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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的发展项目

丽阳高尔夫
度假村
八打灵再也

在 1992 年，丽阳推出首个以度假村
为主题的发展项目，因而在马来西
亚的产业舞台上掀起涟漪。面积达
625 英亩的八打灵再也丽阳高尔夫度
假村，位于八打灵再也主要市郊地
区，并且拥有着马来西亚最大的 38
万平方尺获奖无数的“丽阳俱乐部会
所”。丽阳高尔夫度假村是一项成熟
且是竣工的城镇项目，在八打灵再也
已是家喻户晓的名称。欲知更多丽阳
俱乐部以及其活动的详情，请登入
www.tropicanagolf.com

625
英亩

标志性的发展项目

丽阳英达
度假村
八打灵再也

建立在这项成功的方程式之上，丽阳
紧接着发展面积达 409 英亩的丽阳英
达度假村。此项目策略性地坐落在具
有声誉的丽阳高尔夫度假村附近，由
丽阳与雪兰莪州发展机构联合兴建，
当中拥有 18 个洞口的高尔夫球场斯
里雪兰莪高尔夫球场。丽阳英达度假
村是一项完整城镇项目，涵盖着平
房、别墅、半独立式洋房、公寓、商
业园、一家保健中心，一间学院以及
一间国际学校。

409
英亩

标志性的发展项目

丽阳丰逸城
哥打甘文宁

863
英亩

位于哥打甘文宁不断成长的富裕群体居
住区附近的丽阳丰逸城，拥有着占地 863
英亩的田园式设计，具备了面积达85
英亩，备有本身湖泊的中央带状公园、
长达7公里无车辆行驶的自行车道/
慢跑道，以及可让人们享受休闲与
清静生活的绿色空间。在丽阳的独
特基因下，这座城镇也拥有中央社
区 会 所 ， 内 含 体 育 中 心 和 “ Te n b y ”
国际学校。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入
www.tropicanaaman.com.my

标志性的发展项目

丽阳恒庭
加影

199
英亩

丽阳恒庭拥有占地 199 英亩的永久拥有权
土地，由青葱环境所环绕。丽阳恒庭的主
体，为面积达16英亩的中央公园，并且
具备 750 米长的带状湖、专有的私人社区
公园、无缝式行人道，包括非常独有的
休闲与商业枢纽，全由美丽的景观和公
园景色所包围。通过本集团利惠生态的
宏愿，该地区的原有树木得以保留并移植
到绿色范围内。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入
www.tropicanaheights.com

标志性的发展项目

丽阳维璟
梳邦再也

88
英亩

为了改变以及提升梳邦再也的活力，面
积达 88 英亩的丽阳维璟包含占地 9.2 英亩
的中央公园，内设一个人造湖作为该地
区的“绿肺”，同时也具备专有的慢跑
与单车道，另有“艾尔菲烈斯格”餐饮
带状区，建议中的商场和GEMS教育集团
国际学校。为了强化这个发展项目的通
行便利，丽阳也建造了价值达1亿零600
万令吉的高架桥，让此项目直接与联邦
大道进行衔接。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入
www.tropicanametropark.com.my

标志性的发展项目

丽阳名捷城
哥打白沙罗

17
英亩

作为一项首开先河，以捷运为导向的概念
而进行设计的综合性发展项目，丽阳名捷
城有望成哥打白沙罗的下一个城市枢纽。
这项与苏里安捷运站直接衔接，面积达 17
英亩的发展项目涵盖多样化的元件，当中
包括了高档的住宅区、设计师办公楼层、
建议中的酒店塔楼，以及一家零售商场，
全是由青葱环境所环绕。欲知更多详情，
请登入www.tropicanagardens.com.my

标志性的发展项目

丽阳豪苑
吉隆坡市中心

1.3
英亩

策略性地坐落在吉隆坡心脏地带的丽
阳豪苑有望成为马来西亚其中一个象
征性地标。竖立在占地1.3英亩永久拥
有权地段上的55层楼高塔楼，是由其
中一家最有名且获奖无数的建筑师–
“斯基摩，奥文斯与梅里尔公司”所
设计。这个项目将拥有马来西亚首个
5 星级的 W 酒店。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入
www.tropicanatheresidences.com

标志性的发展项目

丽阳218
槟岛

2.1
英亩

建立在槟城著名麦卡利斯特路旁占地 2.1
英亩永久拥有权地段上的丽阳 218 是一项
综合性发展项目，涵盖服务住宅区、办
公套房、零售单位以及马来西亚首个万
怡酒店。这项独特发展项目的特色是纳入
度假村式的生活风格，如此概念即是丽阳
品牌的代名词。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入
www.tropicana218macalister.com.my

标志性的发展项目

丽阳槟城世界城
槟岛

102
英亩

占地102英亩，料将成槟城下一个热点
的丽阳槟城世界城是一项由丽阳集团及
玮力产业集团联合发展的综合性海滨项
目。这一个项目策略性地坐落在峇眼珍
珠，即位于具有象征意义的槟威大桥
旁，位居槟城岛的接口处。这一个项目
放眼成为前往槟城的外国旅客与投资者
的国际枢纽。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入
www.penangworldcity.com

标志性的发展项目

丽阳金海湾

依斯干达马来西亚，柔佛

37
英亩

丽阳金海湾是一项充满雄心且引人入胜
的项目，乃由丽阳和依斯干达海滨联合
发展。其高瞻远瞩的目标是协助将面积
达 450 英亩的金沙湾转变成蓬勃发展的柔
佛州依斯干达区中一个炫目耀眼的海滨
城市。这项充满活力的项目共占地37英
亩，内含有高档时尚产业、独特的办公与
商业楼层，以及备有一家酒店和会议中心
的据点购物商场。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入
www.tropicanadangabay.com.my

标志性的发展项目

丽阳金海澳

依斯干达马来西亚，柔佛

227
英亩

策略性地坐落在依斯干达A区和D区之中
间点的丽阳金海澳，是一项面积达227
英亩的综合性发展项目，涵盖四个主
要区块–河滨区、商业区，公园区以及
商场区。通过与三条主要高速公路的完美
衔接，丽阳金海澳将有望成为东部走廊的
下一个崛起枢纽。欲知更多详情，请登入
www.tropicanadangacove.com

重新定义生活艺术，
积极地发展，
同时实现愿景

丽阳高尔夫度假村已创立超过20年，因此丽阳机构继续设定
新的基准。这体现了我们创新和优质的精神，与此同时也实现
了我们发展主要土地的转型之旅。我们的综合发展已重新定义
生活，而凭借着我们的品牌实力, 已交出许多亮眼的成绩来振
兴房地产行业。

本 集 团 的 不 断 进 步 是 基 于 独 特 的 丽 阳 基 因 （ Tr o p i c a n a
DNA）– 可访问性、连通性、创新的概念和设计、大面积的露
天场所、设施、设备、多重保安和高素质。以度假为主题的发
展先驱，丽阳已经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房地产投资品牌，我们
对于未来的发展大有信心，在发展的同时，丽阳正稳健地实现
它的愿景。

成长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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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阳丰逸城, 哥打甘文宁

我们的愿景
我们致力于成为领先群伦的房地产集团，以提供创新与优质的
产品，从而强化股东之价值。

我们的生意原则
一切以顾客为优先

员工为我们最重要的资产

我们对股东的承诺

我们的团队

通过提供创新产品和服务，我们致力于让顾客获
得最大的满足。我们认同与回馈我们忠诚顾客，
他们是我们强大的支柱以及推动我们迈向成功的
幕后功臣。

在遵守良好企业监管的原则下，我们致力于通过
我们永续的策略、全面负责、业务可持续性和获
利的方式创造股东价值。

身为一家以表现为推动力的机构，我们最重要的
资产是我们的员工以及他们追求卓越的献身精
神。我们不只承诺提升我们的人力资本，同时
我们也鼓励卓越文化以及迈向更大成功的领导。

我们通过分享价值和文化的方式，建立一个获得
关爱的团队，以及鼓励以“一个组织、一个团队、
一个愿景”的精神思考和处事。

2015年常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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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平衡的

生活方式
丽阳丰逸城是丽阳的精心筹备的年度杰作–在丽阳基因（Tropicana

DNA）下建立了一个包含

863英亩的综合商居城镇–在一个安稳舒适的环境中打造高品质生活。
丽阳丰逸城构建出步行与自行车的友好环境，整体规划的概念是希望给居民带来一个完整，健
康的生活体验。这个发展地区的心脏是它的绿肺，包含一个85英亩的中央公园和位于市中心的
社区中心（也是发展地区的会所）。我们设计绿意盎然的环境和安宁的气氛，不单单满足我们
客户的需求，同时也维持自然环境的平衡，为原本的沼泽地带来一个明显的变化。
丽阳丰逸城拥有四个住宅阶段。独特的黄色自行车图标随处可见，散发出宁静和健康的讯息，
像在不断提醒居民减速，呼吸新鲜的空气，在这如诗如画的天堂中好好享受生活。
欲获取更多详情，请登录：http://www.tropicanaaman.com.my

关于丽阳机构
成立于1979年的丽阳机构，是一家快速发展的公司，所涉足的业务涵盖产业与度假村发
展、产业投资、度假村经营和投资控股。随着旗下的主要业务取得强劲的表现后，本公司
于1992年正式上市马来西亚交易所主要板。如今，集团之中90%的营业额来自于本身的
产业发展项目。
自2013年完成本身的品牌重塑活动之后，丽阳持续通过建设可反映马来西亚各地购屋者期许的优质房屋和综合性发展项目来建立本身的卓越名声。
在本身独特基因和品牌价值的引导之下，丽阳依然专注于带来长期可持续性成长和扩大股东价值。作为一家具有经验的主要规划者，丽阳持续致力
于了解市场需要，以此启发本身的创意。在本身的转型计划和独特基因带动之下，丽阳创造了许多具有纪念性的里程碑，以此不断迈进逐步实现成
为马来西亚顶尖产业集团的宏愿。

• 上市马来西亚交易所
主要板

丽阳集团成立，并自
此成为马来西亚之中
最为快速成长的产业
发展商之一

1979

• 丽阳高尔夫度假村赢获具
有崇高名声的马来西亚
“世界不动产联合会”的
马来西亚最佳休闲发展
项目大奖

1992

1995

• 建立本身的首个综合性发展项目，即位于帝沙花园的斯里帝沙
公寓和店面办公楼
• 推出本身的首个商业发展项目，即位于八打灵再也的白沙罗英丹
电子商务园
• 借助丽阳高尔夫度假村和丽阳英达城镇的优越发展项目赢获
10个奖项和荣誉

1996

首创马来西亚度假村主
题发展项目的概念，推
出备受高度期待的丽阳
高尔夫度假村，内有面
积达38万平方尺，获奖
无数的最大俱乐部会所

丽阳机构

2009

推出面积达9英亩的丽阳城市
综合性发展项目，内有丽阳
城市商场，丽阳城市办公塔
楼和丽阳服务公寓
通过这项成就，本集团紧接
建立面积达409英亩的丽阳
英达度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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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 2009

关于丽阳机构

• 公司的资产，由2011年的25亿令吉成长超
过一倍至2015年的60亿令吉
• 公司的资产由5亿令吉成长四倍至
25亿美元，而未入账销售额超过5亿
令吉
• 与喜达屋酒店及度假酒店国际达成
一项协议，以便在吉隆坡市中心兴建
首个5星级W吉隆坡酒店

• 创下14亿8000万令吉的营业额记
录和21亿6000万令吉的销售额记录

• 拥有超过1600英亩的地库，潜在发展总值
超过500亿令吉

• 丽阳将本身的公司名称，由成隆
机构易名成丽阳机构有限公司

• 创下15亿5000万令吉的销售总额和31亿
3000万令吉的未入账销售额最高纪录，以此
可维持2016年的业绩表现

• 正式推出位于梳邦再也的丽阳
维璟，并且为直达联邦大道的高架
桥展开签约仪式

• 与玮力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达成一项
联营协议，以联手发展位于槟城峇眼
珍珠的混合住宅与商业产业
• 收购位于依斯干达马来西亚区内
一块面积达227英亩的永久拥有权地
段兴建名为丽阳金海澳的混合发展
项目
• 丽阳推出马来西亚首个产业会员
卡–丽阳特权卡。配合这张卡的推
出，丽阳举办了“客户感恩之夜”
活动

• 丽阳与万豪国际达成策略性伙伴
关系，以便兴建马来西亚首个万怡
酒店

• 丽阳与GEMS教育集团达成一项协议，以
便在位于梳邦再也的丽阳维璟兴建一间学校
院校

• 丽阳因本身的项目而赢获七项具
有声誉的奖项，并持续致力于成为
马来西亚的社区建设者

• 丽阳与Tenby学校达成一项协议，以在哥打
甘文宁丽阳丰逸城兴建一间国际学校院校

• 丽阳与玮力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举
办一项动土仪式，象征着丽阳槟城
世界城的开启

• 成立慈善机构–丽阳基金，以此改
善弱势群体的生活情况

2010

2011

2012

• 丽阳展开合并
活动，以便将所
有产业发展项目
和投资活动整合
入丽阳集团
丽阳首次进入柔佛，与
依斯干达海滨私人有限
公司一起兴建面积达
37英亩的混合发展项目–
丽阳金海湾

• 在集团减债措施下，净负债率由2012年杪
的0.77倍降至2015年的0.30倍

• 正式推出丽阳
名捷城（首阶
段），并在两天
内售罄

2013

• 在2015年内持续赢获多个具有声誉的产业
大奖，诸如2015年度宝利亚洲10大发展商大
奖，2015年度The Edge十亿令吉俱乐部最
高盈利成长公司大奖和2015年度亚太
产业大奖

2014

2015

• 与香港上市公司–雅居乐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达成联营协议，以联手发展
武吉免登路地段
• 创下19亿7000万令吉的营业额记录和27亿令吉的未入账销售额记录
• 举办丽阳首个教育项目–马来西亚圣约瑟机构国际学校（丽阳八打灵
再也院校）的动土仪式
• 丽阳因本身的项目而赢获十七项具有声誉的奖项，并且持续致力于成
为马来西亚的社区建设者
• 丹斯里拿督陈志成因本身在产业领域的杰出成就，而获得了马来西亚
《闲谈者》杂志，亚太企业家奖和隆雪中华总商会的表扬
2015年常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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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2015年辉煌记录

凭借着在马来西亚住宅和商业发展方面的良好纪录，丽阳已经获得了无数具有名望的奖
项，其中包括：
1995年

• 丽阳高尔夫度假村获得世界不动产联盟马来
西亚分会（FIABCI）评选为年度最佳休闲发
展项目

1997年

• 丽阳高尔夫俱乐部的景观被马来西亚雪兰莪
州政府誉为雪兰莪州最佳景观

1997, 1999, 2006年

• 丽阳高尔夫俱乐部获得由马来西亚高尔夫所
颁发的最佳会所/设施奖

2005 & 2006年

• 丽阳高尔夫俱乐部被马来西亚高尔夫誉为
马来西亚最佳客户服务俱乐部

1995, 2003-2006年

• 丽阳高尔夫俱乐部的球场被马来西亚高尔夫
誉为最佳高尔夫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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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2012年

2010年

• 锦池苑的三层半独立式房屋在汇丰银行马来
西亚有限公司与亚洲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协
办的亚太区房地产奖获得马来西亚最佳多单
位发展（高度赞扬）奖

• 绿苑的半独立式房屋被给予马来西亚最高的
五星评级，不但荣获亚太地区最佳住宅发展
项目并荣膺CNBC国际地产奖国际最佳住宅
发展项目

• 丽阳高尔夫度假村获得马来西亚五星级
殊荣，并在彭博电视协办的2010年度亚太区
国际地产大奖中获得佳高尔夫发展目

2011年

• 英达居苑I公寓荣获梦想家园奖(Dream
Home Award）最佳中等成本高公寓
• 丽阳格兰德面向高尔夫球场公寓被评为马来
西亚最佳高层住宅发展项目，并给予最高的
五星评级，而且在彭博电视协办的亚太区国
际地产大奖中获得最佳高层住宅发展项目

• 丽阳企业有限公司在BCI亚洲大奖中荣登亚洲
十大发展商之列

• 丽阳名捷城的Arnica Residence被
PropertyTalk & Lifestyle Group(由HAI有限
公司独资)、Patchay城市研究和Patchay零
售咨询评为年度最佳房地产
• 位于梳邦的丽阳维璟被Proper tyTalk &
Lifestyle Group(由HAI有限公司独资)、
Patchay城市研究和Patchay零售咨询评为年
度最佳总体发展规划

1992-2015年辉煌记录

2013年

• 丽阳在BCI亚洲大奖中荣登2013年亚洲十大
发展商之列
• 位于梳邦的丽阳维璟在2013年亚太区房地产
奖被授予最佳混合用途发展奖(马来西亚)的
最高五星评级
• 丽阳凭借优秀的组织，管理和品牌管理被授
予2013年超级品牌奖
• 丽阳在2013年第九届亚太超级优秀奖荣获名
人堂大奖

2014年

• 丽阳在BCI亚洲大奖中荣登2014年亚洲十大
发展商之列
• 丽阳在2014年东南亚地产奖赢得了五个奖项
• 丽阳维璟物业画廊凭借着“活化再利用”赢
得了马来西亚建筑师公会银奖
• 丽阳创始人兼顾问丹斯里拿督陈志成在著名
的«Tatler»杂志年度晚宴中荣获钻石优秀奖

• 丽阳赢得了The
Edge最显着的成就奖，The
Edge马来西亚顶级房地产发展商奖(排名第
六)，The Edge马来西亚房地产和房地产投
资信托基金类别最高利润的成长型公司，赢
得The Edge2014年亿令吉俱乐部奖的一席
之位

• 丽阳豪苑及丽阳艾文纽获得绿色地产金奖

• 丽阳维璟的Pandora and Paloma Serviced
Residences获得 iProperty.com人民选择奖
最佳高层发展类别奖项

• 丽阳创始人兼顾问丹斯里拿督陈志成荣获
The Edge 2015年马来西亚杰出房地产企业
家奖

• 丽阳赢得2014年亚太企业精神奖(APEA)

• 丽阳连续两年在The Edge 2015年十亿林吉
特俱乐部奖中获得利润最高的成长型公司

• 丽阳荣获由«马来西亚房产洞察»杂志
(Property Insight Malaysia)主办的著名发
展者大奖“十大发展商之一”奖项

2015年

• 位于哥打白沙罗的丽阳名捷城被授予马来
西亚最佳混合用途发展奖的最高五星评级，
同时丽阳机构被授予马来西亚最好的发展者
网站最高五星评级

• 丽阳在最佳房地产奖中获得卓越品牌，同
时丽阳创始人兼顾问丹斯里拿督陈志成在
BrandLaureate特别版世界奖中授予2015年
Brandpreneur终身成就奖

• 丽阳在2015年布特拉品牌大奖中获得房地产
人民选择奖
• 丽阳在2015年国际房地产峰会奖荣膺亚太区
最佳发展者网站
• 丽阳在2015年Property Insight Prestigious
Developer Awards(PIPDA)被评为马来西亚
十大发展商之一

• 丽阳在BCI亚洲大奖中荣登2015年亚洲十大
发展商之列

2015年常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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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具标志性的发展项目
丽阳高尔夫球度假村

丽阳城

雪兰莪八打灵再也

槟城、柔佛和沙巴
发展项目

住宅

住宅

住宅

雪兰莪八打灵再也
•
•
•
•
•
•
•

丽阳格兰德高尔夫球公寓
丽阳居苑高级公寓
伊娃镇屋
安娜与贝拉排屋
可拉和朵拉半独立式房屋
绿逸阁1格洛丽亚和妃洛里亚半独立房屋
绿逸阁2排屋，半独立和独立房屋，以及超
级豪华独立房屋

综合用途发展和商业

• 丽阳商业街零售店、办公室以及服务式公寓
• 美诚广场办公楼

丽阳英达度假村公寓
雪兰莪八打灵再也
住宅
•
•
•
•
•
•
•
•
•
•
•
•
•

宏华庭豪华别墅
高尔夫华庭豪华别墅
锦池苑半独立式别墅
联庭排屋
亚当与夏娃排屋
罗密欧与朱丽叶排屋
穆斯迪卡与培索娜排屋
绿璟园豪华别墅
绿璟园1豪华别墅
绿苑1联排别墅
绿苑2半独立别墅
绿苑3半独立别墅
英达居苑1和2高级公寓

• 服务式公寓服务式公寓
• 白沙罗逸居苑1和2高级公寓

零售与商业

• 丽阳城商场丽阳城购物中心
• 丽阳城办公楼丽阳城办公楼
• 白沙罗英丹电子商业区电子商业区

其他巴生谷发展项目
雪兰莪八打灵再也
住宅

• 雪兰莪，蕉赖的丽阳雅阁排屋、半独立和
独立房屋
• 雪兰莪，加影的丽阳恒庭综合发展项目
• 吉隆坡鸿晨庭公寓
• 吉隆坡满家乐的家乐居苑1和2高级公寓*
• 雪兰莪八打灵再也的舒居苑公寓

综合用途发展、商业、医院和教育
•
•
•
•
•

吉隆坡市中心的丽阳豪庭和W酒店
雪兰莪，双溪毛糯TSB商业中心
雪兰莪，梳邦的丽阳维璟综合发展项目
位于丽阳维璟的GEMS教育集团
雪兰莪，八打灵再也的亚里那孟达里, 孟达
里广场办公楼**
• 哥打哥文宁的丽阳丰逸城综合发展项目
• 丽阳丰逸的Tenby国际学校

• 槟城，峇都丁宜的10岛屿度假高级公寓*
• 槟城，大山脚的雅思敦居苑排屋、半独立式
以及办公楼
• 沙巴，亚庇的丽阳颐轩
• 槟城的丽阳218综合发展项目

综合用途发展项目

• 槟城，峇央珍珠的
槟城世界城综合发展项目***
• 柔佛，伊斯干达的
丽阳金海湾综合发展项目****
• 柔佛，伊斯干达的
丽阳金海澳综合发展项目****
• 柔佛，伊斯干达的丽阳城中心综合发展项目

注：
* 项目管理
** 与顺应私人有限公司
的合资项目
*** 与玮力产业集团的合资项目
**** 丽阳机构与伊斯干达海滨私人
有限公司的合资项目

综合用途发展、 商业和教育

• 哥打白沙罗，丽阳名捷城综合发展
• 圣约瑟机构国际书院（灵市校园）

2015年常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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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总览
2015年
收入分类

2014年
收入分类

2015年
营运盈利分类

2014年
营运盈利分类

RM’000

RM’000

RM’000

RM’000

1,087,385

1,569,287

125,875

324,395

111,446

143,354

151,524

122,410

控股投资和其它

53,883

46,204

已停业务

98,990

213,513

43,272

39,837

1,351,704

1,972,358

312,829

451,456

房地产开发
物业投资和度假屋

(7,842)

(35,186)

收入分类
2015

2014
80%

8%

4%

投资控股
和其它

80%

8%

物业投资和
度假屋

房地产开发

2%

已停业务

控股投资
和其它

11%

7%

物业投资和
度假屋

房地产开发

已停业务

营运盈利分类
2015

2014
72%

48%

40%

27%
15%

控股投资
和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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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3%
物业投资和
度假屋

丽阳机构

房地产开发

已停业务
控股投资
和其它

物业投资和
度假屋

房地产开发

已停业务

绩效总览

财政年份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1,351,704

1,972,358

1,475,503

630,363

375,218

223,302

333,936

362,308

171,057

77,013

资产总额(RM’000)

6,800,738

7,214,996

5,425,716

4,578,979

2,563,873

股东资本(RM’000)

3,086,822

2,932,969

2,570,256

2,098,605

1,038,769

每股盈利(仙)(基本)

15.53

24.85

34.31

32.48

16.42

2.15

2.14

2.32

2.65

2.27

每股净资产(令吉)

11

12

13

14

15

12

13

14

15

每股净资产
(令吉)

2.32

2.65

32.48
11

5,425,716

7,214,996
11

4,578,979

2,563,873

223,302
15

每股盈利
(仙)(基本)
3,086,822

2,932,969

2,570,256

14

15.53

16.42

1,038,769

2,098,605
12

13

2.14

15

2.27

14

股东资本
(RM’000)

11

333,936

362,308
171,057

1,351,704

1,972,358

77,013
13

24.85

12

资产总额
(RM’000)

34.31

11

扣除税务和少数股东利益后之盈利
(RM’000)

630,363

375,218

1,475,503

收入
(RM’000)

6,800,738

扣除税务和少数股东利益后之盈利 (RM’000)

2.15

收入(RM’000)

12

13

14

15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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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与透视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之主要财务摘要
•
•

总销售额15.5亿令吉以及高未入账销售额31.3亿令吉
净负债率由0.68倍（2014）改善至0.30倍（2015）

•

2015财政年派发之单层股息总额为每股7仙

集团财务回顾
RM'000

2015财年

2014财年

持续业务：
收入

1,252,714

1,758,845

269,557

411,619

39,677

31,499

223,302

333,936

税前盈利(PBT)
已停业务扣税后盈利
归属母公司股东利益(PATMI)

A. 持续业务
尽管市场情况更趋挑战性，然而，丽阳在2015财政年取得总发展销售额15亿5000万令吉，超越前一年总销售额的14亿9000万令吉。其销售额呈
献可观的数字，主要是因为本集团未入账的销售额高达31亿3000万令吉，为本年度提供可持续性盈利的条件。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本集团取得营业额12亿5000万令吉，对比2014财政年的17亿6000万令吉。有关营业额分别纳入2015财政年土
地销售额1亿零680万令吉，以及2014财政年的4亿7740万令吉。除去土地销售额，本集团业绩符合预期，受本集团持续发展施工进度稳定，带动
营收所支撑。
本年度，集团税前盈利从2014财政年的4亿1160万令吉下滑至2亿6960万令吉，而2015财政年的归属股东净利为2亿2330万令吉，2014财政年为
3亿3390万令吉。集团税前盈利减少，主要是因为来自土地销售的收益较低（2015年: 1590万令吉；2014年: 1亿7170万令吉）；物业投资录得的
公允值盈余较低（2015年: 330万令吉；2014年: 2210万令吉），然而透过脱售物业投资（2015: 1亿2600万令吉；2014年: 6220万令吉）取得的
高收益得以缓解有关冲击。
扣除税务和少数股东利益后之盈利（PATMI）主要来自表现强劲的产业发展部，受其持续性发展项目、土地销售和产业投资带动。2015财政年，
集团派发两次中期单层股息总共达每股7仙，意味着周息率为6.9%（根据丽阳每股1.01令吉股价计算）。
各业务部分析如下：
产业发展
本集团产业发展营业额对比2014财政年的15亿6930万令吉，下跌30.7%或4亿8190万令吉至10亿8740万令吉。营运盈利较2014财政年的3亿
2440万令吉下滑61.2%或1亿9850万令吉至1亿2590万令吉。营业额和营运盈利皆下滑的导因是土地销售营业额（2015: 1亿680万令吉；2014:
4亿7740万令吉）及收益（2015: 1590万令吉；2014: 1亿7170万令吉）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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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摘要与透视

产业投资和度假村
丽阳在物业投资和度假村方面取得营业额为1亿1140亿令吉，较2014财政年的1亿4330万令吉减少3190万令吉或22.2%。营业额减少主要是因为
本年度只脱售几项物业投资。然而，脱售这些物业却推高2015财政年的盈利至1亿5150万令吉，较2014财政年的1亿2240万令吉增长23.8%。在
2015财政年脱售物业投资的收益高达1亿2600万令吉，对比2014财政年的6220万令吉。
整体而言，盈利方面仍受到余下物业投资的经常性收入的可持续性支撑。
投资控股和其它
丽阳在2015财政年在这一方面取得的营业额为5390万令吉，较2014财政年4620万令吉增长770万令吉或16.7%。主要的贡献来自数家子公司，包
括丽阳建材私人有限公司及丽阳创绿私人有限公司，它们在2015财政年表现更佳。
整体而言，这一方面的亏损已经从2014财政年的3520万令吉亏损，改善至2015财政年的780万令吉亏损；改善幅度达77.8%或2740万令吉。

B. 已停业务
截至2015财政年第二季度，丽阳脱售拥有73%股权的子公司，即能源化学私人有限公司和其旗下公司。丽阳从这已停业务中获取盈利3970万
令吉，2014财政年的盈利为3150万令吉。脱售收益的2750万令吉已经纳入2015财政年盈利。

集团资本结构
RM’000

2015财年

2014财年

股东资金

3,086,822

2,932,969

借款总额

1,753,442

2,437,968

现金

837,493

452,627

净借款额

915,949

1,985,341

资产负债比率

0.57

0.83

净负债比率

0.30

0.68

每股净资产值(令吉)

2.15

2.14

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丽阳股东权益增长5.2%或1亿5380万令吉至30亿8680万令吉。股东权益取得增长主要是因为经营业绩及留存盈利佳。
丽阳财务状况相当稳健，截至2015年12月，净负债率低为0.30倍，对比截至2014年12月记录的0.68倍，这已经取得显著的改善。丽阳脱售非核心
资产及物业投资有助于集团减少借贷净额，即从2014年的20亿令吉减至2015年的9亿令吉。
丽阳在2015财政年的表现亮眼，加上多项进行中的项目，这些良好因素的推动，本集团预计可在经营环境更具挑战性的2016年持续取得佳绩。本
集团将持续为发展总值逾500亿令吉的1600英亩优质土地创造经济价值。物业开发依然是本集团的核心重点项目，本集团计划在2016年推出总值
约17亿令吉位于中部与北部地区的物业项目。尽管市场仍然面临着一些不利因素，然而，本集团仍然相信它们具备吸引广大市场的产品组合，因为
市场对物业的需求持续，结合本集团推出地点佳、交通方便且价格具吸引力的物业，必然可吸引广大市场。本集团在中部地区推出的城镇综合开发
项目依然受到欢迎。新推出的项目包括哥打甘文宁的丽阳丰逸城，以及加影的丽阳恒庭，吸引多名买家。

2015年常年报告

15

丽阳机构之企业架构
房地开发、物业投资、
物业管理以及度假村经营

其他投资

亚文尼瑟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达望私人有限公司 • 100%

方向彩虹私人有限公司 • 100%

巴卡然拜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迪克置地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胜利私人有限公司 • 100%

阿雷纳英夫乐斯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金马扬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 100%

瓜沙遮卡玛士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安塔拉都亚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丽阳城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迪卡舎管理服务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丽阳城管理服务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丽阳城停车场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丽阳加影山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丽阳英达地产有限公司 • 100%
> 丽阳英达私人有限公司 • 70%

丽阳吉隆坡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拿笃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置地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置地(山打根)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颐轩私人有限公司 • 100%

达雅八打灵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丽都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 100%

萨菲尔指数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萨菲尔步伐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麦卡利斯道(槟城) 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武吉免登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麦德龙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歌梨城(怡保)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维璟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若保金奈特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蕉赖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孟达里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金海湾置地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丽阳金海湾置地私人有限公司 • 60%
> 丽阳金海湾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广场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迪希然实业私人限公司 • 100%
丽阳金海澳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丽阳金海澳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 50%
丽阳金海礁湖私人有限公司 • 80%
• 丽阳礁湖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金海丝尼邦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丽阳金海丝尼邦私人有限公司 • 70%
丽阳发展(新山)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地产(根地咬)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地产(巴生)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地产(沙巴)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地产(山打根)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物业管理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地产奥迪安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拉坑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豪庭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度假村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丽阳金海湾度假村私人有限公司 • 60%

绍嘉纳来源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丽阳绍嘉纳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前称丽阳能源化学私人有限公司
苏培肯文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雅居乐丽阳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 30%
特比伯卡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建材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信贷及租赁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收藏品（MM2H）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机构解决方案私人有限公司 • 100%
（前称丽阳甲洞私人有限公司）
丽阳发展（新街场）私人有限公司• 100%
丽阳教育管理私人有限公司 • 85%
丽阳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 100%
丽阳创绿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投资咨询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雪兰莪路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辛炳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亚庇城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林达斯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产业安邦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发展(槟城)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丽阳玮力私人有限公司 • 55%
> 丽阳玮力地产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沙登苏利亚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萨东再也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发展(沙巴)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斗湖发展有限公司 • 100%

丽阳诗尼邦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高尔夫度假村有限公司 • 100%
• 丽阳帝沙孟达里私人有限公司 • 100%
• 丽阳管理服务私人有限人公司 • 100%
• 丽阳双溪毛糯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大同大厦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三金教育管理私人有限公司• 51%

丽阳产业（蒲种）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梳邦南发展私人有限公司 • 100%
丽阳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 100%
（前称玛斯特肯文私人有限公司）
艾蒂美支持私人有限公司 • 100%
截至 2016 年 4 月 14 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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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讯

丽阳名捷城，哥打白沙罗

董事成员
丹斯里拉斯旦·莫伊萨
(独立非执行主席)

拿督陈永隆
(副集团首席执行员)

丹斯里奥玛·阿都拉萨
(独立非执行董事)

拿督斯里莫哈末诺查·查卡利亚
(独立非执行副主席)

陈永锦
(执行董事)

拿督颜业流
(高级独立非执行董事)

拿督游国成
(集团首席执行员)

陈永全
(执行董事)

拿督邓伟文
(独立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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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讯

审核委员会

拿督斯里莫哈末诺查·查卡利亚(主席)
拿督邓伟文
拿督颜业流

风险管理委员会

拿督邓伟文(主席)
拿督斯里莫哈末诺查·查卡利亚
拿督游国成
拿督陈永隆
陈永全

提名委员会

拿督黄天送(主席)
拿督斯里莫哈末诺查·查卡利亚
拿督邓伟文

薪酬委员会

拿督颜业流(主席)
拿督斯里莫哈末诺查·查卡利亚
拿督邓伟文
拿督陈永隆
陈永全

执行委员会

拿督斯里莫哈末诺查·查卡利亚 (主席)
拿督游国成
拿督陈永隆
陈永锦
陈永全

定价委员会

拿督颜业流(主席)
拿督邓伟文
拿督游国成
拿督陈永隆
陈永全

总部

公司注册办事处

审核师

证券登记处

Level 7, 9, 10, 11 & 12
Tropicana City Office Tower
No. 3, Jalan SS 20/27
474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电话: 03-7710 1018
传真: 03-7710 1025

Ernst & Young
Chartered Accountants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Level 23A, Menara Milenium
Jalan Damanlela
Pusat Bandar Damansara
5049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03-7495 8000
传真: 03-2095 9076

公司秘书
郑萍萍 (MAICSA 7021299)

主要往来银行
安联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大马银行有限公司
艾芬银行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马来西亚) 有限公司
联昌国际银行有限公司
马来亚银行有限公司
华侨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大众银行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有限公司
渣打银行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Lot LG-A1, Lower Ground Floor
Tropicana City Mall
No. 3, Jalan SS 20/27
474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电话: 03-7713 8288
传真: 03-7713 8228

Symphony Share Registrars Sdn Bhd
Level 6, Symphony House
Pusat Dagangan Dana 1
Jalan PJU 1A/46
47301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电话: 03-7841 8000
传真: 03-7841 8151 / 8152
服务台: 03-7849 0777

网页

www.tropicanacorp.com.my

电邮

corpcomm@tropicanacorp.com.my

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
主要交易版
大马股票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称号: TROP
股票编号: 5401

丽阳 218, 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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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迈向卓越
在2015年，丽阳机构继续巩固其卓越的信誉，积极建设优质度假村主题房屋及

发展其他综合项目来满足在马来西亚日益剧增的广大购屋群。通过赢得多个主要的业界奖项（公司及个人），
我们的地位已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BrandLaureate
2015年
特别版世界奖
丽阳赢得Brandpreneur
终生成就奖

丽阳创始人兼顾问丹斯里拿督陈志成被授予Brandpreneur终
身成就奖，同时丽阳夺得2015年最佳房地产的卓越品牌。
BrandLaureate特别版世界奖是与Brandlaureate第十周年庆
点一同举行。
丽阳创始人兼顾问丹斯里拿督陈志成（中）从布城机构主席丹斯里阿昔仄末博士（左二）手中接过奖
项。丽阳执行董事陈永全（左一），敦苏菲安基金会创始人尊贵的东姑拿督哈芝雅苏菲雅吉华博士
（右二），The BrandLaureate主席KK佐汉博士（右一）一起见证这个颁奖仪式。

The Edge
2015年
卓越房地产奖
丽阳荣获The Edge
马来西亚杰出
房地产企业家奖
丽阳创始人兼顾问丹斯里拿督陈志成在The Edge2015年卓越
房地产奖颁奖晚宴中荣获The Edge2015年马来西亚杰出房地
产企业家奖。丹斯里拿督陈志成能获得该奖项全凭他那持久
的热情和创新的思维，成功带领丽阳从先驱发展到至今在全
国蓬勃的综合发展。
该奖项于2012年首次推出，用来表扬那些对公司有极大贡
献，并带领公司成为该行业领头羊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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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阳创始人兼顾问丹斯里拿督陈志成（中）从The Edge 媒体集团首席執行員何启达手中接过奖项，
由The Edge 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区凤仪见证。

承诺迈向卓越

The Edge 2015年
十亿令吉俱乐部奖项

2015年
绿色地产金奖

丽阳荣获最高
利润增长的公司

丽阳荣获2015年
绿色地产金奖

在物业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简称REIT)奖
项类别，丽阳已是第二年荣获最高利润增长的
公司。

丽阳豪苑和丽阳艾文纽在丽阳高尔夫度假村获
得此荣耀。绿色地产奖项是马来西亚房地产发
展商会（REHDA）用来评估房地产业者对绿
化环境的注重和借此鼓励业者应更加注重绿化
环境以保障未来的持续发展。

此奖项是颁布给每年3月31日市值十亿令吉或
以上的公司。所有达标的候选公司的税前利
润，股东回报和企业社会责任承诺将是被评估
的范畴。

2015年亚太区
房地产和国际房地产
峰会颁奖典礼
丽阳荣获
最佳网站开发奖
和最佳混合用途开发奖

BCI 2015年度
亚洲十大
发展商大奖
丽阳已连续三年
荣登BCI亚洲
十大发展商之列

丽阳在2015年亚太区房地产颁奖典礼上备受瞩目。白沙罗丽阳名捷
城在混合用途开发方面获得最高殊荣的五星评级，而丽阳机构则在网
站开发这一块荣获最高荣誉的五星评级。

丽阳已第三年获奖是因为我们有长期的经验去创建创新以迎合多变的顾
客和市场需求。此区域活动有来自香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
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建筑师和建筑界的专业人士参与。

布特拉品牌大奖
丽阳荣登人民
选择奖三大品牌
丽阳荣获布特拉品牌大奖人民选择奖房地产发
展类别的铜奖，由此证明了公司在建立品牌和
创建创新方面的付出很大的努力。
布特拉品牌大奖是依据顾客的喜好由他们票
选出来的。此奖项是由马来西亚广告代理
协会（4As)以及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
（MATRADE）所颁发的。

每个地区最高分的得奖者包括2015年亚太区房地产奖项的得奖者将
会自动进入决赛争夺国际房地产大奖来证明自己是全球最优秀的房
地产公司。国际房地产大奖会颁发给拥有最优质住宅和商业物业的
公司。此国际级奖项是房地产行业里赫赫有名的最高成就大奖。

房产洞察杂志
(PROPERTY INSIGHT)
2015年十大发展商奖
丽阳荣登
十大发展商之列
丽阳赢得由洞察杂志所颁发的首届知
名发展商奖的十大发展商。此奖项的
评分标准是依据发展商的税息折旧及
摊销前盈利（EBITDA）数据、市值、
发展总值、品牌价值和品牌认知，
而评审团是由马来西亚光伏产业协会
（MPIA）、房产洞察杂志的编辑团队
和读者们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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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自然区和

生态系统

丽阳恒庭（前身是加影山高尔夫俱乐部），丽阳的另一个精心筹备的作品，住宅区围绕着一
个中央公园，希望居民通过共享同个地方培育出强烈的社区精神。丽阳恒庭由一个199英亩的
高尔夫球场转化成一个度假村宅基地，努力重新建立自然区和生态系统。原生树木已被再植到
其中央公园，这也符合我们发展和生态系统的协调。这种发展有望提升加影的快速增长，成为
大吉隆坡的经济转型计划的关键领域之一。
丽阳恒庭拥有美丽大自然景观环抱的16英亩中央公园与及长750米的人造湖、私人社区公园、
绿树成荫的人行道、以及休闲和商业中心。
欲获取更多详情，请登录：http://www.tropicanaheights.com

主席献辞
丹斯里拉斯旦·莫伊萨

“
在丽阳独特基因和创意精神引导
下，我们将对于重新定义生活艺术
方面不断迈进。我们有信心将本身
的表现提升到下一个层次，进而确
立了本身向利益关系人给予真实价
值的目标。

“

我仅此代表丽阳机构有限公司的董事局，很高兴地向您呈上
丽阳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为止财政年的年度报告。
2015年，证明了是在马来西亚和全球经济方面非常充满挑
战性的一年。无论如何，由丽阳在近年来所采取的措施，容
许我们具备一个健康的资产负债表来应对现有的营运环境。
我们相信，丽阳将可在迈前的道路上持续展现本身的伸缩
性，而这股信心更是得到价值逾30亿令吉的未入账销售额
和更便于管理的新负债水平所支持。我们已强化本身在所处
领域之中的竞争优势，并将本身位列于强稳的地位来确保本
身拥有可持续的未来。

股息
在截至2015年为止财政年内，丽阳董事局在2015年11月
26日宣布派发每股5.0仙的首个中期单层股息，而这一项股
息已在2015年12月23日派发给股东。
另外，丽阳董事局也在2016年2月19日宣布宣布派发每股
2.0仙的中期单层股息，并且在2016年3月17日派发。宣布
和派发总共每股7.0仙的单层股息，意味着周息率达6.9%
（根据丽阳每股1.01令吉的股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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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生活艺术
我们无时无刻地希望可为本身的客户、员工，
利益关系人以及股东作出正确的事物。我们依
然坚定本身的承诺，来推动公司的进一步转型
以冀可创造出理想的业绩表现。这一切得到了
优质的领导团队和能干的员工所支持。在丽阳
独特基因和创意精神引导下，我们将对于重新
定义生活艺术方面不断迈进。我们有信心将本
身的表现提升到下一个层次，进而确立了本身
向利益关系人给予真实价值的目标。

致谢
我仅此代表丽阳的每一个人，再次向丹斯里拿
督陈志成表达最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为公司
的致力付出，具有鼓舞性的领导能力和精明指
导。我也感谢即将卸任和新任的董事局成员。
对我来说，能与他们在2015年内一起共事是一
项荣幸。他们强大的支持和集体的智慧协助引
导我们的一切行动并强化了我们在2015年内的
地位。
丽阳是一家全方位城镇发展商，而学校也是丽阳发展项目的主要元件之一。在2015年1月，我们与GEMS教育集团建
立“策略性伙伴关系”，以便在梳邦再也的丽阳维璟建设一间世界级教育学府。这项签约仪式是由高等教育部长拿督
斯里伊德利斯祖索（中）和丽阳集团创始人兼顾问丹斯里拿督陈志成（左）见证。

强化监管和股东价值

扩大潜能

丽阳依然专注于秉持良好的企业监管和在所有
的业务方面落实最佳实践，一如2012年马来西
亚企业监管守则所设定的条例。作为一位负责
任的企业公民，我们将持续维护这些实践的整
合性，籍此推动表现与成长，改善市场地位和
带来长期的股东价值。

丽阳的员工，是我们成长与成功的基石。我们
持续采取适当步骤来扩大他们的潜能，并且不
断地鼓励他们分享可让丽阳进一步提升本身在
所处领域的地位的概念和方案。我们相信持续
提振公司人才的重要性，因我们了解员工之间
的深层知识，经验和专才将可带来良好业绩的
成就，并且可让我们在塑造明日的社区方面做
出贡献。

让社区富足
我们对于负责任成长和可持续性所给予的承诺
形成了一个强稳的基础，进而在目前和未来为
本身服务的社区带来优异的价值。我们放眼为
围绕着我们的社区带来异于别人的不同。尽管
这一点需要付出许多努力和辛劳，我们依然承
诺提升本身与围绕着我们的社区和人们之间的
关系，通过我们的综合性发展项目提高他们的
生活品质。

创意的传承
这家公司的稳固基础，是与2015年6月18日卸
下日常管理角色，并以集团执行副主席的身份
荣休的丹斯里拿督陈志成通过多年辛劳和精明
管理下的心血。如今身为公司创始人兼顾问的
丹斯里拿督陈志成在产业领域已是一位备受尊
崇的人士。我在此基于丹斯里拿督陈志成能干
的领导能力和引导公司迈向今时今日地位的伟
大宏愿，向他表达最深切的谢意。

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向本身的利益关系人–
我们忠诚的客户、商业伙伴、银行家，承包商
和合作伙伴–表达谢意，感谢他们所给予的支
持，以及对于我们重新定义生活艺术方面的能
力所给予的信心。
我们也在此感谢本身的管理团队和所有忠诚的
员工，感谢他们在将公司宏愿付诸实现以及向
利益关系人给予良好回报方面所给予的恒心和
毅力。
通过本身能力的深度与阔度，丽阳在迎合领域
成长需求方面处于良好的地位。因此，我们将
可推动本身的表现，并且为可持续性和可获利
成长设定方向，以此来实现本身成为马来西亚
顶尖产业发展商之一的目标。
丹斯里拉斯旦·莫伊萨
独立非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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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兼顾问致辞
丹斯里拿督陈志成

“
我们首要的专注点，在于向我们的
客户，我们的股东和我们的利益关
系人带来长期可持续性的价值。

“

当我首次投入产业领域时，我是以一块面积达625英亩的地
段作为起点，而这块地随后成为了马来西亚首个围栏社区和
度假村式的生活概念–丽阳高尔夫度假村。我们一反传统的
思维，并从那时起绘制本身的想法。我们结合企业家精神、
具有创意的想法，以及卓越的营运方式，融入本身的热忱以
及承诺来交付强稳的财务表现。

绘制想法
在建设房屋的业务上，我们经常因人们的需要与要求而须应
对他们不断改变的价值和优先考量。他们从仅需要“有屋栖
身”的要求，如今逐步转变成为需要备有设施、保安，便利
和可与同一个环境进行联系，让个体建立生活和成家的一整
体时尚生活。
为应对这种情况，我们推动前沿的概念，并且打造出丽阳发
展项目的基因，多年来都实质上依据客户的反馈进行建设。
我们是以这一种独特的基因、同时也强调福祉、由可持续性
进行支撑，采用在安全的环境下孕育出社区温暖的绿色建筑
架构，来设计出本身的综合性发展项目和城镇。通过这种方
式，我们从产业发展商转变成为顶尖的社区建造者。我们在
本身的发展项目中纳入独特的元素，诸如本身的黄色单车图
标、中央公园、开放式空间、高素质教育机构，甚至为了方
便本身的住户而建设独有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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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兼顾问致辞

丽阳经常因应本地社区和丽阳房屋拥有者的动向而给予同步的配合。在2016年1月份，我们与拉萨尔亚洲伙伴国际学校联手，向马来西亚圣约瑟机构国际学校的马来西亚国际文凭课程
奖学金计划给予共300万令吉的捐赠。
丽阳创始人兼顾问丹斯里拿督陈志成（左六）向马来西亚圣约瑟机构国际学校总裁汤姆斯·拉文修士（左七）移交模拟支票，至于拉萨尔亚洲伙伴国际学校方面，则是由其董事兼马来
西亚拉萨尔亚洲伙伴国际学校主席兼理事会理事孙明福（左八）代表见证。这项仪式是由丽阳高级管理层（由左至右）陈永全、郑志发、拿督邓伟文、拿督游国成、拿督陈永隆，拉萨
尔亚洲伙伴国际学校以及马来西亚圣约瑟机构国际学校代表Brother Paul Ho、Dennis Tang、Loong Mei-Yin、Derek Loh和Brother Ambrose Loke所见证。

如此微薄但周到的考量得到了本身客户的注
意，作为结论，我们所推出的产业获得了热烈
反应。我们迈前的动力反映在这一年的总销售
表现上。在2015财政年，我们录得15亿5000
万令吉的总发展销售额，超越前一年的总销量
14亿9000万令吉。

支持社区
在我们强化本身在所处领域的地位的同时，我
们也不忘接触围绕着我们周围的一切。这就
是建立明日社区的一种美–我们不仅专注在本
身的发展项目，同时也会关注围绕着我们周围
的社区，因我们希望他们可与我们一起成长。
在这一年里，我们通过丽阳基金和集团内的其
他子公司捐出了超过300万令吉的资金。我们
的目标是为围绕着我们周围的人们生活带来正
面且有意义的影响。

构思未来
如今，我们站在转型之路的十字路口，因我们
不断地为本身的策略作出改善。我们的努力
获得了肯定，荣获多项具有声誉的奖项，诸如
《马来西亚房产洞察》杂志高声望发展商奖项
中的10大发展商大奖；2015年度亚太产业大
奖中的5星级最佳发展商网站；2015年度宝利
亚洲10大企业家奖；布特拉品牌大奖中的铜
奖；Brandlaureate最佳产业品牌卓越奖；连
续第二年获得The Edge十亿令吉俱乐部最高盈
利成长公司大奖；2015年度The Edge产业卓
越奖中的优异产业个人奖。
在为这项业务付出了超过30年的时间之后，我
相信目前是向新一代领导层交棒的适当时刻。
丽阳的日常管理职务如今将交由我们的集团
首席执行员拿督游国成以及集团副首席执行员
拿督陈永隆来执行。他们在制定和引领转型之
路上展现一定的引导作用，而我也相信他们能
够有效地领导丽阳向前迈进。

尽管正面对更具挑战性的市场环境，我相信公
司成长方面依然具备实际的良好契机。我们将
持续在中央和北部地区发展大型的城镇项目，
并且趋向于有地产业发展活动，一如在我们的
大蓝图中所设定的一般。我们首要的专注点，
在于向我们的客户，我们的股东和我们的利益
关系人带来长期可持续性的价值。

致谢
我代表丽阳董事局和管理团队，向我们的股东
和利益关系人表达最深切的谢意，感谢你们多
年来对公司所给予的忠诚和支持。
我也在此感谢所有的同事，感谢你们所给予的
信任和坚定不移的承诺。你们全是这个团队之
中宝贵的一份子，因没有你们的贡献，丽阳不
可能会走到时至今日的地位。

丹斯里拿督陈志成
创始人兼顾问

2015年常年报告

29

集团首席执行员致辞
拿督游国成

“
在2015年，丽阳依然专注于本身的
转型之路以冀可带来长期可持续性
的股东价值。我们在适应客户需求
和流动市场动态方面的有效策略，
帮助我们应对2015年内的产业市场
挑战。

“

我很荣幸地向大家呈上丽阳机构有限公司的2015年度报告。
在2015年，丽阳依然专注于本身的转型之路以冀可带来长期
可持续性的股东价值。我们在适应客户需求和流动市场动态
方面的有效策略，帮助我们应对2015年内的产业市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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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3月，我们推出至今最具雄心的发
展项目–策略性地坐落在吉隆坡市中心范围的
丽阳豪苑。这项发展总值超过8亿令吉的豪华
服务公寓项目将会与世界知名的W酒店共享
空间。这个项目预计将会在2017年内竣工，
并且被列为是绿色建筑物。
在进一步强化与客户互动的持续性努力方面，
我们分别于2015年7月和9月在丽阳丰逸城和
丽阳恒庭推介全新的销售展厅。这些展厅将作
为个别区域的卫星办事处，让我们的销售团队
可全天候即场服务我们的客户。除此之外，
我们通过数码及网络平台推出丽阳梦想投资活
动，以此提高有意成为屋主或进行投资的客户
对于我们旗下发展项目的购兴。

拿督游国成与汤姆·科林在丽阳和GEMS教育集团在签约仪式上交换文件，以此来发展位于丽阳维璟的一项国际学校校
园。这项正式的签约仪式获得高等教育部部长拿督斯里伊德利斯祖索（左七）和丽阳创始人兼顾问丹斯里拿督陈志成
(左六)见证。
(从左至右站立者)丽阳主席丹斯里拉斯旦·莫伊萨、丽阳集团副首席执行员拿督陈永隆、丽阳集团首席执行员拿督游国
成、丽阳创始人兼顾问丹斯里拿督陈志成、高等教育部部长拿督斯里伊德利斯祖索、马来西亚GEMS教育集团首席执行
员汤姆·科林、东亚GEMS教育财务总监塞雷斯·詹德尔、马来西亚GEMS教育集团学术总监Dr Tan Hui Leng、GEMS
教育集团财务总监尼古拉斯·格斯，及GEMS教育集团房地产部集团主管马克·莱德。

2015年企业概况
在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为止的财政年内，丽
阳集团从持续性的业务中获得了12亿5000万
令吉的营业额。如果去除合理价值调整活动和
土地脱售活动所带来的财务影响，业务表现符
合预期，而营业额的贡献是由集团持续进行项
目的稳定发展进度所推动。
在这一整年内，我们采用了市场导向方式，向
我们的客户交出了具有创意的发展观念和适当
的产品推介。丽阳以强劲的销售表现来结束这
一年，在2015财政年内录得15亿5000万令吉
的新销量，超越前一年的总销量14亿9000万
令吉。更为强劲的销售表现，致使集团未入账
销售额达到31亿3000万令吉的记录高点，让
我们在未来2至3年内交出可持续性盈利表现方
面处于舒适的位置。

我们体验到，持续性成长是集团旗下综合性混
合城镇发展项目带来正面反应的结果。这样的
情况，进一步展现丽阳释放本身策略性主要地
库的价值，和兴建具备本身独特丽阳基因的综
合性发展项目来迎合本身客户需求的能力。

转型之路
在这一年内，丽阳集团在马来西亚主要成长区
域之一–中央区域推出了价值达16亿2000万
令吉的新项目。丽阳丰逸城的首阶段项目阿莱
希亚住宅区获得了全面认购，而在2015年8月
推出的峇眼住宅区则获得了70%的认购率。
另一方面，丽阳恒庭的帕克菲德住宅区和丽阳
名捷城的塞浦路斯服务住宅区也获得了市场的
热烈反应。至于丽阳维璟的首阶段项目潘多拉
住宅区和第二阶段项目雍憬汇住宅区则正在按
计划进行，且持续得到客户们的购兴。

在这一年之内，丽阳集团与GEMS教育集团的
腾比学校达致策略性伙伴关系，以分别在丽阳
维璟以及丽阳丰逸城兴建国际学校院校。此举
与我们在旗下多个综合性发展建立教育卓越性
的目标一致。我们的首个国际学校–马来西亚
圣约瑟夫机构国际学校预计将在2016年9月向
莘莘学子开放大门。

一个强劲的位置
在2015年的一整年内，我们为丽阳集团的成长
进行定位，而这已通过强劲的生产力和效率文
化完成实现。我们以通过发展项目和土地销售
活动的方式释放本身主要地库的价值、加速减
债活动来强化本身的资产负债表，和落实成功
的品牌重塑活动来进一步加强强稳品牌价值的
方式，坚定不移地实现本身的转型计划。
我们的减债措施也显现成效。丽阳集团的财
务水平如今已相等强稳，在截至2015年12月
杪为止的净负债比降低至0.30倍，显示出与
2014年12月杪为止所录得的0.68倍相比之下
显现改善。丽阳完成旗下非核心资产和投资
产业的策略性脱售活动后所得的金额将本身
的净借贷额减少逾半，即从截至2014年止财
政年的20亿令吉降至截至2015年止财政年的
9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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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首席执行员致辞

丽阳连续在两年(2014年和2015年)赢获The Edge十亿令吉俱乐部最高盈利成长公司
大奖。在图中，拿督游国成(中)从The Edge媒体集团首席执行员何启达(右)手中接获
这座奖项，并由马来西亚华侨银行首席执行员王荣敏见证。

2015年也见证了多个主要交易活动的完成，而丽阳从旗下非核心资产
以及投资产业的策略性脱售活动中获得了总额11亿令吉的现金。这些脱
售活动包括：以1亿9470万令吉现金总额向奥斯汀粉剂亚太脱售了能源
化学私人有限公司的全数股权，而丽阳集团从中录得了4850万令吉的
净利；以4亿4840万令吉的现金价格脱售了位于武吉免登路旁一块面积
达3.138英亩的永久拥有权地段；和以5亿4000万令吉的价格脱售了丽
阳城市商场和办公塔楼。丽阳集团也在2015年内，完成了以4亿7100万
令吉的价格向生态世界发展集团脱售运河城地段的企业活动。
2016年的展望依然充满挑战性，因我们预计持续不断的流动性紧缩、
严格的银行贷款情况和国内经济成长的放缓将延续至这一年。在这样的
背景下，丽阳集团将持续专注为本身的利益关系人创造价值，并且延续
本身为潜在发展总值超过500亿令吉的1600英亩主要地段释放价值的公
司策略。
我们已确认将在2016年内推出主要位于中央和北部地区，发展总值料
高达17亿令吉的全新发展项目，并且趋向于有地产业发展活动。我们
料将会推出全新的发展阶段，包括了丽阳恒庭的排屋和半独立式房屋、
丽阳丰逸城的店面办公楼，和丽阳槟城世界城的混合住宅与商业发展
项目。随着丽阳名捷城的首三座楼层取得成功之后，我们也将会为这项
发展项目推出最后的住宅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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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阳机构

丽阳维璟的场地参观活动：高等教育部部长拿督斯里伊德利斯祖索(左)在拿督游国成
和丹斯里拉斯旦·莫伊萨(右)带领下参观丽阳维璟。

尽管在2015年内取得了强劲的进展，我们依然还有许多工作有待进
行。举例说，我们不断重视的工程活动放眼在不忽视品质的情况下改善
其成本效益。同时，我们也会通过将集团整体及管理开支水平缩减至符
合大约7%至8%的同业均值的方式，专注于打造一个更为精简和有效营
运架构。我们的财务方针将会持之以恒，因我们积极维护现有的净负债
水平。从丽阳团队的团队合作精神来看，我非常相信我们截至目前为止
所取得的成果将可正面反映在丽阳集团未来的财务指标上。
我们将以一个强劲的位置作为2016年的开端。我们承诺实现本身的
宏愿，并同时寻求新的成长契机，因我们持续合理化和强化本身股东的
价值。

致谢
我在此向丽阳董事局表达衷心的谢意，感谢你们在确保公司持续成长的
可持续性方面坚定不移的承诺。我也向丽阳所有敬业的员工团队们表示
感激，感谢你们给予的付出和努力。另外，我也要感激我们的客户，
利益关系人和股东，感谢你们一路以来的信任和忠诚。
再次感谢。
拿督游国成
集团首席执行员

增值表
2015
RM’000

2014
RM’000

增加值
总收入

1,351,704

购买商品与服务
集团增值
联号公司盈利分享
共同控制实体盈利分享
总增值

(864,510)
487,194
(17)

1,972,358
(1,302,853)
669,505
993

19,616

15,357

506,793

685,855

223,302

333,936

28,268

29,069

对账 :
年入盈利
附加 : 贬值与摊还
融资成本

65,341

49,510

员工成本

100,355

155,820

64,348

68,375

税务
非控制性权益

25,179

49,145

506,793

685,855

100,355

155,820

64,348

68,375

股息

90,320

54,710

融资成本

65,341

49,510

少数股东利益

25,179

49,145

总增值
分配值
员工
薪水与其它员工开销
政府
企业税务
资本提供者

再投资与增长
贬值与摊还
集团保留收入
总分配

28,268

29,069

132,982

279,226

506,793

68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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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充满活力的

城镇

都市公园是“都市生活在公园里”缩写。丽阳都市公园是从梳邦再也占地88亩的工业地转変成
清新，充满活力，围绕统一核心设计的未来繁荣社区，拥有一个独特能自我永续维持，占地9.2
英亩的中央湖泊公园。该发展大蓝图的总规划概念和设计策略，强调空间利用功能的通透性，
亦连系公共设施，此相互联系的开放空间，所形成的緑色空间地段，鼓励和提供户外及进行社
会活动的最佳联系地点。这一切的努力，成功让丽阳都市公园获得国际认同，近期获得2014
太平洋产业奖项的其中绘测园林建筑类别设计之最高荣殊。
它亦是一项综合混合发展项目，涵盖住宅区，商业空间，零售区，GEMS国际学校，医疗设施
和休闲区都集中在中央公园地段，与周遭包围的商业和娱乐元素完整规划。丽阳都市公园趋至
“完善无缝隙生活模式”，服务来自毗邻成熟社区新兴年轻人口的需求。丽阳机构为加强和
提升连贯交通系统发展，将耗资1亿零600万令吉资金建造架空大道以贯通至联邦大道的交通
系统。
欲获取更多详情，请登录：http://www.tropicanametropark.com.my

创办人
兼顾问简介

董事简介

丹斯里拿督陈志成

丹斯里拉斯旦·莫伊萨

（丽阳机构创办人兼顾问）

（独立非执行主席）

丹斯里拿督陈志成是一名61岁的马来西亚公民。他在1995年7月5日
被委任为丽阳机构的董事。在2013年1月7日，他辞去丽阳机构首席
执行员的职位，并调任为丽阳机构执行副主席。他于2015年6月18日
调任为丽阳机构集团执行副主席。

丹斯里拉斯旦·莫伊萨，65岁，是马来西亚公民。2014年4月25日，
他被丽阳机构董事部委任为执行主席。

丹斯里拿督陈志成通过投资和私人公司的经营，成为一名在房地产开
发、度假酒店管理、餐饮、休闲及娱乐业务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商人
和企业家。
他目前是丽阳高尔夫球度假村有限公司(丽阳的独资子公司)的集团
执行副主席、马来西亚多多博彩有限公司的主席以及丽阳基金会的
副主席。

丹斯里拉斯旦·莫伊萨于1974考获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学士学位以及于
1977年荣获牛津大学的专业文凭。他也于1986年荣获兰开斯特大学
的国际关系及策略研究的文学硕士学位。
丹斯里拉斯旦·莫伊萨于1974年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马来西亚行
政及外交服务部担任一名官员。1994年10月，他被委任为马来西亚
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在1996年11月，他成为马来西亚驻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的首位马来西亚大使，住在萨拉热窝。于1998年5月，
他被调派到纽约委任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一职。从1999年
9月至2003年3月，丹斯里拉斯旦·莫伊萨被委任为马来西亚驻印尼
大使。2003年3月至2005年8月，他回到纽约并担任马来西亚常驻联
合国代表。丹斯里拉斯旦·莫伊萨在被委任为外交部秘书长前，获委
任为外交部长的副秘书长。丹斯里拉斯旦·莫伊萨于2006年1月8日至
2010年9月2日期间担任外交部秘书长职位。
他从2010年11月担任砂拉越首席部长署的顾问至2013年12月。他于
2014年1月1日被委任为马来西亚策略及国际研究院首席执行员，以
及于2015年1月9日被委任为这研究院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员。
他是Eversendai集团和森那美能源私人有限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以
及丽阳基金会信托人局的主席。
丹斯里拉斯旦·莫伊萨与丽阳机构董事或大股东无亲属关系，也不曾有
过任何利益冲突。

注：丽阳董事都没有违反任何必须依据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条例公布的
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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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简介

拿督斯里莫哈末诺查·查卡利亚

拿督游国成

（独立非执行副主席）

（集团首席执行员）

拿督斯里莫哈末诺查·查卡利亚，马来西亚公民，50岁，于2015年6
月18日受委担任丽阳机构董事部独立非执行副主席。他是审计委员会
和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他也是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
薪酬委员会的成员。

拿督游国成，57岁的马来西亚公民，在2013年1月7日被委任为丽阳
机构的董事，目前是丽阳机构的首席执行员。他是风险管理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及定价委员会成员。

拿督斯里莫哈末诺查·查卡利亚1988年毕业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卧龙
岗大学，取得商业（会计）学士学位。他是马来西亚会计师协会
（MIA）注册会计师，也是澳洲资深注册会计师（FCPA）。
拿督斯里莫哈末诺查·查卡利亚于1988年9月至1990年1月期间任职
于安达信公司/Hanafiah,Raslan&Mohammad会计师事务所，担任
高级审计助理。此后于1990年2月至1991年10月期间加入马来西亚
国家银行，担任银行监管部执行员。之后，他加入国家石油公司担任
天然气与石化发展部高级财务及行政人员，任职期间为1991年11月
至1994年4月。在1994年5月，他受委为SPK圣淘沙集团有限公司
的集团财务总监，并于1995年3月份离职。于1995年4月至1997年
12月期间，他担任Mun
Loong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在1998年
1月份，他担任Gabungan Strategik私人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员，之
后于2004年3月离职。之后，他在2004年4月至2008年3月期间担任
马来西亚第二财政部长政治秘书。
目前他任职于Citaglobal私人有限公司的总裁，他同时也是民都鲁港
口及TH种植公司的董事。

拿督游国成是一名特许会计师，并且是马来西亚会计师协会及马来西
亚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成员。他曾担任多个不同职位，包括在双威集团
多家公司担任高级主管职位等等，累积超过30年的审计、企业融资及
一般管理的经验。拿督游国成从1980年在安永会计师会所开始他的职
业生涯，直至1992年才加入双威集团成为企业融资部主管。在1995
年，他被晋升为双威集团财务董事，随后于2001年4月被晋升为双威
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
拿督游国成曾在2011年9月至2012年12月，担任丰隆工业有限公司
集团董事经理。2013年1月7日，他加入丽阳机构并担任集团首席执
行员一职。
目前他也是公共上市公司有限公司联合会的董事以及执委会的会员，
并也是丽阳高尔夫度假村，丽阳机构独资子公司，的集团首席执行员
及丽阳基金会的受托人局成员。
拿督游国成与丽阳机构董事或大股东无亲属关系，也不曾有过任何
利益冲突 。

拿督斯里莫哈末诺扎与丽阳机构董事或大股东无亲属关系，也不曾有
过任何利益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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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丽阳董事都没有违反任何必须依据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条例公布的过错。

丽阳机构

董事简介

拿督陈永隆

陈永锦

（副集团首席执行员）

（执行董事）

拿督陈永隆，35岁马来西亚公民，在2009年5月20日被委任为丽阳
机构的董事。他目前是副集团首席执行员。他也是丽阳机构执行委员
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定价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的成员。

陈永锦，33岁的马来西亚公民。在2013年5月21日被委任为丽阳机构
执行董事，亦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拿督陈永隆于2002年时毕业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大学，考获工业管理
理科（荣誉）学士学位。他在2003年时，取得英国城市大学之卡斯商
学院（Cass Business School）的内部审计硕士学位。
他于2005年加入丽阳机构成为业务发展经理，以及被调升担任不同高
级主管的职位后，被提升为现有的职位。他现在监督丽阳集团的机构
策略、市场行销、策略以及风险管理。
他目前也担任成功集团(Berjaya Corporation Berhad)、成功多多
(Berjaya Sports Toto Berhad)、成功置地(Berjaya Land Berhad)
、成功资产(Berjaya Assets Berhad)、丽阳高尔夫球俱乐部（丽阳
机构独资子公司）以及其他涉及投资控股、服务、媒体、休闲以及零
售的本地和国际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拿督陈永隆也参与特定非营利
组织，包括成为丽阳机构基金会的副主席、吉隆坡商业俱乐部的会员
以及马来西亚管理学院的会员。

陈永锦于2004年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大学考获商业管理理科（荣誉）
学士学位，随后在2005年於英国伦敦的皇家霍洛威学院大学,考获信
息科学专业硕士学位。
陈永锦自2006年起就积极活跃于房地产业和酒店业，2009年时期活
动范围以越南的胡志明市为主。他在2013年返回马来西亚居留。
他是丽阳高尔夫度假村(丽阳机构独资子公司)以及几家本地和越南
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陈永锦的父亲，丹斯里拿督陈志成，丽阳机构执行顾问/创办人兼主要
股东。他的兄长，拿督陈永隆为丽阳机构的副集团首席执行员，他的
弟弟陈永全为丽阳机构执行董事。除了以上提及的人，陈永锦与丽阳
机构董事或大股东无亲属关系，也不曾有过任何利益冲突。

他的父亲，丹斯里拿督陈志成，为丽阳机构的顾问/创办人兼主要股
东。他的弟弟陈永锦和陈永全则是丽阳机构的执行董事。除了上述所
披露的人以外，拿督陈永隆与丽阳机构董事或大股东无亲属关系，也
不曾有过任何利益冲突。

注：丽阳董事都没有违反任何必须依据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条例公布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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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简介

陈永全

拿督颜业流

（执行董事）

（高级独立非执行董事）

陈永全，马来西亚公民，26岁，于2015年6月18日受委担任丽阳机构
董事部执行董事。他是丽阳机构执行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定价
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的成员。

拿督颜业流，62岁的马来西亚公民。在2013年8月1日被委任为丽阳
机构的董事成员担任独立非执行董事。2015年6月18日，他被委任为
丽阳机构高级独立非执行董事。他也是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定
价委员会主席以及审核委员会的成员。

陈永全2011年毕业于伦敦英国学院，取得商业管理学理学士
学位。2012年于伦敦经济学院取得商业信息管理和创新理硕士学位。
陈永全曾出任埃森哲这间全球性管理及信息技术咨询机构的战略
顾问，具备电讯、媒体和产业领域方面的经验。
他是丽阳高尔夫度假村（丽阳全资子公司）及一些本地私人有限公司
的董事。
他的父亲，丹斯里拿督陈志成，丽阳机构执行顾问/创办人兼主要
股东。他的两位哥哥拿督陈永隆及陈永锦分别是丽阳的副首席执行员
和执行董事。除以上披露，陈永全与丽阳机构董事或大股东无亲属关
系，也不曾有过任何利益冲突

拿督颜业流是一位注册管理顾问及特许会计师。
他在一家全球性的管理咨询和技术服务公司–埃森哲(Accenture)，
工作达26年直到2004年12月退休。他曾积累16年全球性伙伴的资
历，从事全球多个领导职务，包括从1997年至2004年期间出任全球
管理委员会的董事经理一职。
拿督颜业流曾是马来西亚电脑及多媒体工业协会(PIKOM)的主席，
以及科学及工艺部智囊团、版权审仲裁庭(Copyright
Tribunal)和
纳闽国际金融交易所(Labu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Exchange
Committee)的成员。
他是Cuscapi有限公司和Rev Asia有限公司主席，以及马银行投资银
行有限公司、丹绒公共有限公司和绍嘉纳度假村(马)有限公司的董事
成员。他也兼是小股东监督团体的董事，以及英国马来西亚商会的主
席。
拿督颜业流与丽阳机构董事或大股东无亲属关系，也不曾有过任何利
益冲突。

40

注：丽阳董事都没有违反任何必须依据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条例公布的过错。

丽阳机构

董事简介

拿督邓伟文

丹斯里奥曼

（独立非执行董事）

（独立非执行董事）

拿督邓伟文，43岁的马来西亚公民。于2009年11月13日被委任为
丽阳机构的董事。他也是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审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定价委员会的成员。

丹斯里奥曼，马来西亚公民，67岁，于2016年4月18日受委担任丽阳
机构董事部独立非执行董事。

他是Mettiz资本有限公司的领导人，Mettiz资本是一家专注于私募基
金和替代投资业务的投资和谘询公司。
拿督邓伟文的强项在于企业与财务，对房地产、天然资源、能源和制
造业的相关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从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开始
职业生涯，其后曾与历史悠久、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
结为合作伙伴。
目前他是多家企业的董事成员，为企业提供策略与提升运作。
除了商界以外，他是一个马来西亚社区联盟基金会(1Malaysia
Community Alliance Foundation)的受托人，这是专门负责解救
危机与社会服务的基金会。
拿督邓伟文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法律（荣誉）学士学位，
并在林肯律师学院考获出庭律师资格。
拿督邓伟文与丽阳机构董事或大股东无亲属关系，也不曾有过任何
利益冲突。

丹斯里奥曼1972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取得历史（荣誉）文学士及国
际关系文学学士。1996年于英国皇家国防研究学院取得国际安全与国
防证书。
丹斯里奥曼在1972年加入马来西亚行政和外交服务，他曾在马来西亚
于亚洲、欧洲及中东地区外国使团中担任各种职务。他退休前，
在2002年至2006年期间担任首相署总监。
2006年他退休时，丹斯里奥曼担任马来西亚首相顾问。在这个职位
上，他是菲律宾和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上（GRP-MILF）的马方政府
首席调解人，直至2010年。在他任职期间，他多次出席有关欧洲和
中东化解冲突、和平调解和维持和平的论坛与对话。
他在伊斯兰会议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多次发起泰国当局
和北大年分离主义运动的接触，试图和平解决泰国南部冲突问题。
至今，丹斯里奥曼持续担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顾问。
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丹斯里奥曼担任马来亚铁路公司的独立非
执行董事，也是董事会审计委员为的成员。此外，在2006年至2007
年期间，他担任Kumpulan Ikram私人有限公司的董事，这公司是富
达有限公司旗下的独资子公司。
目前，丹斯里奥曼并不持有任何上市公司的董事职务。
丹斯里奥曼与丽阳机构董事或大股东无亲属关系，也不曾有过任何
利益冲突。

注：丽阳董事都没有违反任何必须依据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条例公布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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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团队

郑志发

李汉民

朱荣耀

陈嘉荣

集团董事经理

董事经理–南部地区项目

执行董事–项目

执行董事–丽阳高尔夫度假村

• 目前负责执行全马来西亚的发展
项目，主要坐在北部–槟城、中
部-巴生谷以及南部–新山
• 这些发展项目包括混合式的城镇
发展、综合发展以及独立的单
一发展，例如丽阳Macalister、
丽阳恒庭、丽阳丰逸城、丽阳
维璟、丽阳名捷城和其他
• 拥有超过26年的房地产开发
经验，曾服务于柔佛Gerbang
Perdana公司和迪拜的Nakheel
公司

• 目前监督南部地区所有工程项目
• 曾经负责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大型
发展项目，拥有超过21年本地和
英国市场的房地开发经验

• 目前负责丽阳恒庭和丽阳丰逸城
位于八打灵再也、蕉赖和加影的
房业发展项目
• 监督这些公司的商业策进和表
现，包括概念规划、推介、现金
流动、项目施工时间直至完工交
付到顾客手上的事宜
• 拥有超过26年房地产以及
建筑经验，曾服务于双威城有
限公司、HS廖私人有限公司和
新加坡JK私人有限公司

• 目前是丽阳高尔夫球俱乐部主管
• 负责整个高尔夫球俱乐部、餐
饮、会员、丽阳创新景观和有机
农场的开发
• 曾服务于联邦酒店集团以及
新加坡凤凰酒店、在武吉嘉拉马
术俱乐部与度假村担任总经理

洪丽婷
高级总经理–市场与销售以及
业务开发
• 中部、北部和南部地区市场与
销售部主管
• 监督策略商业发展
• 监督国内与海外的销售活动
• 超过10年的房地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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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阳机构

陈寿杨

周文通

高级总经理–集团律师

高级总经理–成本与合约

• 集团法律事务部主管
• 之前是著名和信誉卓越律师伙伴
• 主要为丽阳机构提供咨询、架
构、企业谈判、转让和商业交
易，以及处理集团的法律诉讼

• 目前为中部地区成本与合约部门
的主管
• 负责监督计划的可行性研究、成
本、商业和采购的运作，整个过
程从初期的设计再到工程的完工
为止
• 在产业和建筑领域拥有超过30年
的经验

管理团队

莫索希民·莫阿拉也丁

李素碧

ANDREW ASHVIN

林来成

执行董事–项目

执行董事–集团资产管理

执行董事–集团采购与贸易

首席财务长

• 目前是特别项目计划管理主管以
及负责北部地区所有发展项目
• 拥有超过23年的房地产业经验，
曾服务于多元重工业有限公司/
格兰玛丽房业私人有限公司以及
双威城有限公司

• 目前是集团资产/投资物业管理
团队主管
• 拥有超过 20 年混合资产管理经
验，曾服务于家乐福、丰隆集团
和苏丽雅吉隆坡城市中心

• 目前是丽阳机构建材私人有
限公司 (Tropicana Building
Materials Sdn Bhd)和集团
采购部门主管
• 自从 2015 年开始积极参与集团
的酒店发展以及产业投资活动
• 拥有超过 22 年采购与物流的经
验，曾服务于跨国公司和各行业
上市公司

• 目前负责管理金融、集团管理、
信贷管理、风险管理和集团信息
技术部门
• 监督全部金融活动、税务策略以
及监控所落实的策略商业计划
• 拥有超过23年的财务管理经验，
自 1996 年曾服务于不同上市公
司

苏兆旺

郑萍萍

莫嘉慧

总经理–集团人力资源

总经理–集团公司秘书

副总经理–内部审计

• 目前领导与管理人力资源部
• 监督和支持集团人力资本、人才
管理和人力开发
• 拥有超过 25 年的人力资源管理
经验，曾经服务于马来西亚和东
南亚的跨国公司和上市公司

• 目前集团公司秘书部主管
• 为马来西亚特许秘书及行政人员
公会(MAICSA)的会员
• 拥有超过21年的公司秘书经验，
曾在几家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上
市公司，负责商业环境以及秘书
服务的事宜

• 目前为集团内部审计部门主管
• 支援集团达成策略、营运、财务
和合规审查目标
• 拥有超过19年的内部审计经验，
曾服务于马化控股有限公司以及
万能企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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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正能量

社区

作为哥打白沙罗综合发展区的“开荒牛”，丽阳名捷城将成为八打灵再也新一波发展脉搏。占
地17英亩发展区包括高耸的住宅区，设计师的办公大楼以及拟建的酒店大厦。位于上方零售商
场，全部都有緑色盎然园林点缀。丽阳名捷城与毗邻斯里雪兰莪高尔夫球俱乐部和湖泊，更增
添了绿化恬静景观。
丽阳名捷城的交通与四条主要高速公路连系，预计可在 2016 年完成的捷运车道（MRT）工程，
备有便利快速交通系统。高架苏里安捷运站，直接连系通往零售商场，为发展区的居民和访客
提供便利的交通连系，亦可通往它附近黄金地带。到时也有特定专用地段供包租车辆和巴士服
务，提供现有丽阳英达和丽阳高尔夫度假村社区更便利交通系统。以上所有建设一旦完成，丽
阳名捷城将提供居民最大和更全面又方便的住居生活，让它成为其它周遭社区聚集核心的黄金
地段。
欲获取更多详情，请登录：http://www.tropicanagardens.com.my

企业社会责任
市场

社区

我们不断拓展家园设计，因为我们相信这将改善我们客户与消费者的
生活。我们所有的运作和交流都是以责任、诚信与信实为导向。

我们切实践行对我们服务社区的承诺，对社区带来正面作用。我们
真诚而热情地帮助有需要的人。

职场

环境

我们不仅吸引和留住人才，也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培育我们的人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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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阳机构

我们专注于设计家园，以及减少碳排放的发展，且关怀自然环境。

企业社会责任

我们丽阳机构所委身的企业社会责任给生活带来生机，我们不遗余力的走入社群，扩
张可持续发展的足迹，高举企业责任以及倡导人文素质的提升。

丽阳机构不仅着重于业务的增长，同时也推动我们的员工前进，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好的资产。

从房地产开发商发展成建筑商，我们以高端的
专业技能来创造让人们可以享有生活美好的空
间–加强家庭关系，建立持久的深厚友谊以及
营造守望相助的邻舍。以上为我们对丽阳机构
的长远发展做出贡献的重要因素，同时也融合
于我们的企业运作模式。
我们完全理解可持续发展不单是“绿化”，它
涵盖保护自然资源，以确保下一代可以继续享
有美好的环境，培养同情心高于一切，加强我
们周围的社区关系。这也反映了我们决心挑战
自我，不断地让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我们的
综合发展计划，同时也为我们生活与工作社区
做出贡献。

社区
我们的社区外展与我们的企业战略并行，确保
我们的成长经历为每个人带来效益。我们坚信
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角色，就如之前所提，我
们与社区周围携手并进。
在过去的两年内，我们已经与三个著名的教
育机构合作建立圣约瑟机构马来西亚国际学
校 (丽阳机构，PJ校区)、GEMS国际学校以及
Tenby国际学校。创办学校是我们的使命，这
不但是创造和谐的社区，而且也创造了具有战
略性和全局性的理想和充满活力的城镇。

基金会（之前称成隆丽阳基金会）与集团内的
其他公司捐献了超过300万令吉。
在我们迈向前进的当儿，我们的宗旨依然是与
社区建立密切关系，即我们的员工与客户一同
生活与工作。我们将继续支持社区的慈善与一
些关键性的工作。

我们的环保足迹
在丽阳机构里，推进绿化建筑和环保足迹不仅
是社会责任，也是一个机会。以丽阳机构DNA
为导向，我们的目标是将环保方面的工作嵌入
综合发展与镇区。

在2015年，我们努力地扩大与各慈善机构，非
政府组织和机构的关系，以推进其社会和经济
条件。我们的接触与外展方式是通过对话、聆
听以及付诸行动。在回顾当年，我们通过丽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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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

生树种。与此同时，通过可持续材料的不断使
用，丽阳名捷城的绿色建筑指数已经从银等级
升为金等级。对园区的创造和绿树途径贯穿于
我们的综合发展与镇区，我们创建的绿地网络
让居民可以与大自然合而为一。
我们将不会停下脚步让我们的发展与镇区有更
丰富的自然环境，因为这种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方针将会为每一个人，甚至下一代，带来好
处。

信任、诚信和道德
我们丽阳机构认真对待被托付的责任。成熟的
经营管理，道德观与诚信已经嵌入我们集团的
商业运作。
我们引入了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包括优美的景观、湖泊和池塘、气候控制以及节能设计。

纵观我们的综合发展与镇区，我们的业务方式
已经兑现了保护大自然的承诺。我们已采取必
要措施，以确保在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被列
为首要考量。这样一来，它使我们能够大量地
减少对环境的冲击，重新定位生活伦理，带出
难忘的生活空间，为居民创造持久的价值。

通过聚焦于绿化建筑与可持续性的实践，我们
引入了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包括优美的景观，
湖泊和池塘，气候控制以及节能设计。例如，
坐落在加影的丽阳恒庭高尔夫球场的地形是精
心设计的，好让水道均衡的流动，以确保树木
得以保存。在丽阳丰逸城，85英亩的中央公园
的设计被发展成绿肺，当中保存了2400棵原

在丽阳丰逸城, 85英亩的中央公园的设计被发展成绿肺，当中保存了2400棵原生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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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阳机构

我们意识到到我们所建立了多年来的业务不只
是设计美好的环境，而是与利益相关者建立
彼此信赖的关系。这一直是我们业务增长的根
基。例如：我们今天的客户有更多的问题要提
出，所提出的问题经常超越了社区生活的基本
层面。正因为如此，我们要确保道德操守和透
明度的实践，以表明我们如何回应客户的需
求。我们努力地赢得信任，以及通过实际行动
维护我们的诚信。

企业社会责任

在我们推进我们蜕变计划的当儿，我们更着重
于在个人能力与专业方面实践正面的价值观。
以诚信、信任与道德观为导向，我们有坚定的
道德指南来培养组织的共同价值观。

激发热忱与才能
丽阳机构不仅着重于业务的增长，同时也推动
我们的员工迈向前进因为他们是我们最好的资
产。为了确保我们蜕变计划得以实现，我们相
信，在人才使用、知识、经验、效率和责任感
的重要性，这在建立人才管道上至关重要。
我们努力提供一个培养创造力，创新，协作，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带动能力的工作环境，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迈向卓
越。从本质上说，我们已经采取了包容的态度
在塑造一个工作环境，激发员工的热忱与冲
劲，好让他们在专业上的发挥能够转化成未来
的生活解决方案。
我们坚信有团结精神的工作队伍可以通过体育
赛事进一步加强，我们多次举办了各种体育赛
事，其中包括保龄球赛、五人制足球赛以及羽
球赛，参与的员工多不胜数。
丽阳机构的长期成功归功于我们员工与管理层
的敬业精神、专业技能与付出。为此，我们也
为员工提供各式各样的培训与发展方案以及
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的好处。回顾当年，超过
420名员工接受了超过340.15小时的培训。另
一个的特点是，所进行的培训不仅是局限于讲
座，同时也设立了让员工自我检讨并在任何时
候自我装备的平台。
我们相信我们的付出将建立更强的领袖，进一
步把丽阳机构迈向更高的水平。我们以一股积
极的力量实现我们的转型蓝图及愿景。
回顾当年，丽阳机构进行了受社区欢迎的若干
个战略性推广方案。以下是已经进行的方案：

过去十个年头，丽阳机构现金资助并参与The Edge Corporate Rat Race。图为有关活动的丽阳机构代表。

改善生活：积极走向社会复兴

激励人才：灌输喜乐和福利精神

• 丽阳机构捐献20万令吉以帮助纾缓东海岸受
洪水影响的灾民。
• 丽阳机构赞助3万令吉给八打灵再也警区的
警察运动会，以及对他们辛勤的维护法律和
维持社会秩序的慰劳。

• 丽阳机构捐赠100万令吉给沙巴足球协会以
推动沙巴州的体育发展。

投资未来：支持儿童教育和保健
• 开斋节开放日为130名儿童在丽阳高尔夫度
假村奉献3万令吉于三个慈善机构和组织，
其中包括雪州Cheshire慈善之家、士拉央
社区康复计划以及班底谷社区康复计划。

打造一个良好的事业
• 在第十个年头，丽阳机构捐献了1万8000
令吉以及参加EDGE Rat Race。本次活动
通过EDGE教育基金会与其他公司共同支持
弱势社群。

2015年常年报告

49

品质的保证
在丽阳机构有限公司（简称丽阳或本集团），我们已经建立我们信誉成为一家卓越品质的
发展商，以及我们继续专注于我们的承诺以交出优良手工和品质的产品。由于丽阳持续在
全国各地落实发展计划，我们这些方面视为是我们的业务要与众不同的主要推动力。

您对我们的产品/
服务满意吗？

93%
的受访者以坚
定语气说：

“是的”
- 丽阳蕉赖2 自从2014年8月起，丽阳的质量管理体系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QMS)已荣获
马来西亚检验认证企业思灵公司（SIRIM）颁发
的MS ISO 9001:2008品质证书。此证书给与物
业发展的每个核心内容一项认证。
除了质量管理体系（QMS），丽阳已制定
自己的基准，承诺会努力为所有旗下的中
高端发展计划取得国际级建筑品质评估系统
（Construction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简称CONQUAS)的认证。自2014年1月，我们
实行的经营政策已朝着此目标迈进。由于丽阳不
断努力地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发展项目的
CONQUAS评分既可以成为测量我们产品品质在
工艺标准和规范上的准绳。
我们主要的作业方针是在各个方面臻至完美。为
了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上继续当领头羊，我们
深信给与员工不间断的在职培训课程有助于打造
完美高品质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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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来，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内部研讨会，分享环
节和专业人士主讲的技术讲座成功提升员工们在
品质和技术层面的意识和竞争能力。除了让员工
了解不断学习的重要性，高层领导也抽取时间分
享自身所学和经验以鼓励下属去做出提升和超
越。
我们相信通过一直鼓舞我们的团队和合伙人去不
断地超越自己和设定新基准已让我们在业界有着
非同反响的成绩。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完善的概
念化发展是需要第一流的工艺去提供最高品质的
产品给我们的顾客。所以我们相信通过一系列的
质量标杆培训（Quality Benchmark Training,
QMS)可让承包商自我增值以提高工艺水平。通
过不断地学习，我们的生意伙伴如承包商和顾
问团队的表现可以更上一层楼，甚至超出预期的
好。
在2015年六月，80%丽阳蕉赖房产项目（第二
期）的顾客在拿到了空屋合法占用权（Vacant
Possession, VP）后已接受了我们的顾客满意度
调查（Customer Satisfaction Survey, CSS)。
我们对调查结果感到自豪，因为93%的调查受访
者对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表示很满意。

丽阳深信注重顾客满意度是最基本的企业文化和
主宰生意成功与否的要素。不管是好评还是差
评，只要是有建设性的我们都会接纳。顾客可对
环境与社区，发展理念，设计品质，工艺素质和
材料品质方面做出反馈。
在丽阳，领导团队会以身作则并带领下属一同交
出高水准的工作表现并孕育出一个良好的企业文
化。领导者需得到各阶层的员工支持方能有效地
去完成工作并达致品质和顾客至上的目标。我们
相信要达到品质第一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环境与社区

建材品质

发展概念

设计品质

手工品质

与投资者的关系

我们向股东和投资者全面地概述我们的运作和表现。

与股东和投资者的沟通

在丽阳，我们注重具建设性的公司信息披露和有效的股东和投资者对话。我们尽努力地为他们
提供我们的运作和表现概述以让他们评估我们的前景。我们有义务去维护作为上市公司的责任和
诚信，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去打造良好的治理方针和展现透明作风。
我们会定期通过公司财务年报和季报向股东，媒体和大众更新我们的消息。这些资料和数据也可
以浏览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Bursa Malaysia）和我们的官方网站查询。
我们也有定期和投资者进行简报和会议以让我们的金融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了解我们公司的发展和
未来动向。这也是我们聆听投资者宝贵意见的好管道，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他们对丽阳继续成为
马来西亚房地产企业佼佼者的期盼。

积极主动的合作

股东和投资者和我们的合作非常重要的。他们的看法和顾虑可以有效地拟定更好的营运方案。
我们的年度股东大会是我们和股东沟通的主要平台。他们可以对我们拟定的决议和公司运作提出
发问。丽阳希望通过会议可以和股东们保持健康的对话和良好的关系。
除了在会议中发问，任何公司财务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的投资者互动平台提问，
我们会有专员为你解答。

拿督游国成，丽阳集团首席执行员。

任何的提问和反馈都可以联系我们的投资者
关系专员

联络人:
Foong Pek San
电邮 :
ir@tropicanacorp.com.my
电话:
03-7710 1018
我 们 会 尽 快 给 与 答 复 。 关 于
公 司 最 新 的 消 息 ， 可 浏 览 丽 阳
的官网www.tropicanacorp.com.my
或 者 马 来 西 亚 股 票 交 易 所 网 站
www.bursamalay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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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优质

教育

丽阳机构一直以来与社区及丽阳业主携手前进，对社区与丽阳业主的需求，是脉息相通的。创办学
校是我们的使命，这不但是创造和谐的社区，而且也创造了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理想和充满活力
的城镇。我们的目标是赋予我们城镇更多的价值，并为学生提供卓越的教育。过去两年内，我们已
经与三个著名的教育机构达成伙伴关系：
1. 与圣约瑟合作建立马来西亚圣约瑟机构国际学校（丽阳八打灵再也校区）或称为马来西亚SJII，
位于八打灵再也丽阳英达度假村，409英亩范围内。丽阳将把马来西亚SJII打造成具备世界级设
施的学校，占地6英亩，建成区面积约33万3000平方英尺。学校将由拉萨尔亚洲伙伴国际学校
（LAPIS）运作，可容纳多达1500名本地及国际学生。2016年3月份可完成施工项目，预计在
2016年8月份开始招生。欲获取更多详情，请登录: www.sji-international.edu.my
2. 与GEMS教育作建立GEMS国际学校，位于占地88英亩梳邦再也的丽阳维璟。这将是一所具备
世界级设施的国际学校，占地5英亩，建成区面积约22万9000平方英尺，这是丽阳维璟发展的
项目之一。2017年施工完毕后，这所学校将由GEMS教育运作，预计可在2017年9月份开始招
生。此学校可容纳多达2400名年龄介于3岁至18岁的本地及国际学生。欲获取更多详情，请登录:
www.gemseducation.com
3. 与Tenby学校合作建立Tenby国际学校，位于占地863英亩莎亚南丽阳丰逸城的混合城镇。
这所国际学校占地10英亩，建成区面积约22万5000平方英尺，可容纳1800名本地及外国学
生。预计可在2018年9月份开始招收年龄介于3岁至18岁的新生。欲获取更多详情，请登录:
www.tenby.edu.my

丽阳机构 (47908-K)
Level 7, 9, 10, 11 & 12
Tropicana City Office Tower
No 3, Jalan SS 20/27, 474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电话 : 03 7710 1018
传真 : 03 7710 1025

www.tropicanacorp.com.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