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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同仁謹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度已審核之財務報表及報告送呈各股東省

覽。

主要業務

本集團於本年度內業務集中於基建之發展、投資及經營，分佈範圍遍及香港、內地、澳洲及英國。

業績及股息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度之業績詳列於第  104 頁之綜合收益表。

董事會現建議開派是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港幣七角五分。上述股息連同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已派發之中

期息每股港幣二角五分，全年度之派息每股共為港幣一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與租賃土地

年度內本集團物業、機器及設備，以及租賃土地之變動情況詳列於第 130 至 132 頁財務報表附註第 17 項

及第  19 項內。

儲備

年度內本集團儲備之變動情況，詳列於第  152 頁財務報表附註第  34 項內。

集團財政概要

本集團過去十年之業績、資產及負債撮列於第  2 及  3 頁。

物業

本集團所擁有主要物業之資料詳列於第  164 頁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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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

於本報告日期在職之本公司董事會成員芳名詳列於第  174 頁。董事個人資料詳列於第  38 至  43 頁。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一日，甄達安先生獲委任為執行董事及營運總監。

關秉誠先生將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退任副董事總經理及執行董事。

遵照本公司章程細則，獲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委任之董事任期至下屆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為止，並將

合資格於會上膺選連任。因此，甄達安先生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任期屆滿，並願意膺選連任。

此外，遵照本公司章程細則，本公司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須於每年股東週年大會上輪流告退。因此，

李澤鉅先生、甘慶林先生、葉德銓先生、周胡慕芳女士及陸法蘭先生將告退，並於是次股東週年大會願意

膺選連任。

每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3.13 條之規定提交確

認其符合獨立性之週年確認書。本公司認為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皆符合載於上市規則第  3.13 條之獨立性

指引，並根據該指引屬獨立人士。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

第  7 及第  8 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假設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 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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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年報 51

存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本公司已採納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

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一） 於股份之好倉

普通股股數

        佔股權之
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合共  概約百分比

本公司  李澤鉅  信託受益人  －  －  －  1,912,109,945 1,912,109,945 84.82%

      （附註  1）

 甘慶林  實益擁有人  100,000 －  －  －  100,000 0.004%

和記黃埔  李澤鉅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1,086,770 2,141,698,773 2,142,785,543 50.26%

有限公司   及信託受益人    （附註  3） （附註  2）

 甘慶林  實益擁有人  60,000 －  －  －  60,000 0.001%

 霍建寧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4,310,875 －  4,310,875 0.10%

     （附註  5）

 周胡慕芳  實益擁有人  150,000 －  －  －  150,000 0.003%

 陸法蘭  實益擁有人  50,000 －  －  －  50,000 0.001%

 藍鴻震  實益擁有人  20,000 －  －  －  20,000 0.0004%

 李王佩玲  實益擁有人  38,500 －  －  －  38,500 0.0009%

 麥理思  實益擁有人、 40,000 9,900 －  950,100 1,000,000 0.02%

  子女或配偶權益     （附註  6）

  及全權信託之
  成立人及受益人

香港電燈  李澤鉅  子女或配偶權益  －  151,000 －  829,599,612 829,750,612 38.88%

集團有限公司   及信託受益人     （附註  4）

 李王佩玲  實益擁有人  8,800 －  －  －  8,800 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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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續）

（一） 於股份之好倉（續）

 普通股股數

        佔股權之
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合共  概約百分比

和記港陸  霍建寧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5,000,000 －  5,000,000 0.07%

有限公司      （附註  5）

Hutchison 霍建寧  實益擁有人及  4,100,000 －  1,000,000 －  5,100,000 0.75%

Telecommunicat ions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附註  5）

(Austra l ia )  L imited

 陸法蘭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  －  －  1,000,000 0.15%

（二） 於相關股份之好倉

相關股份股數

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合共

本公司  李澤鉅  信託受益人  －  －  －  31,644,803 31,644,803

      （附註  7）

和記黃埔  李澤鉅  信託受益人  －  －  －  18,613,202 18,613,202

有限公司       （附註  8）

 藍鴻震  實益擁有人  23,484 －  －  －  23,484

   （附註  9）

香港電燈  李澤鉅  信託受益人  －  －  －  20,990,201 20,990,201

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  10）

Hutchison 霍建寧  實益擁有人及  134,000 －  1,340,001 －  1,474,001

Telecommunicat ions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附註  5）  （附註  11）

(Austra l ia )  L 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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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相關股份之淡倉

相關股份股數

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合共

本公司  李澤鉅  信託受益人  －  －  －  31,644,801 31,644,801

      （附註  7（b））

和記黃埔  李澤鉅  信託受益人  －  －  －  18,613,202 18,613,202

有限公司       （附註  8）

香港電燈  李澤鉅  信託受益人  －  －  －  20,990,201 20,990,201

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  10）

（四） 於債權證之好倉

債權證數額

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合共

Hutchison Whampoa 李澤鉅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12,000,000 美元  －  12,000,000 美元

Internat ional  （01/11）     於 2011年   於 2011年

Limited     到期、息率   到期、息率

     7% 之票據   7% 之票據

     （附註  3）

Hutchison Whampoa 李澤鉅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21,000,000 美元  －  21,000,000 美元

Internat ional  （03/13）     於 2013年   於 2013年

Limited     到期、息率   到期、息率

     6.5% 之票據   6.5% 之票據

     （附註  3）

 霍建寧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2,500,000 美元  －  2,500,000 美元

     於 2013年   於 2013年

     到期、息率   到期、息率

     6.5% 之票據   6.5% 之票據

     （附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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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續）

（四） 於債權證之好倉（續）

債權證數額

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合共

Hutchison Whampoa 李澤鉅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8,000,000美元  －  8,000,000美元

Internat ional  （03/33）     於 2014年   於 2014年

Limited     到期、息率   到期、息率

     6.25%之票據   6.25%之票據

     （附註  3）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15,000,000美元  －  15,000,000美元

     於 2033年   於 2033年

     到期、息率   到期、息率

     7.45%之票據   7.45%之票據

     （附註  3）

 霍建寧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2,500,000美元  －  2,500,000美元

     於 2010年   於 2010年

     到期、息率   到期、息率

     5.45% 之票據   5.45% 之票據

     （附註  5）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2,500,000美元  －  2,500,000美元

     於 2014年   於 2014年

     到期、息率   到期、息率

     6.25% 之票據   6.25% 之票據

     （附註  5）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2,000,000 美元  －  2,000,000 美元

     於 2033年   於 2033年

     到期、息率   到期、息率

     7.45% 之票據   7.45% 之票據

     （附註  5）

Hutchison Whampoa 霍建寧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  －  4,600,000 歐元  －  4,600,000 歐元

Finance （05）     於 2015年   於 2015年

Limited     到期、息率   到期、息率

     4.125% 之票據   4.125% 之票據

     （附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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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本公司股份  1,912,109,945 股包括  1,906,681,945 股由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記黃埔」）之一間附屬公司持有及  

5,428,000 股由  L 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mpany Limited （「TUT1」）以  The Li  Ka-Shing Unity Trust （「UT1」）

信託人身份持有。

 The L i  Ka-Sh ing Un i ty D iscre t ionary Trus t  （「DT1」）及另一全權信託（「DT2」）之可能受益人包括李澤鉅先生、其

妻子與子女，及李澤楷先生。  L i  Ka-Sh ing Un i ty Trus tee Corpora t ion L im i ted （「TDT1」，為  DT1 之信託人）及  

L i  Ka-Shing Uni ty Trustcorp L imited （「TDT2」，為  DT2 之信託人）持有若干  UT1 單位，但此等全權信託並無於該

單位信託之任何信託資產物業中具任何利益或股份。  TUT1 以  UT1 信託人身份及若干同為  TUT1 以  UT1 信託人身份

擁有在其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三分之一或以上投票權之相關公司（「TUT1 相關公司」）共同持有長江實業（集團）

有限公司（「長實」）三分之一以上之已發行股本。長實若干附屬公司因而合共持有和記黃埔三分之一以上之已發行股

本。

 TUT1 及  DT1 與  DT2 信託人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  L i  Ka-Shing Uni ty Hold ings L imited （「Unity Holdco」）擁有。

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及李澤楷先生各自擁有  Unity Holdco 三分之一全部已發行股本。  TUT1 擁有長實之股份權益

只為履行其作為信託人之責任及權力而從事一般正常業務，並可以信託人身份獨立行使其持有長實股份權益之權力而

毋須向  Uni ty Holdco 或上文所述之  Uni ty Holdco 股份持有人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及李澤楷先生徵詢任何意見。

 由於根據上文所述及作為  DT1 及  DT2 全權信託之可能受益人及身為長實董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澤鉅先生身

為本公司董事，被視為須就由  TUT1 以  UT1 信託人身份及  TUT1 相關公司持有之長實股份、長實附屬公司持有之和

記黃埔股份，以及分別由和記黃埔附屬公司及  TUT1 以  UT1 信託人身份持有之本公司股份申報權益。雖然李澤楷先

生擁有  Uni ty Holdco 三分之一全部已發行股本及為  DT1 及  DT2 全權信託之可能受益人，惟李澤楷先生並非長實董

事，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毋須就  TUT1 以  UT1 信託人身份及  TUT1 相關公司持有之長實股份申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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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續）：

2. 該  2,141,698,773 股和記黃埔股份包括 :

（a） 2,130,202,773 股由長實若干附屬公司持有。由於上文附註  1 所述李澤鉅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須

就長實已發行股本中之股份申報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澤鉅先生身為本公司董事，須就該等和記黃埔

股份申報權益 ;  及

（b） 11,496,000 股由  L i  Ka-Shing Cast le Trustee Company L imited （「TUT3」）以  The L i  Ka-Shing Cast le 

Trust  （「UT3」）信託人身份持有。兩個全權信託（「DT3」及「DT4」）各自之可能受益人包括李澤鉅先生、其妻子

與子女，及李澤楷先生。 DT3 及  DT4 各自之信託人持有  UT3 若干單位，但此等全權信託並無於該單位信託

之任何信託資產物業中具任何利益或股份。

TUT3 及  DT3 與  DT4 信託人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  L i  Ka-Shing Cast le Holdings Limited （「Cast le Holdco」）

擁有。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及李澤楷先生各自擁有  Cast le Ho ldco 三分之一全部已發行股本。  TUT3 擁

有和記黃埔之股份權益只為履行其作為信託人之責任及權力而從事一般正常業務，並可以信託人身份獨立行使

其持有和記黃埔股份權益之權力而毋須向  Cast le Holdco 或上文所述之  Cast le Holdco 股份持有人李嘉誠先

生、李澤鉅先生及李澤楷先生徵詢任何意見。

由於根據上文所述及作為  DT3 及  DT4 全權信託之可能受益人及身為和記黃埔董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李澤鉅先生身為本公司董事，被視為須就由  TUT3 以  UT3 信託人身份持有之該等和記黃埔股份申報權益。

雖然李澤楷先生擁有  Cast le Holdco 三分之一全部已發行股本及為  DT3 及  DT4 全權信託之可能受益人，惟

李澤楷先生並非本公司董事，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毋須就  TUT3 以  UT3 信託人身份持有之和記黃埔股份

申報權益。

3. 該等權益由李澤鉅先生擁有全部已發行股本之若干公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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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於作為本公司董事及被視為持有上文附註  1 所述之本公司股份權益，李澤鉅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須就本

公司持有之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香港電燈」）股份申報權益。

5. 該等權益由霍建寧先生及其妻子持有同等權益之公司持有。

6. 該等權益由一信託間接持有，麥理思先生為該信託之財產授予人及可能受益人。

7. 該等本公司相關股份（由長實一間接擁有之全資附屬公司持有）包括 :

（a） 2 股相關股份，根據面值為港幣  300,000,000 元、於二零零九年到期之資本擔保票據而持有；及

（b） 31,644,801 股相關股份，根據港幣  10,000,000,000 元零售債券發行計劃發行、於二零零七年到期之港元股

票掛鈎債券而持有。

 由於李澤鉅先生如上文附註  1 所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持有長實權益及作為本公司董事，李澤鉅先生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被視為須就上述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申報權益。

8. 該等和記黃埔相關股份（由長實一間接擁有之全資附屬公司持有）包括 :

（a） 10,463,201 股相關股份，根據港幣  10,000,000,000 元零售債券發行計劃發行、於二零零七年到期之港元股

票掛鈎債券而持有 ;  及

（b） 8,150,001 股相關股份，根據港幣  10,000,000,000 元零售債券發行計劃發行、於二零零八年到期之港元股

票掛鈎債券而持有。

由於李澤鉅先生如上文附註  1 所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持有長實權益及作為本公司董事，李澤鉅先生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被視為須就上述於和記黃埔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申報權益。

9. 該等和記黃埔之相關股份，衍生自  Macquar ie Bank Limited 發行於二零零八年到期之  200,000 美元  Quanto Range 

Accrual  Equi ty L inked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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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續）

附註（續）：

10. 該等香港電燈相關股份，根據港幣  10,000,000,000 元零售債券發行計劃發行、於二零零七年到期之港元股票掛鈎債

券，由長實一間接擁有之全資附屬公司持有。

由於李澤鉅先生如上文附註  1 所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持有長實權益及作為本公司董事，李澤鉅先生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被視為須就上述於香港電燈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申報權益。

11. 該等  Hutch ison Te lecommunicat ions (Austra l ia )  L imi ted 之相關股份，衍生自  Hutch ison Te lecommunicat ions 

(Austra l ia )  L imited 發行於二零零七年到期、息率為  5.5% 的上市及以實物結算之無抵押可換股票據。

李澤鉅先生身為本公司董事，由於上文附註  1 所述作為若干全權信託之可能受益人而持有本公司股本權

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持有本公司所持之本公司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證券權益及和記黃埔所持

之和記黃埔附屬公司證券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

第  7 及第  8 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假設或

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 條須置存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年度內本公司或附屬公司均無參與任何與本公司董事有重大利益關係之重要合約。

年度內本公司或附屬公司均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令本公司董事因取得本公司或其他公司之股份或債權證而

獲得利益。

本公司各董事與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均無服務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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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及淡倉

就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第  2 及第  3 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336 條置存之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之股東（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如下：

（一）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佔股權之
名稱  身份  普通股股數  相關股份股數  總數  概約百分比

Hutchison Inf rastructure  實益擁有人  1,906,681,945 －  1,906,681,945 84.58%

 Hold ings L imited  （附註  i）

和記企業有限公司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906,681,945 －  1,906,681,945 84.58%

  （附註  i i）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906,681,945 －  1,906,681,945 84.58%

  （附註  i i）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906,681,945 31,644,803 1,938,326,748 85.98%

  （附註  i i i） （附註  v i）

身為  The L i  Ka-Shing Uni ty Trust  信託人  1,912,109,945 31,644,803 1,943,754,748 86.22%

 信託人之  L i  Ka-Shing Uni ty  （附註  iv） （附註  v i）

 Trustee Company L imited

身為  The L i  Ka-Shing Uni ty  信託人及信託  1,912,109,945 31,644,803 1,943,754,748 86.22%

 Discret ionary Trust  信託人之   受益人  （附註  v） （附註  v i）

 L i  Ka-Shing Uni ty Trustee

 Corporat ion L imited

身為另一全權信託的信託人之  信託人及信託  1,912,109,945 31,644,803 1,943,754,748 86.22%

 Li  Ka-Shing Uni ty Trustcorp  受益人  （附註  v） （附註  v i）

 L imited

李嘉誠  全權信託之成立人  1,912,109,945 31,644,803 1,943,754,748 86.22%

  （附註  v） （附註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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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益及淡倉（續）

（二）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淡倉

名稱  身份  相關股份股數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31,644,801

  （附註  v i（b））

身為  The L i  Ka-Shing Uni ty Trust  信託人之  信託人  31,644,801

 L i  Ka-Shing Uni ty Trustee Company L imited  （附註  v i（b））

身為  The L i  Ka-Shing Uni ty Discret ionary Trust  信託人及信託受益人  31,644,801

 信託人之  L i  Ka-Shing Uni ty Trustee   （附註  v i（b））

 Corporat ion L imited

身為另一全權信託的信託人之  信託人及信託受益人  31,644,801

　Li  Ka-Shing Uni ty Trustcorp L imited  （附註  v i（b））

李嘉誠  全權信託之成立人  31,644,801

  （附註  v i（b））

附註：

i .  1,906,681,945 股本公司股份由和記黃埔一間附屬公司  Hu tch i son I n f r as t ruc tu re Ho ld ings L im i ted 所持

有。其權益包括在下列附註  i i  項所述和記黃埔所持之本公司權益內。

i i .  由於和記企業有限公司持有  Hu tch i son I n f r as t ruc tu re Ho ld ings L im i ted 已發行股本超過三分之一，和

記黃埔則持有和記企業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超過三分之一，因此和記黃埔被視為持有上文附註  i  項所述  

1,906,681,945 股本公司股份。

i i i .  因長實若干附屬公司持有和記黃埔已發行股本超過三分之一，長實被視為持有上文附註  i i  項所述  

1,906,681,945 股本公司股份。

i v.  由於  TUT1 以  UT1 信託人之身份及  TUT1 相關公司持有長實已發行股本超過三分之一，  TUT1 以  UT1 信託人

身份被視為持有上文附註  i i i  項所述之本公司股份權益。另外，  TUT1 以  UT1 信託人之身份持有  5,428,000 股

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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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李嘉誠先生被視為財產授予人及按證券及期貨條例而言，可能被視為  DT1 及  DT2 之成

立人，彼與  TDT1 以  DT1 信託人身份及  TDT2 以  DT2 信託人身份均被視為持有上述附註  iv  項所述  TUT1 以  

UT1 信託人身份被視為持有之本公司股份權益，因  UT1 全部已發行之信託單位由  TDT1 以  DT1 信託人身份及  

TDT2 以  DT2 信託人身份持有。TUT1 及上述全權信託之信託人三分之一以上已發行股本，由  Un i ty Holdco 

擁有。李嘉誠先生擁有  Uni ty Holdco 三分之一已發行股本。

v i .  該等本公司相關股份（由長實一間接擁有之全資附屬公司持有）包括：

（a） 2 股相關股份，根據面值為港幣  300,000,000 元、於二零零九年到期之資本擔保票據而持有；及

（b） 31,644,801 股相關股份，根據港幣  10,000,000,000 元零售債券發行計劃發行、於二零零七年到期之

港元股票掛鈎債券而持有。

如上文附註  v  項所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李嘉誠先生、TDT1、TDT2 及  TUT1 均被視為持有由長實

所持之本公司  31,644,803 股相關股份及  31,644,801 股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曾知

會本公司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第  2 及第  3 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載於本公司按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 條置存之登記冊內的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持續關連交易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根據上市規則，本集團之下列交易乃構成持續關連交易（「持續

關連交易」）：

（a） 長實及和記黃埔各自就有關珠海發電廠之貸款提供一項保薦人 /股東承諾。根據該保薦人 /股東承

諾，長實及和記黃埔須個別承擔負責珠海發電廠的內地項目發展公司之外資商（「珠海外資商」）所承

擔若干責任之百分之五十。珠海外資商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擁有該內地項目發展公司百

分之四十五權益。根據本公司與長實及和記黃埔訂立之反賠償保證契約，本公司分別與長實及和記

黃埔協定，同意償還彼等根據該保薦人 /股東承諾日後可能需要提供之資金，並就長實及和記黃埔各

自提供之任何資金及各自按該保薦人 /股東承諾承擔之負債及責任而向長實及和記黃埔作出反賠償保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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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續）

（b）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本公司與  Turbo Top L im i ted （「Turbo Top」，為和記黃埔之全資附

屬公司，而和記黃埔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故此  Tu rbo Top 按上市規則之定義為本公司之關連人

士）訂立租賃協議，以租用香港皇后大道中  2 號長江集團中心  12 樓之寫字樓單位  1202 室（可出

租樓面面積約  10,079 平方呎），作為本集團在香港之主要辦事處。該協議為期三年，由二零零五

年九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每月租金為港幣 360,829 元（不包括政府差餉及其他

支出）。經計及對服務費可能作出之調整，根據租賃協議應付之租金及服務費總額之年度上限為港幣  

5,355,000 元。年度內，根據上述租賃協議，本公司已付 /應付港幣  4,559,748 元予  Turbo Top。

於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二日，聯交所已就上文（a）段所述之交易，豁免本公司嚴格遵守上市規則須予披露及

經股東批准之規定，惟所根據之條件為（其中包括）須於其後各財政年度之本公司年報內披露該項仍然生效

之交易詳情。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報章上刊登有關上文（b）段所

述交易之公佈（「該公佈」）。

上述持續關連交易已經由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審閱。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於二零零六年度，該等

持續關連交易乃（ i）在本公司一般及日常之業務中訂立；（ i i）其條款屬於一般商業條款或不遜於獨立第三者

所取得（或所給予）之條款；及（ i i i）根據規管該等交易之有關協議，並按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股東整體利

益之條款而訂立。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38 條，本公司已聘用本公司之核數師就有關本集團之持續關連交易，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發出之香港審計相關服務準則  4400 「為財務資料執行商定程序的約定項目」（“Engagements to 

Perform Agreed-Upon Procedures Regarding F inancia l  In format ion”）進行若干據實調查的程序。核

數師已執行該等程序，並就該等據實調查結果向董事會提交報告，確認於二零零六年度該等持續關連交

易（ i）已獲本公司董事會批准；（ i i）根據規管該等交易之有關協議訂立；以及上文（b）段所述之持續關連交

易，並無超過已於該公佈內披露之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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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年度內，本集團之前五大客戶共佔本集團入賬銷售百分之三十五點四，其中最大客戶佔本集團入賬銷售百

分之十五點三，而本集團之前五大供應商共佔本集團採購不足百分之三十。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持有百分之五十已發行股本及本公司董事葉德銓先生為

董事之一的友盟建築材料有限公司，是本集團五大客戶之一。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各董事、其聯繫

人或任何股東（董事會獲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五或以上）概無佔有該五大客戶任何權益。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年度內，本公司董事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披露其擁有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

（「競爭業務」）之權益如下 :

（a）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

（1） 發展、投資及經營能源基建；

（2） 發展、投資及經營交通基建；

（3） 發展、投資及經營水處理；

（4） 發展、投資、經營及銷售基建有關業務；

（5） 股份投資及項目策劃；

（6） 證券投資；及

（7） 資訊科技、電子商貿及新科技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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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續）

（b）  競爭業務之權益

   競爭業務
董事  公司名稱  有關權益  （附註）

李澤鉅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兼副主席  （5）、（6） 及  （7）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副主席  （1）、（5）、（6） 及  （7）
 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1）、（5）、（6） 及  （7）
 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6） 及  （7）

甘慶林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副董事總經理  （5）、（6） 及  （7）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1）、（5）、（6） 及  （7）
 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1）、（5）、（6） 及  （7）
 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總裁及行政總監  （6） 及  （7）
 Spark Inf rastructure Group 非執行董事  （1） 及  （5）

葉德銓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副董事總經理  （5）、（6） 及  （7）
 長江生命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高級副總裁及投資總監  （6） 及  （7）
 TOM集團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5）、（6） 及  （7）
 中國航空技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5） 及  （6）
 志鴻科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5）、（6） 及  （7）
 首長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1）、（5） 及  （6）
 民安（控股）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5） 及  （6）

霍建寧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5）、（6） 及  （7）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集團董事總經理  （1）、（5）、（6） 及  （7）
 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1）、（5）、（6） 及  （7）
 和記港陸有限公司  主席  （7）
 和記電訊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7）

關秉誠  Spark Inf rastructure Group 非執行董事  （1） 及  （5）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一日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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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爭業務
董事  公司名稱  有關權益  （附註）

甄達安  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1）、（5）、（6） 及  （7）
 Spark Inf rastructure Group 非執行董事  （1） 及  （5）

周胡慕芳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副集團董事總經理  （1）、（5）、（6） 及  （7）
 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1）、（5）、（6） 及  （7）
 TOM集團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5）、（6） 及  （7）
 和記港陸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7）
 和記電訊國際有限公司  替任董事  （7）
 TOM在線有限公司  替任董事  （7）

陸法蘭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5）、（6） 及  （7）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集團財務董事  （1）、（5）、（6） 及  （7）
 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1）、（5）、（6） 及  （7）
 和記電訊國際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7）
 TOM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5）、（6） 及  （7）
 TOM在線有限公司  主席  （7）

曹棨森  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集團董事總經理  （1）、（5）、（6） 及  （7）

李王佩玲  TOM集團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5）、（6） 及  （7）

麥理思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5）、（6） 及  （7）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1）、（5）、（6） 及  （7）
 香港電燈集團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1）、（5）、（6） 及  （7）

附註：  該等業務可能透過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以其他投資形式進行。

除上述外，本公司各董事概無在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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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章程細則中並無股本優先購買權之條文，惟百慕達法例並無限制此等權利。

購入、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股份，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

入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公眾持股量

本公司於一九九七年一月八日及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七日公佈，聯交所已於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豁免本公司

須嚴格遵照上市規則第  8.08 條，惟規定公眾人士所持有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不得少於約百分之十五點二。

按所得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此責任規定已獲履行。

慈善捐獻

年度內本集團之捐款總額為港幣十六萬五千元。

上市規則第  13 章之披露

茲根據上市規則第  13 章  13.21 及  13.22 條之規定披露下列資料：

（1） 集團訂有一項港幣三十八億元之銀團貸款協議，該貸款將於二零零七年到期，截至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已提取全數貸款額。根據該貸款協議規定，一旦和記黃埔（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權益低於百分之三十五，則視作違反協議論。此責任規定已獲

履行。

（2） 根據「持續關連交易」一節所載，和記黃埔、珠海外資商及其他各方已就負責珠海發電廠之內地項

目發展公司兩項分別為一億二千五百五十萬美元及六億七千萬美元之貸款協議提供一項保薦人 /股

東承諾。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兩項未償還貸款餘額分別為一千八百九十萬美元及

三億三千二百四十萬美元，須分期償還，最後還款期分別為二零零八年及二零一二年。一旦長實及

和記黃埔共同直接或間接持有珠海外資商股權低於百分之五十一，則視作違反協議論。此責任規定

已獲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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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團訂有一項四億澳元之長期銀團貸款協議，該貸款將於二零零八年到期，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該項未償還貸款餘額為二億九百九十萬澳元。根據該貸款協議規定，一旦和記黃埔直接

或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權益低於百分之三十，則視作違反協議論。此責任規定已獲履行。

（4） 集團訂有一項三億澳元之長期銀團貸款協議，該貸款將於二零零九年到期，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集團已提取全數貸款額。根據該貸款協議規定，一旦和記黃埔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之權益低於百分之三十，則視作違反協議論。此責任規定已獲履行。

（5）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給予若干聯屬公司的財務資助及為一間聯屬公司所獲融資提

供擔保之總額超逾百分之八之資產百分比率。茲將該等聯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

併資產負債表載列如下：

百萬港元

非流動資產  63,525

流動資產  3,970

流動負債  （8,136）
非流動負債  （56,101）

資產淨值  3,258

股本  1,085

儲備  2,173

股本及儲備  3,258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於該等聯屬公司之綜合應佔權益合共港幣七十二億八千

三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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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報，經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有關審核委員會組成及職權範

圍之資料詳列於第  90 至  95 頁之企業管治報告。

核數師

本公司本年度財務報表經由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核。該核數師現依章告退，但表示願意繼續

受聘。

承董事會命

集團董事總經理

甘慶林

香港，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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