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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出席了參加了遠東發展中期績後分析員會議。這間市值約 80 億的中小型本地地
產發展商近年積極分散業務，除主業地產發展及投資，酒店管理及營運外，亦參與

黃景成

了持有及管理停車場和合資經營賭場，亦積極開托海外地產發展業務，除香港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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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外，澳洲、馬來西亞、新加坡、英國曼城皆有在售。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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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收入 29.65 億元，按年升 6.8%。股東應占純利及經調整現金溢利為 6.16 億及
5.82 億元，按年下降 40.3%及 45.6%，主要由於去年同期出售酒店的一次性收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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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較一般為高毛利率的上海發展項目未能重現。每股盈利 26.8 仙，派中期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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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派息比率為 14.9%。集團流動資金為 73 億元，淨負債比率較 18 財年下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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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2.2%，至 40.9%。
博彩業務首次為集團貢獻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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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發展加大投入博彩業務，透過收購 TWC 及投資於 QWB 項目及 The Star
（ASX：SGR）拓展進軍博彩業務。作為集團“亞洲足跡”策略的重要一環。2019
財年上半年度，首次錄得 1.49 億元收入，其毛利率達到 86.8%。

股票資料
股份編號:

35.HK

市價:

HKD3.45

市值:

約 HKD80.6 億

52 周低/高位:

HKD 3.42 – 4.85

市盈率:

6.93 倍

市賬率：

0.65

股息率:

6.37%



TWC 和 The Star（ASX：SGR）的 4.99%股權投資將繼續帶來貢獻憑藉集團亞洲業
務聯繫，利用 TWC 平台發展賭場博彩業務交叉銷售及合作發展產生協同效應
Queen’s Wharf 投入運營後將帶來有力。

停車場業務持續擴張


管理共 461 家自有或第三方停車場共 92,740 個車位遍佈澳洲、紐西蘭、馬來西
亞、歐洲大陸及英國。較 18 財年下半年度增加停車場 20 個，車位 3,872 個，按年
增長分別為 4.5%及 4.3%。



停車場業務收益及毛利分別增長至 3.58 億元及 8,300 萬元，按年增長 7.5%及
5.6%，維持過往良好業績，創造大量經常性現金流，透過收購和自然增長實現迅猛
擴張。

酒店帶來經常性現金流強勁


遠東發展目前擁有 28 間酒店，於 5 個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營運，擁有 7,539 房間，
位於香港、馬來西亞、中國內地、新加坡、澳大利亞、英國、德國、奧地利和捷克
共和國。旗下帝盛集團總收益為 8.16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7.4% ，入住率及
平均每間房間收入，按年增長分別為 3.8%及 15.8%。集團也於 2018 年 4 月 30 日
完成收購 TWC,其旗下 5 間酒店，為 2019 財年上半年收益帶來 5 個月貢獻。



經常性現金流業務 (酒店/停車場/博彩/租賃)達到 3.33 億元收入，按年增長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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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發展回歸正常水平


物業開發業務收入和其毛利分別降至 3.48 億元及 5.95 億元，按年降 42.2%及
65.3%，毛利率亦按年降 18.8%。主要是由於 18 財年下半年度的一個毛利率較一
般項目高的上海項目所帶來的 9.15 億港元收益未能重現，以及上半年度完成之物
業開發項目減少。



預售中項目總開發價值達 221.63 億元，當中該集團應佔總值為 155.31 億元，集團
持有約 70%權益。預售及發展中項目，集團應佔的售樓面面積 7,949,000 平方呎，
集團應佔的開發總值 462 億元。可供出售竣工發展項目，項目數量達 2,053 個，集
團應佔的開發總值為 483 億元，預期下半年可以逐漸反映可出售項目對業績的貢
獻。

未來展望


多元化區域策略和「亞洲足跡」的戰略，有效分配資源以擴展項目組合。通過海外
經營及併購，集團海外多元化業務奠下穩固根基，有望帶來長期增長及穩定的股息
收入。



預期遍及澳洲、中國內地、香港、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英國的高品質住宅開發項
目，將帶來權益項目組合總開發價值約 483 億港元，將於逐步反映。



集團於博彩業務上的佈局逐漸成型，通過 TWC 與集團酒店業務整合，實現交叉銷
售及合作發展產生協同效應，並預期 TWC 將於 2020 年可引入高端玩家。同時亦
有 The Star（ASX：SGR）於布里斯本的 Queen’s Wharf 投入運營後，受惠於未
來的增長，及未來擬增加的股息分派。



當所有開發中酒店投入營運，集團將擁有 42 間酒店，營運約 10,800 間客房，較現
有 28 間酒店及 7,539 多出 50%及 43%。集團亦管理另外 4 間酒店（2 間位 於香港
及 2 間位於馬來西亞），擁有約 880 間客房。



經常性現金流業務實現強勁增長，預期酒店、博彩及停車場業務能為經常性現金流
提供持續增長，能與地產發展利潤長線以 50/50 的比例營運，減少盈利的波動性。

我們的看法


優點：股價較資產淨值折讓大、派息穩定及息率吸引。



缺點：賭場及地產發展的投資／回本期較長，地產發展的規模始終較細，每年的利
潤仍可能有大波動、未來投資期對資金的需求仍大、較大型的發展商或收租股在波
動的市況中會較受投資者歡迎。回本期較長，資金需求龐大及政策風險亦有機會影
響公司的運作。



估值方面：自去年創出 4.74 元高位後，股價一直受壓，以現價 3.45 元角度來看市
盈率（P/E）約 6.93 倍；市帳率（P/B）約 0.65 倍。在市盈率（P/E）約方面來
看，過去 1 年的平均比率約 6.7 倍，相比下，現在市盈率水平較高。在市賬率
（P/B）方面來看，過去 1 年的平均比率約 0.72 倍，相比下，現值 0.65 較吸引。



走勢方面：根據以往歷史數據，相信市盈率在 5.8 – 6.7 倍之間吸納勝算較高，建議
在 3.12 至 3.47 元左右可以留意，或上破及企穩 3.82 元考慮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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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遠東發展股價圖

資料來源：彭博，永豐金證券(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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