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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5） 
 

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摘要 
 

 截至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二○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變動 
                 （重新編列） （1） 
綜合營業額 
 

6,149 

 

6,730 

 

-9% 

 

綜合 EBITDA（2） 

 
1,471 

 

1,440 

 

+2% 

 

綜合 EBIT（3） 

 
820 

 

795 

 

+3%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572 562 +2% 

每股盈利（港仙） 
 

11.87 11.66 +2% 

每股中期股息（港仙） 
 

6.25 6.05 +3% 

 

 流動通訊業務的營業額為 44.52  億港元，其中服務收入佔   26.38  億港元。EBITDA 及  EBIT
分別為  9.41  億港元（-5%）及 6.50   億港元（-3%）   。 
 

 固網業務的營業額為  19.27 億港元，EBITDA 及  EBIT 分別為  5.93 億港元（+16%）及       
2.33 億港元（+28%）。 

 
 綜合 EBITDA  扣除物業、電訊設施及設備的資本開支為  9.09    億港元（+4%）。 
 

附註 1： 由於有關僱員福利的界定福利計劃之會計政策變動，截至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已經重新編列。此項會計政

策變動導致二○一二年上半年的僱員成本增加 600 萬港元。 

附註 2： EBITDA 為未計利息收入、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稅項、折舊及攤銷及應佔合營企業業績前的盈利總額。 

附註 3： EBIT 為未計利息收入、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稅項及應佔合營企業業績前的盈利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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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集團」）於截至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繼續締造穩健業績。憑藉作為主要綜合電訊服務供應商的市場地位，以及穩

固的業務基礎，我們得以在瞬息萬變的營商環境中，保持可持續的盈利增長動力。 

 

業績 

 

二○一三年首六個月的綜合營業額為  61.49 億港元，而二○一二年同期則為  67.30 億港元。              

二○一三年上半年的綜合  EBITDA 及 EBIT 分別為 14.71 億港元及 8.20 億港元，而二○一二年上半年

則分別為14.40 億港元及7.95 億港元。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由

二○一二年同期的 5.62 億港元增至 5.72 億港元。二○一三年上半年的每股基本盈利為11.87 港仙，       

二○一二年同期則為 11.66  港仙。 

 

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發二○一三年上半年的中期股息每股 6.25 港仙（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6.05 港仙）。本公司將於二○一三年九月五日（星期四），支付中期股息予於二○一三年八月     

二十七日 （星期二）（即釐定股東收取中期股息的權利的記錄日）已登記成為本公司股東的人

士。董事會預期全年股息將達本公司年度股東應佔溢利的 75%。 

 

業務回顧 

 
流動通訊業務 － 香港及澳門 

 
由於流動通訊硬件收入放緩，二○一三年上半年的流動通訊業務營業額為 44.52 億港元，較          

二○一二年同期下跌 15%。流動通訊硬件收入較二○一二年同期減少 28%，而流動通訊服務收入則

由於業務從補貼手機營運模式過渡至不補貼手機營運模式而減少 3%。這項模式自二○一○年開始

獲採用，而有關的過渡性影響已於二○一三年上半年完全反映。二○一三年首六個月的 EBITDA 

及 EBIT 分別為 9.41 億港元及 6.50 億港元，較二○一二年同期分別減少 5% 及 3%。按上文所述，

業務增長動力受期內市場較少推出受歡迎的流動通訊裝置，以及業務過渡至不補貼手機營運模式

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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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我們在香港及澳門為約 378 萬名客戶提供服務（二○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364 萬名）。而隨著我們持續推動現有客戶轉用包括 4G 長期演進技術（「4G LTE」）計

劃在內等更高價值的服務，於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經已使用智能裝置的香港及澳門 3G 及 4G 
LTE 後繳客戶達 61%（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55%）。 

 

二○一三年上半年內，集團透過持有 50% 權益的合營企業，投得 2500/2600 兆赫無線電頻帶內的一

段 10 兆赫頻譜。這讓我們增加網絡容量，並為客戶提供持續的優質服務。 

 

展望未來，隨著我們於二○一三年上半年完全過渡至不補貼手機營運模式，以及持續有更多客戶採

用更高價值的服務，流動通訊業務的財務表現預期將於其後回穩。 

 
固網業務 
 

二○一三年上半年的固網業務錄得令人鼓舞的增長。二○一三年上半年的服務收入為               

19.27 億港元，較二○一二年首六個月的 17.25 億港元增加 12%，而旗下各項主要業務均錄得增長。

二○一三年上半年的 EBITDA 及 EBIT 分別為 5.93 億港元及 2.33 億港元，較二○一二年同期分別

增加 16%及 28%。 

 

二○一三年上半年內，國際業務成功擴展海外覆蓋，並與世界各地的網絡商建立更多的互連。而

企業及住宅業務憑藉集團光纖網絡容量的實力，進一步加強與多個領導行業的服務供應商之合

作。 

 

固網服務預期將保持增長動力，透過不斷增加給予客戶的服務選擇，以及透過提升速度與服務，

為客戶提供更優越的體驗。 
 

展望 

 

二○一三年上半年的流動通訊業務表現受期內市場較少推出受歡迎的流動通訊裝置，以及完成客

戶過渡至不補貼手機營運模式所影響。然而，固網業務的增幅超過並足以彌補期內下滑的流動通

訊業務，因此綜合業務整體上得以保持增長。隨著我們的流動通訊業務於二○一三年上半年已完

成過渡至不補貼手機營運模式，以及預期年內將有更多手機推出，業務將具備優勢繼續締造可持

續的增長。集團將繼續強化給予客戶的服務選擇，以及審慎投資於網絡項目，藉以增加股東回

報。 
 

最後，本人謹此向董事會和全體員工致以衷心謝意，感謝他們的竭誠努力、專業精神及對集團的

貢獻。 
 

 

 

 

主席 

霍建寧 

 

香港，二○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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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二○一三年上半年的綜合營業額為61.49億港元，

較二○一二年上半年下降9%。該跌幅主要是由於

期內受歡迎的智能裝置減少，令流動通訊硬件收入

下跌28%。固網業務旗下網絡商市場表現轉佳，帶

動綜合服務收入增長3%，抵銷流動通訊硬件銷售

的部份跌幅。惟因採用不補貼手機營運模式令流動

通訊服務收入下降，因而抵銷了部份綜合服務收入

之增長。出售貨品成本與硬件銷售同樣下降，由 

二 ○ 一 二 年 上 半 年 的 23.69 億 港 元 下 降 至               

二○一三年同期的 16.68 億港元。 

 

 

 
 

 
 
不包括出售貨品成本在內的總營業支出，由        

二○一二年首六個月的 35.66 億港元增長至            

二○一三年同期的 36.61 億港元，增幅為 3%，主要

是由通脹壓力所致。僱員成本上升 6%，主要是由

於薪酬水平上漲及僱員人數增加。由於流動通訊業

務保留客戶的相關成本增加，包括保留客戶開支在

內的上客成本上升10%。而在嚴格的成本控制下，     

二○一三年上半年的其他營業支出微升 2%。 

 

二○一三年首六個月的綜合EBITDA由二○一二年

同期的 14.40 億港元增加 2% 至 14.71 億港元。          

二○一三年上半年的綜合EBIT則由二○一二年上

半年的 7.95 億港元上升 3% 至 8.20 億港元。 

 

 
 

 
 
 

 

 

綜合營業額 
 

服務: +3% 

                硬件:   -28% 

 

綜合 EBITDA與 EBIT 
EBITDA: +2% 

                                          EB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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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借貸增加，資產負債比率（按負債淨額除以總

資本淨額計算）為 27% （二○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4%）。隨著借貸增加以及巿場利率上

升，二○一三年首六個月的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由    

二 ○ 一 二 年 同 期 的 7,700 萬 港 元 上 升 至                

8,700萬港元。 

 

二○一三年首六個月的應佔合營企業虧損為       

400萬港元，二○一二年同期則為200萬港元。     

由於固網業務表現轉佳，惟流動通訊業務尚有可用

稅項虧損，二○一三年首六個月的稅項為        

3,900萬港元，二○一二年同期則為 2,300 萬港元。 

 

整體而言，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錄得增長，由    

二○一二年首六個月的  5.62 億港元增長至             

二○一三年同期的 5.72  億港元。 

 

 

 

 

+2% 

 

股東應佔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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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集團從事兩項主要業務 — 流動通訊及固網。  
 
香港及澳門的流動通訊業務 
 
二○一三年首六個月的營業額為 44.52 億港元，而二○一二年上半年則為 52.41 億港元，這是由於

硬件收入下降 28%，以及流動通訊服務收入在不補貼手機營運模式下減少（1）所致。由於數據通訊

日趨普及，二○一三年上半年整體數據服務收入（2）
佔總流動通訊服務營業額之 52%，二○一二年

同期則為 45%。 
   
  
 

 
 
於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我們在香港及澳門

的客戶人數約為 378 萬名。3G及4G LTE 後繳客

戶佔總後繳客戶人數之97%。而於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香港及澳門的後繳客戶人數約             

為199萬名。 

 

 

 

 

 

 

 

 

 

 

 

 

 

 
 
 

 

附註1： 流動通訊客戶總服務消費包括客戶於服務及硬件組合計劃中所支付的手機或裝置的部份。在計算不補貼手機營運模式下的流動服

務收入，須從流動通訊客戶總服務消費中扣減客戶所支付的該部份。 

附註2：  數據服務收入指客戶使用互聯網及數據服務所支付的費用，當中不包括短訊、內容及有關服務。 

總客戶人數 
 

                總數:   +4% 

     3G + 4G LTE:  +19% 

 

流動通訊服務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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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採用智能裝置的趨勢持續，於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我們在香港及澳門的3G及4G LTE後
繳客戶智能裝置滲透率上升至61%（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55%）。二○一三年上半年的綜合後

繳客戶總ARPU（3）為 258 港元，二○一二年同期則為 256 港元。二○一三年上半年的綜合後繳客戶

淨ARPU（3）為 208 港元，二○一二年同期則為 213 港元。期內淨ARPU下降主要是由於業務過渡至

不補貼手機營運模式的上述原因所致。 
 
 
 
 

 

 
 
二○一三年上半年的流動通訊業務EBITDA為   

9.41 億港元，較二○一二年上半年減少  5%。而    

二○一三年上半年的EBIT則為  6.50  億港元，較    

二○一二年同期下降 3%。 

 

於二○一三年首六個月，用於物業、電訊設施及裝

置的資本開支達 3.26 億港元，佔期內流動服務收入 

12% 。二○一二年首六個月的資本開支則為       

2.72  億港元，佔同期流動通訊服務收入 10%。資本

開支的增幅是由於持續的網絡項目投資所致。 

 
 

 
 
 

 

 

 

 

 

 

 

 

 

 

 

 

 

 

 

 

附註3：總ARPU為客戶每月平均消費，當中包括客戶於服務及硬件組合計劃中有關手機或其他裝置的支出。淨ARPU為客戶每月平均消

費，當中並不包括客戶於服務及硬件組合計劃中有關手機或其他裝置的支出。 

流動通訊業務資本開支 

 

+1% 

 

智能裝置滲透率 綜合後繳客戶總 AR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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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網業務 

 
營業額由二○一二年上半年的 17.25 億港元上升至二○一三年同期的 19.27 億港元，增幅達 12%。受

惠於全球業務領域及營運規模擴展，網絡商市場收入繼續佔總固網收入的最大部份。網絡商市場

收入由二○一二年上半年的 9.09 億港元增長 17% 至二○一三年同期的 10.59 億港元。由於市場對網

絡連接解決方案的需求上升，來自企業及商業市場的收入由二○一二年首六個月的 4.26 億港元增

至二○一三年同期的  4.93 億港元，增長達  16%。來自住宅市場的收入由二○一二年上半年的           

2.88 億港元上升至二○一三年同期的 3.01 億港元。 

 
 
 

   
 
 
 
EBITDA 由二○一二年上半年的5.10億港元增加

16%至二○一三年同期的5.93億港元。二○一三年

上半年的EBIT則為2.33億港元，較二○一二年同期

的1.82億港元上升28%。 

  

於二○一三年上半年，用於物業、電訊設施及裝置

的資本開支為 2.36 億港元，佔固網服務收入

12%，而二○一二年同期則為 2.95 億港元及佔固網

服務收入 17%。 

 

 
 

 
 
 
 
 
 

 

固網業務資本開支 

固網業務營業額 

1其他包括來自互連收費及數據中心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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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重新編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二○一三年 二○一二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4 6,149 6,730 
出售貨品成本  (1,668) (2,369) 
僱員成本  (373) (352) 
客戶上客成本  (364) (331) 
折舊及攤銷  (651) (645) 
其他營業支出  (2,273) (2,238) 
  ────── ────── 
  820 795 
利息收入 6 10 5 
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 6 (87) (77) 
應佔合營企業之業績  (4) (2) 
  ────── ────── 
除稅前溢利  739 721 
稅項 7 (39) (23) 
  ────── ────── 
期間溢利  700 698 
  ══════ ══════ 
    
以下應佔：    
本公司股東  572 562 
非控股股東權益  128 136 
  ────── ────── 
  700 698 
  ══════ ══════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每股盈利（以每股港仙列示）：    
–基本 8 11.87 11.66 
  ══════ ══════ 
    
–攤薄 8 11.87 11.66 

  ══════ ══════ 
    
 

 

 

 

 

 

 

應付本公司股東之中期股息詳情列載於附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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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重新編列)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一三年 二○一二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期間溢利 700 698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或會於後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項目：   
–匯兌差異 (3) - 
 ────── ──────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扣除稅項 697 698 
 ══════ ══════ 
   
以下應佔之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股東 569 562 
非控股股東權益 128 136 
 ────── ────── 
 697 6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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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一三年 二○一二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電訊設施及設備  10,327 10,274 
商譽  4,503 4,503 
其他無形資產  1,620 1,702 
其他非流動資產  1,187 1,144 
遞延稅項資產  368 368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620 486 
  ────── ────── 
非流動資產總額  18,625 18,477 
  ----------- -----------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值 10 249 182 
應收賬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11 2,085 2,040 
存貨  172 201 
  ────── ────── 
流動資產總額  2,506 2,423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4,395 4,861 
即期所得稅負債  21 13 
  ────── ────── 
流動負債總額  4,416 4,874 
  ----------- ----------- 
    
流動負債淨額  (1,910) (2,451) 
  ----------- -----------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6,715 16,026 
  ----------- -----------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07 276 
借貸  4,307 3,746 
其他非流動負債  949 913 
  ────── ────── 
非流動負債總額  5,563 4,935 
  ----------- ----------- 
    

資產淨額  11,152 11,091 
  ══════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05 1,205 
儲備  9,698 9,757 
  ────── ────── 
股東權益總額  10,903 10,962 
    
非控股股東權益  249 129 
  ────── ────── 
    

權益總額  11,152 11,09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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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累計虧損 累計換算調整 退休金儲備 其他儲備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於二○一三年一月一日，先前呈報 1,205 11,185 (1,311) 1 (135) 17 10,962 129 11,091 
          
會計政策變更之影響(附註 3) - - (87) - 87 - - - - 
 ────── ────── ────── ────── ────── ────── ────── ────── ────── 
於二○一三年一月一日，重新編列 1,205 11,185 (1,398) 1 (48) 17 10,962 129 11,091 
 ----------- ----------- ----------- ----------- ----------- ----------- ----------- ----------- ----------- 
          
期間溢利 - - 572 - - - 572 128 700 
          
其他全面收入          
匯兌差異 - - - (3) - - (3) - (3) 
 ────── ────── ────── ────── ────── ────── ────── ────── ────── 
全面收入總額，扣除稅項 - - 572 (3) - - 569 128 697 
 ----------- ----------- ----------- ----------- ----------- ----------- ----------- ----------- ----------- 
          
於二○一三年支付二○一二年度之  
股息(附註 9) - - (628) - - - (628) - (628) 

          
已付非控股股東權益之股息 - - - - - - - (8) (8) 
 ────── ────── ────── ────── ────── ────── ────── ────── ────── 
於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1,205 11,185 (1,454) (2) (48) 17 10,903 249 11,152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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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累計虧損 累計換算調整 退休金儲備 其他儲備 總計 

非控股 

股東權益 權益總額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於二○一二年一月一日，先前呈報 1,205 11,184 (1,730) - (92) 17 10,584 (171) 10,413 
          
會計政策變更之影響(附註 3) - - (75) - 75 - - - - 
 ────── ────── ────── ────── ────── ────── ────── ────── ────── 
於二○一二年一月一日，重新編列 1,205 11,184 (1,805) - (17) 17 10,584 (171) 10,413 
          
期間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扣除稅項，重新編列 - - 562 - - - 562 136 698 
          
於二○一二年支付二○一一年度之  
股息(附註 9) - - (516) - - - (516) - (516) 

          
僱員認股權計劃           

- 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  - 1 - - - - 1 - 1 
 ────── ────── ────── ────── ────── ────── ────── ────── ────── 
於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重新編列 1,205 11,185 (1,759) - (17) 17 10,631 (35) 10,596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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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附註 二○一三年 二○一二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   947 1,434 
已付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  (47) (31) 
  ────── ──────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900 1,403 
  ----------- -----------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購入物業、電訊設施及設備  (557) (566) 
其他非流動資產之增加  (17) - 
其他無形資產之增加  - (150) 
出售物業、電訊設施及設備所得款項  4 3 
有關投資於合營企業之付款  (177) (37) 
  ────── ──────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747) (750) 
  ----------- -----------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行使認股權而發行普通股之所得款項    - 1 
借貸所得款項   1,360 4,772 
償還借貸    (810) (4,860) 
已付本公司股東之股息 9 (628) (516) 
已付非控股股東權益之股息  (8) (8) 
  ────── ──────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86) (611) 
  ----------- ----------- 
    
現金及現金等值增加  67 42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82 182 
  ────── ──────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249 22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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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七年八月三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
公司。其註冊辦事處位於 Floor 4, Willow House, Cricket Square, P.O. Box 2804, Grand Cayman             
KY1-1112,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集團」）主要在香港及澳門從事流動通訊業務及在香港從事固網業
務。 
 
本公司股份在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主板上市，而其美國存託股份（每股相當於          
15股股份之擁有權）僅符合資格於美利堅合眾國場外市場買賣。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獲董事會批准
刊發。 
 

2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報告就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編製，並已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應與截至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該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於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流動負債超出其流動資產約 19.10 億港元。流動負債包括不可退還
的客戶預繳款項  9.38  億港元，而該預繳款項會透過提供服務而於有關合約期內逐漸減少。撇除不可退
還的客戶預繳款項，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 9.72億港元。集團備有由一組國際商業銀行提供之可於
二○一五年六月十四日前提用之55.00 億港元循環信貸及定期貸款信貸額度。於二○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未提用之循環信貸及定期貸款信貸額度約  11.93億港元。該未提用之信貸額度，連同經營業
務產生之現金流量，將足夠集團應付其到期負債。因此，中期財務報告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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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
財務報表所使用者貫徹一致，除已採納之所有與集團經營業務相關於二○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
度會計期間強制執行之新訂或經修訂之準則、修訂及詮釋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該等新訂或經修訂之準則、修訂及詮釋對集團的會計政策並無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綜合財務報表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號獨立財務報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適用於所有實體（包括特殊目的實體）之單一控制模式。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10號取代現有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有關處理綜合財務報表之部份及常務詮
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合併 ─ 特殊目的實體。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更改了控制之定義，規定投
資者自參與投資對象之業務獲得或有權獲得可變回報，且有能力藉對投資對象行使其權力而影響該
等回報時，則視為投資者控制投資對象。為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有關控制之定義，須滿足
全部三項條件：包括(a)投資者可對投資對象行使權力，(b)投資者自參與投資對象之業務獲得或有權
獲得可變回報，及(c)投資者有能力藉對投資對象行使其權力而影響投資者之回報。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10號不會對集團所持有投資之合併造成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合營安排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於聯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企業之權益及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       
第13號共同控制實體 ─ 合營方作出之非貨幣出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於合營安排之投資
乃分類為共同經營及合營公司，視乎各投資者之合約權利及責任而定，而非合營安排的法律結構。
與國際會計準則第31號不同，合營企業不允許使用「按比例綜合入賬」。應用此新準則不會對集團
之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造成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公平值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確立所有公平值計量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項下之單一指引。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13號於實體規定使用公平值時不會變動，而是就需要或獲准使用公平值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項下公平值如何計量提供指引。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不會對集團所採用的公平值計劃造成
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亦規定公平值的特定披露，其中部份取代其他準則的現有披露規定，包括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財務工具：披露。部份該等披露乃就財務工具而特別規定於中期財務報表中作
出，因此，集團於中期財務報告附註作出該等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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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之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引進新一組於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在未來某個時間可重新分類至損益賬
之項目將與不得重新分類之項目分開呈列。該等修訂僅影響呈列，並不會對集團之經營業績或財務
狀況構成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二○一一年經修訂本）僱員福利 
  
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二○一一年經修訂本）包括對界定福利計劃會計處理之多項修訂，包括計劃
資產之預期回報不再於損益賬確認，並規定於損益賬確認以界定福利負債淨額計算之利息，有關利
息採取用作計算界定福利責任之貼現率計算。其他修訂包括新披露如定量敏感度披露。國際會計準
則第 19 號（二○一一年經修訂本）規定可追溯應用。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二○一一年經修
訂本）主要因計劃資產利息之不同會計處理而對界定福利責任淨額造成影響。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二○一一年經修訂本）之影響闡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三年 二○一二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僱員成本增加 (7) (6)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減少 (7) (6) 
   
本公司股東應佔之每股盈利減少（以每股港仙列示）：   

–基本 (0.15) (0.13) 
–攤薄 (0.15) (0.13) 
 ══════ ══════ 

 
 於二○一三年 

一月一日 

於二○一二年 

一月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累計虧損增加 (87) (75) 
退休金儲備增加 87 7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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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 
 

營業額包括提供流動通訊服務、電訊硬件銷售及提供固網服務之收入。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三年 二○一二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流動通訊服務 2,637 2,730 
固網服務 1,698 1,491 
電訊硬件 1,814 2,509 

 ────── ────── 
 6,149 6,730 
 ══════ ══════ 

 

5 分部資料 

 
集團之營運分為兩個業務分部：流動通訊業務及固網業務。「其他」分部指企業支援部份。集團之管
理 層 按 EBITDA/(LBITDA)(a)

及 EBIT/(LBIT)(b) 
衡 量 其 業 務 分 部 之 表 現 。 有 關 營 業 額 、

EBITDA/(LBITDA) 及 EBIT/(LBIT) 之分部資料與中期財務報告內之總計資料一致。因此，中期財務
報告並無呈列分部資料與總計資料之對賬。 
 

 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流動通訊 固網 其他 對銷 總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 服務 2,638 1,927 - (230) 4,335 
 營業額 – 硬件 1,814 - - - 1,814 
  ────── ────── ────── ────── ────── 
  4,452 1,927 - (230) 6,149 
 營業成本 (3,511) (1,334) (63) 230 (4,678) 
  ────── ────── ────── ────── ────── 
 EBITDA/(LBITDA) 941 593 (63) - 1,471 
 折舊及攤銷 (291) (360) - - (651) 
  ────── ────── ────── ────── ────── 
 EBIT/(LBIT) 650 233 (63) - 820 
  ══════ ══════ ══════ ══════ ══════ 
       
 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電訊設施及

設備     326 236 - - 562 
  ══════ ══════ ══════ ══════ ══════ 
 添置其他無形資產 2 - - - 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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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續) 

 
 截至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重新編列) 

   流動通訊 固網 其他 對銷 總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 服務 2,732 1,725 - (236) 4,221 
 營業額 – 硬件 2,509 - - - 2,509 
  ────── ────── ────── ────── ────── 
  5,241 1,725 - (236) 6,730 
 營業成本 (4,255) (1,215) (56) 236 (5,290) 
  ────── ────── ────── ────── ────── 
 EBITDA/(LBITDA) 986 510 (56) - 1,440 
 折舊及攤銷 (317) (328) - - (645) 
  ────── ────── ────── ────── ────── 
 EBIT/(LBIT) 669 182 (56) - 795 
  ══════ ══════ ══════ ══════ ══════ 
       
 其他資料：      
       
 添置物業、電訊設施及

設備 272 295 - - 567 
  ══════ ══════ ══════ ══════ ══════ 
 添置其他無形資產 151 - - - 151 
  ══════ ══════ ══════ ══════ ══════ 

 
(a) EBITDA/(LBITDA)為未計利息收入、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稅項、折舊及攤銷及應佔合營企業業績前的盈利/(虧損)總額。 

 

(b) EBIT/(LBIT)為未計利息收入、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稅項及應佔合營企業業績前的盈利/(虧損)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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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三年 二○一二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利息收入 :   

 向合營企業收取之利息收入 10 5 
  ----------- ----------- 
 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償還之銀行貸款 (38) (25) 
 計入估算非現金利息 

(a)
 (34) (38) 

 擔保及其他融資費用 (20) (16) 
   ────── ────── 
  (92) (79) 
 減: 對合資格資產資本化之金額 5 2 
  ────── ────── 
  (87) (77) 
  ----------- ----------- 
    
 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淨額 (77) (72) 
  ══════ ══════ 

 
(a) 計入估算非現金利息，指對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之若干承擔（例如牌照費負債及資產報廢責任）之賬面值，增加

至預期於未來清償時所需之估計未來現金流量之現值作出之估算調整。 

 
7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三年  二○一二年 
  本期稅項 遞延稅項 總計  本期稅項 遞延稅項 總計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香港 - 30 30  - 21 21 
 香港以外地區 8 1 9  2 - 2 
  ──── ──── ────  ──── ──── ──── 
  8 31 39  2 21 23 
  ════ ════ ════  ════ ════ ════ 
 

香港利得稅已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減當時可用稅務虧損按稅率 16.5%（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6.5%）作出撥備。香港以外地區之稅項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減當時可用稅務虧損按有關國家之適當
稅率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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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 股 基 本 盈 利 乃 根   據  本 公 司 股 東 應 佔  溢 利 約 5.72 億 港 元（二 ○ 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5.62 億 港 元）及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4,818,896,208 股（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4,818,241,922 股）計算。 
 
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假設認股權獲行使，被視為將予發行  

之 普 通   股   加    權    平   均   數 148,187 股（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598,512   股）調   整   已   發   行   普    通    股    之    加     權   平   

均  數 4,818,896,208 股（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4,818,241,922 股）計算。 
 

9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一三年 二○一二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中期股息（百萬港元） 301 292 
  ════ ════ 
    
 每股中期股息（港仙） 6.25 6.05 
  ════ ════ 

 
此  外，二   ○  一二  年  末  期   股   息   每  股 13.03 港  仙（二  ○  一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二 ○ 一一  年  末  期   股  息  每  股           
10.70 港   仙），合  共 6.28 億  港  元（二   ○  一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5.16 億  港  元）已    獲   批    准，並   已   於   截    至                                 
二 ○ 一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內  支  付。 
 

10 現金及現金等值 

 
  

 

於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銀行及手頭現金  101 87 
 短期銀行存款  148 95 
   ───── ───── 
   249 182 
   ═════ ═════ 

 

 現金及現金等值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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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於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收賬款  1,977 1,927 
 減：呆賬撥備  (221) (202) 
   ───── ───── 
 應收賬款，扣除撥備 (a)

  1,756 1,725 
 其他應收款項  142 104 
 預付款項及按金  187 211 
    ───── ───── 
   2,085 2,040 
    ═════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集團已訂立客戶信貸政策。就應收賬款授予之平
均信貸期介乎於 14 至 45 天，或根據個別商業條款給予網絡商或企業客戶一個較長期限。由於集團擁
有大量客戶，因此其應收賬款之信貸風險並不集中。 

 

(a)      應收賬款，扣除撥備 

 
  

 

於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0 至 30 天  1,060 1,133 
 31 至 60 天  273 245 
 61 至 90 天  153 97 
 超過 90 天  270 250 
   ───── ───── 
   1,756 1,7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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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付賬款 (a)

  809 87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2,477 2,880 
 遞延收入  938 947 

 牌照費負債之即期部份  171 164 
   ───── ───── 
   4,395 4,861 
   ═════ ═════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a)      應付賬款 

 
  於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0 至 30 天 319 404 
 31 至 60 天 251 76 
 61 至 90 天 58 67 
 超過 90 天 181 323 
  ───── ───── 
  809 87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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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本資源及其他資料 
 

庫務管理 

 

集團主要庫務及融資政策著重於流動資金管理及維持最佳流動資金水平，同時為附屬公司營運提

供具成本效益的資金。集團的庫務部門提供中央化服務，以管理集團資金需要，並監察財務風

險，包括與利率、匯率以及交易對方有關的風險。 

 

集團運用利率及外匯掉期以及外匯期貨合約在適當的時候用作風險管理，以作對沖交易及調控集

團的資產及負債。集團的政策是不參與投機性的衍生融資工具交易或投資金融產品，包括對沖基

金或類似工具。 

 
現金管理及資金 
 

一般而言，集團主要以銀行借貸形式籌集融資以滿足經營附屬公司的資金需求。集團會密切監察

其整體負債狀況，包括定期檢討其融資成本及到期日情況，為融資作好準備。 

 

利率風險 
 

集團受有關港元借貸的利率變動風險影響。集團集中減低整體借貸成本以管理利率風險。 

 
外匯風險 
 

集團在香港及澳門經營電訊業務，交易以港元及澳門元計值。集團亦面對其他匯率變動風險，主要

與以美元及歐元計值的若干應收或應付賬款及銀行存款有關。 

 
信貸風險 
 

集團為各附屬公司設立中央現金管理制度。集團審慎地管理所持的盈餘資金，通常存放於銀行或

金融機構的存款令集團承受交易對方的信貸風險。集團監察交易對方的股價變動、信貸評級及為

各交易對方的信貸總額設限並定期作檢討，以控制交易對方不履行責任的信貸風險。 

 

管理層亦持續監管集團因經營活動而面對的交易對方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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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集團透過股本、內部產生之資金及外部借貸以應付融資所需。於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集團錄

得股本為 12.05 億港元及權益總額為 111.52 億港元。 

 

於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現金等值為  2.49 億港元（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82 億港元），其中 67%為港元、 10%為美元，其餘則以其他貨幣列值。於二○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集團錄得以港元計值並須於二○一五年六月償還之銀行借貸為  43.07 億港元           

（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46 億港元）。於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由於集團增加借貸，

資產負債比率（按負債淨額除以總資本淨額計算）為 27%（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 

 

現金流 

 

集團受惠於強勁的經營業務現金流而保持穩健之財務狀況。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集團之經營業務產生及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分別為9.00 億港元（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4.03 億港元）及7.47億港元（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7.50 億港元）。集團於回顧期內之資金淨流

出主要包括資本及其他非流動資產開支、於合營企業之投資及二○一二年末期股息。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除根據互換股份質押安排將集團於一間合營企業持有之全部股份權益

向該合營企業的合營夥伴提供質押外，與去年同期相同，集團概無抵押任何重大資產。 

 
資本開支 

 

二○一三年首六個月之物業、電訊設施及設備之資本開支為 5.62 億港元（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5.67 億港元），其中流動通訊業務及固網業務分別為    3.26 億港元（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2.72  億港元）及  2.36 億港元（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2.95 億港元），反映集團持續投資於網絡升

級與擴展以支持長遠業務增長。 

 
購入無線電頻譜 

 

於回顧期內，一間集團擁有50%權益的合營企業以代價2.90億港元購入2500/2600兆赫無線電頻帶內

的一段10兆赫頻譜頻段，以於香港提供流動通訊服務，為期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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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集團與履約擔保及財務擔保有關之或然負債為 8.71億港元                                   

（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47  億港元）。或然負債主要包括就集團頻譜牌照責任向香港通訊

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發出之履約保證。 

 

資本承擔 

 

於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有關物業、電訊設施及設備及於合營企業之投資的總資本承擔合

共為 17.73  億港元（二○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0.51  億港元）。 

 

企業策略 

 

集團的策略是以穩建的財務基礎締造可持續的回報，從而長遠提升股東之總回報。有關討論及分

析集團之表現、集團締造或保存較長遠價值之基礎，以及達成集團目標之策略，請參閱主席報告

及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過往表現及前瞻性陳述 

 

本公告所載集團之表現及營運業績僅屬歷史數據性質，過往表現並不保證集團日後之業績。本公

告或載有基於現有計劃、估計與預測作出之前瞻性陳述及意見，而當中因此涉及風險及不明朗因

素。實際業績可能與前瞻性陳述及意見中論及之預期表現有重大差異。集團、各董事、僱員或代

理概不承擔 (a) 更正或更新本公告所載前瞻性陳述或意見之任何義務；及 (b) 倘因任何前瞻性陳述

或意見不能實現或變成不正確而引致之任何責任。 

 

人力資源 

 

於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集團聘用 1,907 名全職員工。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僱

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合共 3.73 億港元。（二○一二年六月三十日：3.52  億港元）。 

 

集團深明高質素人力資源對保持市場領導地位的重要性。集團的薪金及福利均保持在具競爭力的

水平，並在集團之薪金、花紅及獎勵體系的一般框架範圍內，每年評核個人表現，予以獎勵。    

集團為僱員提供多項福利，包括醫療保障、公積金與退休計劃、長期服務獎及認股權計劃。集團

強調員工發展的重要性，持續提供相關培訓計劃，同時亦鼓勵僱員積極參與集團安排的關懷社區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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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與管治責任 

 

集團致力維持業務及所在社區的長遠可持續發展。我們努力不懈審慎管理業務，為客戶提供優質

的產品和服務，亦透過勤奮而專注的僱員團隊執行管理層的決策。集團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並相信此份承擔有助加強我們與社區的聯繫。我們通過在企業層面贊助及支持公民責任項目，實

踐企業公民責任，致力為社區謀福祉，回饋社會。 

 
審閱財務報告 

 

本公司核數師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按照國際審計與鑑證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審閱準則

第 2410 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集團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告。核數師之獨立審閱報告將刊載於寄發予股東之中期報告

內。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集團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報告。 

 

中期股息之記錄日 

 

釐定股東權利以收取中期股息的記錄日為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為符合資格收取將於二○一三年九月五日（星期四）派發的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

票須不遲於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

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室）辦

理登記。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此外，本公司於期內概無贖回其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相信有效的企業管治常規是保障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人士權益與提升股東價值的基本要

素，因此致力達致並維持最符合集團需要與利益的高企業管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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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全面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有守則條文，惟有關提名委

員會之守則除外。本公司已考慮成立提名委員會的裨益，惟認為由董事會在適當的時候共同審

閱、商議及批准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及組成以及委任任何新董事，乃符合本公司的最佳利益。董

事會肩負確保該會由具備配合集團業務所需的才能與經驗之人士組成，以及委任具備相關的專業

知識與領袖特質的適當人選進入董事會，務求與現有董事的才能互相配合。此外，董事會亦整體

負責審訂董事（包括董事會主席，與行政總裁及集團董事總經理）的繼任計劃。 

 

遵守公司之董事進行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其董事進行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證券守則」）作為集團董事進行證券交易的紀

律守則，其條款與聯交所證券上巿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易的標準守則同

樣嚴格。本公司所有董事就有關查詢時均確認，他們於二○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期間買賣證券時均遵守證券守則。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霍建寧先生  周胡慕芳女士 
  （亦為周胡慕芳女士之替任董事）  陸法蘭先生 
  黎啟明先生 

副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亦為陸法蘭先生之替任董事） 

呂博聞先生  馬勵志先生 
   （為黎啟明先生之替任董事） 

執行董事：   
黃景輝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英潮先生 
    （亦為王䓪鳴博士之替任董事） 

  藍鴻震博士 
  王䓪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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