时制宜。与此同时，我
们亦会把握充裕的财政资源优势，于香港、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严选优质土地及发
掘具潜力的投资机会，致力以优质项目再创佳绩，为股东带来理想回报。」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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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左起) 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吕耀华、主席吕志和博士、执行董事吕慧瑜及财
务总裁许亮华

图 2：主席吕志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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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代号：173)
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 1987 年在香港上市，是嘉华集团旗下之房地产业务旗舰。作为大型综
合房地产发展商及投资者，嘉华国际以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为策略据点，开发物业涵盖精品住宅、
甲级商厦、特色商铺、酒店及服务式公寓。嘉华国际凭其敏锐的市场触觉、灵活进取的发展策
略以及雄厚的财政实力，在中国主要城市拥有大量优质土地储备，为未来发展奠下稳固基础。
嘉华国际卓越的产品和服务质素，获得国际性评级机构认同，除于 2006 年成为香港首家荣膺
「Business Superbrands」的地产发展商，更先后两度获选为「High-Flyer 杰出企业」，以及
于 2011 年获颁 BCI Asia 十大地产发展公司奖。
公司网址：http://www.kwih.com
传媒垂询：
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事务助理总经理郑松雪
企业事务经理潘芝琳
助理企业事务经理黄志豪
传真：(852) 2811 9710
纵横财经公关顾问有限公司
李慧媛
区美馨
刘锦颕
传真：(852) 2804 2789

电话：(852) 2880 1853 电邮：shellycheng@kwah.com
电话：(852) 2880 8264 电邮：lindapoon@kwah.com
电话：(852) 2960 3393 电邮：brianchwong@kwah.com

电话：(852) 2864 4829 电邮：iris.lee@sprg.com.hk
电话：(852) 2864 4815 电邮：maggie.au@sprg.com.hk
电话：(852) 2114 4950 电邮：roby.lau@sprg.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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