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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由於新冠肺炎疫
情，原於每年七月份
召開的業主周年大會
未能如期舉行，擬將
第二十五次業主周年
大會延至十月舉行，
惟疫情持續，第十四
屆管理委員會最後決
定本年度不召開業主
周年大會。

本期內容包括第
十四屆管理委員會二
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
度工作報告︵詳情見
第一至四頁︶，富豪
花園和管理委員會二
零一九年度經許清安
會計師事務所核實的
財務核數報告及本苑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的財務狀
況表︵詳情見第五、
六頁︶。

第十四屆管理委員會2019~2020年度工作報告
1. 工程維修
i. A至N座地面總電掣房加裝TP-100A-MCCB掣承辦商
A至N座地面總電掣房加裝TP-100A-MCCB掣，管理公司已於2020年2月25日登報公開招標，共發出4份標書，屆截標日2020年3月3日共收回
4份標書。四間公司報價如下：
投標公司名稱

總標價

廣聯電器水喉工程有限公司
寶盛建設工程有限公司
港新工程公司
專業屋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238,000
$273,000
$280,000
$980,000

經管理委員會商議後，通過由「廣聯電器水喉工程有限公司」以標價$238,000成為A至N座地面總電掣房加裝TP-100A-MCCB掣承辦商。

ii.優化升降機安全技術工程
管理公司2019年5月8日就優化升降機第3項「加裝雙重制停系統」安全技術工程登報公開招標，屆截標日2019年5月17日沒有公司前來取
標，只收到現時升降機保養承辦商「其士(香港)有限公司」的報價單，2019年8月12日第二次登報公開招標，是次於標書內加入A至H座1-2
號升降機加裝對講機系統(選擇工程項目)，屆截標日2019年8月27日，只收到現時保養承辦商「其士(香港)有限公司」的一份標書。2019年
9月10日第十四屆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經委員商議及表決後，通過接納「其士(香港)有限公司」提交的標書。開標結果如下：
項目
內容
數量
(3) 加裝雙重制停系統 A座至D座1-2號升降機、E座2號升降機、F座至N座1-2號升降機 27台
E座1號升降機
1台
(2) 加裝對講機系統 A座至H座1-2號升降機
16台

單價
$37,000
$53,000
$32,000
總金額

金額
$999,000
$53,000
$512,000
$1,564,000

調整後金額
$995,000
$320,000
$1,315,000

2020年6月18日第十四屆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通過管理公司與「其士(香港)有限公司」簽署優化升降機第3項「加裝雙重制停系統」
工程合約，以便安排工程進行，第2項「加裝對講機系統」待工程維修小組與「其士(香港)有限公司」開會後，再作跟進。

2. 外判合約
i. 二零一九年度財務核數承辦商
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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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4日屆
截標時收到兩份報價單：
公司名稱

總標價

許清安會計師事務所
進高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勞偉安會計師事務所
方盧會計師事務所
煒煇會計行
勤信會計師事務所
俞功成會計師樓
李潔瑩執業會計師

$24,800
$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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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00成為本苑2019年度財務報告核數承辦商，並於第二十四次業主周年大
會上議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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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聘請常年法律顧問
管理公司合共發出三封邀請報價信給三間律師事務所，只收回「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的報價，兩年標價$20,000與往年一樣，
「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亦是本苑過去十年的常年法律顧問，其服務表現理想，反應迅速，有問必答，值得信賴。三間律師事務
所報價如下：
公司名稱

標價(兩年)

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

$20,000

侯穎承、周明寶律師事務所

不作報價

銘德有限法律責任合夥律師事務所

不作報價

經管理委員會商議後，一致通過繼續聘請「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為常年法律顧問，標價$20,000，為期兩年，
經管理委員會商議後，一致通過繼續聘請「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為常年法律顧問，標價$20,000，為期兩年，由2020年1月1日
至2021年12月31日。

iii.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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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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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邀請14間公司落標，但最後只有兩間公司按照規定報價落標，其餘被邀請的公司沒有回覆報價。兩間公司報價分別如下表：
1-1-2019至31-12-2019
公司名稱
保險類別
物業全險（三億元）

1-1-2020至31-12-2020

MSIG

MSIG

$63,025.20

$135,081.00

China Ping
An Insurance
$180,108.00

公眾責任保險（二仟萬）

$46,018.40

$46,027.60

$100,060.00

勞工保險（一億元）

$62,676.34

$76,431.87

$173,858.07

第三者風險責任保險(一仟萬)

$6,002.40

$6,003.60

$7,504.50

總保費

$177,722.34

$263,544.07

$461,530.57

管理公司收到兩間公司報價後，2019年12月6日以文書方式派給委員投票議決，2019年12月17日截止日共收回的17份投票議決書，本
苑過往十多年各項保險是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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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額和墊底費也是最低。2020
年6月18日第十四屆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經管理委員會確認後，通過由「MSIG」保險有限公司以總標價$263,544.07成為本苑
2020年度物業全險、公共責任保險、勞工保險及第三者風險責任保險的承辦商。合約期由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度物業全險、公共責任保險、勞工保險及第三者風險責任保險的承辦商。合約期由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iv.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清潔服務合約承辦商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清潔服務合約承辦商，登報進行公開招標，共發出5份標書，2020年3月10日截標時共收回5份標書。五間公
司標價如下：
投標公司名稱

每月標價

森豐服務有限公司

$475,000

12個月總標價
$5,700,000

陽光潔淨有限

$478,500

$5,742,000

張記集團

$479,000

$5,748,000

新創環保有限公司

$481,600

$5,779,200

財照有限公司

$485,600

$5,827,200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管理委員會未能召開會議進行議決，管理公司諮詢法團法律顧問「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意見後，2020年
4月3日以文書方式派給委員投票議決，2020年4月10日截止日共收回20份投票議決書，管理委員會委員一致揀選最低標的「森豐服
務有限公司」，2020年6月18日第十四屆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經管理委員會確認後，通過由「森豐服務有限公司」以總標價
$5,700,000成為2020至2021年度清潔服務合約承辦商，合約期壹年，由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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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7日第二次登報公開招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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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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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18日第十四屆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經管理委員會商議後，通過按現時合約條款及標價與承辦商續約壹年，承辦商答
允按現時合約條款及標價續約至年底，由2020年6月1日延至2020年12月31日。

vi.棚架認可承辦商
棚架認可承辦商於2018年登報進行公開招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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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已刊載於69期法
團通訊。
2020年6月18日第十四屆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經管理委員會商議後，通過按現時合約條款及標價與承辦商續約壹年，承辦商答
允按現時合約條款及標價續約壹年，由2020年6月30日延至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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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外牆維修認可承辦商
外牆維修認可承辦商於2018年登報進行公開招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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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18日第十四屆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經管理委員會商議後，通過按現時合約條款及標價與承辦商續約壹年，承辦商答
允按現時合約條款及標價續約壹年，由2020年6月30日延至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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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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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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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年登報進行公開招標，通過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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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公司與承辦商「E.C.Info Tech LTD」商討大廈住戶對講機及閉路電視系統保養服務續約事宜，承辦商答允按現時合約條款及標價續
由2020年12月31日延至2021年12月31日。
約壹年，由2020年12月31日延至2021年12月31日。

x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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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8年登報進行公開招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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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18日第十四屆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經管理委員會商議後，通過按現時合約條款及標價承辦商續約壹年，承辦商答允
按現時合約條款及標價續約壹年，由2020年7月31日延至2021年7月31日。

x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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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月平均保養費$7,660.37，總標價367,6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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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以每月平均保養費$7,660.37，總標價367,6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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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至2020年8月31日。詳情已刊載於66期法團通訊。
2020年6月18日第十四屆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經管理委員會商議後，通過按現時合約條款及標價與承辦商續約兩年。會議後，
管理公司與承辦商「大昌華嘉（香港）有限公司」商討停車場保安系統保養服務續約事宜，及後承辦商書面回覆按現時合約條文保養
月費每年加8%，經管理公司再三與承辦商洽商後，承辦商答允按第四年的保養月費加5%，管理公司2020年9月1日以文書方式派給委
員投票議決，2020年9月10日截止日共收回17份投票議決書，管理委員會委員贊成以每月保養費$8,596與「大昌華嘉（香港）有限公
由2020年9月16日續約壹年至2021年9月15日。
司」續約壹年，由2020年9月16日續約壹年至2021年9月15日。

xiii.2020/2021年度游泳池救生員及保養維修服務合約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度本苑游泳池不予開放，游泳池救生員及保養維修服務合約2021年再進行招標。

3. 文康公關小組
i. 2020年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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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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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2020年1月28日(星期二、年初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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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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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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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希望業戶積極參與，
推動環保。

4.其他工作報告
i.調整管理費
2019年6月1日住宅和停車場調整管理費後，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有6座大廈有赤字，A座赤字($76,989.81)、G座赤字($63,703.57)、H
座赤字($333,111.60)、J座赤字($63,726.41)、K座赤字($269,149.49)、L座赤字($815,135.88)，有赤字的大廈比去年多，14座大廈合共
有盈餘$2,390,852.12，停車場有盈餘$2,658,375.02，商場有赤字($4,450.27)。截至2019年12月31日累積盈餘$5,044,776.87 (整體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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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如不按通漲調整管理費，到2020年12月31日盈餘將會大幅減少至$2,614,011.00 (整體財務計算)，14座大廈的盈餘將會大幅減
少至$557,295.00。2020年6月18日第十四屆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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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年8月1日調整。見下表：
座

A、E、F、I、J、K、M、N

H

G、L

B、C、D、
停車場

商場

上調

3%

5%

8%

0%

0%

ii.保安員及園藝員工調整薪金
於2020年6月18日第十四屆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經管理委員會商討及表決後，通過12小時(日/夜班)保安員和園藝員工時薪按增
薪表起薪點調高4.5%，時薪由$40.34調升至$42.20，8/10小時保安員時薪按增薪表起薪點調高4.5%，時薪由$42.85調升至$44.70，紀
律獎金維持每月$1,000。實質日班保安員及園藝員工入職時薪$43.04(增薪表2)，夜班保安員入職時薪$43.89(增薪表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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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至2020年2月1日生效。

iii.管理公司職員調整薪金
於2020年6月18日第十四屆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經管理委員會商討及表決後，通過管理公司10名員工2020年度調整薪金按2019
年薪級表，起薪點MO1時薪$44.88上調6%至$47.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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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另
外，管理公司提出10名職員2020年度調整薪金日期由2020年4月1日提前至2020年2月1日，經管理委員會商討及表決後，通過管理公
司10名職員2020年度調整薪金日期由2020年4月1日提前至2020年2月1日生效。

iv.天台違例建築
愛都閣有2個單位天台有違例建築，一單位業主已於2019年10月拆除違例建築，另一單位2020年3月亦已完成還原工程。
有2個單位天台有違例建築，一單位業主已於2019年10月拆除違例建築，另一單位2020年3月亦已完成還原工程。
碧華閣有1個單位天台有違例建築，該單位業主已於2019年9月拆除違例建築。
有1個單位天台有違例建築，該單位業主已於2019年9月拆除違例建築。
共有6個單位天台有違例建築，一單位業主已於2018年12月20日拆除違例建築，2019年6月3日法團常年法律顧問「趙、司徒、
帝皇閣共有6個單位天台有違例建築，一單位業主已於2018年12月20日拆除違例建築，2019年6月3日法團常年法律顧問「趙、司徒、
鄭律師事務所」向該5個單位天台有違例建築業主發律師信，兩單位2020年3月份進行還原工程，一單位獨居業主因年初在家中過身，
現時單位業權空置。另外，兩單位沒有回覆將通知律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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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因新冠肺炎疫情未能進行相關法律程序。
仍有一單位天台有違例建築，法團常年法律顧問「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已向法庭入禀狀向其採取法律行動，律師費
文禧閣仍有一單位天台有違例建築，法團常年法律顧問「趙、司徒、鄭律師事務所」已向法庭入禀狀向其採取法律行動，律師費
$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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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因新冠肺炎疫情未能進行相關法律程序。
共有4個單位天台有違例建築，三個單位業主已於2019年8月31日拆除違例建築，一單位申請延期至2019年11月30日進行還原
麗人閣共有4個單位天台有違例建築，三個單位業主已於2019年8月31日拆除違例建築，一單位申請延期至2019年11月30日進行還原
工程，因新冠肺炎疫情該單位業主再向管理公司申請延期還原。

v.飼養狗隻
截至2020年6月本苑現時仍有50戶飼養狗隻，比去年減少一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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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管理費財務核數報告
截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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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

商場

停車場

截至2018年12月

$14,982,074.08

$1,193,711.47

$673,765.93

2019年度

$1,263,329.94

$225,217.02

$233,835.33

維修基金總數

$16,245,404.02

$1,418,928.49

$907,601.26

$1,805,110.97 $2,348,252.92

住宅

商場

停車場

總數

$4,730,140.49

($236,820.75)

$1,850,806.19

$6,344,125.93

-

$236,820.75

-

$4,747.00

($2,339,288.37)

($4,450.27)

$807,568.83

($1,536,169.81)

$2,390,852.12

($4,450.27)

$2,658,375.02

$5,044,776.87

屋苑管理費
2018年度累積盈餘/(赤字)
收回赤字
2019年度結存
2019年度累積盈餘/(赤字)

公共地方

$1,708,065.13 $2,174,123.95
$97,0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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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地方

$174,128.97

總數
$20,731,740.56
$1,993,557.10
$22,725,297.66

富豪花園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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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
$30,911,648.00
$530,949.58

2019 年度
商場
$5,983,776.00
$37,924.97
$2,700.00

停車場
$5,995,872.00
$37,924.75
$5,460.00

$313,937.00
$466,200.00

$172,200.00
($20,664.00)

$7.50

總收入

$579.60
$8,274.96
$31,765,389.14

$18,271.69
$6,508,880.16

$486.30
$80,917.85
$6,272,196.90

總數
$42,891,296.00
$606,799.30
$8,160.00
$313,937.00
$638,400.00
($20,664.00)
$7.50
$1,065.90
$107,464.50
$44,546,46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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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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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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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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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台維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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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00.00
$1,263,329.94
$2,880,742.72
$227,287.90
$84,516.37
$1,529,118.60
$89,735.32
$59,311.40

$132,025.60
$5,940.00
$213,500.88
$3,756,662.98
$149,688.08

$1,550.00
$225,217.02
$703,143.08
$16,234.87
$107,230.81
$730,790.80
$21,624.38
$14,543.45
$400.00
$14,198.00
$16,221.99
$10.00
$1,558,556.31
$149,694.96
$184,040.00

$1,550.00
$233,835.33
$659,405.56
$16,234.73
$14,880.85
$263,990.50
$14,668.30
$29,723.25
$5,130.00
$19,196.82
$800.00
$320,251.29
$149,694.96
$96,103.60

$7,545,287.84
$366,627.50
$1,197,560.00
$66,599.44
$68,920.00

$15,796.00
$1,055,877.26
$115,581.25
$343,790.00
$1,599.96

$1,783,535.48
$39,831.25
$7,200.02

$3,520.00
$2,322,158.00
$1,263,329.94

$415,022.05
$9,963,343.42
$360,364.41
$40,454.48
$62,352.64
$19,098.00
$34,104,677.51
($2,339,288.37)
$4,730,140.49
$2,390,852.12

$225,217.02
$9,920.96
$244,567.02
$31,047.15
$625,347.02
$75,703.92
$859.84

$233,835.33
$29,762.85
$733,701.08
$34,345.89
$748,185.30
$19,775.89
$3,966.19

$5,023.76
$16,023.60

$5,023.60

$6,513,330.43
($4,450.27)
$236,820.75
($236,820.75)
($4,450.27)

$5,464,628.07
$807,568.83
$1,850,806.19
$2,658,375.02

$24,800.00
$1,722,382.29
$4,243,291.36
$259,757.50
$206,628.03
$2,523,899.90
$126,028.00
$103,578.10
$400.00
$19,328.00
$167,444.41
$6,750.00
$2,092,308.48
$3,756,662.98
$449,078.00
$184,040.00
$96,103.60
$15,796.00
$10,384,700.58
$522,040.00
$1,541,350.00
$75,399.42
$68,920.00
$3,520.00
$2,322,158.00
$1,722,382.29
$39,683.81
$978,268.10
$480,415.09
$11,336,875.74
$455,844.22
$45,280.51
$0.00
$72,400.00
$16,023.60
$19,098.00
$46,082,636.01
($1,536,169.81)
$236,820.75
$6,344,125.93
$5,044,7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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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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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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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委員會賬戶(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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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8日秋日逍遙遊
春節自助餐聯歡晚會贊助商(合安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3日環保跳蚤市場活動盈餘
春節自助餐聯歡晚會贊助委員費退回
定期利息

2019年度總收入
2018年12月31日結存
流動資金
2018年12月31日結存及流動資金

支出
總結

項目
$159,000.00
$23,600.00
$12,300.00
$4,412.00
$3,000.00
$210.00
$320.00
$205.70

$203,047.70
$183,263.97
$3,493.60
$186,7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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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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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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18日秋日逍遙遊費用
春節自助餐聯歡晚會贊助委員費用
農曆新春團拜費用
春節自助餐聯歡晚會贊助費(管理公司)
農曆新春團拜小食和飲品費用
退回支票291977賬項費用
2019年7月23日第二十四次業主周年大會費用
法團通訊
雜項
2019年度總支出
2019年度結存
2019年12月31日結存
2019年12月31日結存及流動資金

總結
$51,200.00
$101,460.00
$5,073.07
$1,450.00
$3,936.00
$10,000.00
$952.00
$4,688.00
$5,468.00
$6,160.00
$6,392.00
$3,000.00
$1,180.90
$70.00
$35,264.50
$3,950.00
$2,534.70
$242,779.17
($39,731.47)
$143,532.50
$147,026.10

BELAIR GARDENS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 DECEMBER 2019
財務狀況表 －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2019
HK$

2018
HK$

NON CURRENT ASSETS

非流動資產

Fixed assets

固定資產

257,723.41

411,021.44

Public utility deposits outward

公共按金

660,587.00

660,587.00

918,310.41

1,071,608.44

8,437.06

6,321.00

CURRENT ASSETS

流動資產

Accounts receivable

應收帳款

Amount due from the Building Manager

管理公司往來帳

38,295.56

-

Inventories of garbage bags and electrical items

垃圾袋及電器用品存貨

31,166.10

26,976.60

Management fees receivable

應收管理費

1,816,629.00

1,236,805.00

Cash in hand and cash at bank equivalents

現金及銀行結餘

36,717,371.60

33,854,433.83

38,611,899.32

35,124,536.43

4,260,469.48

1,776,121.60

CURRENT LIABILITIES

流動負債

Accrued expenses

應付款項

Amount due to the Building Manager

管理公司往來帳

-

77,513.06

Decoration and water deposits received

裝修及水費按金

866,600.00

842,600.00

Debris removal deposits received

清理泥頭按金

348,000.00

322,500.00

Management fees received in advance

預繳管理費

374,483.00

269,290.00

Provision for property tax

應付物業稅

143,640.00

122,976.00

Telecom station licence fee deposits received

電訊站按金

106,400.00

106,400.00

6,099,592.48

3,517,400.66

32,512,306.84

31,607,135.77

33,430,617.25

32,678,744.21

4,996,361.98

4,940,896.98

664,180.74

661,980.74

5,660,542.72

5,602,877.72

27,770,074.53

27,075,866.49

5,044,776.87

6,344,125.93

22,725,297.66

20,731,740.56

27,770,074.53

27,075,86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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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