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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大連萬達商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Dalian Wanda Commercial Properties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99）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人民幣37,635百萬元，
與二零一五年同期相比增長21.82%。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核心溢利（扣
除公允價值變動影響）為人民幣2,711百萬元，與二零一五年同期相比增長
19.74%。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人民幣1.36元。

業績摘要

大連萬達商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們」）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報告期」），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未經審計
綜合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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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4 37,635 30,894
銷售成本 (22,855) (17,206)

毛利 14,780 13,688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722 1,350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增加，淨額 4,667 3,910
銷售及分銷開支 (1,913) (2,257)
行政開支 (3,191) (3,119)
其他開支 (875) (514)
融資成本 5 (3,712) (3,760)
分佔合營企業虧損 – (7)

除稅前溢利 6 10,478 9,291

所得稅開支 7 (4,303) (4,079)

期內溢利 6,175 5,212

以下各項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6,149 5,194
 非控股權益 26 18

6,175 5,212

母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9 人民幣1.36元 人民幣1.15元

攤薄 9 人民幣1.36元 人民幣1.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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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期內溢利 6,175 5,212

其他綜合虧損

以後期間將重新分類為損益的其他綜合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48) (142)

期內其他綜合虧損，扣除稅項 (148) (142)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6,027 5,070

以下各項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5,934 5,103
 非控股權益 93 (33)

6,027 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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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8,433 42,923
投資物業 10 336,236 309,481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0,607 10,044
商譽 2,941 2,941
其他無形資產 2,572 2,908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546 522
可供出售投資 830 35
長期應收款項 10 10
遞延稅項資產 7,007 5,771

非流動資產總值 409,182 374,635

流動資產
存貨 11 173,275 167,256
預付稅項 9,057 6,80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2 602 49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972 17,156
其他流動資產 1,308 60
受限制現金 5,961 6,5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7,346 66,606

流動資產總值 285,521 264,925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3 64,603 64,42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85,723 160,201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25,013 41,930
遞延收益 318 317
應付股息 817 13
應付稅項 2,464 7,352

流動負債總額 278,938 274,233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6,583 (9,30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15,765 36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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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15,765 365,327

非流動負債
債券及票據 65,403 32,651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124,143 112,065
遞延收益 1,567 1,571
遞延稅項負債 34,696 33,143

非流動負債總額 225,809 179,430

資產淨值 189,956 185,897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4,527 4,527
儲備 177,093 175,869

181,620 180,396
非控股權益 8,336 5,501

權益總額 189,956 185,897



6

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匯兌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法定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權益 權益總額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4,475 22,392 344 35 1,961 (113) 123,720 152,814 2,332 155,146
期內溢利 – – – – – – 5,194 5,194 18 5,212
期內其他綜合收益 – – – – – (91) – (91) (51) (142)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 – – – – (91) 5,194 5,103 (33) 5,070

發行股份 52 2,066 – – – – – 2,118 – 2,118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 – – 90 – – – (46) 44 – 44
已 宣派二零一四年 
末期股息 – – – – – – (4,301) (4,301) – (4,301)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4,527 24,458 434 35 1,961 (204) 124,567 155,778 2,299 15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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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擁有人應佔
匯兌 非控股 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重估儲備 法定儲備 波動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權益 總額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4,527 24,458 393 35 2,264 (396) 149,115 180,396 5,501 185,897
期內溢利 – – – – – – 6,149 6,149 26 6,175
期內其他綜合收益 – – – – – (215) – (215) 67 (148)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 – – – – (215) 6,149 5,934 93 6,027

非控股權益注資 – – 4 – – – – 4 2,742 2,746
以股份為基礎付款 – – 29 – – – 11 40 – 40
已宣派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 – – – – – – (4,754) (4,754) – (4,75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4,527 24,458* 426* 35* 2,264* (611)* 150,521* 181,620 8,336 189,956

* 此等儲備賬包括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計簡明綜合中期財務狀況表內綜合儲備人
民幣177,093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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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19,506 5,795
已收利息 273 317
已付企業所得稅及土地增值稅 (8,886) (9,780)

經營活動產生╱（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0,893 (3,668)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1,782) (2,842)
添置投資物業 (19,430) (16,821)
增加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692) (319)
添置至其他無形資產 (93) (1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所得款項 4 1
可供出售投資的所得款項淨額 (1,961) 310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 (97)
出售附屬公司 1,530 –
收購附屬公司 (110)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22,534) (19,780)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發行債券及票據的所得款項淨額 33,000 –
新增銀行貸款 36,182 27,991
償還銀行貸款 (40,983) (33,786)
已付利息及銀行費用 (5,273) (6,268)
已付股息 (3,949) (2,406)
非控股權益出資 3,374 –
發行股份 – 1,993

融資活動產生╱（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22,351 (12,47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0,710 (35,92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6,606 86,303
外匯匯率變動的影響，淨額 30 241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7,346 50,62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的分析
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列示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7,346 50,620

在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中列示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7,346 5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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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大連萬達商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地址為中國大連市西崗區長江路539號。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物業租售及管理、物業發展以及酒店經
營。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主營業務未發生重大變化。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本公司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大連萬達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最終控股股東為王健林先生。

2. 編製基礎以及本集團會計政策的變動

編製基礎

本未經審計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本未經審計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所有載於年度財務報表裡的資訊及披露，且須
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會計政策的變動

除採納在期內生效的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外，編製未經審計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載列者一致。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對本期間本集團未經審計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之會計政策並無重大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並有以下四個可呈報經營分部：

(a) 開發、租賃及管理本集團持作長期投資的商業物業；

(b) 開發及銷售物業，主要包括商業及住宅物業；

(c) 開發及經營洒店；及

(d) 「其他」分部主要包括管理已出售物業、研究及設計中心以及提供教育及其他服務。

管理層個別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部的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決定。分部表
現乃按可呈報分部溢利╱（虧損）（用於計量持續經營業務的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
評估。持續經營業務的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的計量與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
前溢利所採用的計量方法一致，惟融資成本不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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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間銷售及轉讓按當時市價參考出售予第三方時所訂售價進行交易。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投資物業
租賃及管理 物業銷售 酒店營運 其他 總計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分部收入：
外部客戶銷售 8,123 25,315 2,653 1,544 37,635
分部間銷售 262 – 1 833 1,096

8,385 25,315 2,654 2,377 38,731

對賬：
撇銷分部間銷售 (1,096)

收入 37,635

銷售成本 (2,084) (17,432) (1,918) (1,421) (22,855)
其他收入及收益 9 589 2 122 722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增加，淨額 4,667 – – – 4,667
銷售及分銷開支 (57) (1,633) (175) (48) (1,913)
行政開支 (641) (1,459) (695) (396) (3,191)
其他開支 (186) (373) – (316) (875)

分部業績 9,831 5,007 (133) (515) 14,190

對賬：
融資成本 (3,712)

除稅前溢利 10,478

其他分部資料
在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中
 確認為減值虧損 – 290 – 306 596
折舊及攤銷 – (341) (577) (73) (991)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 546 – – 546
資本支出* 22,281 1,051 6,100 31 29,463

* 資本支出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及以及其他無
形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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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投資物業
租賃及管理 物業銷售 酒店營運 其他 總計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未經審計）

分部收入：
外部客戶銷售 6,345 20,989 2,234 1,326 30,894
分部間銷售 484 233 3 339 1,059

6,829 21,222 2,237 1,665 31,953

對賬：
攤銷分部間銷售 (1,059)

收入 30,894

銷售成本 (1,634) (12,695) (1,701) (1,176) (17,206)
其他收入及收益 203 1,073 12 62 1,350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增加，淨額 3,910 – – – 3,910
銷售及分銷開支 (80) (1,919) (169) (89) (2,257)
行政開支 (448) (1,542) (674) (455) (3,119)
其他開支 – (514) – – (514)
分佔合營企業虧損 – (7) – – (7)

分部業績 8,296 5,385 (298) (332) 13,051

對賬：
融資成本 (3,760)

除稅前溢利 9,291

其他分部資料
在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中
 確認為減值虧損 24 370 – 6 400
折舊及攤銷 – (414) (524) (89) (1,027)
於合營企業的投資 – 533 – – 533
資本支出* 19,440 202 2,829 17 22,488

* 資本支出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以及其他無形
資產，包括上述業務合併產生的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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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超過90%收入均來源於中國內地客戶，超過90%本集團非流動資產處於中國內地。
因此，並無呈列按地理分區劃分的分部資料。

主要客戶資料

於期內，並無對某單一客戶或處於共同控制下的客戶組別的銷售額超過本集團收入的10%
或以上（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對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投資物業租賃及管理 8,123 6,345
銷售物業 25,315 20,989
酒店營運 2,653 2,234
其他 1,544 1,326

37,635 30,894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296 326
政府補助 187 638
其他 – 56

483 1,020

收益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114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 – 1
淨外匯收益 – 133
其他 125 196

239 330

722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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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銀行借款及其他借款的利息 4,252 6,494
債券及票據利息 1,376 229

利息開支總額 5,628 6,723
減：資本化利息 1,982 2,963
加：其他融資開支 66 –

3,712 3,760

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已售存貨成本 17,432 12,695
已實現政府補助* (187) (63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收益，淨額 –** –**
折舊 801 85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75 66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15 111
存貨減值 11 259 376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1 2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48 22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72 –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 216 –
有關投資物業租賃及管理的直接營運開支 2,084 1,634

* 該等補貼並無附帶任何未實現的條件或或然事項。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收益淨額呈列為零及湊整至最接近百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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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期內本集團並未於香港和海外產生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及海外企業所得稅
計提撥備。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撥備已按應課稅溢利以及適
用稅率25%計提。

銷售物業所得款項減去包括開發成本、借款費用、其他物業開發費用及相關銷售稅項及附
加等可扣減費用為土地增值額，按30%-60%四級超額累進稅率計算中國內地的中國土地增
值稅（「土地增值稅」）。本集團已根據中國內地稅法預估並計提土地增值稅稅額。土地增
值稅稅額最終將由地方稅局審核並批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當期－中國內地企業所得稅 1,951 1,680
當期－中國內地土地增值稅 2,000 1,918
遞延 352 481

期內稅項費用總額 4,303 4,079

8.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宣派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1.05元 4,754 4,301
已付末期股息 3,949 2,406

董事會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建議派付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人民幣4,754百萬元（每股
股息人民幣1.05元），並已獲本公司股東批准。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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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基於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期內對外發行的加權平均的普通
股股數4,527,347,600股（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523,573,463股））來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時使用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6,149 5,194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百萬 百萬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時使用期內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527 4,524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10. 投資物業

在建或
已竣工 開發中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 總計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1,368 48,113 309,481
添置 – 22,281 22,281
公允價值調整收益淨額 4,406 261 4,667
於竣工時轉撥 17,282 (17,282) –
出售投資物業 (193) – (193)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282,863 53,373 336,236

本集團已竣工投資物業均以經營租賃租出。

所有已竣工投資物業及在建或發展中投資物業，包括本集團持有的土地和建築物已於年終
根據獨立專業評值師－戴德梁行有限公司（「戴德梁行」）的估值結果進行重估。該公司是
投資物業評估行業的專家，並且具有良好的資質和近幾年來在相關地點的類似物業評估的
經驗。已竣工投資物業的估值乃經考慮物業現有租約將產生的資本化收入及歸復收入潛力
（如適用）參考類似地區及條件的類似物業的市場成交價計得。開發中投資物業的公允價
值是由物業假設完工後的市價扣除自估值日期起至完工期間所產生的建設成本、專業費用
及資本化借貸成本以及合理利潤後得到的。期內的估值方式沒有改變。



1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若干投資物業金額達人民幣235,420百萬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31,997百萬元）已用於抵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銀行及其他借款。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正在為若干投資物業申請相關房產證。於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正在申請業權證的若干投資物業的賬面值為人民幣9,599百萬
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184百萬元）。董事認為，本集團有權合法及有
效佔用該等投資物業。

於期末，本集團所有投資物業均以第三層級的公允價值計量，該公允價值通過參考若干重
大不可觀察輸入值得出。期內，不存在第一、第二及第三層級之間的轉換（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本集團有一個團隊負責覆核獨立估值師為財務報告評估的投資物業的價值。該團隊直接向
高級管理層匯報。對評估處理和結果的討論在高級管理層以及資產評估團隊以及獨立估值
師中配合本集團中期及年度報告日期每年進行兩次。

於期末，本集團：

• 確認覆核獨立評估報告所有使用的重大輸入值；

• 評估物業與上一年度估值報告相比的估值變動；及

• 與獨立估值師進行討論。

以下為投資物業估值所用的評估方法及主要輸入值概要：

描述 評估方法 重大不可觀察輸入值 不可觀察輸入值範圍

購物中心 投資法 現行市場租金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幣18元
－人民幣931元

歸復資本化率 主力店：4.5%－6.0%
標準零售：5.0%－7.0%

寫字樓 投資法 現行市場租金 每平方米每月人民幣70元
－人民幣483元

歸復資本化率 6.0%－7.5%

停車場 投資法 現行市場租金 每單位每月人民幣200元
－人民幣2,000元

歸復資本化率 4.0%－5.0%

現行市場租金是獨立估值師根據近期目標物業及其他可比物業的租賃交易作出的估計。租
金越高，公允價值越高。歸復回報率是獨立估值師根據物業的風險概況作出的估計。歸復
回報率越高，公允價值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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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存貨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物業 173,477 167,679
酒店商品 39 32
遊艇及相關 623 517
其他 98 115
減值 (962) (1,087)

173,275 167,256

存貨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期╱年初 1,087 60
已確認減值虧損 259 1,055
減值撇銷 (388) (23)
匯兌調整 4 (5)

於期╱年末 962 1,087

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貿易應收款項 603 438
應收票據 22 81
減值 (23) (22)

602 497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是以發票日期和減值後淨額為依
據，具體如下所示：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於一年內 538 469
超過一年 64 28

602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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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照發票日計算賬齡，明細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一年以內 56,730 59,319
一至兩年 6,967 4,272
超過兩年 906 829

64,603 64,420

貿易應付款項不計息，並一般按照物業項目的建設進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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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概覽

本集團的核心產品為以「萬達廣場」命名的城市綜合體，主要由持有作投資物業的
購物中心、銷售物業及豪華酒店構成。該等核心業務板塊發揮相輔相成之功。購
物中心和豪華酒店可以驅動物業銷售，而住宅物業、寫字樓和豪華酒店相互增加
客流量、提升購物中心的資產價值。

與本集團的核心產品相對應，本集團業務包括三個主要板塊：1）開發、租賃及管
理持作長期投資的商業物業，主要為購物中心；2）開發及銷售物業，包括商舖、
寫字樓、SOHO、住宅樓等；及3）開發及經營豪華酒店。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作為中國最大的商業物業開發商、業主及運
營商、中國最大的豪華酒店業主及運營商，繼續保持我們在大型多功能綜合體物
業運營領域的良好過往業績，實現本集團各方面運營業績繼續快速增長。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 已開業萬達廣場總數達到142座註1，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新增9座。

• 已開業持有物業總建築面積達28.31百萬平方米，較二零一五年底26.32百萬
平方米增長7.56%。

• 已開業購物中心總建築面積達23.31百萬平方米，較二零一五年底21.83百萬
平方米增長6.78%。

• 已開業購物中心總可租面積達14.87百萬平方米，較二零一五年底14.13百萬
平方米增長5.24%。

•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合約銷售總金額為人民幣50,623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
同期下降17.33%；合約銷售面積5.39百萬平方米，較二零一五年同期下降
17.58%。

• 已開業酒店總數達到79家，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新增7家。

• 已開業酒店總房間數達到24,435間，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新增2,474間。

註1： 含南昌萬達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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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業務按計劃開展，取得了良好的財務業績，本集團
總收入達人民幣37,635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同比增長21.82%。二零一六
年上半年本集團實現核心溢利（除去投資物業公允價值增益）為人民幣2,711百萬
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同比增長19.74%，核心溢利率為7.20%，較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基本持平。核心溢利的增長主要來源於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業務板塊
和物業銷售板塊的收入增長。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實現每股淨利潤為人民幣
1.36元。

本集團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各業務分部主要財務業績如下表：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 物業銷售 酒店經營 其他 分部合計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 變動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 變動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 變動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 變動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 變動

收入 8,123 6,345 28.02% 25,315 20,989 20.61% 2,653 2,234 18.76% 1,544 1,326 16.44% 37,635 30,894 21.82%

成本 2,084 1,634 27.54% 17,432 12,695 37.31% 1,918 1,701 12.76% 1,421 1,176 20.83% 22,855 17,206 32.83%

毛利潤 6,039 4,711 28.19% 7,883 8,294 -4.96% 735 533 37.90% 123 150 -18.00% 14,780 13,688 7.98%

毛利率(%) 74.34 74.25 0.09 31.14 39.52 -8.38 27.70 23.86 3.84 7.97 11.31 -3.34 39.27 44.31 -5.04

息稅前利潤 9,831 8,296 18.50% 5,007 5,385 -7.02% -133 -298 -55.37% -515 -332 55.12% 14,190 13,051 8.73%

投資物業
 公允價值增加 4,667 3,910 19.36% 4,667 3,910 19.36%

土地增值稅 2,000 1,918 4.28% 2,000 1,918 4.28%

息稅前利潤
 （不含公允價值
 變動損益和
 土地增值稅） 5,164 4,386 17.74% 3,007 3,467 -13.27% -133 -298 -55.37% -515 -332 55.12% 7,523 7,223 4.15%

財務成本
 （不可分配） 3,712 3,760 -1.28%

稅前利潤
 （不含公允價值
 變動損益及
 土地增值稅） 3,811 3,463 10.05%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收入主要來自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物業銷售和
酒店經營三大板塊，佔比分別為約21.58%、67.26%及7.05%。二零一六年上半年
來自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業務板塊的收入為人民幣8,123百萬元，比二零一五
年上半年增長28.02%；來自物業銷售的收入為人民幣25,315百萬元，比二零一五
年上半年增長20.61%，來自酒店經營業務板塊的收入為人民幣2,653百萬元，比二
零一五年上半年增長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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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推進提升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業務貢獻百分
比的業務調整戰略，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實現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業務板塊息
稅前利潤為人民幣9,831百萬元，佔息稅前利潤總額的比例為69.28%。銷售物業業
務板塊息稅前利潤為人民幣5,007百萬元，佔比35.29%。酒店經營板塊息稅前虧損
為人民幣133百萬元。

扣除土地增值稅息稅前利潤貢獻比率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扣除土地增值稅息稅前利潤主要來自物業銷售、投資物
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板塊。其中，來自於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板塊息稅前利潤
（經扣除土地增值稅及不含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為人民幣5,164百萬元，較二零一
五年上半年同比增長了17.74%，佔息稅前利潤（經扣除土地增值稅及不含公允價
值變動損益）的百分比為68.64%。

業務板塊分析

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板塊收入佔比21.58%，收入為人民
幣8,123百萬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8.02%；我們的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板塊的
毛利率為74.34%，毛利率與去年同期相比保持穩定。

購物中心的主要運營資料：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二零一五
年度 變化率

總建築面積（百萬平方米） 23.31 21.83 6.78%
總可出租面積（百萬平方米）(1) 14.87 14.13 5.24%
出租率 96.33% 96.37% -0.04個百分點
平均租金（人民幣元╱平方米╱月）(2) 102.80 97.59 5.34%

附註：

(1) 總可出租面積等於購物中心可租賃的總建築面積。

(2) 平均租金=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收入（除稅前）╱總已租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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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物業

‧ 本集團投資物業主要包括萬達廣場和萬達城的購物中心及文化娛樂項目。

‧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我們進一步擴大投資物業組合，共新增9個購物中心，總
建築面積約1.48百萬平方米，總可租面積約0.84百萬平方米。截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累計在95個城市擁有142個已開業購物中心，總建築面
積約為23.31百萬平方米，總可租面積約14.87百萬平方米。

‧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所有已開業購物中心的平均出租率達到
96.33%。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已開業投資物業的若干資料：

建築面積 可租面積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

平均出租率
（百萬平方米）（百萬平方米） （百分比）

一線城市 2.44 1.53 98.76%
二線城市 9.93 6.39 98.06%
三線城市 10.94 6.95 94.20%

總計 23.31 14.87 96.33%

收入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收入為人民幣8,123百萬元，
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同比增長28.02%，主要來源於本期內可租面積和平均租金的
提升，其中可租面積的增加主要源於二零一五年下半年及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新開
業的購物中心；平均租金的提升主要源於已開業購物中心的租金的基於合同條款
自然增長，部份商戶租約到期協商漲租，以及本集團對部份商戶進行調整產生的
租金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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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有關的直接經營開支主要包括物業維護成本和我們的投
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業務的僱員薪金及相關投資物業的房產稅。二零一六年上
半年，我們的投資物業租賃和物業管理業務的成本為人民幣2,084百萬元，較二零
一五年同期增長27.54%，主要原因是已開業廣場的數量的增加導致運營維護成本
相應增加。

毛利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實現毛利為人民幣6,039百萬元，較二
零一五年上半年同比增長28.19%，毛利率為74.34%，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相比基本
持平。

銷售及分銷費用

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的銷售及分銷費用主要包括促銷費、廣告宣傳費等，二
零一六年上半年為人民幣57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同比下降28.75%。二零
一六年上半年有關費用佔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收入0.70%，較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下降0.56個百分點，主要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對費用進行了嚴格
管控。

行政費用

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的行政費用主要包括管理人員的工資、差旅費、辦公
費、租賃費等，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為人民幣641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同比
增加43.08%，佔投資物業租賃及物業管理收入7.89%，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增加
0.83個百分點。行政費用的增加主要由於開業運營購物中心的數量增加。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增益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物業資產賬面總值達人民幣336,236百萬
元，佔本集團資產總值比例為48.40%。期內，根據相關會計準則要求，本集團對
包括在建項目在內的投資物業進行了評估，經獨立第三方戴德梁行評估，投資物
業增值為人民幣4,667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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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銷售

本集團的銷售物業包括住宅、商舖、寫字樓、SOHO等。得益於獨特的產品組合
和圍繞購物中心綜合體的優勢，我們對住宅市場的波動有較強的適應能力。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我們總合同銷售約為人民幣50,623百萬元，比二零一五年上半
年下降17.33%。其中來源一、二線城市銷售佔比60.42%，三線城市佔比37.96%，
境外銷售佔比1.62%。

收入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物業銷售確認的收入為人民幣25,315百萬元，較二零
一五年上半年同比增長20.61%，主要來源於報告期內按合同約定交房確認收入的
面積的增加。報告期內，本集團物業銷售的確認面積為259.92萬平方米，較二零
一五年上半年同比增長約51.20%。

成本

物業銷售成本主要包括土地成本、建設成本、資本化利息等。二零一六年上半
年，我們的物業銷售成本為人民幣17,432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同比增長
37.31%，主要源於確認收入面積的增加。

毛利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物業銷售實現毛利為人民幣7,883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
年同比減少4.96%；本集團物業銷售毛利率為31.14%，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降低
8.38個百分點，主要因為報告期內確認收入的三線城市項目較多。

銷售及分銷費用

物業銷售板塊的銷售及分銷費用主要包括促銷開支、銷售及市場推廣員工成本
等，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為人民幣1,633百萬元，佔合同銷售額比例3.23%，與二零
一五年上半年基本持平。

行政費用

物業銷售板塊的行政費用主要包括管理人員的工資、差旅費、辦公費等，二零一
六年上半年為人民幣1,459百萬元，佔合同銷售額比例2.88%，與二零一五年同期
相比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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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經營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我們於65個城市擁有79家已開業豪華酒店，總客
房數量24,435間，其中49家為自營酒店，30家由全球知名的第三方酒店管理人經
營，均坐落於城市中心及熱點旅遊度假地。

於報告期內，我們共新開業7家酒店，總客房數量2,474間。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酒店經營實現業主利潤為人民幣346.60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
同期增長21.4%。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業主利潤率為12.35%，與二零一五年上半年
相比下降0.41個百分點。

收入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酒店經營收入為人民幣2,653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同比增長18.76%，主要來源於新開業酒店以及進入運營成熟期的酒店數量的
增加帶來的收入增長。

報告期內本集團自營和第三方管理酒店收入如下表所示：

項目
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自營酒店 1,481 55.8% 1,076 48.2%
第三方管理酒店 1,172 44.2% 1,158 51.8%

合計 2,653 100.0% 2,234 100.0%

成本

酒店經營成本主要包括折舊、維護成本、僱員薪金及其他雜項支出。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本集團酒店經營成本為人民幣1,918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同比增
長12.76%，主要原因是二零一五年下半年和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新開業的酒店導致
折舊及維護成本相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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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酒店經營實現毛利為人民幣735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增
加37.90%，毛利率為27.70%，與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相比上升3.84個百分點，主要
因為進入成熟期的酒店數量增加帶來的收入增加，以及有效的成本控制。

銷售及分銷費用

酒店經營的銷售及分銷費用主要包括酒店營銷推廣費用，二零一六年上半年為人
民幣175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同比上升3.55%。

行政費用

酒店經營的行政費用主要包括管理人員的工資、差旅費、辦公費、租賃費等，二
零一六年上半年為人民幣695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增長3.12%，遠低於二
零一五年上半年較二零一四年的同比增長率，此乃得益於本期本集團對費用的嚴
格管控。

土地收購及土地儲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總建築面積約76.41百萬平方米的土地儲
備，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新購置土地項目29個（包含分期收購的待建萬達廣場以及
萬達城用地），總計容建築面積約5.48百萬平方米。

下表載列我們土地儲備的構成：

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總建築面積

（百萬平方米）

已竣工未確認收入物業 8.42
 其中：已預售 3.93
在建物業 46.45
待建物業 21.54

總計 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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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儲備按區域分佈表

區域 總建築面積 佔比
（百萬平方米）

華東 25.46 33.32%
東北 12.26 16.04%
華南 10.58 13.84%
西北 3.35 4.39%
華中 10.06 13.17%
華北 3.29 4.30%
西南 10.65 13.94%
境外 0.76 1.00%

合計 76.41 100.00%

土地儲備按用途分佈表

用途 總建築面積 佔比
（百萬平方米）

銷售物業 58.86 77.03%
投資物業 10.46 13.69%
酒店 2.03 2.66%
其他(1) 5.06 6.62%

合計 76.41 100.00%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新購置的土地平均成本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346元。

附註：

(1) 其他含市政配套及回遷等物業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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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後事項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本集團完成二零一六年第5期公司債券發行，發行規模為
20億元，期限為5年，票面利率為3.45%。本集團會將籌得款項用作營運資金。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完成二零一六年第6期公司債券發行，發行規模
為20億元，期限為5年，票面利率為3.36%。本集團會將籌得款項用作營運資金。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要約及回應文件（「綜合文
件」）、日期均為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
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H股類別股東大會」）大會通告、日期均為二零一六年八月
一日的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的大會補充通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
六年八月十五日的投票表決結果公告。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五日
的投票表決結果公告所載，本公司股東已於臨時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批
准本公司自願自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撤回H股上市。根據於綜合
文件披露的預期時間表及受限於聯交所批准，預期本公司H股上市將於二零一六
年九月二十日自聯交所撤銷。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深圳市幸福萬象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及深圳前海嘉年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受讓人」）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本
公司將轉讓萬達物業管理有限公司（「處分群組」）（本集團提供物業管理業務的公
司）的全部股權予受讓人，代價為人民幣1,990百萬元。於報告期結束前，已收取
按金人民幣398百萬元，而股權轉讓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日前完成。於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列於綜合財務狀況表金額的處分群組資產及負債分別為人民幣911
百萬元及人民幣885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列於綜合損益
表金額的處分群組溢利淨額為人民幣5百萬元。

其他財務項目分析

其他收入和收益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我們的其他收入和收益主要為利息收入、處置子公司收益、
政府補助以及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投資收益。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利息收入為
人民幣296百萬元，主要為銀行存款利息；處置子公司收益為人民幣114百萬元；
政府補助人民幣187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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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我們的總體融資成本（不含融資顧問費，包括資本化利息）為
人民幣5,628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同比下降16.29%。本集團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資金成本為5.47%，較二零一五年全年資金成本下降1.26個百分點，降幅達
18.72%，主要因為報告期內本集團優化貸款結構，綜合運用公司債、中期票據等
多種融資工具，拓寬融資渠道，降低信託貸款。

所得稅開支

我們的所得稅主要包括即期及遞延中國企業所得稅及土地增值稅。二零一六年上
半年，我們的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4,303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同比增長
5.49%，其中即期企業所得稅為人民幣1,951百萬元，遞延稅項為人民幣352百萬
元，土地增值稅為人民幣2,000百萬元。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我們的實際企業所得稅稅率（按即期企業所得稅與遞延稅項
之和除以除稅前溢利減土地增值稅之差計算）為27.16%，與二零一五年上半年
29.31%相比下降2.15百分點。

資本支出

本集團資本支出主要包括購建投資性物業、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支出。二零一六
年上半年，本集團資本支出達到人民幣29,463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增長
31.02%，主要因為投資性物業和酒店相關的資本支出增加。

債務狀況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債務總額為人民幣214,559百萬元，較二零
一五年底上升14.96%，主要因為本集團利用有利的外部融資環境，發行境內公司
債券、中期票據所致。其中，本集團的信託貸款主要用於開發物業，信託貸款佔
比由二零一五年底的15.95%下降至6.26%，下降了9.69個百分點，反映了本集團
綜合利用公司債、中期票據等多種融資渠道，優化債務結構，控制債務規模的成
效。具體如下表：



30

項目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境內銀行貸款
 開發貸 46,783 21.80% 44,042 23.60%
 經營貸 74,839 34.88% 65,395 35.04%
信託貸款 13,429 6.26% 29,777 15.95%
委託借款 2,357 1.10% 4,007 2.15%
海外貸款 11,500 5.36% 10,774 5.77%
債券及票據 65,651 30.60% 32,651 17.49%

合計 214,559 100.00% 186,646 100.00%

本集團經營貸款以持有投資物業為抵押，以租金收入為本金和利息的還款來源，
平均期限約10年，並可循環借貸。經營貸款對應的投資物業租金收入和物業價值
持續提升，本集團因而擁有更多可循環使用的經營貸款額度，存量經營貸款有充
足、穩定的經營現金流、物業價值和貸款額度保障，確保本息償還無風險。

淨負債率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淨負債率為69.10%，較二零一五年年底
61.05%上升了8.04個百分點，主要因為上半年公司債、中期票據等債務融資增加
所致。淨負債率按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加上債券及票據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受
限制現金除以權益總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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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分析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本集團現金流情況如下表所示：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量 10,893 (3,668)
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流量 (22,534) (19,780)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量 22,351 (12,476)
淨現金流量 10,710 (35,92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入為人民
幣10,893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淨流出人民幣3,668
百萬元有顯著增加，主要因為二零一五年下半年以來房地產項目銷售形勢回暖，
物業銷售收到的現金增加；同時，本集團根據市場情況和發展戰略，優化開工進
度，銷售物業相關經營性現金流出減少；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流出為人民幣
22,534百萬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投資活動現金流淨流出
增加了13.92%，主要因為投資性物業支出增加。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入為人
民幣22,351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增長較多，主要由於二零一六年上半年
公司發行公司債和中期票據所致。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投資物業和銷售物業項目均在中國內地以人民幣進行交易，有少部
份位於海外的項目的相關負債和收益以海外當地貨幣結算。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的運營現金流及流動性未顯著受外匯匯率變動影響。

或有負債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擔保金額為人民幣49,882百萬元，主要為銷
售物業客戶提供的按揭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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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借款以本集團人民幣568百萬元的
銀行存款、人民幣36,881百萬元的存貨、人民幣235,420百萬元的投資性房地產以
及人民幣18,124百萬元的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在建工程等作為抵押。

重大收購╱出售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未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僱員、薪酬政策及培訓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66,812名全職員工，截至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薪酬開支總額為人民幣4,775百萬元。

本集團不斷適應發展需要進一步完善薪酬機制。本集團根據員工的績效表現，工
作經驗和市場工資水平來決定員工的基本工資和獎金。本集團亦嚴格遵守《勞動
法》、《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保障員工的福利。同時為規範管理工作，本集
團注重對員工培訓的要求，積極調動各部門的主觀能動性，組織員工參加各類業
務培訓。

下半年業務展望

中國已經進入消費型社會時期，公眾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欲都在快速提高。新常
態的經濟環境下，發展零售市場是政策引導的方向，也是一個巨大的金礦。如何
能為消費者提供更優質、更多樣、更舒適的產品和體驗，就成為未來商業的根
本。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沿着十幾年來既定的經營理念深入挖掘。在服務消費者
方面，我們通過提升購物中心的吸引力和輻射力，進一步增加消費者體驗，提高
社會貢獻。在資產運營方面，我們結合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借鑑國際經驗，積
極探索「資本循環」和輕重並舉的發展戰略，進一步加快持有物業擴張速度，進一
步擴大在中國主要零售市場的佔有率，保持本公司健康發展。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入、出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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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撤銷本公司H股上市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文件、日期均為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的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通告、日期均為二零一六年八
月一日的臨時股東大會補充通告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補充通告、以及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五日的投票表決結果公告。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五日的投票表決結果公告所述，在臨時股東
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上，本公司股東已批准自願自聯交所撤銷本公司H股上
市。根據綜合文件中載列的預期時間表及受限於聯交所批准，本公司H股上市預
期將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聯交所撤銷。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作為於聯交所上市的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提升股東價值
及保障股東權益。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原則重視質素優良的董事會、有效的風險管
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以及向股東負責。董事會不時檢討及改良企業管治常規，以
確保其符合載於《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的《企業管治守
則》。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已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所述的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及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監事及有關僱員證券交易管理辦法（「管理辦法」）作為其有關
董事、監事及相關僱員買賣本公司證券的守則，而其中條款不比上市規則附錄十
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準則寬鬆。

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及監事作出特定查詢，而全體董事及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已遵守管理辦法的規定。本公司亦不知悉
相關僱員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曾違反管理辦法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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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的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二零一六年的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及按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計財務報
表。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未經審計，但本公司
獨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
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獨立審閱工作。本公司審計委
員會與獨立核數師均對編製報告期內的中期業績所採納的會計處理方法沒有任何
意見分歧。

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已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wandaplazas.com)
發佈。

本公司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刊載的一切資料（包括未經審計財務
報表），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且將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www.wandaplazas.com)發佈。

承董事會命
大連萬達商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丁本錫

中國，北京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丁本錫先生、齊界先生及王志彬先生；本公司
非執行董事為曲德君先生、尹海先生及劉朝暉先生；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胡
祖六博士、齊大慶先生及李桂年先生。

本公司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及經作出一
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本公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適當及審慎的考慮
後達致，及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的任何聲明具誤導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