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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沙田富豪花園業
主立案法團第十三屆
管理委員會將於二零
一九年七月廿三日
︵星期二︶晚上七時
三十分假富豪花園
新光宴會廳召開第
二十四次業主周年大
會，是次業主周年大
會將選舉第十四屆
管理委員會委員、主
席、副主席、秘書和
司庫，現誠邀台端撥
冗出席是次大會。

本期內容包括第
十三屆管理委員會二
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
度工作報告︵詳情見
第一至四頁︶，富豪
花園和管理委員會二
零一八年度經許清安
會計師事務所核實的
財務核數報告及本苑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
況表︵詳情見第五、
六頁︶。

第十三屆管理委員會2018~2019年度工作報告
1. 工程維修
i. 景峰閣和林景閣樓層窗台維修工程
2018年6月25日晚上八時三十分景峰閣和林景閣在法團會議室召開第一次聯席業主大會，當晚景峰閣有25名業主出席 (佔該座總業主
數目25%)，林景閣有23名業主出席(佔該座總業主數目23%)，兩座出席業主合共48戶(佔兩座總業主數目24%)。出席的業主需就議程
內四個項目進行投票表決，經出席業主投票後，結果如下：

1) 是否進行更換樓層窗台工程
經出席業主投票後，44票贊成，4票反對，通過進行更換樓層窗台工程

2) 選取更換樓層窗台工程方案
經出席業主投票後，47票贊成方案一，1票贊成方案二，通過使用方案一按原先設計更換樓層窗台工程。

3) 更換樓層窗台工程承辦商
1
2
3
4
5
6
7

投標公司名稱
創峰工程有限公司
祥利建築公司
誠信建築有限公司
俊傑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寰宇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仁昌建築有限公司
新昌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方案一標價
$1,443,700.00
$1,525,800.00
$1,536,420.00
$1,835,470.00
$2,322,158.00
$2,850,537.00
$3,716,500.00

方案二標價
$1,538,700.00
$1,663,300.00
$1,701,020.00
$2,311,490.00
$2,694,958.00
$3,225,485.00
$4,278,300.00

所得票數
19
0
0
1
24
1
2

經出席業主投票後，各承辦商所得票數見上表，有1票棄權，通過第5標公司「寰宇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以標價$2,322,158成為景峰
閣和林景閣更換樓層窗台工程承辦商。

4) 樓層窗台維修費集資方案
經出席業主投票後，34票揀選增加管理費20%，6票揀選動用維修基金，5票揀選按業權份數一次集資，3票棄權。通過額外增加管
理費20%支付維修費，每戶攤分的維修費分24個月支付。

ii.雅仕閣更換升降機上升總線工程
2018年9月2日雅仕閣1號升降機發生電源線路故障，引致1號升降機不能運作，需接駁臨時電源以恢復升降機運作，該臨時電源並不
符合機電工程署及電力公司相關條例，需要進行維修。2018年9月16日邀請有關工程公司進行報價，共收到五份報價，五間公司報價
如下：

投標公司名稱

總標價

廣聯電器水喉工程有限公司
新成利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永陞科技有限公司
港新工程公司
譽駿(香港)有限公司

$69,800
$76,000
$78,000
$81,000
$83,800

雅仕閣業主委員會主席黃恩偉先生和各委員同意揀選最低標的「廣聯電器水喉工程有限公司」以總標價$69,000為是次工程承辦商，
並提交管理委員會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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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判合約
i. 二零一八年度財務核數承辦商
二零一八年度財務核數承辦商，管理公司已發邀請信給八間香港註冊執業會計師事務所報價承判本苑財務報告核數工作，2018年5月
14日屆截標時只收到一份報價單：

公司名稱

總標價

許清安會計師事務所
信諾會計商業服務
勞偉安會計師事務所
譚祥興執業會計師
李建民執業會計師事務所
勤信會計師事務所
吳錦華會計師事務所
李潔瑩執業會計師

$23,600
沒有回覆
沒有回覆
沒有回覆
沒有回覆
沒有回覆
沒有回覆
沒有回覆

經管理委員會商議後，建議由「許清安會計師事務所」以標價$23,600成為本苑2018年度財務報告核數承辦商，並於第二十三次業主
周年大會上議決通過。

ii. 聘請常年法律顧問
「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為本苑常年法律顧問，標價$20,000，為期兩年，由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詳情已刊載於69
期法團通訊。

iii. 二零一九年度保險合約承辦商
本苑保險顧問「森那美保險顧問有限公司」為本苑2019年度的公眾責任保險、物業全險、勞工保險及第三者風險責任保險進行招標工
作，只有兩間公司按照規定報價落標，管理公司亦邀請兩間公司進行報價。過往十多年本苑各項保險是由「MSIG」保險有限公司承
保，過去合作良好，處理申報保險事項反應迅速，標價和墊底費也是最低，標價比上年度上調$37,520.66（+2.79%）四間公司報價分
別如下表：
1-1-2018至
31-12-2018
公司名稱
保險類別
物業全險（三億元）
公眾責任保險（二仟萬）
勞工保險（一億元）
第三者風險責任保險
(一仟萬)
總保費

1-1-2019至31-12-2019

$63,025.20
$46,018.40
$56,695.95

AXA General
Insurance
$27,010.80
$49,019.60
$85,611.07

China Ping
An Insurance
$36,014.40
$63,025.20
$128,262.13

$6,002.40

$6,002.40

$9,803.92

$14,005.60

$8,000.00

$134,221.29

$171,741.95

$171,455.39

$241,307.33

$757,792.88

MSIG

MSIG

$42,016.00
$30,012.00
$56,190.89

Bank Of China
General Insurance
$540,000.00
$68,000.00
$141,494.88

經管理委員會商議後，通過由「MSIG」保險有限公司以總標價$171,741.95成為本苑2019年度的公共責任保險、物業全險、勞工保險
及第三者風險責任保險的承辦商。合約期由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iv.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清潔服務合約承辦商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清潔服務合約承辦商，登報進行公開招標，共發出6份標書，2019年3月7日截標時共收回5份標書。六間公司
標價如下：
投標公司名稱
森豐服務有限公司
博雅環境服務公司
財照有限公司
永恆服務公司
創新環境有限公司
寶聯環衛服務有限公司

每月標價
$456,900
$535,050
$541,000
$543,500
$594,700
沒有回覆

12個月總標價
$5,482,800
$6,420,600
$6,492,000
$6,522,000
$7,136,400
沒有回覆

經管理委員會商議後，通過由最低標的「森豐服務有限公司」以總標價$5,482,800成為2019至2020年度清潔服務合約承辦商，合約期
壹年，由2019年5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

v. 大廈住戶對講機及閉路電視系統保養合約承辦商
大廈住戶對講機及閉路電視系統保養合約承辦商，登報進行公開招標，由「E.C.Info Tech LTD」以總標價$86,400，成為本苑大廈住戶
對講機及閉路電視系統(不包零件)保養合約承辦商，合約期三年，由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詳情已刊載於69期法團通訊。

vi. 外牆維修認可承辦商
外牆維修認可承辦商登報進行公開招標，通過首選最低標的「港新工程公司」成為外牆維修認可承辦商，假若手工滿意則維持其繼續
承造，否則更換第二低標公司「百昇工程有限公司」，合約期兩年，由2018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詳情已刊載於69期法團通
訊。

vii. 棚架認可承辦商
棚架認可承辦商登報進行公開招標，通過首選「養記棚業工程有限公司」為棚架認可承辦商，假若手工滿意則維持其繼續承造，否則
更換第二低標公司「捷升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合約期兩年，由2018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詳情已載於69期法團通訊。

2

viii. 衛星電視及公共天線系統保養合約承辦商
衛星電視及公共天線系統保養合約承辦商，登報進行公開招標，由「柏衛通訊器材有限公司」以總標價$193,680成為衛
星電視及公共天線系統保養合約承辦商，合約期三年，由2018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詳情已刊載於69期法團通
訊。

ix. 2018-2020年度水電保養及維修服務合約承辦商
2018-2020年度水電保養及維修服務合約承辦商，登報進行公開招標，由最低標的「廣聯電器水喉工程有限公司」以
總標價$2,076,000成為2018-2020年度水電保養及維修服務合約承辦商，合約期兩年，由2018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
日。詳情已刊載於69期法團通訊。

x. A至N座及停車場消防系統保養合約承辦商
A至N座及停車場消防系統保養合約承辦商，登報進行公開招標，由「萬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以總標價$379,440，成為
A至N座及停車場消防系統(全包零件)保養合約承辦商，合約期三年，由2018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詳情已刊載於
69期法團通訊。

xi. 2018/2019年度游泳池救生員及保養維修服務合約承辦商
2018/2019年度游泳池救生員及保養維修服務合約承辦商，登報進行公開招標，由「海豚專業泳池管理有限公司」以總
標價$360,000成為2018/2019年度游泳池救生員及保養維修服務合約承辦商，合約期2018年5月15日至9月30日4個半
月、2019年5月15至9月30日4個半月(合共9個月)。詳情已刊載於69期法團通訊。

xii. 升降機維修及保養合約承辦商
升降機維修及保養合約承辦商，登報進行公開招標，由「其士（香港）有限公司」以標價$6,048,000成為本苑升降機維
修及(全包零件)保養合約承辦商，合約期五年，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詳情已刊載於66期法團通訊。

xiii. 停車場保安系統保養合約承辦商
停車場更換八達通系統工程由「大昌華嘉香港有限公司」承辦，工程完成後首年免費保養，其後四年保養由「大昌華嘉
香港有限公司」以每月保養費$7,660.37，總標價367,968成為2016年至2020年度停車場保安系統保養合約承辦商，合約
期四年，由2016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詳情已刊載於66期法團通訊。

3. 文康公關小組
i.

2018年11月28日（星期日）舉辦由沙田區議會贊助之「秋日逍遙遊」，是次活動共有120人參加，每位收費$170(大
小同價)，行程：鴨洲、吉澳午餐、荔枝窩。是次活動由「駿景遊」承辦。
ii. 2019年1月13日（星期日）法團與富豪花園管理有限公司合辦：環保跳蚤市場活動，共有41戶報名參加，參與的業戶
將物品以優惠價出售，使物品能達致循環再用，善用資源，愛護地球，每攤位收取$10行政費。
iii. 2019年2月7日（星期四、年初三）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在法團會議室舉行一年一度的農曆新春團拜，有舞獅、採
青、財神派利是及茶點，讓住戶感受新年熱鬧氣氛，互相祝賀。
iv. 2019年2月16日（星期六）在「麗豪酒店–濠餐廳」舉辦「春節自助餐聯歡晚會」，是次活動有207人參加，每位收
費$308(成人)、$228(長者) 及$168(小童)。當晚氣氛熱鬧、獎品豐富、食物供應充足。
v. 2019年5月11-13日 (星期六、日、一)舉辦「母親節順德、東莞美食純玩三天團」，共有41位成人參加，沒有小童
參加，收費：$1,398(成人)、$998(小童8歲以下、不佔床位)，行程：參觀百年豪宅《鳴石花園》、《沙灣古鎮》、
《香市古鎮水鄉街》及參觀「吾淑吾食」GiGi姐推介《寮步美味豆醬廠》。入住順德及東莞五星酒店，於住宿酒店
內享用自助早餐和自助晚餐，全程食足8餐(2早餐3午餐3晚餐) ，酒店附近有《順聯百貨廣場》可自由行街、購物、
按摩。是次活動由「公誠旅遊」承辦。
vi. 為加強居民的環保意識，法團與環保公司合作舊衣物及廢紙回收計劃，整年在本苑的法團會議室門外、豪華閣及文禧
閣對出均放置舊衣物回收箱，鼓勵業戶參與及支持環保工作，減少浪費，共同保護環境、珍惜資源。
vii. 法團與「綠在沙田」合辦《玻璃樽回收服務計劃》，在本苑的法團會議室門外及豪華閣對出放置玻璃回收筒，希望業
戶積極參與，推動環保。

4.管理費財務核數報告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經許清安會計師事務所核實的財政狀況如下：
維修基金
截至2017年12月
2018年度
維修基金總數

住宅
$13,783,901.10
$1,198,172.98
$14,982,074.08

屋苑管理費
2017年度累積盈餘/(赤字)
收回赤字
2018年度結存
2018年度累積盈餘/(赤字)

商場
$962,981.82
$230,729.65
$1,193,711.47

住宅
$5,685,492.75
$1,169.00
($956,521.26)
$4,730,140.49

停車場
$443,326.64
$230,439.29
$673,765.93

公共地方
$1,609,484.83
$98,580.30
$1,708,065.13

商場
($460,599.81)
$460,599.81
($236,820.75)
($236,820.75)

2018年度富豪花園財務核數報告詳情各業主可登入法團網頁www.belair.org.hk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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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地方
$2,001,868.71
$172,255.24
$2,174,123.95

停車場
$904,270.18
$946,536.01
$1,850,806.19

總數
$18,801,563.10
$1,930,177.46
$20,731,740.56
總數
$6,129,163.12
$461,768.81
($246,806.00)
$6,344,125.93

5. 其他工作報告
i. 調整管理費
2018年7月1日住宅和商場調整管理費後，截至2018年12月31日A座有赤字($205,904.89)，H座仍有赤字($204,683.13)，
14座大廈合共有盈餘$4,730,140.49，停車場有盈餘$1,850,806.19，商場有赤字($236,820.75)。截至2018年12月31日累
積盈餘$6,344,125.93(整體財務計算)，如不按通漲調整管理費，到2019年12月31日盈餘將會大幅減少至$2,256,886 (整
體財務計算)，14座大廈的盈餘將會大幅減少至$1,778,249，有赤字的大廈將會增多。
於2019年3月28日第十三屆管理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經管理委員會商討及考慮各項因素後決定調整管理費，管理費已
於2019年6月1日調整。見下表：
座

A至N

商場

停車場

上調

5%

5%

0%

ii. 保安員及園藝員工調整薪金
於2019年1月8日第十三屆管理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經管理委員會商討後，通過日/夜班12小時保安員和園藝員工入職
時薪從增薪表起薪點調高4.5%，時薪由$38.60調升至$40.34，實質日班保安員及園藝員工入職時薪時薪$41.15 (增薪表
2)，夜班保安員入職時薪$41.95 (增薪表4)，中/夜班、8和10小時保安員入職時薪從增薪表起薪點調高4.5%，時薪由$41
調升至$42.84，保安員及園藝員工在本苑工作滿一年及工作表現滿意者再按年資遞加一個增薪點1%，共加薪5.5%。紀
律獎金維持每月$1,000(月內沒有請事假和病假及沒有違反紀律)，由2019年2月1日生效，另2016年2月1日開始新入職的
夜班保安員工作滿3個月可享有$1,500新人獎。2018年4月夜班副經理離職後，其職務由兩名夜班督察兼任，他們入職已
十多年，薪金已達職位頂薪點，會議上通過本年度新增高級督察職位，從夜班督察中提升一位，起薪點時薪$58.21。另
外，「山竹」颱風過後，5名園藝員工努力清理塌下的樹木，回復車道暢行。經管理委員會商討後，通過該5名園藝員工
今年從增薪表中遞加一個增薪點以作獎勵。

iii.管理公司職員調整薪金
於2019年3月28日第十三屆管理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上，經管理委員會商討後，通過10名管理公司職員2019年度調整薪金
按2018年薪級表，起薪點MO1時薪$42.74上調5%至$44.88及在本苑工作滿一年及表現滿意者再按年資遞加一個增薪點
2%，合共加薪7%，由2019年4月1日生效。

iv. A至H座通天位加裝防墮網
由於富儷閣和嘉蘭閣向河通天位發生多次高空擲物事件，有業戶的車輛行駛至該處時被墮下物件擊中，為顧及行人安全
免罹災禍，管理公司已在A至H座五個通天位加裝防墮網，每個費用叁萬貳仟陸佰圓。

v. 商場幼稚園申請牌照事宜
商場幼稚園申請牌照過程中，已通過消防處、屋宇署和規劃署等政府部門，惟運輸署考慮交通對本苑居民的影響，承辦
者需就交通事宜諮詢本苑居民組織，2018年12月13日(星期四)下午五時三十分就商場幼稚園申請牌照事宜，在法團會議
室召開特別會議，有10名管理委員會委員出席是次會議，會議上葉淑娟校長承諾及來信管理委員會，日後會配合管理公
司的交通管理工作，管理委員會已覆信予葉淑娟校長，原則上不反對培榛幼稚園在本苑辦學。

vi. 天台違例建築
翡翠閣7個天台的違例建築已於2018年11月初完成所有還原工程，文禧閣5個天台的違例建築，現時只餘下一單位業主未
就有關事宜作出任何回應，法團常年法律顧問「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已於2018年11月10日向該單位業主發出最後
律師通知信，該單位業主須在發信之日期起計21天內拆除天台的違例建築，否則法團將會向其採取法律行動，但該單位
業主仍未就有關事宜作出回覆。法團常年法律顧問「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現正安排入稟狀向其採取法律行動，屆
時，因此而引起的一切費用和訴訟費將由該單位業主支付。另外，帝皇閣共有6個單位天台有違例建築，麗人閣共有5個
單位天台有違例建築，管理公司2018年11月24日發警告信予該11名天台有違例建築的單位業主，帝皇閣一單位業主已於
2018年12月20日拆除違例建築。管理公司2019年3月12日通知法團常年法律顧問「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向餘下5
個單位天台有違例建築業主發律師信。麗人閣有2名業主作出回覆，預計2019年5月完成還原，亦已通知法團常年法律顧
問「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向餘下3個單位天台有違例建築業主發律師信。

vii. 飼養狗隻
截至2019年3月本苑現時仍有51戶飼養狗隻，與兩年前一樣沒有遞減，管理公司若接獲業主投訴受狗隻滋擾，會即時向
有關業主發出警告信，將狗隻遷離本苑，否則會對有關狗隻主人採取法律行動，過往有不少成功個案，管理公司會定期
發信予有飼養狗隻的業戶，提醒他們本苑大廈公契是不准飼養狗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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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花園2018年度財務核數報告（許清安會計事務所核實）
收入項目
管理費收入
利息收入
電費收入
保險費收入
電訊站
減﹕物業稅(電訊站)
水費收入
訴訟費收入
什項收入
總收入
支出項目
核數費
經理費
清潔費
清泥頭費
辦公室設備折舊
電費
節日裝飾
傢俬
園藝
政府地租
保險費
訴訟費
公共地方費用攤分
運動地方費用攤分
管理處支出
冷氣費
停車場設備
發電費
水電維修保養
消防保養
升降機大堂
閉路電視保安系統
衛星電視及公共天綫系統
游泳池
對講機
撥入維修基金
強積金 - 保安
薪金 - 保安
強積金 - 員工
薪金 - 員工
什項支出
電話費
T5節能光管
制服
水費
呆帳/(呆帳回撥)
總支出
本年盈餘 / (赤字)
收回赤字
承上結存
累積盈餘 / (赤字)

住宅
$28,963,860.00
$294,638.96

2018年度
商場
停車場
$5,909,902.00
$5,995,872.00
$21,045.64
$21,045.40
$6,400.00
$5,520.00

$16,733.07
$466,200.00

$172,200.00
($20,664.00)

$22.50
$4,768.50
$26,344.16
$29,306,344.69
$20,650.00
$1,198,172.98
$2,691,249.52
$303,106.58
$103,228.51
$1,511,413.30
$128,954.00
$207,520.56
$38,800.00
$96,853.81
$54,750.00
$214,362.50
$3,704,431.07
$142,416.38

$507.44
$6,404,077.58

$2,045.20
$161,725.32
$6,337,743.92

$1,475.00
$230,729.65
$720,002.00
$21,650.47
$123,588.60
$737,661.30
$40,166.00
$16,932.54

$1,475.00
$230,439.29
$606,443.52
$21,650.45
$91,318.49
$268,543.50
$15,073.00
$8,131.90

$13,950.00
$12,310.02
$1,875.00
$1,564,846.23

$5,130.00
$38,794.72
$3,063.00
$321,543.74

$142,418.00
$271,130.00

$142,418.00
$198,632.00

$6,137,261.52
$126,380.00
$1,197,560.00
$90,054.44
$67,680.00

$51,400.00
$1,041,982.39
$169,500.00
$243,704.00
$7,262.46

$1,644,228.39
$37,250.00
$10,262.46

$3,380.00
$1,198,172.98

$451,687.90
$10,004,150.77
$429,135.93
$40,105.16
$74,357.20
$46,144.84
($15,734.00)
$30,262,865.95
($956,521.26)
$1,169.00
$5,685,492.75
$4,730,140.49

$230,729.65
$10,034.93
$227,859.83
$31,421.46
$630,654.43
$74,560.29
$897.62

$230,439.29
$30,104.78
$683,579.46
$34,493.81
$744,251.73
$16,790.85
$3,854.72

$3,296.06
$15,480.40

$3,295.81

$6,640,898.33
($236,820.75)
$460,599.81
($460,599.81)
($236,820.75)

$5,391,207.91
$946,536.01
$904,270.18
$1,850,806.19

總數
$40,869,634.00
$336,730.00
$11,920.00
$16,733.07
$638,400.00
($20,664.00)
$22.50
$6,813.70
$188,576.92
$42,048,166.19

住宅
$27,876,912.00
$185,934.56

$23,600.00
$1,659,341.92
$4,017,695.04
$346,407.50
$318,135.60
$2,517,618.10
$184,193.00
$232,585.00
$38,800.00
$19,080.00
$147,958.55
$59,688.00
$2,100,752.47
$3,704,431.07
$427,252.38
$271,130.00
$198,632.00
$51,400.00
$8,823,472.30
$333,130.00
$1,441,264.00
$107,579.36
$67,680.00
$3,380.00
$0.00
$1,659,341.92
$40,139.71
$911,439.29
$517,603.17
$11,379,056.93
$520,487.07
$44,857.50
$74,357.20
$52,736.71
$15,480.40
($15,734.00)
$42,294,972.19
($246,806.00)
$461,768.81
$6,129,163.12
$6,344,125.93

$17,500.00
$1,075,038.84
$2,432,563.84
$240,185.12
$113,054.81
$1,464,072.40
$164,993.96
$115,033.54
$12,800.00

2017年度
商場
$5,540,532.00
$13,281.04
$600.00
$4,984.99
$466,200.00

停車場
$5,766,672.00
$13,280.90
$2,880.00
$14,954.99
$172,200.00
($20,664.00)

$27.90
$28,715.60
$31,509.60

$87,190.30
$2,185.00
$293,454.02
$3,189,764.26
$138,141.00

$2,256.40
$6,027,882.33
$1,250.00
$202,644.97
$666,778.00
$17,156.08
$156,818.90
$714,505.10
$31,200.14
$10,466.61
$1,200.00
$13,950.00
$10,575.96
$2,142,214.33
$138,132.00
$231,170.00

$5,205.30
$34,176.24
$5,988,705.43
$1,250.00
$202,668.01
$560,629.60
$17,156.30
$135,061.41
$265,895.60
$33,563.90
$28,071.75
$5,130.00
$10,250.99
$4,901.00
$440,181.01
$138,132.00
$76,271.50

$5,093,396.10
$114,980.00
$1,197,560.00
$68,057.04
$76,400.00
$21,831.32
$1,075,038.84

$411,284.81
$8,975,781.30
$380,699.57
$38,555.22
$229,760.40
$104,750.10
($2,644.00)
$27,131,427.79
$991,643.97
$4,747.00
$4,689,101.78
$5,685,492.75

$15,888.00
$584,838.45
$104,000.00
$203,904.00
$3,770.86
$3,380.00
$1,559.38
$202,644.97
$14,162.28
$298,040.30
$34,575.08
$692,733.40
$78,401.88
$874.79
$7,482.15
$16,086.02

$934,479.45
$35,100.00
$3,930.86

$1,559.30
$202,668.01
$42,486.88
$894,120.89
$39,099.85
$797,926.20
$15,521.46
$3,706.99
$9,113.75

$6,600,403.65
($572,521.32)

($6,444.00)
$4,892,432.71
$1,096,272.72

$111,921.51
($460,599.81)

($192,002.54)
$904,270.18

總數
$39,184,116.00
$212,496.50
$3,480.00
$19,939.98
$638,400.00
($20,664.00)
$27.90
$33,920.90
$67,942.24
$40,139,659.52
$20,000.00
$1,480,351.82
$3,659,971.44
$274,497.50
$404,935.12
$2,444,473.10
$229,758.00
$153,571.90
$14,000.00
$19,080.00
$108,017.25
$7,086.00
$2,875,849.36
$3,189,764.26
$414,405.00
$231,170.00
$76,271.50
$15,888.00
$6,612,714.00
$254,080.00
$1,401,464.00
$75,758.76
$76,400.00
$3,380.00
$24,950.00
$1,480,351.82
$56,649.16
$1,192,161.19
$484,959.74
$10,466,440.90
$474,622.91
$43,137.00
$229,760.40
$121,346.00
$16,086.02
($9,088.00)
$38,624,264.15
$1,515,395.37
$4,747.00
$4,609,020.75
$6,129,163.12

管理委員會賬戶(2018年1月至12月許清安會計師事務所核實)
收入
項目
管理公司入賬
舊衣物回收
廢紙回收
沙田區議會贊助-2017年11月26日秋日郊遊
2018年1月28日環保跳蚤市場活動盈餘
定期利息

2016年度總收入
2017年12月31日結存
流動資金
2017年12月31日結存及流動資金

支出
總結

項目
$144,000.00
$20,000.00
$12,000.00
$4,182.00
$308.00
$59.57

委員津貼
法團助理薪金
法團助理強積金
和記環球電訊電話費
互聯網服務費
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2018年常年法律顧問費
ICD Soft(HongKong)LTD(網址及服務組合年費)
農曆新春團拜醒獅費用
2017年11月26日秋日郊遊費用
送鷄迎犬響昇平團年聯歡會贊助委員費用
農曆新春團拜費用
農曆新春團拜小食和飲品費用
核數對同書費用
2018年7月24日第二十三次業主周年大會費用
法團通訊
雜項

$180,549.57
$251,685.06
$3,493.60
$255,178.66

2018年度總支出
2018年度結存
2018年12月31日結存
2018年12月31日結存及流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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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48,000.00
$100,700.00
$5,035.06
$1,378.00
$3,853.00
$10,000.00
$952.00
$4,688.00
$4,979.00
$6,720.00
$6,080.00
$1,147.70
$600.00
$38,451.50
$3,900.00
$12,486.40
$248,970.66
($68,421.09)
$183,263.97
$186,757.57

BELAIR GARDENS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 DECEMBER 2018
財務狀況表 －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2018

2017

HK$

HK$

NON CURRENT ASSETS

非流動資產

Fixed assets

固定資產

411,021.44

614,053.69

Public utility deposits outward

公共按金

660,587.00

650,225.00

1,071,608.44

1,264,278.69

6,321.00

4,776.60

26,976.60

37,188.90

1,236,805.00

1,162,613.00

33,854,433.83

31,399,835.96

35,124,536.43

32,604,414.46

1,776,121.60
77,513.06
842,600.00
322,500.00
269,290.00
122,976.00
106,400.00

1,543,720.00
136,089.21
814,600.00
289,500.00
277,803.00
234,600.00
106,400.00

3,517,400.66
31,607,135.77

3,402,712.21
29,201,702.25

32,678,744.21

30,465,980.94

4,940,896.98

4,874,473.98

661,980.74

660,780.74

5,602,877.72

5,535,254.72

27,075,866.49

24,930,726.22

6,344,125.93

6,129,163.12

20,731,740.56

18,801,563.10

27,075,866.49

24,930,726.22

CURRENT ASSETS

流動資產

Accounts receivable

應收帳款

Inventories of garbage bags and electrical items

垃圾袋及電器用品存貨

Management fees receivable

應收管理費

Cash in hand and cash at bank equivalents

現金及銀行結餘

CURRENT LIABILITIES
Accrued expenses
Amount due to the Building Manager
Decoration and water deposits received
Debris removal deposits received
Management fees received in advance
Provision for property tax
Telecom station licence fee deposits received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
管理公司往來帳
裝修及水費按金
清理泥頭按金
預繳管理費
應付物業稅
電訊站按金

NET CURRENT ASSETS

淨流動資產
TOTAL ASSETS LESS CURRENT LIABILITIES 淨資產

NON - CURRENT LIABILITIES

非流動負債

Management fee deposits received

管理費按金

Public utility deposits received

公共水電按金

NET ASSETS

淨資產

OWNERS' FUNDS

業主淨資產

Accumulated (deﬁcit)/surplus

累積(赤字)/盈餘

Sinking fund

維修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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