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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经营

稳步增长

公司概况
丰树集团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房地产和资本管理龙
头企业。我们的核心业务是房地产业务和房地产资本管
理业务；业务策略侧重于投资亚洲富有增长潜力的市场
和房地产板块。迄今为止，我们已遍布包括新加坡在内
的十座亚洲城市。目前，我们独立/与他方共同管理两
个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和四个私募股本房地产基金，
已将我们自有和托管房地产资产总额增至£Îä亿新元以
上。我们在泛亚投资组合包括新加坡、中国、香港、日
本、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办公楼、住
宅、零售业/生活物业、物流、工业和商业园地产。
我们的目标在于通过一种遵守规则的模式，成为亚洲领
先的房地产资本管理公司。该模式随着风险而予以调
整，侧重于取得稳定的收益。我们相信集团在管理房地
产方面的卓越能力和资产管理方面的娴熟技能，有助于
我们与合作伙伴和客户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投资
大量的资本，以取得房地产的投资回报。

目录
公司概况
拓展经营 稳步增长

£

我们五年的成长故事

£

我们的区域运营机构

Î

主席致辞

{

董事会

£ä

执行管理委员会

£Ó

中国首席管理人员

£Î

年度回顾

£{

财务及业务回顾

£Ç

房地产资产组合

{È

我们的分支机构

{n

奖项和赞誉

丰树产业私人有限公司
Óä£ä年常年报告

拓展经营 稳步增长
自Óää{年以来，我们采用了以管理服务费用为基础
的收入和资本管理增长模式，此后的数年里，我们已
实现了业务的持续增长。集团通过所有的业务平台创
造出了卓著的价值，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这显示了我
们企业模式的健全，以及集团即使在市场低迷的情况
下，也能维持业务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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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区域运营机构
除了新加坡总部，集团不断拓展，现已在其他亚洲城市开设了
九家分支机构和五家项目机构，从而强化了其区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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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机构

Î

主席致辞

艰难中前进，
逆境中崛起
凭借灵活且稳健的房地
产资本管理模式，本年
度资产负债表业绩卓
著。同时，通过前瞻并
审慎的资本和流动性需
求控管，集团在财务上
建立起充分的灵活性，
不仅满足了资本投入需
求，并且牢牢把握该年
的拓展机遇。

本财政年伊始，即为集团敲响警钟，全世界仍陷于数
十年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急剧下滑，特
别是诚如新加坡这种出口型开放经济的国家。第一季
度，新加坡的经济萎缩高达°{¯。幸好，随着各国
政府纷纷出台的协调性财政干预政策，全球经济在后
半年以超越预期的速度迅速恢复。
凭借灵活且稳健的房地产资本管理模式，本年度资产
负债表业绩卓著。同时，通过前瞻并审慎的资本和流
动性需求控管，集团在财务上建立起充分的灵活性，

{

不仅满足了资本投入需求，并且牢牢把握该年的拓展
机遇。
例如，集团旗下的丰树印度中国基金（丰树印中基
金／>«iÌÀiiÊ`>Ê >ÊÕ`），以人民币Ó亿
元收购了北京标志性建筑‐北京佳程广场，收购价格
低于独立估值Ç¯。该物业位于北京朝阳区，是北京
最佳位置和最佳设计的建筑之一。由于北京优质办公
楼的需求预计持续增长，我们坚信随着办公楼租金和入
住率的上升趋势，此项投资定能带来优质收益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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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该年度我们还抓住了另一个机遇，填补了在日
本市场因经济衰退而出现的空白。经济衰退导致日本
一些主要的物流设施开发商财务上陷入困境，无法满
足日本物流营运商不断增长的物业量身定制需求。凭
借强大的财力资源，我们能够适时地把握此次难逢
的机遇。我们将与日本合作伙伴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 1）合作，在未来的三到五年里，为物流运
营商提供价值Î‐x亿美元的物流设施。我们计划在
物业完工后，将这项资产列入我们上市的泛亚房地产
投资信托基金‐丰树物流信托（>«iÌÀiiÊ }ÃÌVÃÊ
/ÀÕÃÌ）之中。
业绩卓然
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凭借以亚洲为重点的资本管理增
长模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打造了
一个强劲而富有活力的企业。集团始终以下列三个领
域为中心以拓展业务：发展我们在房地产基金管理的
资本管理特许经营业务；投资亚洲具有增长潜力的新
兴市场；增强我们在区域内成片开发大型综合项目的
能力。集团已成功拓展其发展足迹，涉足了不同的经
济体、领域和资产类型，并创造了稳定持续的管理服
务费和租金收入。
本人很高兴地宣布，集团再次取得了斐然业绩。截止
Óä£ä年Î月Î£日的财政年度（Óää财政年），我们的
税后盈利和股东应占利润（股东应占利润／*/）
增至Î°{亿新元，与Óään财政年的股东应占利润
Ó°£亿新元相比增长了nÇ°Î¯。此项增长主要来源
于营运税后盈利和股东应占利润（营运股东应占利
润／"« iÀ> Ì  } Ê */）增至Ó°ÎÇ亿新元、集团旗
下及各类基金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平台下现有及已
完工物业的估值盈利和开发增值部分。
从经营的角度来看，我们公布了Ó°ÎÇ亿新元的营运股
东应占利润，与一年前的£°亿新元同比增长了£¯。
此项强劲的经营业绩可归因于下列因素：新加坡投资
性物业的租金增长、丰树印中基金和丰树工业信托管
理服务费的增长、良好的成本管理以及我们对上市房
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丰树物流信托‐营业利润份额的
增加。这无疑反映出我们的资产组合具有下列优势：
租户高保留率、维持较高的租用率、甚至在特定区域
的物业签获更高的租金。
我们的策略仍侧重于投资亚洲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新兴
市场，通过自有开发项目和购置第三方资产的方式持
续发展集团的资本管理平台。结合丰树商业城的开
发，集团房地产资产总额从Óään财政年的££n亿新元
增加到如今的£Ó亿新元。其中，主要在丰树物流信
托、丰树工业基金（>«iÌÀiiÊ `ÕÃÌÀ>Ê Õ`）和丰

树印度中国基金的努力下，托管资产（ÃÃiÌÃÊ 1`iÀÊ
>>}iiÌ）价值自xÈ亿新元增长到Óää财政年的
È£亿新元；而自拥有的房地产资产从ÈÓ亿新元增长
到Èn亿新元，增长了££¯。
稳步增长 蒸蒸日上
自Óää{年开始实施我们的策略起，集团取得了稳定
的增长。我们的营运股东应占利润以{{¯的复合年
增长率从Óääx财政年度的x]{ää万新元增至今日的
Ó°ÎÇ亿新元；收入以约Îä¯的复合年增长率自Óääx
财政年的£°È£亿新元增长到Óää财政年的{°x{亿新
元。房地产总资产从Óääx财政年度的Îx亿新元增至
今天的£Ó亿新元，增幅高达Î°Ç倍；投资股本回报率
（,iÌÕÀÊ "Ê ÛiÃÌi`Ê µÕÌÞ）£也由Óääx财政年度的
Ó°Ó¯增长了Î°È倍，增至Óää财政年的n¯。
我们通过所有的业务平台创造出卓著的价值，持续取
得骄人的业绩。这也显示了我们经营模式的优势，和
即使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也能维持业务的可持续增
长的能力。
业绩概要
新加坡投资‐实现持续盈利
集团在新加坡的投资组合业绩表现良好，带来了Î°x
亿新元的收益，占集团总收入{°x{亿新元的ÇÇ¯。这
也证明了我们施于港湾区和亚历山大区的开发策略正
确、有效，为两个区域的所有资产均创造了价值。商
业资产仍保持高达x¯以上的总体租用率，且过去的
一个财政年里，商业资产租金也有所增长。
Óä£ä年Ó月圣淘沙名胜世界（,iÃÀÌÃÊ 7À`Ê -iÌÃ>）
的开业，让集“工作、生活和休闲”于一体活力四射
的港湾至圣淘沙区域更具魅力，更使港湾区成为商家
落户的首选。随着大批游客涌至圣淘沙，怡丰城和港
湾中心的零售业收益匪浅，两座商厦的客流量和营业
额都有了增加。
尽管Óää年乌节路上的购物中心如雨后春笋般陆续
开业，怡丰城仍是广受本地人和外来游客欢迎的购物
休闲娱乐场所，客流量达到了平均每月ÎÎä万人。怡
丰城租用率近£ää¯，其收入占据了集团新加坡投资
组合的ÎÈ¯左右。
在过去的一年中，随着Óää年Ç月位于中央商务区
的甲级办公楼‐丰树安顺大厦（>«iÌÀiiÊ Ã）
的完工，以及座落在亚历山大路上的综合商业城区‐
丰树商业城（>«iÌÀiiÊ ÕÃiÃÃÊ ÌÞ）的成功开
发，提供了]ää万新元的项目开发增值。

£ 投资股本回报率的计算方法是把营运税后盈利和股东应占利润，除以集团为未兑现重估损益和其他非现金流和非经营损益而进行调整的股东股本，

其中，非经营损益包括按照市价对公允价值进行的调整和负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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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树商业城于Óä£ä年{月£日取得了“临时入伙准
证”（/i«À>ÀÞÊ "VVÕ«>ÌÊ *iÀÌ），截至Óä£ä
年Î月Î£日便预租出办公楼的xn¯，与此同时，丰树
安顺大厦也取得了将近Èä¯的租赁承诺。由于有迹象
显示办公楼市场已经触底，因此集团预期办公楼租赁
业务即将回升，租金即将稳定，优质办公楼将会有更
大潜力。
我们会将港务大厦（*-Ê Õ`}）的零售垫楼改建
成具有超过Çx个零售店的便利中心，这一改建项目是
提升亚历山大区的资产价值以及该区开发计划的一部
分。新建的零售中心将于Óä£Ó年的第一季度竣工。竣
工后，其零售和服务业务将大大增加，以满足将在此
工作的大量上班族的需求。

丰树物流信托应客户需求提出了一项新倡议，即在信
托内部承办依据客户量身定制的项目。此外，集团与
合伙伴伊藤忠（/" 1），将为在日本的物流行业
的客户开发了价值约为Î亿‐x亿美元的仓库和配货中
心。由此可打造一系列健全的优质资产，供丰树物流
信托购置。
工业‐扩大业务
本年度，集团的工业物业资产总值从Óään财政年的
£亿新元增长到约ÓÎ亿新元。有助于增长的因素部
分包括集团三项新资产的收购；其二资产位于日本，
其一位于中国。集团还通过泛亚洲地区的工业基金‐
丰树工业基金，完成了位于新加坡的开发项目‐/>Ì>Ê
ÕV>ÌÃÊ ÝV >}i，该项目是以租户的要求
为依据而定制。

物流‐维持内部增长
尽管全球市场状况不容乐观，集团的物流业务仍取
得了良好的业绩。物流业务收入为Î]xää万新元，占
集团总收入的n¯。与Óään财政年的Î]Óää万新元相
比，增加了Îää万新元。

Óää财政年，丰树工业基金收入达到了Ó]£ää万新
元，与Óään财政年的£]äää万新元相比大大增加。这
反映了工业基金在收购可增加收益的投资性房地产方
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鉴于市场状况变幻无常，集团的上市物流房地产投资
信托基金丰树物流信托，将工作重点放在投资组合收
益优化和维持资产负债表反映的业绩上。经济低迷期
间，我们维持了灵活的投资组合，在Óää年仍然保
持了Ç¯到¯的平均租用率。可见，本项策略十分
凑效，为集团带来了良好的业绩。该年，我们保留了
约nä¯的租户，而剩余的空位也有了新租户。

在过去的两年中，亚洲的投资环境和金融环境充满挑
战，然而，丰树工业基金通过投资优质的工业财产取
得了收益并实现了资本增值。Óää年££月投资期结
束时，丰树工业基金总共投资了其承付资本Ó°亿美
元的n£¯。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我们预期交易量将
会增加，并计划在中国和日本分别设立以国家为中心
的新基金。

临近Óää年年底，随着金融市场的松动和供应商对
价格的预期更为现实，丰树物流信托重新采用了以收
购为导向的增长策略，收购了三处物业‐ 其中两处
在新加坡，另一处在日本。丰树物流信托由此成为了
首批重新采用收购政策的基于新加坡的基金之一。同
时，它也是Óää年首批通过私募方式融资的基金之一。

虽然新加坡的工业行业处于艰难的经济环境下，丰树
工业信托的投资组合却极具弹性。其维持了高达ä¯
的总体租用率，并且当租约到期时，每£ä名租户就有
名会与丰树工业信托续约。

通过收购，丰树物流信托实现了全年Ó°äÇ亿新元的收
入，以及£°n£亿新元的净物业收入（ *）。与ÓäänÓ
年相比，两者均增长了约£Ó¯。收入和净物业收入的
增长主要归功于Óään年收购的££处物业带来的全年
收入，以及丰树物流信托现有资产组合产生的稳定收
益流。
作为丰树物流信托的支持方，集团承诺陆续拨款约Ç
亿新元给位于中国、越南和马来西亚的物流开发项
目。在随后的几年里，当部分项目出租且产生收入
后，让物流信托以优先购买权收购。

Ó 丰树物流信托的财政年从£月£日至£Ó月Î£日。

È

尽管Óää年财政年的经济状况恶劣，丰树工业信托
凭借灵活的资产组合而取得了更高的收益，收入高达
£°ÇÓ亿新元，与Óään财政年的相比增长了È¯。
该年度，我们集中于确保在越南的丰树商业城J平阳
（>«iÌÀiiÊ ÕÃiÃÃÊ ÌÞÊJÊ  Ê Õ}）这一项目
取得施工许可。Óä£ä年Ó月，我们的总体规划已经获
得了越南平阳省人民委员会的批准。由于商业园在越
南是个较新的概念，因此，我们将着重于增取预租承
诺，避免为建造过多的建筑，从而降低风险。我们也
将根据市场的需求分阶段的开发丰树商业城J平阳，
目前第一阶段的施工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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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佛山的综合开发项目，南海商业城的第一阶段施工包括现代设施如商业中心。

区域投资‐提高我们的市场占有率
集团重于着亚洲富有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如印度、中
国和越南。此项策略有助于我们将市场和地域风险
多样化分散。这些国家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虽然也
受到了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其国内生产总值仍呈现
正增长。然而，对于新加坡和香港等更为开放的经济
体，情况则不容乐观，它们于Óää年早期经济出现
了下滑。
鉴于区域的投资环境不容乐观，我们采用了更为谨慎的
方法，扩大我们在中国、印度和越南的市场占有率。
聚焦印度和中国
丰树印度中国基金 (丰树印中基金)
自Óään年起，我们一直在通过丰树印中基金在中国、
印度探索并投资商业、住宅和综合开发项目。该基金
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可扩展平台，依托该平台开发通
过资产增值而产生收益的物业，以及商业、住宅和综
合开发项目。该基金的资产管理目标为Ó{亿美元。
鉴于经济环境变化莫测，在Óää财政年中，我们将
重心放在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收益的投资性房地产，以
抵消投资组合中对新建开发项目的投资，从而在短期
内降低我们的开发风险。

购完成后，丰树印中基金的现有投资组合的综合总值
将预计激增至约£ä亿美元。与Óään财政年相比，丰
树印中基金的管理服务费收入增加了ÓÇä万新元，为
集团该财政年的总收入带来了Ó]Èää万新元。
该年，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对基金早期核准资产的
收益和开发进行优化。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集团位
于北京朝阳区的另一办公楼“丰树大厦”的总体租用
率已经达到了Èx¯，并将于近期进一步出租净出租面
积的另外Óx¯。
未来城是我们在西安开发的集零售、住宅于一体的综
合项目。在其现有的共£]ÎÈn个住宅单位中，我们已
经销售了Èn¯，并为其中的西安怡丰城‐我们集团在
海外开发的首家怡丰城‐签订了电影院为主力租户。
另外，位于佛山的南海富丰新城项目也准备于Óä£ä
年的第三季启动>Þv>À住宅型公寓的首批ÓÇä个单
位。与此同时，怡丰城购物商场也将落户于此项目。
集团仍继续评估印度的项目开发过程和产生收益的项
目。由于我们在中国具有健全的交易渠道，因此对中
国项目的拨款可能会提前全部到位。在资金完全分配
后，集团将会考察是否可以设立一个重点针对中国市
场的新基金，以全面承担这些新项目的开发。

Óä£ä年Ó月，我们协议以Ó亿元人民币收购了北京朝
阳区的一座甲级黄金办公楼‐北京佳程广场。此次收

Ç

位于胡志明市第七区的西贡南商业项目是丰树在越南首个综合开发项目。

聚焦越南
在越南的投资对集团的业务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
用。Óää年{月，我们与西贡合作社签署合资协议，
在胡志明市的第七区开发丰树首个综合开发项目‐西
贡南商业项目。该年度，我们确定了由投资项目和首
建开发项目所组成的一系列资产组合，并准备在市场
状况好转时按计划启动丰树越南基金，运营该投资组
合。
发展零售业务
随着集团在海外投资越来越多的综合开发项目，零售
资产类占有项目资金的份额也随之增加。为了发展零
售业务，我们组建了专门的零售管理部门，专门负责
开发此类最难以构思、规划、营销和操作的资产。目
前，该部门正在监督位于中国和越南的三座购物中心
的开发。
聚焦马来西亚
联昌国际‐丰树房地产基金£（联昌丰树房地产基金£）
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丰树与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集
团的合资基金（ , £）已经投资了其承诺资金
的nÈ¯。联昌丰树房地产基金£的投资期在Óää年
£Ó月终止时，又延期了六个月至Óä£ä年È月，让此
合资基金可以投资于具有丰厚回报的精选项目。
Óää年 4 月 ， 联 昌 丰 树 房 地 产 基 金 £完 成 了 对 于
*大 厦 的 销 售 ， 实 现 了 ÓÈ°Ç¯的 股 本 内 部 年 收
益 率 。 Óää年 £ä月 ， 此 合 资 基 金 又 完 成 了 对

Î 管理服务费收入包括联营公司管理服务费收入部分。

n

马来西亚科技园（/iV }ÞÊ *>ÀÊ >>ÞÃ>）内的
*>Ì>Ã技术中心（*>Ì>ÃÊ /iV }ÞÊ iÌÀi）的
出售后回租交易。
随着市场的稳步恢复，以及开放本地经济的新动议的
提出，我们预期Óä£ä年将会面临更多富有吸引力的投
资机会。团队将于Óä£ä年È月前投资联昌丰树房地产
基金£剩余资本，并计划组建联昌丰树房地产基金Ó。
联昌丰树房地产基金Ó将从联昌国际和丰树分别获得
x]äää万马币的启动资金，用于投资适当的启动资产。
资本管理
丰树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发展资本管理特许权。作为我
们经营策略的重要基础，此平台为集团带来了稳定增
长的管理服务费和房地产收入，从而在整个房地产周
期为集团提供了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自从我们于Óääx财政年首次推出了以管理服务费为
基础的资本管理业务后，管理服务费收入Î由nää万新
元增长了£ä倍多至n]xää万新元。目前，我们的服务
费收入占总收入的£n¯，与Óääx财政年的x¯相比有
了大幅度地提高。我们所独立管理以及与他方共同管
理的总托管资产高达È£亿新元，其中涵盖了两个上市
的房地产投资信托‐丰树物流信托和力宝丰树印尼零
售信托以及四间私募房地产基金‐丰树印中基金、丰
树工业信托、丰树工业基金和联昌丰树房地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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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状况持续好转，集团计划启动更多的房地产
投资信托基金和私募房地产基金。其中一项基金将为
由丰树工业信托投资组合组成的工业房地产投资信托
基金；由于该丰树工业信托投资组合可带来一定的收
入和呈现内部增长，因此集团相信，该投资组合对投
资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另一潜在的房地产投资信托
基金是丰树商业信托，该信托将在港湾区和亚历山大
区内拥有一定的办公楼及零售物业。集团还在积极考
虑启动更多的针对于亚洲各个国家市场的基金，以满
足那些希望投资亚洲房地产的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人才管理
丰树坚定“取之社会，回馈社会”的信念，主要从三
个方面履行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首先，通过满足社
会弱势群体的需求履行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上个财
政年度严峻的经济环境，使得丰树迎来了回馈社会的
机会。我们通过各种慈善活动向老年人、低收入家庭
以及弱势儿童提供了援助。
我们也通过支持文艺活动和环保工作，来承担我们
的企业社会责任。为了开发可持续性的项目，我们
在港湾区的其他开发项目已开始朝向新加坡建设局
（ Õ`}Ê>`Ê ÃÌÀÕVÌÊÕÌ ÀÌÞ）所提倡的“绿
色标志计划”（ÀiiÊ >ÀÊ *À}À>i）执行。其中
包括将港湾中心（>ÀLÕÀÀÌÊ iÌÀi）的停车场
照明灯具和空调冷冻机更换为高效节能型号。这些积
极的活动不仅体现了集团在环保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也为这些场所的租户节约更多的能量。
增强人力资本
丰树一直稳步增长。迄今为止，公司拥有ÇÈä名员
工；其中，超过Óää名员工在海外工作。随着集团的
不断扩张，我们将赋予员工更多责任，并将培养有潜
质的员工担任集团的领导职位。

丰树高级副总裁（人力资源与企业事务）利莲茜女士于Óää年£ä月接获
贸工部部长林勋强先生对丰树“领养”位于杜佛路一栋租楼的致谢礼。
她的右边是社区发展理事会西南区市长许连碹博士。

展望未来
我们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脱颖而出，因此比任何时候
都更坚强。在我们的努力下，集团度过了艰难而充满
挑战的环境，从中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有助于
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业务平台的优势和弹性及其伴随
着的风险。
依靠雄厚的资金背景和可靠的投资原则，我们已经成
功的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企业。在集团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我相信我们早已严阵以待，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
遇。今天来之不易的成功，归功于所有过去和现任的
董事会成员、员工、合作伙伴、客户、股东的坚持不
懈的努力和鼎力支持。
对于董事会成员对我们的领导和他们做出的宝贵贡
献，以及管理层和员工们为集团的成长而付出的努
力，本人在此深表谢意。让我们一起努力，携手再创
丰树的新高峰。

郑维荣
由于技能和知识转移越来越被大家所重视，经验知识
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集团在区域范围的不断扩
张，我们认为通过海外办事处以及合资企业工作轮岗
和调派的方式，让员工有机会在区域各地工作和锻炼
是非常有益的。集团通过跨国调派的方式，不仅可以
让人才面对亚洲不同商业环境的各种挑战，同时还可
增加人才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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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贵

马家和

主席

董事

董事

丰树产业私人有限公司
Óä£ä年常年报告

曾荫培

王明明

邱运康

董事

董事

执行董事及首席执行官

££

执行管理委员会

£. 邱运康
首席执行官

Ó. 黄民雄
首席财务官

{. 潘国金
首席执行官，工业

x. 赖德涞
首席执行官，物流

È. 黄莉云
首席执行官，新加坡投资

Ç. 何成志
首席企业事务

Î. 蔡兆才
首席投资官
及首席执行官，区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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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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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席管理人员

£° 卢仕

{° 隋淑铭

首席执行官，中国

Ó° 林美兰
首席财务官，中国

Î° 冯雁
总经理
投资、商业和住宅，中国

£

x

Ó

È

Î

总经理
企业营销和资产管理，
投资、商业与住宅，中国

x° 曾耀辉
总经理
物流，中国

È° 邓炳强
总经理
中国发展部

Ç° 曾亮宏
总经理
物流,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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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回顾
Óää年{月
U 联昌国际‐丰树房地产基金£（联昌丰树房地产基
金£／ , £）是丰树公司重于开发马来西亚市
场的私募房地产基金，由丰树与马来西亚联昌国
际集团共同管理。该基金已开始建设位于马来西亚
吉隆坡特拉的Î{层甲级办公楼。

设计奖（1 Û iÀÃ >Ê iÃ} ）：丰树安顺大厦
（>«iÌÀiiÊ Ã）和丰树商业城（>«iÌÀiiÊ
ÕÃiÃÃÊ
ÌÞ）被授予了绿色标志最高奖项‐白
金奖( Ê ÀiiÊ >ÀÊ *>ÌÕÊ Ü>À`），iÀÀÊ
ÞV Ê >ÀLÕÀÀÌ获得了绿色标志金奖，怡丰城
则荣获了通用设计银奖。

UÊ 联昌丰树房地产基金£以£°Ç亿马币的价格售出了
*大厦。该建筑于Óääx年以£°{亿马币购买，每
年以ÓÈ°Ç¯的股本内部年收益率为基金带来收益。

Óää年È月
UÊ 继Óään年n月依据Óä亿新元的多种货币中期票据
计划（ÕÌVÕÀÀiVÞÊ i`ÕÊ /iÀÊ
ÌiÊ
*À}À>i）发行首批债券后，丰树通过再次发
行五年期的固定利率Óä£Î系列债券，筹资£°Óx亿
新元。首次发行和再次发行之发行总额为Î°x亿
新元。

UÊ 联昌丰树房地产基金£还启动了拆建工作，准备翻
新位于马来西亚八打灵再也（*iÌ>}Ê >Þ>）的再
也购物中心。
UÊ 丰树与西贡合作社签订了合资协议，将共同开发位
于胡志明市第七区的综合项目。本项目将设有办公
楼、酒店式公寓和怡丰城购物中心。
UÊ 怡丰城凭借其卓越的广告营销活动，被国际购
物中心协会（ÌiÀ>Ì>Ê ÕVÊ vÊ - ««}Ê
iÌiÀÃ）授予了8银奖。
Óää年x月
UÊ 丰 树 四 大 开 发 项 目 分 别 获 得 了 新 加 坡 建 设 局
所颁发的绿色标志奖（ À i i  Ê  > À  ）和通用

Óää年Ç月，丰树工业基金完
成对东京轻工业物业-ÕÊ >ÃÌÊ
- i大厦施行的收购
计划。

£{

Óää年Ç月
UÊ 丰树工业基金完成了对位于东京江东区（ÌÊ
7>À`）的日本轻工业物业-ÕÊ >ÃÌÊ - iÊ
大厦的收购。这是基金在日本的首次收购。
UÊ 丰 树 有 三 个 开 发 项 目 在 “ Óää年
阿拉
比亚亚洲地产奖”上获得了工业奖：怡丰城被
提名为“最佳区域零售获奖者”；丰树商业城
（>«iÌÀiiÊ ÕÃiÃÃÊ ÌÞ）获得了 “ 最 佳 翻
新 ” 类 的 四 颗 星 ； iÀÀÊÞV Ê>ÀLÕÀÀÌÊ被
授予了“最佳建筑设计奖”的四颗星。

丰树产业私人有限公司
Óä£ä年常年报告

UÊ 位 于 新 加 坡 中 央 商 务 区 的 £层 甲 级 办 公 楼 ，
丰树安顺大厦已取得临时“临时入伙准证”
（/i«À>ÀÞÊ"VVÕ«>ÌÊ*iÀÌ）。
Óää年n月
UÊ 丰树工业基金完成了对位于中国上海的一个集中
了工业建筑的丰树宝山工业园的收购。
Óää年月
UÊ 丰 树 商 业 城 举 行 封 顶 典 礼 时 ， 其 净 可 出 租 面 积
共£ÇÎ万平方英尺的{ä¯已被汇丰银行、联合利
华、-*和美国运通预租承诺。

UÊ 丰树工业基金的/>Ì>Ê ÕV>ÌÃÊ ÝV >}i
大厦获得了“绿色标志金奖”。这个为塔塔电信
量身定制的数据中心位于新加坡巴耶利峇工业园
（*>Þ>ÊiL>ÀÊ*>À）内。
UÊ 丰树印中基金为南海富丰新城的第一期工程举行
动土仪式。此具有综合开发项目位于中国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其第一期工程包括开发Óä
栋高层公寓楼和一座怡丰城商场，将由丰树印中
基金控股子公司6承担。

UÊ 丰树物流信托通过以每股ä°È新元的价格非公开
销售£°£x亿新股的形式，成功地筹集了n]Óää万新
元，为收购新加坡和日本的三项资产提供了资金。
UÊ 丰树印度中国基金（丰树印中基金／>«iÌÀiiÊ
`>Ê
>Ê Õ`）启动了对西安未来城住宅型公
寓Î号楼的Ó£n住宅单位的销售。
UÊ 丰树物流信托宣布以{]Îää万新元收购其第nÓ处物
流地产，该物业位于新加坡的*iÕÀÕÊ Ãi。
Óää年£ä月
UÊ 联昌丰树房地产基金£与一家在马来西亚交易所上 UÊ 由于圣占姆士发电厂（-ÌÊ >iÃÊ *ÜiÀÊ -Ì>Ì）
市的 /公司‐*>Ì>ÃÊ «ÕÌiÀÃÊ iÀ >`Ê签订了
具有重大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因此新加坡国家文
协议，出售再回租马来西亚科技园（/iV }ÞÊ
物局（ >Ì>Ê iÀÌ>}iÊ >À`）将其指定为新加
Ê *>ÀÊ >>ÞÃ>）的*>Ì>Ã技术中心（*>Ì>ÃÊ
坡“民族遗迹”而予以保存的六大建筑之一。
Ê /iV }ÞÊ iÌÀi）的事宜。
Óää年£Ó月
Óää年££月
UÊ 丰 树 与 伊 藤 忠 商 事 株 式 会 社 （  / "  1Ê
UÊ 尽管在过去一年中，投资环境充满了挑战，丰树
À«À>Ì）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约定在未来的Î
工业基金在投资期结束时，仍然投入了其承诺资
至x年里，双方将共同在日本开发价值为Î到x亿美
本的n£¯。
元的物流项目。项目完工后，丰树物流信托将具
有优先购买权收购。

丰树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 1）
携手合作，在日本开发物流项目。丰树首
席执行官邱运康先生（左）与伊藤忠商事
株式会社（/" 1）‐建设房产部门的首
席运营官 LÕÞÕÊâÕÕÀ先生（右）在签
署合作会上握手示成交易。

£x

年度回顾
UÊ 丰树物流信托以È]nää万新元收购了位于日本千叶
的物流物业，将该资产组合纳入其nÎ项资产中，
从而扩大其在日本物流房地产市场上的份额。
Óä£ä年£月
UÊ 丰树印中基金开始对其在海外的首个怡丰城购物
中心‐西安怡丰城实施市场营销，并宣布“嘉禾影
院”已经作为首个主力租户与其签署了租赁协议。
UÊ 丰树印中基金开始销售西安未来城住宅型公寓{号
楼的Èx套公寓。
UÊ 丰树物流信托宣布Óää财政年业绩{稳定。其可分
配金额由]Ç{ä万新元增长到Óää财政年的£°£Ç
亿新元，涨幅为Ó£¯。
UÊ 丰树物流信托宣布以Î]{ää万新元收购其第n{处物
业，此物业位于新加坡樟宜南。
Óä£ä年Ó月
UÊ 越 南 平 阳 省 人 民 委 员 会 批 准 了 丰 树 开 发 位 于
越 南 平 阳 的 Çx公 顷 的 商 业 园 丰 树 商 业 城 J平 阳
（>«iÌÀiiÊ ÕÃiÃÃÊ ÌÞÊ JÊ  Ê Õ}）的总体
规划。
UÊ 丰 树 印 中 基 金 与 香 港 的 上 市 房 地 产 投 资 信 托 基
金‐睿富中国商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签订了
以Ó亿元人民币（{°ÓÇ亿美元）收购位于北京朝
阳区的北京佳程广场的协议。

从左到右：
UÊ 西安未来城住宅型公寓{号楼的样板实景
UÊ 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北京佳程广场

{ 丰树物流信托的财政年从£月£日至£Ó月Î£日。

£È

Óä£ä年Î月
UÊ 联昌丰树房地产基金£的 iÀ>>Ê >À>是位于吉隆
坡满家乐（ÌÊ >À>）具有ÓÎn个单位的豪华
公寓项目，此项目已经获得了检验合格证明书。
联昌丰树房地产基金£承担了此项目的一部分，
该部分由马来西亚上市的开发兼投资公司º9 Ê
*À«iÀÌÞÊ `» 开发。
UÊ 丰 树 从 伊 藤 忠 商 事 株 式 会 社 和 伊 藤 忠 商 事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  / "  1 Ê * À  « i À Ì ÞÊ
Ê
iÛi«iÌ]ÊÌ`）收购了位于日本东京江东区
Ê âi>>V 的 x层 高 的 特 建 轻 工 业 建
筑‐8 Êâi >>V 建筑。
UÊ 丰树工业为客户量身定制，位于巴耶利峇 工业
园（*>Þ>Ê iL>ÀÊ *>À）的/>Ì>Ê ÕV>ÌÃÊ
ÝV >}i，已经获得了“临时入伙准证”。
UÊ 丰树物流的管理公司‐丰树物流信托管理有限公
司（>«iÌÀiiÊ }ÃÌVÃÊ /ÀÕÃÌÊ >>}iiÌÊ Ì`）
依据£ä亿新元的多种货币中期票据计划发行了由
价值为Ó]äää万新元的固定利率票据组成的第八系
列票据，该票据将于Óä£x年Î月到期。

丰树产业私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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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及业务回顾
财务回顾

损益表（截至Î月Î£日）
(单位：百万新元)
ÓääÈ
(Óääx财年)

ÓääÇ
(ÓääÈ财年)

Óään
(ÓääÇ财年)

Óää
(Óään财年)

Óä£ä
(Óää财年)

Ê£Èä°nÊ

ÊÓ£È°ÈÊ

ÊÎÈx°ÈÊ

Ê{{{°Ê

Ê{xÎ°xÊ

利润 （不包括其它收益、融资
成本和联营公司及合资公司
的利润分成）

ÊÇÇ°ÓÊ

Ê£ä°äÊ

Ê£{È°Ê

ÊÓÎn°Ê

ÊÓÇÓ°ÓÊ

其它收入／（亏损）

Êä°ÓÊ

Ê£]£nÎ°äÊ

Ê£]ää°£Ê

Ên{°®

Ê£xÓ°ÈÊ

融资净成本

Ên°È®

Ê££°{®

ÊÓÈ°ä®

Ê{È°n®

ÊÈÓ°®

联营公司及合资企业的利润成分

ÊÇ°nÊ

ÊÎ{°{Ê

ÊÇ{°£Ê

Ê°nÊ

ÊnÇ°ÎÊ

ÊÇÈ°{Ê

Ê£Óä°äÊ

Ê£{x°nÊ

ÊÓÎÇ°£Ê

ÊÓÇ{°nÊ

税前利润

Ê£ÈÈ°ÈÊ

Ê£]Î£x°äÊ

Ê£]Ónx°£Ê

ÊÓäÇ°äÊ

Ê{{°ÓÊ

所得税的费用

Ê£Ç°n®

ÊÓä£°È®

Ê£nx°£®

ÊÎ°n®

ÊxÓ°Ó®

少数股东权益

Ê{°Î®

ÊÎ°n®

Êx°ä®

ÊÇ°£Ê

ÊÎ°Ó®

Ê£{{°xÊ

Ê£]äÇÎ°ÈÊ

Ê£]ä{£°äÊ

ÊÓ£ä°ÎÊ

ÊÎÎ°nÊ

Êx{°{Ê

Êä°{Ê

Ê££Î°nÊ

Ê£°ÓÊ

ÊÓÎÈ°x

营业收入

税和非营运损益前利润x

股东应占利润
（即：税后和扣除少数股东
权益后的利润）
营运税后盈利和股东应占利润È

x 非营运损益包括投资物业之重估损益、按照市价对公允价值进行的调整、负商誉、产权稀释造成的损失等。
È 营运税后盈利和股东应占利润(营运股东应占利润)是指从集团各种业务活动所取得的净盈利，包括房地产租金和销售活动、资本管理业务的收费收入，以及

房地产相关资产和／或证券的投资。投资物业重估收益或亏损、市场价格等值调整，以及负商誉等并不包括在内。 为了加强各个财政年度的可比性，将丰树
印中基金的启动资产处置收益纳入了Óään财政年的营运股东应占利润。

£Ç

财务及业务回顾
财务回顾

资产负债表（截至Î月Î£日）
(单位：百万新元)
ÓääÈ
(Óääx财年)

ÓääÇ
(ÓääÈ财年)

Óään
(ÓääÇ财年)

Óää
(Óään财年)

Óä£ä
(Óää财年)

Ê£]nÎä°£Ê

ÊÎ]Ç£È°{Ê

Ê{]È£ä°{Ê

Ê{]ÈÈä°ÇÊ

Êx]{än°ÈÊ

ÊÊÊ



ÊÎ£n°Ê

ÊxnÓ°Ê

Ê£]äxn°ÈÊ

开发中物业

ÊÈäÓ°ÓÊ

Ê£xÇ°ÇÊ

ÊÈÓx°ÇÊ

ÊÇxn°xÊ

Ê£nÈ°nÊ

物业、厂房及设备

Ê£ää°ÈÊ

Ê{°{Ê

Êx°nÊ

ÊÇ°nÊ

Êx°Ê



ÊÓ°nÊ

Ê{{°nÊ





ÊÓn{°xÊ

ÊÎÇn°{Ê

Ê{ÈÈ°ÎÊ

Ê£]ÎÇ£°ÇÊ

Ê£]ÈÈ£°ÓÊ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Êxn°xÊ

Ê£nÈ°Ê

Ê{{£°ÎÊ

Ê{ÎÈ°Ê

Ê£Ç{°nÊ

其它资产

ÊÈ°Ê

Êx°ÓÊ

ÊÎäÇ°ÇÊ

ÊÓäÓ°£Ê

ÊÓÈÎ°ÓÊ

资产总额

ÊÓ]ÇÓ°nÊ

Ê{]xÎÓ°nÊ

ÊÈ]nÓä°Ê

Ên]äÓä°ÈÊ

Ên]Çx°£Ê

ÊÎÓÓ°ÓÊ

ÊxÎ{°nÊ

Ê£]x£°ÇÊ

ÊÓ]{°nÊ

ÊÓ]ÇxÇ°nÊ

Ê£ä°ÈÊ

ÊÓä£°nÊ

ÊÎx°{Ê

ÊÎÓÈ°ÓÊ

ÊÎ{°xÊ

其它负债

Ê£ÎÎ°ÇÊ

Ê£Î°ÈÊ

ÊÓx£°ÎÊ

ÊÎÈä°äÊ

Ê{äÎ°£Ê

负债总额

Ê{ÈÈ°xÊ

ÊÎä°ÓÊ

ÊÓ]ÓäÓ°{Ê

ÊÎ]£nÈ°äÊ

ÊÎ]x£ä°{Ê

净资产

ÊÓ]xäÈ°ÎÊ

ÊÎ]ÈäÓ°ÈÊ

Ê{]È£n°xÊ

Ê{]nÎ{°ÈÊ

Êx]Ó{n°ÇÊ

股东总资本

ÊÓ]ÎÓ°ÇÊ

ÊÎ]{Î°£Ê

Ê{]{££°{Ê

Ê{]ÈÇä°ÇÊ

Êx]äx°ÓÊ

Ê££Î°ÈÊ

Ê£ÈÎ°xÊ

ÊÓäÇ°£Ê

Ê£ÈÎ°Ê

Ê£xÎ°xÊ

总权益

ÊÓ]xäÈ°ÎÊ

ÊÎ]ÈäÓ°ÈÊ

Ê{]È£n°xÊ

Ê{]nÎ{°ÈÊ

Êx]Ó{n°ÇÊ

净资产价值

ÊÓ]xäÈ°ÎÊ

ÊÎ]ÈäÓ°ÈÊ

Ê{]È£n°xÊ

Ê{]nÎ{°ÈÊ

Êx]Ó{n°ÇÊ

调整后净资产价值I

ÊÓ]xäÈ°ÎÊ

ÊÎ]Çä°ÎÊ

Ê{]Çä°nÊ

Êx]£x{°äÊ

Êx]xnn°ÓÊ

投资物业
‐完成物业
‐重建中物业

待售开发中物业
联营公司及合资公司投资

银行贷款／中期债券
递延所得税负债

少数股东权益

I 在根据新加坡财务报告准则（-}>«ÀiÊ >V>Ê ,i«ÀÌ}Ê -Ì>`>À`ÃÊ ÉÊ -,-）准备集团的财务报表时，集团采纳了投资物业的公允价值模式。根据该模式，
集团的租赁投资物业是按照独立估算师确定的公开市值阐述。集团目前拥有多项租赁物业，出售非交易性物业之收益无须纳税。但是，新加坡财务报告准则规
定须按所得税率计算重估金额的递延税。根据过去的趋势，历年来都没有缴纳相关税款。如无须计提递延税，那么这些数字将会是净资产值。

£n

丰树产业私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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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及业务回顾
财务回顾 ：财务重点
概述
UÊ 由于集团在该财政年的营运健全，且将项目开发
增值部分和重估盈利入账，因此Óää财政年的税
后盈利和股东应占利润（股东应占利润／*/）
度达到了Î°În亿新元。

UÊ Óä£ä年{月£日，丰树商业城（>«iÌÀiiÊ ÕÃiÃÃ
Ê
ÌÞ） 获 得 了 “ 临 时 入 伙 准 证 ” （ /i«À>ÀÞÊ
"VVÕ«>ÌÊ *iÀÌ）。由于集团开发项目的总增
值为Ó°nÎn亿新元，使得其估价由开发成本Ç°x£Ó
亿新元（包括土地成本）升值了În¯。

UÊ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经济环境严峻，集团仍
然在Óää财政年度取得了营运税后盈利和股东应
占利润（营运股东应占利润／"«iÀ>Ì} */）
为Ó°ÎÈx亿新元的佳绩，与Óään财政年度的£°Ó亿
新元相比，增加了Î]ÇÎä万新元，增幅高达£¯。

U 投资股本回报率Ç（,iÌÕÀÊ "Ê ÛiÃÌi`Ê µÕÌÞ）
由Óään财政年的Ç°Ó¯增加到Óää财政年的n¯。
投资股本回报率的持续增长反映了集团基础业
务营运收益的持续增长。股本回报率（,iÌÕÀÊ "Ê
µÕÌÞ）也从上一财年的{°È¯增长到Óää财政年
的n°£¯。

UÊ 营运股东应占利润持续增长，由Óääx财政年的
x]{{ä万新元增长到Óää财政年的Ó°ÎÈx亿新元，
实 现 了 {{¯的 复 合 年 均 增 长 率 （ «Õ`i`Ê
Õ>Ê ÀÜÌ Ê,>Ìi）。
UÊ 收入自Óään财政年的{°änÎ亿新元（不含 i>V
住宅单位的销售额）增加到Óää财政年的{°xÎx亿
新元，增幅高达££¯，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加
坡投资物业的租金率提高和私募房地产基金的管
理服务费收入增加。
UÊ 集团收入以约Îä¯的复合年均增长率持续增长，
从Óääx财政年度的£°Èän亿新元增长到Óää财政
年度的{°xÎx亿新元。
UÊ 由于集团实施了发展房地产资本管理业务的策
略，与Óääx财政年的x¯相比，Óää财政年的管
理服务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增加到£n¯。

U 随着集团扩大其在新加坡和区域的业务，集团自拥
和托管的房地产资产从Óääx财政年的Îx亿新元增
长到Óää财政年的£Ó亿新元，增幅高达Ó°Ç倍。
U 财务具有灵活性，现金储备和未动用银行融资额
超过Óä亿新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承诺提供资金的
各方。本财年，集团没有再融资的风险。
U 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经调整的净本债比率为ä°{È
倍，与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的ä°{ä倍相比，稍微
提高。
U 本财政年维持了合理的x°{倍的净利息保障倍数
（ iÌÊÌiÀiÃÌÊ ÛiÀÊ,>Ì），与Óään财政年的È°Ó
倍相比，略有降低。
U 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债务净的期限为Ó°Î年。Óää
财政年度，集团为将在该财政年度后到期的约Î°x
亿新元债务再融资。因此，集团进一步延长了债
务净额的期限。

Ç 投资股本回报率的计算方法是把营运税后盈利和股东应占利润，除以集团为未兑现重估损益和其他非现金流和非经营损益而进行调整的股东股本，其中，

非经营损益包括按照市价对公允价值进行的调整和负商誉。

£

财务及业务回顾
财务回顾
营业收入

收入来源
xää

{xä

{ää

Î¯

x¯

£È¯

£n¯

£¯
Ç¯

Îxä

n¯

£Î¯

百万新元

Îää

Óxä

n¯

Óää

¯
{¯

£xä

ÇÎ¯

x¯

£ää

ÇÇ¯

Ç¯

nÎ¯
£¯

xä

ä
9äx

租金收入

9äÈ

9äÇ

管理服务费收入

集团的租金收入自Óääx财政年的£°{ÈÎ亿新元增长到
Óää财政年的Î°xäÈ亿新元，管理服务费收入从Óääx
财政年的nää万新元增长到Óää财政年的Ç]ä万
新元。
Óään年££月，新加坡的住宅开发项目 i>V获得
了“临时入伙准证”（/i«À>ÀÞÊ"VVÕ«>ÌÊ*iÀÌ），
所有销售收入至Óään财政年已全部入帐。由于在新
加坡不存在其他住宅开发项目，因此，Óää财政年
未产生相关收入。除了Óään财政年住宅开发项目产
生的收入外，与Óään财政年的总收入{°änÎ亿新元相
比，Óää财政年集团的总收入增加了{]xÓä万新元，
增幅高达££¯。

Óä

9än

住宅型单位的销售

9ä

其他

新加坡投资物业的租户高保留率和租金率的提高，
是Óää财政年租金收入提高的主要原因。另外，来
源于丰树物流信托（>«iÌÀiiÊ  } ÃÌ VÃ Ê /À ÕÃÌ）
和 私 募 房 地 产 基 金 ‐ 丰 树 工 业 基 金 （  > «  i Ì À i iÊ
`ÕÃÌÀ>Ê Õ`）、丰树印度中国基金（丰树印中
基金／>«iÌÀiiÊ `>Ê
>Ê Õ`）和丰树工业信
托（>«iÌÀiiÊ `ÕÃÌÀ>Ê /ÀÕÃÌ）的管理服务费收入
由Óään财政年的Ç]Ó£ä万新元增长到Óää财政年的
Ç]ä万新元，增幅高达££¯。

丰树产业私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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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收入

年度同比租金收入分析

Óää财政年，集团总收入为{°xÎx亿新元。租金收入
达Î°xäÈ亿新元，占总收入约ÇÇ¯，仍是集团收入的
主要来源。租金收入大部分来自集团持有的新加坡境
内物业。

{ää

£°£

Îxä

ÓÎ°{

Îää

百万新元

Óxä

Óää

ÎÓÈ°£

ÎÓÈ°£

9än

9ä

£xä

£ää

xä

ä

该年度，集团采用了积极的资产增值计划，且不断对
租户类型进行微调。因此，我们新加坡的投资物业
的收益保持弹性。而且，圣淘沙名胜世界（,iÃÀÌÃÊ
7À`Ê -iÌÃ>）的开幕吸引了更多的参观者来到港
湾区（>ÀLÕÀÀÌÊ *ÀiVVÌ）。与Óään财政年同
期相比，Óää财政年的第四季度，怡丰城租户的总
销售收额增加了约£Ó¯。集团采取的积极资产管理措
施，促使租金率提高并保持租户高保留率，从而提高
了港湾区物业的收入。对于Óää财政年，新加坡稳
定的商业物业（不包括丰树安顺大厦）维持了高租用
率，其加权平均租用率高达x¯。总的来说，集团成
功地增加了新加坡物业的租金率。
集团于Óään财政年完成了iÀÀÊ ÞV Ê >ÀLÕÀÀÌ
的 开 发 。 Óää财 政 年 的 首 次 全 年 经 营 中 ， iÀÀÊ
ÞV Ê>ÀLÕÀÀÌ增加了£]{nä万新元的收入。我们
新开发的办公楼项目“丰树安顺大厦”（>«iÌÀiiÊ
Ã）于Óää年Ç月获得了“临时入伙准证”，并
于该年逐步产生租金收入。承诺租用率已达Èä¯，在
Óä£ä财政年将提供全年租金收入。

现有物业
内部增长
新物业

Ó£

财务及业务回顾
财务回顾
管理服务费n

年度同比管理服务费收入分析
n{°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本和业绩收费的主要来源于丰
树 物 流 管 理 收 入 ， 从 Óään财 政 年 的 Ó]ÓÓä万 新 元
增长到Óää财政年的Ó]Înä万新元，增幅为Ç¯。
由于丰树物流信托侧重于优化投资组合收益和维持该
年的资产负债表业绩，因此收购费有所降低。

Ó¯

nä

ÇÈ°{

£È¯

Ó¯
£{¯

百万新元

Èä

私募房地产基金的管理服务费收入，由Óään财政年
的Î]nää万新元增长到Óää财政年的{]ÎÇä万新元，
增幅为£x¯。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首次取得丰树印中
基金和丰树工业信托的全年管理服务费收入，丰树印
中基金和丰树工业信托是分别于Óään年{月底和Óään
年Ç月开始运作。

xÓ¯
xä¯

{ä

Ó¯

x¯

Óä

ä

Ó¯

Ón¯

9än

9ä

Óää财政年，包括联营公司在内的管理服务费总收
入，与Óään财政年，相比增长了££¯。

而物业管理费由Óään财政年的£]äxä万新元增长到
Óää财政年的£]Îxä万新元。这主要是由于Óää财政
年首次取得丰树工业信托的投资组合全年的管理服
务费。

收购费

物业管理费

私募房地产基金基本收费

其他

房地产投资信托的基本和业绩收费

各业务部门的管理服务费收入
Ç¯

nä
Ç¯

丰树物流信托于Óääx年Ç月上市时，集团将其作为首
个以收取管理服务费为基础的资本管理模式。自此
以后，集团还启动了数个新型房地产基金产品，它们
分别是ÓääÈ年££月启动的丰树工业基金、Óään年{
月启动的丰树印中基金和Óään年Ç月启动的丰树工业
信托。

百万新元

Î£¯

Èä

Îä¯

{ä

Ó{¯

随着管理服务费收入来源的不断扩大，每个业务部门
带来的管理服务费所占比率相对均匀，其中物流业务
部门占Îx¯；工业业务部门占ÓÇ¯；区域投资业务部
门则占Î£¯。
ÓÇ¯

Óä
Î¯

Îx¯

9än

9ä

ä

ÓÓ

物流业

区域投资

工业

其他

n 管理服务费收入包括联营公司管理服务费收入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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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概况

收益概况
£]Óää

£]äää

nää

n{Ó°Ó

ÎÈ°ä

百万新元

Èää

{ää
Ó£È°

复合
年均增长率
达{{¯

Óää

x{°{

ÈÓ°ä

ÓÎÈ°x

£{£°ä
Îx°Ó

ä

£äÓ°

£°Ó
ä°{

££Î°n
n°n®

££ä°Î®

Ç°È®

x°x®

Óää®
9äx
营运股东应占利润

9äÈ

9äÇ

投资产业‐重估盈余／（损失）

9än
项目开发增值

9ä
其他

注：营运税后盈利和股东应占利润(营运股东应占利润)是指从集团各种业务活动所取得的净盈利，包括房地产租金和销售活动、资本管理业务的收费
收入，以及房地产相关资产和／或证券的投资。投资物业重估收益或亏损、市场价格等值调整，以及负商誉等并不包括在内。

尽管近期经济状况低迷，集团的基本业务却持续复
原，经营业绩维持稳定。因此，营运股东应占利润
从Óääx财政年的x]{{ä万新元增加到Óää财政年的
Ó°ÎÈx亿新元。过去x年里，集团实现了营运股东应占
利润{{¯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Õ`i`Ê Õ>
ÀÜÌ Ê,>Ìi）。
集团采取了分区翻新和开发的行动，使得房产开发增
值达£°äÓ亿新元（扣除计提递延税后），此项增值
主要来源于丰树商业城，丰树商业城于Óä£ä年{月£
日取得了“临时入伙准证”。

ÓääÇ财政年到Óää财政年开发期间，集团将原亚历
山大分销园（iÝ>`À>Ê
ÃÌÀ«>À）改造成综合
商业城区，从而使该项资产开发增值共Ó°nÎn亿新
元。基于该项资产的总开发成本Ç°x£Ó亿新元，增幅
达În¯。
另外，由于Óää财政年下半年投资组合的优势和资
本价值的稳定，巩固加强了业务，集团在本年度取得
了净重估盈利È]Óää万新元（扣除计提递延税后和不
包含项目开发增值部分）。

ÓÎ

财务及业务回顾
财务回顾
息税前收益 （

/）和联营公司的收益

/）和联营公司业绩增长分析

年度同比各业务部门息税前收益（

{ää

9än
Óä°

9ä
Î{x°n

£x°Ç

Îää

£°Î

£x°Ó

ä°Î
£°ä®

ä°x®

{ä°£

Óx°x

Ó{°

ÈÎ°Ç

百万新元

{n°ä

Óää

£ää

ÓÎÓ°

Óxn°{

£È°Ó®

£È°Ç®

ä

新加坡投资

物流

工业

区域投资

其他

注：息税前收益和联营公司的收益是指息税前收益和联营公司收益额和合资公司营运股东应占利润。

Óää财政年，集团的息税前收益和联营公司的收益
从Óään财政年的Ó°ä亿新元增长到Î°{xn亿新元，
增幅高达£¯。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
UÊ 由于租金率提高、租户保留率较高和有效的成本
管理，从而促使新加坡投资业务部门的收益提
高。比Óään财政年增加了Ó]xxä万新元，增幅为
££¯。该年里，怡丰城取得了nx¯的续租率和
£x¯的租赁。总的来说，稳定的商业资产组合的
加权平均租用率达到了x¯。
UÊ 物流业务部门的业绩增长了£]xÇä万新元，增幅为
ÎÎ¯。这主要原因在于，与Óään财政年相比，丰
树物流信托经营业绩改善、集团开发的海外物流
项目租金收入增加以及对丰树物流信托股份的加
权平均持股率提高，从而使得丰树物流信托的营
运利润部分增加。Óään年n月，集团超额认购了
丰树物流信托的附加股发行，其持股率从Îä°Ó¯
上升到{È°¯；Óää年££月，丰树物流信托进行
私募股权后，集团的持股率降低到目前的{{°Î¯。
UÊ 工业业务部门的经营业绩提高了È£¯，主要原因
在于丰树工业信托（包括Óään年Ç月自裕廊集团

Ó{

收购的投资组合）和丰树工业基金营运利润的增
加，以及集团向丰树工业信托发放夹层贷款获取
的利息收入。总体租用率接近ä¯并取得较高的
租金率。丰树工业基金利润的提高主要源于其近
期收购的上海和东京的工业物业。Óää年中期，
在严峻的信贷市场条件下，丰树工业基金再次融
资，集团接受丰树工业信托的融资申请，向其发
放夹层贷款。
UÊ 区域投资业务部门Óää财政年的利润为Îä万新
元，与Óään财政年的£Îä万新元相比，有所下
降。丰树印中基金于Óään年{月启动，主要投资
于印度和中国的商业、住宅和综合项目的房产。
丰树印中基金目前处于投资阶段，其约Èä¯的资
产为开发项目，目前仍在酝酿期。在投入初期，
该基金预期不会产生较大收益。除丰树印中基金
外，区域投资业务部门在越南也有投资项目。特
别是其与西贡合作社和- > }  Ê /À>  Ã«  ÀÌ > ÌÊ
iV >V>Ê À«À>Ì成立合资企业，在胡志
明市开发集办公楼、零售、酒店式公寓于一起的综
合项目，该合资企业已于Óä£ä年{月取得投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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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比率

股本回报率和平均股东资本

投资资本回报

{ä¯

¯

Îx¯

n¯
Ç¯

Îä¯

È¯
Óx¯
x¯
Óä¯
{¯
£x¯
Î¯
£ä¯

Ó¯

x¯

ä¯

£¯
ÓÎ亿
新元

Ó亿
新元

Î亿
新元

{x亿
新元

{亿
新元

9äx

9äÈ

9äÇ

9än

9ä

平均股东资本

股本回报率

ä¯

9äx

9äÈ

9äÇ

9än

9ä

投资资本回报

注：投资资本回报率的计算方法是把营运税后盈利和股东应占利润 （营运股东应占利润 / "«iÀ>Ì}Ê*/），除以集团因未实现重估损益和其他非现
金流和非经营损益而进行调整的股东资本，其中，非经营损益包括按照市价对公允价值进行的调整和负商誉。

股本回报率（,iÌÕÀÊ "Ê µÕÌÞ）由Óään财政年的
{°È¯增加到Óää财政年的n°£¯，主要由于Óää年营
运股东应占利润增加、其他收益如投资物业重估盈利
增加、以及Óään财政年的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的减
值损失没有在Óää财政年发生。采用,-Ê{ä而产生
的重估投资物业收益或亏损，在某些年份里会很显
著，因此这种比率的波动是很自然的。

Óää财政年，投资股本回报率达到了历史新高点，
从Óään财政年的Ç°Ó¯增加到了n°ä¯。投资股本回报
率的提高是由于新加坡投资物业收入增加、管理服务
费收入增加、有效的成本控制以及联营公司的收入增
加。
近五年来，集团投资股本回报率从Óääx财政年的
Ó°Ó¯每年持续增长至Óää财政年的n°ä¯。

从营运衡量的角度来看，集团相信投资股本回报率
（,iÌÕÀÊ"ÊÛiÃÌi`Ê µÕÌÞ）更有意义。该比率反映
的是集团在为非营运和非现金流项目, 特别是未兑现
重估损益作出调整后,从股东资本所取得的营运回报。

Óx

财务及业务回顾
财务回顾
总资产和股东资本

总资产

总股东资本
x]xää

£ä]äää

iÀÀÊÞV Ê>ÀLÕÀÀÌ、丰树商业城
和丰树安顺大厦项目的开发增值

]äää
x¯

x]äää

n]äää
n¯

£¯

£Ç¯

Ó¯

{]xää

Ç]äää
Ç¯

£Ó¯

££¯

£ä¯

¯

Ç¯

{]äää

£¯

x]äää

百万新元

百万新元

È]äää

x¯
£¯

{]äää

港湾区的翻新

x¯
n¯
{¯

Î]xää

怡丰城项目
的开发增值

x]äx
{]ÈÇ£
{]{££

Î]äää

Ó]äää

ÈÓ¯

È¯
£ä¯
Î¯
£¯

ÈÇ¯

Î]äää

xn¯
Î]{Î

nÓ¯

Ó]xää
£]äää

ÈÓ¯
Ó]ÎÎ

ä

Ó]äää
9äx

9äÈ

9äÇ

9än

9ä

完成的投资产业

开发中投资资产

开发中的产业

物业、厂房和设备

供出售的发展资产

其他

9äx

9äÈ

9äÇ

9än

9ä

在联营公司和合资企业的投资

集团的总资产从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的nä亿新元增加
到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的nn亿新元。资产的增加主要
来自当年产生和留存的利润、房地产投资组合的增加
以及房地产投资组合的净利重估盈利（包括所开发房
地产的增值）；而房地产投资组合的增加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丰树商业城、丰树安顺大厦、中国和越南物流
项目的开发。
集团的分区翻新和房地产资本管理策略让股东收益大
大增加。从过去几年中营运和股东应占利润增加、项
目开发价值的显著增加以及投资组合的重估收益中
可见一斑。股东资本从Óääx财政年的Ó{亿新元增加到
Óää财政年的x£亿新元，增幅高达££Î¯，而股东无
需支付额外的资本。
 总开发成本包括置地成本。

ÓÈ

开发显著增值的项目主要包括怡丰城、iÀÀÊ ÞV Ê
>ÀLÕÀÀÌ和近期的丰树商业城。由原的世界贸易
中心改造成怡丰城的开发项目，在ÓääÈ财政年为集
团率增值了°nxÈ亿新元，是总开发项目率的£È£¯。
ÓääÇ财政年，随着怡丰城商场的稳定发展，其估值
又增加了Î°Ç£Ó亿新元。Óään财政年，iÀÀÊ ÞV Ê
>ÀLÕÀÀÌ完工，整幢建筑经预租给了美国银行美
林集团，该资产价值增加了£°Îä{亿新元，也即总开
发成本的£°£倍。从ÓääÇ财政年到Óää财政年，集团
将之前的亚历山大分销园（iÝ>`À>Ê ÃÌÀ«>À）改
造成甲级标准的办公商务园‐丰树商城从中翻新了亚
历山大区，项目的开发增值，为集团带来了Ó°nÎn亿
新元的收益，是总开发成本的Î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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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资产

按性质分类的托管资产年度同比分析

9än

9ä

£¯

Î¯
Ç¯

x¯

Îä¯

xÎ¯
Ón¯

x]ÈÓ£
百万新元

Î¯

xä¯

È]äÇÈ
百万新元

È¯

Ç¯
Ç¯

丰树物流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力宝-丰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丰树工业基金

丰树工业信托

丰树印中基金

联昌国际-丰树房地产基金
（联昌丰树基金）

该财政年，丰树工业基金收购了位于中国和日本的新物业，而丰树物流信托于Óää财政年的第四季度收购了
位于新加坡和日本的资产。丰树印中基金继续致力位于中国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托管资产因此从Óään财政年
的xÈ亿新元增加到Óää财政年的È£亿新元。该财政年结束后，丰树印中基金完成了北京佳程广场的收购。

ÓÇ

财务及业务回顾
财务回顾
总房地产资产

总房地产自拥和托管的资产

复合年均增长率
达Î°ä¯

£{]äää
£Ó]äää

百万新元

£ä]äää

{Ç¯
{n¯

n]äää
Îx¯

È]äää
Ó¯

{]äää
Óx¯

Èx¯

xÓ¯

xÎ¯

9äÇ

9än

9ä

Ç£¯

Ó]äää

Çx¯

ä

9äx

9äÈ
自拥资产

托管资产

集团自拥和托管房地产资产总额由Óään财政年的££n
亿新元增长到Óää财政年的£Ó亿新元。此项增加
由È°Çn亿新元的自拥资产和{°xx亿新元的托管资产构
成。

主要是由于丰树工业基金和丰树物流信托收购了新的
物业, 以及丰树印中基金投资组合在中国项目开发成
本的增加。净利重估盈利（包括开发项目的增值）也
是自拥资产和托管资产增加的原因之一。

自拥资产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丰树商业城、丰树安顺大
厦和中国、越南物流项目的开发。而托管资产的增加

下图表显示了各业务部门自拥和托管的房地产资产总额：

各业务部门的房地产资产总额
£{]äää

百万新元

{¯

£Ó]äää

{¯

£ä]äää

£È¯

Î¯
Ó¯

£Ç¯

Ç¯
£¯

n]äää
£¯

È]äää
{]äää

Ón¯

x¯

ÓÈ¯

Ón¯

Ó£¯

Ó]äää

Ón¯

È{¯

xä¯

xä¯

9äÇ

9än

9ä

Ç£¯
Ç{¯

ä
9äx
新加坡投资

9äÈ
物流业

工业

区域投资

其他

自Óään财政年起，各业务部门在自拥和托管的房地产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规模的房地产资产组合。Óää财政
年该指标变化不大。
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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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房地产资产（续 ）

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新加坡境外的资产规模持续稳定, 约占集团自拥和托管房地产资产总额的Óx¯，
如下图所示：

按地理位置分类的房地产资产总额

£{]äää
£¯
È¯

£Ó]äää

£¯
Ç¯
{¯

£ä]äää

x¯

Ó¯
Ç¯
Î¯
È¯

Î¯
È¯

Ó¯
{¯
x¯
x¯

百万新元

n]äää

n¯

È]äää

£¯

Ó¯
Çx¯

¯
Ç{¯

{]äää
£¯

ÇÈ¯

Ó¯
Î¯
nn¯

Ó]äää
{¯

ä
9äx

新加坡

9äÈ

香港特别行政区

9äÇ

印度尼西亚

Óääx财政年，集团的房地产资产总值为Îx亿新元，
其中{¯在新加坡境内。自Óääx财政年起，集团取
得了长足的增长。集团涉足不同的经济体，并提高
其在亚洲各地方的业务量，将重心发展到海外，从
而，将主要位于新加坡的房地产业务发展到了其它
多个国家。Óää财政年，集团总房地产资产中Çx¯

日本

9än

9ä

马来西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他

在新加坡境内。位于新加坡的资产由下列构成：
新 加 坡 投 资 业 务 部 门 的 价 值 约 为 È{亿 新 元 的 投 资
组合；丰树工业信托收购自裕廊集团的投资组合价
值 超 过 £Ç亿 新 元 ； 以 及 丰 树 物 流 信 托 的 新 加 坡 物
业 ， 占 价 值 超 过 Îä亿 新 元 的 总 投 资 组 合 的 {x¯。

Ó

财务及业务回顾
财务回顾
财务重点£ä

集团对流动资金进行谨慎地管理，从而确保集团履行
其承诺，维持财务上的灵活性，可有效利用增长时
机。

供用及使用的银行信贷融通
{]xää
{]äxx

金融市场回顾
在经历了Óään年和Óää年初期的金融风暴和信用危
机后，全球的金融市场趋于稳定。该年度，资本市场
和债务市场的情况好转，利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然
而，人们对全球经济的某些部分仍持谨慎态度。

Î]xää
{È¯

Î]äää

百万新元

随着市场状况的逐渐好转，集团继续将资金和流动资
金维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集团建立了牢固的资金
来源以确保其具有足够的财政能力为其运作、投资需
求和发展计划提供资金支持。同时，集团也在不断地
监督现金流转状况、债务到期情况、资金成本、外汇
汇率和集团的借贷款利率以及总流动资金的状况。另
外，为了确保财政的灵活性，集团还定期进行情境分
析，其中包括进行压力测试，以评估财政能力在市场
环境改变下可能受到的影响。

{]ää

{]äää

xä¯

Ó]xää
Ó]äää
£]xää
£]äää

9än
xä¯

9ä
x{¯

xää
ä
9än
已使用金额

9ä
供用但未使用

财政资源和流动性
财政能力

（百万新元）

现金储备

ÊÊ£Çx

未使用的银行信贷融通

£]nÇ£

中期债券计划可发行量

£]{Çx

总数

Î]xÓ£

在本财政年度，集团取得了新的承诺银行信贷融通，
从而维持良好的资金状况。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集
团的现金储备达到£°Çx亿新元，未使用的银行信贷融
通超过£n亿新元，大部分来源于承诺银行信贷融通。

£ä 分析不包括关联方的贷款

Îä

集团还在适当的时候积极开拓资本市场。为了满足
恢复兴趣的债券投资者，集团又于Óää年È月发行了
£°Óx亿新元的固定利率债券，该债券是继Óään年n月
首次发行的五年期债券系列下再次发行的固定利率债
券。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中期债券计划可发行量达
到了£x亿新元。集团将继续探索发行债券作为融资的
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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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与本债比率

净本债比率

È]äää

百万新元

x]äää

{]äää

ä°{

Î]äää

ä°{Ó

ä°{È

ä°{ä

Ó]äää

£]äää
Ó]ä{Ç



{]nÎx

x]£x{

Ó]xÈ

x]Ó{

9ä

9än

负债净额

股权

净负债 / 股权比率（倍）

净负债 / 经调整股权比率（倍）

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集团的借款为ÓÈ亿新元，一年
前则是Óä亿新元。所增加的借款，大部分已投入新加
坡和区域的开发项目及投资。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
集团的净本债比率从一年前的ä°{Ó上升到ä°{，反映
了集团更具效率的资本结构。在对股权做出递延税项
准备金调整后££，其调整过的净本债比率，截至Óä£ä
年Î月Î£日为ä°{È（Óää年Î月Î£日：ä°{ä）。

x]xnn

经调整股权

截至
Óää年Î月Î£日

截至
Óä£ä年Î月Î£日

负债总额

Ó]{n{

Ó]Ç{{

现金

ÊÊÊ{ÎÇ

ÊÊÊ£Çx

负债净额

Ó]ä{Ç

Ó]xÈ

（百万新元）

££ 在根据新加坡财务报告准则（-}>«ÀiÊ >V>Ê ,i«ÀÌ}Ê -Ì>`>À`ÃÊ ÉÊ -,-）准备集团的财务报表时，集团采纳了投资物业的公允价值模式。根据该模

式，集团的租赁投资物业是按照独立估算师确定的公开市值阐述。集团目前拥有多项租赁物业，出售非交易性物业之收益无须纳税。但是，新加坡财务报告
准则规定须按所得税率计算重估金额的递延税。根据过去的趋势，历年来都没有缴纳相关税款。如无须计提递延税，那么这些数字将会是净资产值 。

Î£

财务及业务回顾
财务回顾
负债和本债比率 （续 ）

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的到期状况

到期状况（再融资后）

£]Óää

£]äää

£]äää

nää

nää

百万新元

£]Óää

Èää

Èää

{£¯

Î£¯

{ää

{ää

£È¯

Óää

£Ó¯



£È¯

Óää

Ó{¯


<£年

£至Ó年

Ó至Î年

Î至{年

＞{年

为了取得集资的最佳组合，集团确保其负债组合大部
分来自承诺的资金，且会采用短期信贷融通来达到平
衡。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大约Î¯Ê（Óää年Î月Î£
日：ä¯）的负债来自于银行贷款和中期至长期债券
的发行。剩余的Ç¯来自短期银行贷款，以便集团能
更具伸缩性的利用业务或其他活动的现金流来还款，
成本也相对较小。

ÎÓ

Î£¯

Ó¯

<£年

£至Ó年

Ó至Î年

Î至{年

＞{年

集团考虑到其现金流计划和当前信贷市场的情况，并
采取了谨慎的方式来分散其到期负债，以减少再融资
风险。其现有负债组合的平均期限大约是Ó°Î年。
截至Óä£ä年x月Î£日，集团已制定了再募集Î°x亿新
元的计划，该项借款将在自Óä£ä年Î月Î£日起的£Ó个
月内到期。新信贷额的保有期为{-x年。集团有充分
的能力提供余下的n亿新元以满足其再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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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的净负债结构

固定与浮动

浮动
{Ó¯
ÈÎ¯

9än

Çä¯

固定
xn¯

浮动
{Ç¯
ÎÇ¯

ÎÇ¯
Óx¯

9ä

固定
xÎ¯

x¯

无担保
附担保

新元借贷
美元借贷
其他

无担保贷款占了集团净贷款的ÈÎ¯，其余的净贷款由
集团的一些产业和资产作为担保。
集团与各国的银行网络保持着积极而又良好的关
系。Óää财政年，集团进一步扩大其银行关系网络，
目前在区域内与超过£n家银行建立了稳固的融资关
系。集团包括丰树物流信托和由丰树独立管理的基
金，与超过Óx家金融机构建立了融资关系。集团还采
用了将银行纳入其商业合作伙伴的理念，从而利用其
关系银行的不同能力和优势，加强集团在新加坡国内
外的商业策略，并促进其发展。

集团在固定和浮动利率贷款上，一直维持在平衡的水
平，这是其债务管理策略的一部分。固定利率贷款占
了集团负债净额的xÎ¯，其余的则是浮动利率。比例
较高的固定利率贷款使集团在没预备利率上升时能对
冲利息成本。决定利率结构的考虑因素，包括了利率
的前景、投资持有期，以及集团的预期现金流量。
在可行的情况下，集团采纳了自然避险政策，以减少
汇率风险。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大约Çä¯的集团净
借款为新元借贷，这和其资产组合（主要在新加坡）
相符合。在这一年里，集团也以外国货币贷款（主要
为美元）来为同等货币投资提供融资。

ÎÎ

财务及业务回顾
财务回顾
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的资产和资本结构一览
其他 Ó¯

其他 Ó¯

海外资产* ¯

负债（美元）n¯
其他负债（新元）n¯

负债（新元）
ÓÓ¯

新加坡资产
（新元）
n¯
股权（新元）
Èä¯

资产
（nn亿新元）

* n{¯的海外资产
以美元为币种。

负债和股权

本集团在Óää财政年的利息保障倍数是x°{倍，低于Óään财政年的È°Ó倍。虽然现金流量保障倍数从Óään财政
年的°Î倍降低到Óää财政年的x°{倍，但集团产生的现金流量稳定，因此集团的现金流量保障倍数仍属健康
水平。

现金流量保障倍数

{ää

{ää

Îxä

Îxä

Îää

Îää

Óxä

Óxä

百万新元

百万新元

利息保障倍数

Óää
£xä
È°Ó

x°{

x°{

£ää

xä

xä
Ón°£

{È°n

Î{Ó°{

9än

ÈÓ°

9ä

税前和扣除利息前收入和联营公司利润



ÎÈx°Ç

Î°x

9än

Îx°{

ÈÈ°ä

9ä
营运现金流量

净利息费用

已付利息净额

净利息保障倍数（倍）

现金流量保障倍数（倍）

备注：包括联营公司的利润分成，原因在于集团的商业模式让其得以从联
营公司获取数额可观的现金流，而这笔数额并没有在集团的税前和
扣除利息前收入当中反映出来。

Î{

°Î

£xä

£ää



Óä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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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及业务回顾
业务回顾：新加坡投资

位于新加坡南部海港，港湾区是个昌盛的商业和休闲中心。

新加坡投资业务部门管理着集团在新加坡的价值È{亿
新元的资产，也就是位于新加坡的约为nnä万平方英
尺的净可出租面积。这些资产主要位于港湾区和亚历
山大区，其中包括办公楼、零售物业、商业园，和工
业物业。
概述
本年度，集团致力于优化收益，并将工作重点集中在从
现有的新加坡投资组合中持续取得稳健的经营收入。
尽管新加坡的经济出现了下滑的情况，集团物业的租
金率仍有所增加，且平均租用率维持在ä¯以上，这
说明了集团在新加坡的投资组合极富弹性。在Óää
年的第三季度，新加坡经济开始复苏，很多公司对经
济展望恢复了信心，我们的租赁业务由此出现了增长
趋势。
港湾区（>ÀLÕÀÀÌÊ*ÀiVVÌ）
南部海港的一颗璀璨明珠
我们在港湾区内的资产包括怡丰城、港湾第一大厦和
港湾第二大厦（>ÀLÕÀÀÌÊ/ÜiÀÃÊ"iÊ>`Ê/Ü）、
港 湾 中心 、圣占 姆士 发电厂（ -ÌÊ > iÃÊ *Ü i ÀÊ
-Ì>Ì）和 iÀÀÊ ÞV Ê >ÀLÕÀvÀÌ，它们标志着
我们分区开发策略的成功。秉着集“工作、生活和休
闲”于一体的理念，集团不仅使每项资产相互补充，
而且还增添了该区的整体吸引力。

随着Óä£ä年Ó月圣淘沙名胜世界（,iÃÀÌÃÊ 7À`
-iÌÃ>）的开业，港湾区的各项设施更令世人瞩
目，无论对本地人还是游客都更具吸引力。随着游客
的大量涌入，这个原本繁华的地区更显活力。
尽管在Óää年，乌节路上的购物中心如雨后春笋般
不断涌现，怡丰城的人流量却有增无减。它仍是深受
本地人和游客们喜爱的购物休闲中心，每个月平均可
以吸引ÎÎä万的游客。在这一年中，怡丰城获得了无
数奖项和赞誉。其中在新加坡旅游促进局颁发的奖
项‐Óää最佳购物体验奖中，怡丰城是购物中心分
类中的决赛者之一，同时也获得了ÓääÊ
阿拉
比亚亚洲地产奖‐区域商业零售冠军,还被Ã>"iÊ
*i«i½ÃÊ ViÊ Ü>À`ÃÊ 和 /i"ÕÌÊ -}>«Ài杂志
誉为顶级购物中心之一。
我们对怡丰城采取了积极的资产增值计划，使其零售
商家组合频繁得以更新。在过去的一年中开张大吉的
新租户包括娱乐公司*>ÀÌÞÊ7À`分店、澳大利亚服饰
品牌 ÌÌÊ "、总部位于香港的甜点连锁店iÞ
iÃÃiÀÌ以及L>Ê >`Ê ,>i餐厅等等。怡丰
城保持了将近£ää¯的租用率，其收入约占新加坡投
资组合的ÎÈ¯。
怡丰城和港湾中心的结合，为购物者提供了更多的选
择。这对两座购物中心，尤其是港湾中心大有裨益。
因为港湾‐圣淘沙区增加了大量的办公人潮，港湾中
心的购物人流也随之增加。

Îx

财务及业务回顾
业务回顾：新加坡投资
丰树灯塔（>«iÌÀiiÊ} Ì ÕÃi）
由于经济状况逐渐好转，我们正在评估是否可以将前
-*建筑工地改建成甲级办公楼。我们将会在适当的
情况下启动开发该工程。
亚历山大区（iÝ>`À>Ê*ÀiVVÌ）
营造生机勃勃的工作环境
Óää财政年，集团继续实施其分区开发策略，将
£Î°x公顷的亚历山大区改造成了令人向往的商业区，
配备了一系列现代化的便利设施。
丰树商业城，是一座位于亚历山大路上的综合商业
城区，已于Óä£ä年{月£日按照预订计划和预算获得
了“临时入伙准证”(/i«À>ÀÞÊ"VVÕ«>ÌÊ*iÀÌ)。
此商业城区由一栋£n层的办公楼、一栋£Ç层的商业
园大楼和两栋£{层的商业园大厦组成，截至Óä£ä年
Î月Î£日，租户已经预先承诺租赁其中的xn¯。甲级
规格的丰树商业城，无构柱的楼面面积介于Ó{]äää平
方英尺到Èn]äää平方英尺之间，吸引了包括大型跨国
公司在内的诸多租户。例如美证券交易所（ 8）、
汇丰银行、思爱普、联合利华、新加坡电力公司
(-}>«ÀiÊ *ÜiÀ)、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 ）、
环球轮船（ 7Ê - ««}）、理光（,V ）和法国农
业信贷银行（ Ài`ÌÊ }ÀVi）等等。我们还与几个
潜在租户进行深入的协商。
丰树商业城在对环境可持续性的设计方面占有领先地
位，并采用了尖端的节能技术。其创新性技术包括收
集雨水用于灌溉，回收废热用于加热泳池、餐饮店以
及其他便利设施的供水。

截至Óä£ä年底／Óä££年的第一季，丰树会将其总部
从目前的港湾中心迁往丰树商业城，以便实现对大部
分业务部门和员工的集中管理。另一方面，也证明了
我们对丰树商业城成为新加坡下一个新兴商业城区的
信心。
为了使该区的建筑更为紧密，我们已经通过人行
道 网 络 将 丰 树 商 业 城 与 港 务 大 厦 以 及 康 达 （ / iÊ
ÌiV ）连接起来。这些人行道还将连接到将于
Óä££年投入使用的拉柏多公园地铁站。
改建港务大厦的零售垫楼
为了进一步提升亚历山大区的现有资产价值，集团于
Óää年£Ó月开始实施其资产增值计划‐翻新港务大
厦 (*-Ê Õ`})的零售垫楼。新的零售垫楼共
三 层 ， 净可租赁总面积为nÇ]xää平方英尺。该零售
垫楼将设有超过Çx间零售店，包括超市、快餐店和生
活休闲/培训中心等。新零售中心还将设有时装、眼
镜、发廊和美容店铺，以及咖啡馆、餐厅、书店、银
行和其他便利服务等。
港务大厦零售垫楼的改建是亚历山大区总体规划的一
部分，该总体规划旨在将亚历山大区改建成为可以满
足大批上班族在此工作的良好的工作环境。按预定计
划，资产增值工程将于Óä£ä年上半年开始实施，于
Óä£Ó年的第一季度完工。完工后，零售中心将会改
进亚历山大区的零售和服务业元素。

港务大厦零售垫楼的翻新计划于Óä£Ó年的第一季完成后，将为亚历山大区的工作群带来更多便利及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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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及业务回顾
业务回顾：新加坡投资
丰树安顺大厦
顶级中央商务区的开发
丰树安顺大厦于Óää年Ç月获得了“临时入伙准证”。
一些大型的优质租户包括怡安保险、+ 、住友商事
株式会社（-ÕÌÊ À«À>Ì）、雅虎、 LiÊ
,iÃÕÀViÃ、三菱化学（ÌÃÕLÃ Ê iV>），大厦
的租赁承诺从£Ó¯增加到将近Èä¯。Óää年，由于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中央商业区新办公场地的
供过于求，办公楼的租金迅速下降。尽管市场条件严
峻且竞争激烈，但随着新旧一流办公楼市场的发展，
且人们的需求纷纷转向更高级别的新办公楼，安顺大
厦还是能够维持可观的租金。
Óä£ä年年初，办公楼市场开始显示复苏的迹象。这
体现在租赁活动的日趋频繁、和租户对优质办公楼的
兴趣。展望未来，随着人们对业务前景的看好，租金
很有可能更趋稳定，且优质办公楼的市场绝对富有上
升潜力。
丰树安顺大厦能充分满足跨国公司在中央商业区边缘
租用办公空间以扩大或加强自身业务的需求。一部分
的公司同时也非常希望迁入如丰树安顺大厦这较高优
质的办公楼。这座大厦符合建设局绿色标志白金规格，
并设有包括高度节能的制冷设施等多种环保设备。
提倡可持续性的举措
集团致力于建造可持续性建筑。为此我们已经开始着
手于将港湾区的其他开发项目打造成符合建设局绿色
标志规格的建筑。这包括将港湾中心的停车场灯具和
空调制冷机更换成更为节能的装置。这些举措不仅加
强了集团的环保工作，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节约能量。

位于新加坡中央商业区安顺街的丰树安顺大厦，一座甲级的办公楼，为蓝
股租户提供一系列的环保设施。

展望未来
贸易及工业部（ÃÌÀÞÊ vÊ /À>`iÊ >`Ê `ÕÃÌÀÞ）近
期将Óä£ä年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测从{°x¯
‐È°x¯提升为Ç¯‐¯。随着人们对本地经济展望
的改观，我们将对集团在未来的一年中的发展持谨慎
且乐观的态度。
集团依据其扩大基金管理平台和增加托管资产份额
的整体策略，正积极规划将其商业资产注入到新的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丰树商业信托（>«iÌÀiiÊ
iÀV>Ê /ÀÕÃÌ），据预期，丰树商业信托的资产
价值将高达{ä亿新元。展望未来，集团目前承担的开
发项目将为丰树商业信托提供一系列的优质资产。一
旦市场状况好转，集团即会将丰树商业信托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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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及业务回顾
业务回顾：物流物业

丰树物流信托于Óä£ä年Î月，以销售和回租安排收购位于新加坡樟宜南的

概述
丰树集团是亚洲最大的物流房地产经营公司之一。我
们在亚洲自拥和托管约Îx亿新元的物流资产。我们持
有丰树物流信托{{°Î¯的股份。丰树物流信托是泛亚
首个公开上市的物流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由集团全
资子公司丰树物流信托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公司”）
管理。
集团作为房地产资本管理公司，提供从搜集资源、开
发和管理这些设施，到管理公开上市的房地产投资
信托基金等一整套房地产解决方案的价值链。整个房
地产价值链中，我们赚取项目管理收入和基金管理
收入。
丰树物流信托
持续内部增长
鉴于市场状况严峻，管理公司将重点放在提升投资组
合收益率和保持资产负债表业绩。该项策略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Óää年当年，该投资组合的平均租用率

£Ó
£Î
£{
£x

În

6仓库。

维持在Ç¯到¯之间，租户保留率保持在约nä¯的
高位，而剩余的空位也有了新租户。这使得丰树物流
信托在当年可持续稳定地向其股东分配股利。
截至Óää年£Ó月Î£日的财政年 £Ó，丰树物流信托全
年的收入高达Ó°äÇ亿新元，净物业收入高达£°nÓ亿
新元。与Óään年相比，收入和净物业收入增幅均达
£Ó¯左右。这主要来源于Óään年收购的££处物业的
全年贡献，以及丰树物流信托现有投资组合产生的稳
定收入流。
可分配数额从]Ç{ä万新元增加到£°£Ç亿新元，增
幅高达Ó£¯£Î，而全年可分配单位（º ÃÌÀLÕÌÊ «iÀÊ
ÕÌ»）降低了£Ç¯，降至È°äÓ分。可分配单位的降低
主要是由于Óään年n月丰树物流信托增发£{和Óää年
££月私募资金后£x单位持有人增加。如果我们不考虑
这两年基金增发所造成的影响，则Óää财政年，每
股股息为£ä°È{分，与Óään后的n°Ç分相比，增幅为
Ó£¯。稳定的业绩反映了，集团通过实施旨在保护可

丰树物流信托该财政年从£月£日到£Ó月Î£日
Óää年的可分配金额包括*À>ÊÌi`一次性给予的报酬，用于岌巴路Óä£号物业的租赁和证件的展期用于岌巴路Óä£号物业的租赁和证件的展期，为期n年。
n°Ó£亿股份中，可以每新股ä°ÇÎ新元的发行价购买其中的ÎÉ{。
以每新股ä°È新元的发行价，私人配售£°£x亿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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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收入的健全资本管理策略，使得丰树物流信托多
样化投资组合在地理位置、客户类别、资产和租赁契
约方面具有极强的弹性。
临近Óää年年底，随着金融市场的松动和供应商对
价格的预期更为现实，丰树物流信托重新采用了以收
购为导向的增长策略，于££月宣布收购了三处物业
̶ 其中两处在新加坡，另一处在日本。丰树物流信
托由此成为了首批重新采用收购政策的基于新加坡的
基金之一。同时，它也是Óää年首批通过广受欢迎
的私募方式融资的基金之一。
Óää年底，丰树物流信托的投资组合经过重新估
值，其价值基本上维持稳定，仅发生价值£Èxä万新
元的小额重估损失，这只占总投资组合价值约£¯。
这种边际价值的下降反映了，物流资产相较于其他资
产类别，波动性较小，而且投资组合中资产和客户的
优质性。
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该信托基金的投资组合由n{
处房地产组成，账面价值约为Îä亿新元。n{处房地
产中，{处位于新加坡，££处位于马来西亚，处位
于日本，n处位于香港，È处位于中国，而£处位于韩
国。就其净物业收入占集团净物业收入的份额来看，
新加坡份额最大，约占xÓ¯；其它分别是香港约占
Ó£¯；日本约占£È¯；中国占È¯；马来西亚占{¯；
韩国占£¯。
管理公司采取了稳健的方法来管理丰树物流信托的资
本需求, 这主要在于维持资产负债结构, 同时为出现
的增长机遇提供资金。
战略性定位，实现高速增长
集团作为丰树物流信托的支持方，通过开发物流园和
物流设施，并给予其优先认购权，从而为其提供支
持。特别是在无足量的已完工优质仓库满足市场需求
的新兴市场下，此种情况尤为明显。

增强集团在日本量身定制的能力
为了进一步支持丰树物流信托的增长，集团与伊藤忠
商事成立了合资企业，为日本的知名物流客户开发物
流项目。通过该平台，双方可满足日本物流经营者不
断增长的需求，填补经济低迷所留下的市场空白。
未来的Î‐x年，集团预期能在东京和日本其他重要城
市启动价值约为Î‐x亿美元、供单租户租赁的仓库和
配货中心。这些资产完工后，丰树物流信托对此资产
具有优先购买权。
积极收购，促进增长
管理公司于Óä£ä年第一季度完成了两处房地产的收
购，它们分别是位于新加坡的樟宜南的 6£È和日本
的- >Ê iÌÀi£Ç。团队正积极收购一系列可增加收
益的项目。
展望未来
尽管Óä£ä年全球经济正在逐渐恢复，亚洲经济也可
能呈现正增长，然而，我们预期经济的恢复将不是一
帆风顺的。一旦政府撤销了刺激措施，又会对全球的
经济复苏产生巨大影响。
因此，集团将谨慎对待，将丰树物流信托的工作重点
继续放在优化收益上。同时，我们还将在亚洲现有市
场和新兴市场上收购带来收益和增值的资产。
管理公司稳步收购多项优质资产，履行其承诺，积极
促使信托投资组合的增长。除此以及集团作为支持方
所开发的项目以外，管理公司还实施一项新的计划，
在丰树物业信托内承接为客户量身定制的项目。
凭借丰树物流信托良好的资产负债状况，财务灵活
性，以及有目共睹的过往业绩，我们坚信信托将继
续不断发展壮大，未来一年，向投资者提供更好的
回报。

迄今为止，集团已承诺为中国、越南和马来西亚的物
流开发项目投入了约Ç亿新元。未来的数年，当大部
分项目出租和产生收入时，集团将这些项目提供给丰
树物流信托。其中，约Î亿新元的资产已经完工或接
近完工，其中包括位于中国的丰树天津海丰保税物流
园、位于马来西亚的丰树- > Ê >物流园等。目前
开发中的项目包括位于中国天津的丰树天津空港物流
区和位于越南平阳的丰树物流园。

£È 指的是位于£xÊ >}Ê-ÕÌ Ê-ÌÀiiÌÊÓ]Ê-}>«Ài的物业。
£Ç 指的是位于£äÓÇÓÊ7>Ã Þ>]Ê>Ã Ü>Ã Ê L>Ê*ÀiviVÌÕÀi]Ê>«>的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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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及业务回顾
业务回顾：工业物业

丰树宝山工业园位于上海宝山工业园区，为想融入长三角经济圈的企业提供便利的交通管网。

丰树主要通过泛亚洲丰树工业基金和新加坡为中心的
丰树工业信托这两个私募房地产基金，持有和管理在
新加坡和整个亚洲广泛的工业物业投资组合。集团工
业房地产项目由其全资子公司集团工业房地产项目‐
丰树工业基金管理私人有限公司管理。负责范围包括
资本管理、房地产投资、开发、以及集团工业资产的
管理等。
概述
Óää年伊始，世界经济呈现出低迷的迹象。而Óää
年底，经济开始呈现复苏迹象，特别是亚洲地区。亚
洲大部分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日本的经济之
前呈现低迷，于Óää年下半年走出低谷，呈现复苏
态势。
尽管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
集团的托管工业资产仍从Óään财政年的£亿新元
增长 到ÓÎ亿 新 元 ，其 原因 主要 是由 于集 团收购 了
日 本 的 两 栋 工 业 建 筑 ： 丰 树 工 业 基 金 收 购 的 -ÕÊ
>ÃÌÊ - iÊ 大厦和Óä£ä年Î月集团自购的8 Ê
âi >>V 大厦（丰树工业基金的投资期以
Óää年££月终止）。

{ä

丰树工业基金在收购了位于中国的丰树宝山工业园和
位于新加坡内的/>Ì>Ê ÕV>ÌÃÊ ÝV >}i大厦
开发进展后，其托管资产大幅增加。在越南，集团全
资拥有的项目丰树商业城J平阳（>«iÌÀiiÊ ÕÃiÃÃÊ
ÌÞÊJÊ  Ê Õ}）已于Óä£ä年{月开始施工。
集团通过丰树工业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丰树工业基金
和丰树工业信托而赚取了管理服务费收入。管理服
务费收入按承诺和投资资本的固定比例收取，Óää
财政年，该管理服务费收入一直稳定在约£xää万新
元。
丰树工业基金‐扩大基金规模
尽管过去两年，亚洲的投资和金融环境充满挑战，但
丰树工业基金致力于投资优质的工业物业，取得收益
和实现资本增值, 在Óää年££月投资终止，丰树工业
基金成功实现了投资Ó°亿美元，是丰树工业基金承
诺资本中的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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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树工业信托于Óä£ä年Î月收购位于东京的8 Êâi >>V 大厦，一栋五层轻工业建筑楼。

该年里，丰树工业基金完成了位于日本和中国的两
处轻工业建筑的收购。其中一处是于Óää年Ç月收
购位于东京中心的江东区（ÌÊ 7>À`）的-ÕÊ >ÃÌÊ
- i大厦,另一处是于Óää年n月收购位于上海
宝山区的工业物业的丰树宝山工业园。
丰树工业基金还为塔塔电信国际量身定制的数据中
心，塔塔电信国际目前的租赁期限为£x年，期满后
可选择续租£ä年。该建筑名为/>Ì>Ê ÕV>ÌÃÊ
ÝV >}i，于Óä£ä年Î月获得了“临时入伙准证”
（/i«À>ÀÞÊ "VVÕ«>ÌÊ *iÀÌ）。这栋六层高科技
工业大厦位于/>Ê -i}Ê ，于Óää年££月被新加
坡建设局授予“绿色标志金奖”（Àii>ÀÊ `Ê
Ü>À`），正积极申请美国绿建筑协会（
）的
金色标章证书。

为了帮助租户度过经济低迷期，我们将政府返还的
{ä¯的产业税回扣全部退回给租户，我们还积极为
面临短期资金流困难的租户调整租金的结构及欠款事
宜。
作为一项有效的资产增值策略，我们积极地对所持物
业进行完善，改造建筑内的公共设施，包括对电梯、
卫生间、大厅和其他便利设施进行改善。通过这些工
作的实施，该财政年，当租约到期时, 每£ä名租户有
名租户愿意续约。
我们通过多元化租户的方式进一步加强了投资组合的
弹性。任何一名租户的租金不得高于丰树工业信托总
收入的Î¯，而前£ä位租户的租金总额仅占总收入的
£n¯。

丰树工业信托‐保持恢复反弹能力
虽然新加坡工业方地产的经济环境仍很艰难，但集团
丰树工业信托的投资组合仍实现了近ä¯的总体租用
率。该指标与丰树工业信托向裕廊集团(/ )购进该
投资组合时持平。

{£

财务及业务回顾
业务回顾：工业物业

丰树工业旗下的综合商业城项目‐丰树商业城J平阳（>«iÌÀiiÊ ÕÃiÃÃÊ ÌÞÊJÊ  Ê Õ}）在Óä£ä年{月开始施工。

丰树商业城J平阳
本年度大部分时间，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确保丰
树商业城J平阳（>«iÌÀiiÊ ÕÃiÃÃÊ ÌÞÊ JÊ  Ê
Õ}） 得 到 相 关 监 管 部 门 的 施 工 许 可 。 Óä£ä年
Ó月，我们的总体规划设计获得了平阳省人民委员会
的批准，我们已开始第一阶段的施工。
过 去 的 一 年 ， 越 南 经 济 增 长 了 约 x°x¯， 而 同 时
通 货 膨 胀 率 保 持 在 Ç¯。 然 而 ， 外 资 对 南 部 省 份
（-ÕÌ iÀÊ *ÀÛViÃ）的直接投资降低到£Îä亿美
元，降幅达到Èä¯。目前，我们正在与一位潜力租
户积极进行最后阶段的会谈，在丰树商业城J平阳
(>«iÌÀiiÊ ÕÃiÃÃÊ ÌÞÊJÊ  Ê Õ})依客户要求
而量身定制的数据中心项目。
在商业园的开发过程中，我们将重于增取预租承诺，
避免出现投机性建房过剩，从而将风险降至最低。这
样,丰树商业城J平阳的分期开发计划将逐步满足市场
需求。

{Ó

展望未来
Óää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之前的两位
数放缓至n°Ç¯，仍继续呈正增长。中国仍是我们的
工业房地产业务的主要增长源。
我们希望，全球经济的持续复苏和国内市场的迅速扩
大将充当催化剂的作用，鼓励企业扩大或建立其在中
国的业务。我们看到了工业房地产需求加强这一机
遇，并积极探索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工业基金，借助
我们的专业知识, 广泛的关系和渠道，来开发多个项
目鼓励企业扩大或建立其在中国的业务。
我们也预计日本存在更多的机遇。虽然日本以开发先
进信息技术而闻名，但这些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
和应用则刚刚起步，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因此，人
们对相关基础设施和便利设施的需求将与日俱增。由
于日本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处于疲软状态，我们正计划
设立一个基金，考察投资于相关的商业场地，如后台
处理中心、数据中心、研发中心、非中心商业区的公
司总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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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及业务回顾
业务回顾：区域投资

西安怡丰城是未来城‐一个位于中国西安，集住宅和零售的综合项目的一部分，预计在Óä£ä年初开始营业。

概述
Óää年动荡不安，上半年，大部分经济体被恶劣的
市场环境所带累。下半年，全球经济呈现逐步复苏的
态势。
鉴于投资环境不容乐观，我们的区域投资团队在如中
国、印度和越南等主要投资市场继续寻找投资机遇的
同时，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方式。
中国和印度等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经济刺激政策，在
拉动内需扶持企业的同时，也改善了信贷状况。人民
币的稳定以及中国政府采取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不仅
有助于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维持在n°Ç¯，也有
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据报道，印度的经济出现大幅
度下滑，Óää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È°£¯,而越南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x°Î¯，高于预期，是东南
亚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临近Óää年底，随着金融市场负面影响的减弱，我
们所专注的市场开始出现更多的机遇。由于供应商
所提供资产的价格预测更符合现实，因此，Óää年
间我们成功地收购了一些项目。随着区域经济继续好
转，我们预期将面临更多的资产收购机遇。

聚焦印度和中国
鉴于Óää财年的市场状况，我们对丰树印中基金采取
了“观望”的战略。该基金运作于两国市场，充分利
用中国和印度经济和人口的巨大增长潜力，获取相当
的收益。工作重点在于把该年的房地产投资在短期内
取得收益，以均衡整个投资组合和新建开发项目的投
资。
Óä£ä年Ó月，丰树印中基金签订协议，以Ó亿元人民
币收购北京佳程广场，而我们承诺资本总额为££°È亿
美元。北京佳程广场位于北京朝阳区，是甲级优质
办公楼，楼面面积大约从£]xää平方米到Ó]Îää平方
米。此项目拥有强大的租户群, 包括跨国公司和本土
企业。
收购北京佳程广场后，丰树印中基金现有投资组合的
资产总值将增至£ä亿美元。投资组合包括早期批准的
三个中国项目，分别是：未来城‐位于西安碑林区综
合住宅和零售的开发项目；丰树大厦‐位于北京中央
商务区的办公楼；以及南海富丰新城‐位于佛山集零
售、住宅于一体的综合项目。

{Î

财务及业务回顾
业务回顾：区域投资
项目推陈出新
随着丰树大厦资产增值计划的完工，总租用率获得提
升。特别是实施了根据租户的要求量身定制的租赁方
案后，其总租用率的上升更为显著。截至Óä£ä年Î月
Î£日，总租用率已达Èx¯，同时就净出租面积的Óx¯
与潜在的租户积极协商中。
由于Óää年市场状况的不确定性加大，我们分别于
Óää年££月和Óä£ä年£月适时地推出未来城的Î号和{
号住宅楼，及时抓住人们对市场改观的最佳时机。截
至Óä£ä年Î月Î£日，总计£]ÎÈn个住宅单位中，已成功销售
Èn¯以上。
西安怡丰城是未来城的零售业部分，业已签订了主力
租户‐嘉禾影城。我们正在与数个其他零售商进行
深入会谈，并预期在未来数月与另外两名主力租户包
括一家超市和一家饮食城，以及时装、餐饮和娱乐业
等数个小型租户签订租赁协议。西安怡丰城预计在
Óä££年初开业。
Óä£ä年第三季，我们将在广州佛山推出南海富丰新
城的住宅型共管公寓富丰·铂丽锦麟>Þv>À®的首批
ÓÇä个单位。
形势严峻的Óää财政年里，我们还积极探索新建开
发项目，因为一旦市场恢复，这些项目将可带来稳健的
收入。就位于上海西部的分散式商业改建事宜的项目，
我们已进入最后阶段的会谈，该项目总面积高达{x]£xäÊ
平方米。

富丰·铂丽锦麟，位于中国佛山，南海商业城的住宅公寓将在Óä£ä年的
第三季推出首批ÓÇä个住宅单位。

为重心的新基金，使之负责新的项目。

我们还一直在积极评估印度的多个投资机遇，并一直
将工作重点放在投资上。鉴于印度目前经济开始复
苏，投资前景良好，我们将继续在印度所有重要城市
中寻找高收益的投资资产和各类资产的新建开发项
目。

展望未来，我们的目标是，为丰树印中基金建立开发
和投资性房地产的可扩展平台。包括资产增值而产生
受益的物业，以及商业、住宅和综合开发项目。我们
的工作重心为位于一线城市中央商业区主要边缘位置
的投资性项目，以及位于二线城市繁华位置的开发项
目。

展望未来
我们在中国拥有健全的项目储备，因此，丰树印中基
金的中国份额可能会提前注入。在丰树印中基金对中
国项目的投资全部到位后，集团还将考虑设立以中国

随着经济加速恢复，市场投资活动日趋频繁，我们对
印度的增长潜力持乐观态度，并努力寻找具有升值空
间的投资项目，以及能立即带来收入和未来的Î至x年
不断带来收益的投资性房地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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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贡南商业项目，一个汇集办公楼、零售业和服务式公寓的项目，是丰树在胡志明市首个综合开发项目。

焦聚越南
越南目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显示出长期的发展潜
力。与其他亚洲经济体相比，越南的成本结构仍具竞
争性。随着人们对制造、办公、零售和住宅场地需求
的不断增长，我们看到了在这些领域利用下一轮越南
发展的良机。另外，由于越南ÓääÇ年£月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外资企业可持有其在越南业务之£ää¯的所
有权，因此，越南成为了具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

增加我们的投资
新丰树越南基金
该年度，我们明确了一系列的商业和住宅项目，并准
备在市场状况好转时，启动已计划的丰树越南基金。

越南人口接近n，ää万，是继印度尼西亚后的东南亚
第二大国。越南人口相对年轻，其中Çä¯的人口为
Îx岁以下，他们的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其对住房的需
求也日益提高。他们构成了庞大且不断发展的中产阶
级，热衷于国际化的生活方式，愿意尝试多样化的消
费模式。我们相信，人们对优质零售和住宅场所的需
求日趋旺盛。

展望未来
由于越南各行各业缺乏优质的房地产，因此我们面临
着很多的机遇。所以尽管经济状况严峻，我们对越南
投资仍保持谨慎但乐观的态度。

Óää年{月，我们与西贡合作社签订合资协议，在越
南胡志明市开发丰树首个综合开发项目。该开发项目
位于第七区，由办公、零售和酒店型公寓组成。这项
位于越南的价值Î°x亿美元的项目呈现一座崭新及令
人兴奋的多元零售和消闲商场。

虽然投资性房地产能迅速带来收益，但越南仍缺乏优
质的投资性房地产。因此，集团正在评估一些新建开
发项目，从而为基金提供一系列优质安全的项目。

生产与消费市场预计随着财富增长而不断扩大，因此
我们对越南市场的发展策略定为搭乘该市场增长的顺
风车。伴随着这些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对优质制造
和营业场地、办公室、零售／生活休闲、住宅和酒店
式公寓等等的需求会提升。

随着这项合资项目的落实, 我们在越南的承诺投资总
额约为Ç°ÇÓ亿美元。其中包括位于平阳的两座物流园
和一座位于北宁的已规划物流园，丰树商业城J平阳
的投资,以及我们持有的西贡合作社合资企业的{ä¯
股份。

{x

房地产资产组合
物业／土地明细（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

楼房 / 位置名称

控股公司

有效股份

使用期

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年)

(平方米)

（平方米）

商业
£ää¯



È£¯



ÎÓ]ää

n]nää

港湾中心
£Ê>ÀÌiÊ-µÕ>Ài

>ÀLÕÀÀÌÊ iÌÀiÊ*Ìi°ÊÌ`°

港湾大厦一
£Ê>ÀLÕÀÀÌÊ*>Vi

>ÀLÕÀÀÌÊ/ÜÊ*ÌiÊÌ`

港湾大厦二
ÎÊ>ÀLÕÀÀÌÊ*>Vi

>ÀLÕÀÀÌÊ/ÜÊ*ÌiÊÌ`

È£¯



VLi`

£]Óää

吉宝湾大厦
£Ê>ÀLÕÀÀÌÊÛiÕi

>ÀLÕÀÀÌÊ"iÊ*ÌiÊÌ`

Îä¯



£Ç]Îää

{£]nää

丰树安顺大厦
ÈäÊÃÊ,>`

-ÌÊ>iÃÊ*ÜiÀÊ-Ì>ÌÊ*Ìi°ÊÌ`°

£ää¯



Î]Çää

Îx]Çää

iÀÀÊÞV Ê>ÀLÕÀÀÌÊ
>ÌÊÓÊ>ÀLÕÀÀÌÊ*>Vi

>ÀLÕÀÀÌÊ*>ViÊ*Ìi°ÊÌ`°

£ää¯



]ää

ÓÓ]Çää

港务大厦
{ÈäÊiÝ>`À>Ê,>`

iV>Ê,i>ÌÞÊ*ÌiÊÌ`

£ää¯



ÓÇ]xää

ÇÎ]{ää

港务6ÃÌ>
ÓäÊ>ÀLÕÀÊ ÀÛi

6ÃÌ>Ê,i>Ê ÃÌ>ÌiÊÛiÃÌiÌÃÊ*ÌiÊ
Ì`

£ää¯

£Ê

£Ó]ää

Ó£]ää

圣詹姆士发电厂
ÎÊ-iÌÃ>Ê>ÌiÜ>Þ

/ iÊ>ÀLÕÀÀÌÊ*ÌiÊÌ`

£ää¯



£]Îää

n]Çää

怡丰城
£Ê>ÀLÕÀÀÌÊ7>

6Û ÌÞÊ*Ìi°ÊÌ`°Ê>ÃÊÌÀÕÃÌii
vÊ6Û ÌÞÊ/ÀÕÃÌ®

£ää¯



n{]nääÊ

£{ä]äää

Õ}>Ûi>Ê,i>ÌÞÊ*ÌiÊÌ`

£ää¯

Îä

n]Èää

£ä]xää

£ää¯

Îä

£x]xÎä

Ó{]ÓÎä

{ä]Îää
£ä]ää

工业
吉宝路{Î号
V³-ÌÀi
xäÓÊ >Ê iiÊ>i

V³-ÌÀiÊ

>Ê

ii®Ê*Ìi°ÊÌ`°

可续期Îä年

巴西班让分销园
£x£]Ê£xx]Ê£È£]£ÈÎ]£ÈxÊEÊ£ÈÇÊ
*>ÃÀÊ*>>}Ê,>`ÊEÊ£ÎÊ7iÃÌÊ
>ÃÌÊ} Ü>Þ

Õ}>Ûi>Ê,i>ÌÞÊ*ÌiÊÌ`

£ää¯

Óä

ÓÇn]ää

£È£]Îää

丹戎巴葛分销园
ÎÇÊEÊÎÊi««iÊ,>`

Õ}>Ûi>Ê,i>ÌÞÊ*ÌiÊÌ`

£ää¯

Îä

{£]xää

ÇÓ]Óää

iÝ>`À>Ê ÃÌÀ«>ÀÊ*ÌiÊÌ`

£ää¯



{Î]ää

£ÓÓ]ää

iÝ>`À>Ê ÃÌÀ«>ÀÊ*ÌiÊÌ`

£ää¯

Ê

Èx]Èää

£nÎ]Çää

商业园区
康达
ÈäÊiÝ>`À>Ê/iÀÀ>Vi
综合房产和商业项目
丰树商业城
£ä]ÊÓäÊEÊÎäÊ*>ÃÀÊ*>>}Ê,>`
开发地点／土地租用
位于Î的房地产（住宅开发）

>ÀLÕÀÀÌÊ/ ÀiiÊ*ÌiÊÌ`

È£¯



Ón]Èää

ÎÓ]äää

-*开发地点

>ÀLÕÀÀÌÊÕÀÊ*ÌiÊÌ`

£ää¯



Óx]äää

ÎÓ]äää

£ää¯

Îä

£]ää



£ää¯

xä

ÈÇ]ää

{Î]äää

西海岸渡轮码头（土地租用）
ÈÓÊ7iÃÌÊ >ÃÌÊiÀÀÞÊ,>`

Õ}>Ûi>Ê,i>ÌÞÊ*ÌiÊÌ`

Ó

海外
丰树北京出口加工区
北京，中国

{È

>«iÌÀiiÊ< ÕÊ9Õ>Ê i}®Ê
}ÃÌVÃÊ iÛi«iÌÊ °]Ê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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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土地明细（截至Óä£ä年Î月Î£日）

楼房 / 位置名称

控股公司

有效股份

使用期

土地面积

建筑面积

(年)

(平方米)

（平方米）

海外
丰树商业城J平阳
>«iÌÀiiÊ ÕÃiÃÃÊ ÌÞÊ
 Ê Õ}Ê `ÕÃÌÀÞÊ Ê -iÀÛViÊ 6iÌ>®Ê °]ÊÌ`°
ÊÊ1ÀL>Ê «i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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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树平阳物流中心
越南新加坡工业园
平阳省，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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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树北宁物流园
越南新加坡北宁工业园
北宁省，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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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树平阳物流园区
越南新加坡第二工业园
平阳省，越南

>«iÌÀiiÊ}ÃÌVÃÊ*>ÀÊ
* >ÃiÊ£Ê6iÌ>®Ê °]ÊÌ`°
>«iÌÀiiÊ}ÃÌVÃÊ*>ÀÊ
* >ÃiÊÓÊ6iÌ>®Ê °]ÊÌ`°
>«iÌÀiiÊ}ÃÌVÃÊ*>ÀÊ
* >ÃiÊÎÊ6iÌ>®Ê °]ÊÌ`°
>«iÌÀiiÊ}ÃÌVÃÊ*>ÀÊ
* >ÃiÊ{Ê6iÌ>®Ê °]ÊÌ`°
>«iÌÀiiÊ}ÃÌVÃÊ*>ÀÊ
* >ÃiÊxÊ6iÌ>®Ê °]ÊÌ`°
>«iÌÀiiÊ}ÃÌVÃÊ*>ÀÊ
* >ÃiÊÈÊ6iÌ>®Ê °]ÊÌ`°

£ää¯

{È

Ènä]äää

{{ä]äää

丰树莎阿南物流园
莎阿南，雪兰莪州（福利之邦），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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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树天津空港物流园
天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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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丰保税物流园
天津，中国

/>Ê*ÀÌÊ>vi}Ê `i`Ê
}ÃÌVÃÊ °]ÊÌ`°Ê

{¯

xä

£nÓ]Óää

£ä]Çää

丰树无锡物流园
无锡市，江苏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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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树洋山保税物流仓库
上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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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Êâi
>>V Ê Õ`}大厦
东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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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所有权从Óäää年£Ó月Ón日（填海土地被宣告为国有土地之日期）计起为期x年月Î日。
合法所有权从Óäää年£Ó月Ón日（填海土地被宣告为国有土地之日期）计起为期ÓÈ年月Î日。
从Óää年计起为期xä年
从ÓääÈ年计起为期{Ó年
从Óään年计起为期{年
从ÓääÈ年计起为期{年
# 土地由于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道路工程占有而减少
* `Ê>Ã >Ê>i`iÊÛiÃÌiÌÃ 不是丰树产业附属公司之一
** `Ê>Ã >Êâ>Ê£ 不是丰树产业附属公司之一
7 总楼面面积的肯定需要规划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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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分支机构
新加坡
丰树产业私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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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丰树香港管理有限公司
Óää£‐Ó室，鹰君中心Óä楼
港湾道ÓÎ号，湾仔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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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上海
上海丰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
张扬路xää号华润时代广场办公楼
£{楼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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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丰树华新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区建国路n£号
华贸中心£号办公楼È层änEä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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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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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广州丰树华新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广州天河区
广州林和西路Î‐£x号
耀中广场 塔Ó££{‐Ó££x室
邮编x£äÈ£ä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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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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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和赞誉
房地产奖项
Óä£ä 由新加坡建设局颁发的奖项：
U / iÊ i>V荣获优秀建设奖（优异奖）
U />Ì>Ê ÕV>ÌÃÊ ÝV >}i荣获绿色标志金奖
Óä£ä 由新加坡公用事业局颁发的奖项：
U 港湾大厦一和二荣获节水认证奖
Óää 由新加坡建设局颁发的奖项：
U 丰树商业城荣获绿色标志白金奖
U 丰树安顺大厦荣获绿色标志白金奖
U iÀÀÊÞV Ê>ÀLÕÀÀÌ荣获绿色标志金奖
U 怡丰城荣获通用设计银奖
Óää 由 ÌÞÃV>«iÊÃ>颁发的奖项：
UÊ丰树商业城荣获最佳城市设计和总体策划（高度赞赏）奖
Óää 由国际房地产奖组织颁发的奖项：
U iÀÀÊÞV Ê>ÀLÕÀÀÌ荣获
阿拉比亚亚洲地产奖 - 商业建筑设计四颗星
U 丰树商业城荣获
阿拉比亚亚洲地产奖‐商业翻新四颗星
U 怡丰城荣获
阿拉比亚亚洲地产奖‐区域商业零售冠军
Óää 由新加坡建筑师学会和国家公园局颁发的奖项：
U 空中绿意奖，表扬丰树以创新的方式把绿意融入怡丰城的顶层设计中

企业奖项
Óää 由新加坡旅游促进局颁发的奖项：
U 最佳购物体验-购物中心分类Óää中的决赛者
Óää 由新加坡国家艺术厅（ >Ì>ÊÀÌÃÊ ÕV） 颁发的奖项：
U 艺术之友奖（Ài`ÊvÊÌ iÊÀÌÃ）Óää, 表扬丰树为新加坡艺术事业做出的贡献
Óään 由欧洲货币杂志（ ÕÀiÞ）所颁发的奖项：
U µÕ`Ê,i>Ê ÃÌ>ÌiÊÜ>À`ÃÊÓään投资管理（越南）第一名
U µÕ`Ê,i>Ê ÃÌ>ÌiÊÜ>À`ÃÊÓään投资管理（中国）第二名
Óään 由新加坡旅游促进局颁发的奖项：
U 艺术之友奖（Ài`ÊvÊÌ iÊÀÌÃ)Óään, 表扬丰树为新加坡艺术事业做出的贡献
Óään 由新加坡旅游促进局颁发的奖项：
U 最佳购物体验-购物中心分类Óään奖
ÓääÇ 由国际购物中心理事会颁发的奖项：
U 怡丰城因“闪亮圣诞 ÓääÇ”项目荣获亚洲购物中心银奖
U 怡丰城因广告项目荣获8广告分类银奖
ÓääÇ 由`ÊÃ>和 Õi«ÀÌÊi`>颁发的奖项：
U 新加坡户外广告铜奖
ÓääÇ 由*ÊÃ>颁发的奖项 :
U 购物中心分类‐决赛排位第三
ÓääÇ 由福布斯旅游颁发的奖项 :
UÊ称为亚洲十名巨型购物中心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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