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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1883）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主席報告書 

 
本人欣然公佈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簡稱：集團)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運營與

財務業績。二零一五年上半年，集團積極應對國際及國內經營環境的變化，因勢而變，

主動作為，統籌抓好盈利增長、產品創新、結構優化、經營轉型和風險管理等各方面

工作，立足服務實體經濟和滿足消費者通訊需求，切實推進經營轉型和服務升級，實

現盈利持續增長。 

 

一、財務業績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集團總收入為四十三億五千零三十萬港元(以下簡稱：元)，比

上年同期上升 5.1%。集團股東應佔溢利為三億九千七百二十萬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10.2%。 

 

上半年，每股基本盈利為 11.8港仙，比上年同期上升 9.3%。 

 

董事會宣佈派發二零一五年中期股息每股 2.8 港仙，與上年同期股息相比，增長

3.7%。 

 

二、業務發展 

 

(一) 創新體制和機制，加快研發新產品，努力創造集團新的盈利增長點。 

 

瞄準全球移動漫遊數據流量巨大需求和漫遊收費昂貴情況，集團憑藉多年從事國

際漫遊服務的經驗和技術優勢，開發全球首個國際移動數據流量交易平台“DataMall 自

由行”，通過“DataMall 自由行”運營商可直接將本地數據服務提供給海外來訪的手機用

戶，讓來訪用戶無需更換 SIM 卡、手機號碼或額外外置設備，通過“DataMall 自由行”

合作夥伴的手機或手機應用程式便可完成訂購、支付和使用本地數據流量服務。

“DataMall 自由行”平台採取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可以支援包括移動運營商、虛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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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運營商、手機製造商、OTT 互聯網企業、金融及旅遊相關企業等平台合作夥伴。集

團已於上半年設立了“企業創新投資機制”，旨在通過創新體制和機制，加快研發適應

市場需求的新產品步伐，努力創造新的盈利增長點。 

 

在開發新產品的同時，集團積極與中國和海外運營商合作，在鞏固和發展原有業

務的同時，深化與中國大陸其它企業的合作，不斷發展新客戶，拓寬合作範圍。 

 

(二) 集團持續改進服務系統功能，提升客戶服務水平，業務保持較快發展。 

 

上半年，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簡稱：澳門電訊) 完成綜合互聯網網絡管理系統建設，

並已提供給客戶服務部門使用。該綜合互聯網網絡管理系統的投入使用，有助於提升

互聯網管理水平和能力。本著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的宗旨，由二月起所有移動電話月費

客戶可透過 CTM 網上服務查詢到未收費的本地移動數據總用量。此外，客戶亦可自動

享有「本地數據用量提示服務」，此舉使用戶可更放心地使用移動數據服務。澳門電訊

電郵系統已成功升級至全新的電郵系統，將電郵系統升級的目的是為客戶提供更安全、

更方便、更快捷和更人性化的電郵服務，並對日後服務升級及外加的新功能作準備。

集團通過不斷改善服務系統功能，提升了用戶體驗，業務保持較快發展。 

  

(三) 集團採取積極的服務和銷售策略，保持在澳門電信市場的領先位置。 

 

為推動澳門數碼城市建設的發展，集團不斷增加資源投入，努力提升網絡服務水

平，為客戶提供方便優質的 WiFi 上網服務，至今年六月底在全澳門已建成的 WiFi 熱

點總數為 552 個，進一步提升了服務覆蓋範圍。澳門電訊加快光纖網絡升級工作，除

商業客戶外，住宅寬頻亦同時加大力度，配合一系列合約優惠，以提升用戶體驗。為

進一步鞏固澳門電訊於互聯網服務的市場領導地位，澳門電訊推出全澳最高速的住宅

光纖寬頻服務(1Gbps)。與此同時，商業營銷部門已與部分主要客戶簽訂專線長期服務

合約，並與主要客戶商討加強支援服務的安排。澳門電訊數據中心第一期工程已順利

完工，可向客戶提供 127 個機櫃的租用服務。通過採取積極的服務和銷售策略，澳門

電訊繼續保持了市場領先位置。 

 

(四) 集團全力建設第四代(LTE)移動通信網絡，將於今年下半年投入服務。 

 

二零一五年六月，澳門特區政府正式向澳門電訊發出 4G牌照。澳門電訊是澳門唯

一一家同時擁有時分雙工 (TDD) 和頻分雙工 (FDD) 技術模式的移動電信服務商。取

得 TDD 和 FDD 相應的頻譜，為澳門電訊的市場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這標誌着

澳門電訊的移動通訊服務將進入一個新紀元，面臨更大的發展機遇。 

 

集團通過嚴格的方案評審，確定了 LTE 設備的選型工作。LTE 基站和網絡建設工

作已全面展開，相關的基站和無線網絡控制測試工作正順利進行。集團已就 LTE 用戶

的漫遊服務做好準備，在 IPX連接方面，已與多家海外運營商商談開通 LTE海外漫遊

服務，現已開展有關服務的網絡系統測試，將按計劃完成所有測試項目。4G移動通信

所使用的計費及發單系統也在籌備當中，以支持實時本地移動數據使用量和收費。集

團計劃在今年內在澳門將第四代(LTE)移動通信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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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積極開展因特網虛擬專用網絡業務和因特網接入業務的市場營銷，努力創造

更高效益。 

 

集團積極拓展中國大陸市場，上半年除在澳門建成新的數據中心外，中信國際電

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簡稱：CPC 公司)還在上海寶山建成新的雲計算數據中心。集團

已成立專門的數據中心銷售團隊，積極推進銷售。集團根據客戶的不同需要提供最佳

的產品及服務。此外，集團已建立良好的銷售渠道，不單著重於直銷團隊，亦多方發

展銷售渠道及招攬不同的企業解決方案合作夥伴，擴大銷售層面。CPC 公司還特別針

對現有一百家大客戶制定銷售策略，集中進行交叉銷售及尋找新的商機。集團的客戶

管理系統亦會適時地監測銷售的情況。通過積極的市場營銷，至六月底止，CPC 公司

虛擬專用網用戶端數目較二零一四年底有了穩定的增長。 

 

(六) 與中信網絡有限公司的合作進一步加強，協同效應逐步顯現。 

 

集團透過其國内的子公司，向中信網絡有限公司(簡稱：中信網絡) 租用及開通了

多條線路，作為虛擬專用網的骨幹。集團結合奔騰網的資源，將以太網服務包裝成為

“EtherCONNECT”銷售，並協助完成該服務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武漢、杭州、

福州、成都等節點的安裝調測，擴大了奔騰網的市場份額。虛擬專用網業務、互聯網

服務更多地使用奔騰網的現有資源，加強了雙方的業務發展，提高了市場競爭優勢，

協同效應明顯提高。集團正在與中信網絡商議資源整合的方案，以進一步發揮好協同

效應。 

 
三、展望 

 

當前，世界經濟仍然處於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

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風險和挑戰不斷集聚，經濟增速普遍放緩，各國發展也面

臨不少困難和挑戰。要在清醒看到中國經濟面臨的諸多挑戰的同時，也要堅信中國經

濟有巨大的潛力和迴旋餘地。 

 

面對國際和中國各運營商的傳統話音、短信業務和澳門本地固網業務下降的狀況，

集團必須要通過積極發展移動增值業務、LTE 業務、數據中心及寬帶業務、因特網虛

擬專用網絡業務和因特網接入業務、企業解決方案等業務，創造新的發展。 

 

集團繼續加快與中信集團信息產業的整合與協同，拓寬新的業務合作。堅持以中

國大陸市場為基礎，加快向港、澳、台和國際市場發展的戰略目標，積極抓住“一帶一

路”的戰略契機，深化國際間合作，為企業的發展打好基礎。集團採取積極的市場發展

策略，加強市場營銷工作，通過發展新業務和新產品，拓展澳門的電信市場和海外市

場，從各方面配合中國運營商和海外運營商業務的發展。集團要繼續大力發展因特網

虛擬專用網、因特網接入服務、大中華區的數據中心等數據業務和移動增值業務。 

 

集團要做好澳門電訊的 4G(LTE)移動通信網絡建設工作，並按計劃在今年下半年

投入服務。集團將一如既往，以積極的態度支持及配合澳門特區政府的電訊業發展政

策，努力發展更優質和更穩定的新一代移動通訊網絡，將澳門電訊的 LTE 網絡建成連

繫澳門、連繫未來的精品網絡，為構建澳門數碼城市打造重要的網絡基礎設施。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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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的網絡建設經驗和實力，集團將為市民帶來優質和先進的 4G移動通訊服務，成

為澳門領先的 4G移動通信服務供應商。 

 

展望下半年，我們既要看到國際電信業發展中的新矛盾和新問題，更要看到新的

發展機遇。我們深知，只有做好應對準備，我們就會爭得市場先機，為社會提供優質

的服務，為股東創造更大的價值。 

 

 

 

 

                                    辛悅江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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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a) 4,350,275 4,139,054

其他收入 3 3,839 1,783
其他淨收益 4 10,269 2,180

4,364,383 4,143,017

銷售及服務成本 (2,681,030) (2,541,238)
折舊及攤銷 5(c) (326,036) (328,276)
員工成本 5(b) (389,575) (352,500)
其他營運費用 (301,546) (305,835)

666,196 615,168

財務成本 5(a) (169,058) (165,434)
所佔合營企業虧損 (1,250) (589)

除稅前溢利 5 495,888 449,145

所得稅 6 (92,601) (83,436)

期內溢利 403,287 365,709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397,152 360,385
非控股權益 6,135 5,324

期內溢利 403,287 365,709

每股盈利 (港仙) 8

基本 11.8 10.8

經攤薄 11.7 10.7

與期內溢利有關之應付本公司股東股息的詳情載於附註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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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利 403,287 365,709
--------------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除稅及重新分類調整
後)：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香港以外業務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除稅後淨額，稅費為零) (2,510) (14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2,510) (149)
--------------- ---------------

期內總全面收益 400,777 365,560

應佔全面收益：

本公司股東 394,784 360,203
非控股權益 5,993 5,357

期內總全面收益 400,777 365,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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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23,560 2,105,909
無形資產 2,094,033 2,167,628
商譽 9,280,958 9,281,625
合營企業權益 5,015 6,265
非即期其他應收賬款及訂金 9 180,108 215,612
遞延稅項資產 32,056 33,141

13,815,730 13,810,180
--------------- ---------------

流動資產

存貨 117,449 198,93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訂金 9 1,945,149 1,906,539
即期可收回稅項 8,484 28,005
現金及銀行存款 1,944,823 1,396,892

4,015,905 3,530,367
---------------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0 2,061,432 2,088,566
銀行貸款 100,000 100,000
即期應付稅項 324,178 232,132

2,485,610 2,420,698
--------------- ---------------

流動資產淨值 1,530,295 1,109,669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346,025 14,919,84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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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續)

附註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貸 8,147,876 7,867,586
非即期其他應付賬款 10 69,348 73,040
界定福利公積金淨負債 106,384 103,729
遞延稅項負債 271,676 281,218

Presents 8,595,284 8,325,573
--------------- ---------------

資產淨值 6,750,741 6,594,27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840,317 3,780,941
儲備 2,889,261 2,787,417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6,729,578 6,568,358

非控股權益 21,163 25,918

權益總額 6,750,741 6,594,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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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的適用披露條文，並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
「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除採納所有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會計期間相關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所示期間及以前期間的經營業

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本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獨立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

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 號「公司獨立核
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並無修訂的審閱報告

載於將寄送各股東的中期報告內。

本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乃屬先

前呈報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綜合財務報表，但資料則源自該

等財務報表。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章) 第 436條，依據法定財務報表披露
有關資料如下：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3) 條及附表 6 第 3 部，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已送往公司註冊辦事處。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對本財務報表作出匯報。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提述核

數師強調有任何事宜引起其注意而使其報告有所保留；亦未載有香港《公司條例》

第 406(2)、407(2)或 (3)條 (或前《公司條例》 (第 32章)第 141條所載的相同規定)
所指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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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a)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提供電信服務，包括移動通訊服務、互聯網業務、國際電信業務、企業

業務及固網話音業務，以及銷售設備及移動電話手機。

期內確認的營業額指來自提供電信服務之收入以及銷售設備及移動電話手機之收

入。期內於營業額確認的各重大收入類別之金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移動通訊服務 624,153 644,820
互聯網業務 406,913 363,785
國際電信業務 806,352 968,396
企業業務 1,003,965 899,133
固網話音業務 181,767 204,681

提供電信服務收入 3,023,150 3,080,815
銷售設備及移動電話手機收入 1,327,125 1,058,239

4,350,275 4,139,054

(b)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業務性質管理其業務。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達到

資源分配及績效評核之目的，本集團以一個經營分部向最高行政管理人員作出內部

資料報告。

以達到資源分配及績效評核之目的而向本集團最高行政管理人員作內部資料報告的

方式，本集團僅識別出一個經營分部，即電信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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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續)

(b) 分部報告 (續)

報告分部之溢利的調節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報告分部溢利 1,038,553 988,56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淨收益 115 159
折舊及攤銷 (326,036) (328,276)
財務成本 (169,058) (165,434)
所佔合營企業虧損 (1,250) (589)
利息收入 3,839 1,783
未分配的總公司及企業支出 (50,275) (47,067)

綜合稅前溢利 495,888 449,145

(c) 經營的季節性

季節性因素對本集團的電信服務的影響並不重大，並且本集團以往的經營業績並無

重大季節性或週期性趨勢。

3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777 1,668
其他利息收入 62 115

3,839 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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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淨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淨收益 115 159
外匯淨收益 10,154 2,021

10,269 2,180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財務成本

銀行及其他借貸的利息 155,388 152,724
其他財務費用 11,978 11,244
其他利息支出 1,692 1,466

169,058 165,434

(b) 員工成本 (包括董事酬金 )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19,616 17,560
就界定退休福利計劃確認的支出 5,006 4,262

總退休成本 24,622 21,822

以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支出 9,772 -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355,181 330,678

389,575 35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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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續)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c) 其他項目

攤銷 88,650 87,963
折舊 237,386 240,313

326,036 328,276

貿易應收賬款淨減值虧損 5,113 5,782

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2,580 28,726
香港以外的司法權管轄區的稅項 78,905 75,505

101,485 104,231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回撥 (8,884) (20,795)

92,601 83,436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撥備是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的

16.5%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計算。

香港以外的司法權管轄區的稅項是按相關司法權管轄區稅務條例的適用即期稅率繳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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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a) 中期內應付本公司股東的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後宣派及派付的中期股息每股 2.8港仙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每股 2.7港仙) 94,614 90,363

於結算日後擬派的中期股息並未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b) 中期內批准及派付上一個財政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東的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隨後中期內批准及派付上一個財政年度的末期股

息每股 8.6 港仙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每股 7.6港仙) 289,536 253,474

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而言，在二零一四年年報所披

露的末期股息與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的金額之間，出現了港幣

948,000 元的差額。這代表了在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前因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的
股份應佔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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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397,152 360,385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計算如下：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股 千股

於一月一日已發行普通股 3,355,674 3,323,242
購股權獲行使的影響 8,117 7,932

於六月三十日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基本) 3,363,791 3,331,174
被視作根據本公司的購股權計劃而發行股份的影響 28,779 29,942

於六月三十日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經攤薄) 3,392,570 3,361,116

每股基本盈利 (港仙) 11.8 10.8

每股經攤薄盈利 (港仙) 11.7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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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訂金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 1,556,583 1,608,801
減：呆賬撥備 (116,561) (113,347)

1,440,022 1,495,454
其他應收賬款及訂金 685,235 626,697

2,125,257 2,122,151

代表：

非即期部分 180,108 215,612
即期部分 1,945,149 1,906,539

2,125,257 2,122,151

於結算日，貿易應收賬款 (未扣呆賬撥備及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訂金內) 按
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1,171,954 1,267,839
一年以上 384,629 340,962

1,556,583 1,608,801

信貸水平超過指定金額的客戶，均須接受信貸評估。貿易應收賬款的到期日是由出

票日期起計 7日至 180日。有客觀證據顯示逾期貿易應收賬款出現減值的情況下將
會確認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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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款 1,001,452 1,082,228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1,129,328 1,079,378

2,130,780 2,161,606

代表：

非即期部分 69,348 73,040
即期部分 2,061,432 2,088,566

2,130,780 2,161,606

於結算日，貿易應付賬款 (計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內) 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年內 686,809 643,509
一年以上 314,643 438,719

1,001,452 1,08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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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概覽

本集團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港幣四十一億三千九百一十萬元增

加5.1%至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港幣四十三億五千零三十萬元。營業額增加乃主要由於本集團
的移動業務、互聯網業務及企業業務的收入增長，該等增長足以抵銷其他業務的收入下降。

股東應佔溢利及每股盈利分別為港幣三億九千七百二十萬元及11.8港仙，較二零一四年同期
分別增加10.2%及 9.3 %。

財務業績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半年

增加/(減少)
港幣百萬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營業額 4,350.3 4,139.1 211.2 5.1%
其他收入及淨收益 14.1 4.0 10.1 252.5%
銷售及服務成本 (2,681.0) (2,541.2) 139.8 5.5%
折舊及攤銷 (326.0) (328.3) (2.3) (0.7%)
員工成本 (389.6) (352.5) 37.1 10.5%
其他營運費用 (301.5) (306.0) (4.5) (1.5%)
綜合業務溢利 666.3 615.1 51.2 8.3%
所佔合營企業業績 (1.3) (0.6) 0.7 116.7%
財務成本 (169.1) (165.4) 3.7 2.2%
所得稅 (92.6) (83.4) 9.2 11.0%
期內溢利 403.3 365.7 37.6 10.3%
減:非控股權益 (6.1) (5.3) 0.8 15.1%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397.2 360.4 36.8 10.2%

EBITDA * 987.0 940.9 46.1 4.9%

* EBITDA指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的盈利，並按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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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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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利潤 企業支出* 經常性財務成本

港幣百萬元

360.4

397.2

1-6/20151-6/2014

* 企業支出包括管理層的員工成本、以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支出、上市費用、未分配員工花紅及其他。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三億九千七百二十萬元，

較二零一四年同期增加港幣三千六百八十萬元。增加乃主要由於移動業務及企業業務收入的

大幅增加及本集團互聯網業務的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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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業務類別劃分的營業額

本集團提供廣泛的服務，涵蓋五個主要類別：移動業務、互聯網業務、國際電信業務、企業

業務及固網話音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由港幣四十一億三千九百一十萬元增

加5.1%至港幣四十三億五千零三十萬元。營業額的增加乃主要由於移動業務、互聯網業務及
企業業務收入的增加，該增加額足以抵銷國際電信業務及固網話音業務收入的下降額。

鑒於本集團成功利用企業業務的商機，企業業務期內的收入上升港幣一億零四百六十萬元或

11.6%。就國際電信業務而言，本集團企業短信業務錄得增長，抵銷部分全球IDD批發話務量
持續下降的不利影響，以及來自於收費及OTT參與者帶來的新興互聯網業務的壓力。

移動業務
移動業務收入包括設備及移動電話手機銷售收入、移動漫遊業務收入及其他移動增值服務收

入。於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移動業務的收入總額為港幣十九億五千一百三十萬元，較二零

一四年同期增加14.6%。增加乃主要由於移動電話手機銷售及移動數據用量的增長，以及定
製不同產品以更好地滿足客戶需求。

於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後付費用戶每戶平均收入 (不包括入境漫遊服務及補貼調整) 較二零
一四年同期上升4.8%至港幣218.1元，而預付費用戶每戶平均收入下降14.8%至港幣14.8元，
主要由於移動話音收入減少，以致抵銷移動數據收入的增長。於二零一五年六月的整體用戶

量較二零一四年六月增加7.1%至約八十二萬戶，而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佔澳門移動市場
份額約為44.0%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45.3% )。

互聯網業務
期內，互聯網業務收入 (包括本集團的數據中心收入) 為港幣四億零六百九十萬元，較二零一
四年同期增加港幣四千三百二十萬元或11.9%。增加乃主要由於光纖寬頻服務帶來的高收入
及數據中心收入增加。於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整體寬頻用戶每戶平均收入增加5.7%至港幣
311.4元及寬頻用戶總數較二零一四年六月增長4.8%至超過十六萬戶。於二零一五年六月，本
集團於澳門的互聯網市場份額約為99.9%，而寬頻市場滲透率約為83.0% (二零一四年六月：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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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信業務
本集團的國際電信業務包括話音及短信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話音業務收入為港幣五億八千六百二十萬元，較二零

一四年同期減少港幣一億八千三百一十萬元或23.8%，下降乃由於全球話音批發市況相當嚴
峻，以及服務費及話務量呈下滑之勢。本集團處理的話務總量為二十三億分鐘，較二零一四

年同期減少30.8%。期內，進出中國話務總量較二零一四年同期下跌36.1%，而國際話務總量
則減少14.2%。儘管市場競爭激烈，但本集團繼續專注發展毛利較高的地區，實現每分鐘總
收入港幣0.26元，較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增加13.0%。

短信業務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業績較為平穩，營業額為港幣二億二千零二十萬元，較二零

一四年同期增加10.6%。儘管本集團受社交網絡應用程式日漸普及的影響，期內，香港本地
及國際短信數目仍分別上升25.8%及16.5%。本集團繼續致力加快企業短信業務的發展，已成
功抵銷互聯網應用程式日漸普及帶來的影響。本集團處理的短信量穩定維持在約八億條，與

二零一四年同期相若，而每條短信的平均收入為港幣0.26元，較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增加
4.0%。

企業業務
企業業務收入由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港幣八億九千九百三十萬元增加11.6%至二零一五年上
半年的港幣十億零三百九十萬元。增長主要是由於政府和企業客戶的專業服務項目增加、虛

擬專用網絡服務越見普及、雲計算服務及信息安全服務穩定增長以及電信運營商和企業客戶

對專線服務需求的增長。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首六個月，來自中國內地及澳門的企業

業務占比分別約為50%及40%。

本集團持續拓展其虛擬專用網絡服務據點。本集團在全球的覆蓋範圍已逾一百個據點，當中

包括於二零一五年在中國的秦皇島、南京、上海、天津、廈門及無錫以及印度尼西亞的雅加

達設立的新據點。

固網話音業務
固網話音業務於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的收入為港幣一億八千一百八十萬元，較二零一四年同

期減少 11.2 %。收入減少與全球固網長途電話 (IDD) 話音量不斷下降的趨勢相符，而移動通
訊服務亦逐步取代住宅固網線路。由於期內商業固網話音服務需求有所增加，因而部分抵銷

了固網話音業務收入下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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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

本集團期內錄得溢利港幣四億零三百三十萬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增加港幣三千七百六十萬

元。溢利增加主要由於下列因素的綜合影響：

營業額
與去年同期相比，期內營業額增加港幣二億一千一百二十萬元或 5.1%，主要由於來自移動業
務、互聯網業務及企業業務收入的增加，抵銷國際電信業務及固網話音業務收入下跌的影

響。

銷售及服務成本
銷售及服務成本包括已售貨品成本、網絡及營運以及支援開支。與營業額的增長一致，銷售

及服務成本由去年同期的港幣二十五億四千一百二十萬元增加至港幣二十六億八千一百萬

元。

員工成本
期內員工成本為港幣三億八千九百六十萬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增加10.5%。員工成本增加
主要由於員工數目及獎勵花紅隨著本集團業務擴張而相應增加，以及期內確認的以股權結算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出港幣九百八十萬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所致。

折舊及攤銷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折舊及攤銷開支為港幣三億二千六百萬元。由於本集

團移動網絡的建設和升級工作並未全部完成，而若干老化的網絡和設備已於二零一四年及二

零一五年上半年提足折舊，因此本集團的折舊及攤銷開支與去年同期相若。

其他營運費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營運費用為港幣三億零一百五十萬元，較二零一

四年同期減少1.5%，主要由於期內本集團成功節省成本，節省金額部分抵銷了與本集團新數
據中心有關的水電費增加及維修及保養費用的上升。

財務成本
期內，財務成本由二零一四年同期的港幣一億六千五百四十萬元輕微增加至港幣一億六千九

百一十萬元，原因為期內銀行借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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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
由於溢利的增加，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所得稅開支較二零一四年同

期增加11.0%，至港幣九千二百六十萬元。若扣除非課稅/不可扣減項目及未確認臨時差異，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實際稅率分別約為12.9%及13.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經攤薄盈利分別為11.8港仙及11.7港仙，均較二零一四年同期上升約
9.3%。

每股股息

建議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派付中期股息每股2.8港仙。

現金流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半年
增加/(減少)

港幣百萬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現金來源:
業務經營的現金流入 976.3 935.2 41.1 4.4%
借貸現金流入淨額 113.0 45.7 67.3 147.3%
其他現金流入 49.2 29.3 19.9 67.9%
小計 1,138.5 1,010.2 128.3 12.7%
現金支出:
淨資本開支* (288.7) (345.1) (56.4) (16.3%)
已付權益股東及少數股東股息 (300.3) (263.2) 37.1 14.1%
收購附屬公司 - (1.2) (1.2) (100%)
其他現金流出 (61.5) (2.2) 59.3 不適用

小計 (650.5) (611.7) 38.8 6.3%
現金淨增加 488.0 398.5 89.5 22.5%

* 包括本期及以前年度未支付之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付款，以及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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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除稅前溢利為港幣四億九千五百九十萬元。本集團維

持穩健的現金狀況，經營現金流入較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增加港幣四千一百一十萬元或4.4%。
計入營運資金的淨變動，再撥回非現金項目 (如折舊及攤銷) 後，業務經營的現金流入為港幣
九億七千六百三十萬元。現金支出包括資本開支、對權益股東及少數股東分派股息及其他各

類付款。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現金淨流入合計為港幣四億八千八百萬元。

資本開支

為履行本集團的長期計劃，本集團繼續擴建其數據中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錄得裝修開支港幣一千二百三十萬元。

期內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總額為港幣三億七千零五十萬元。扣除數據中心的資本開支，期內的

資本開支為港幣三億五千八百二十萬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上升142.0%。資本開支大幅增加
主要是由於期內進行更多的網絡開發及升級項目。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本集團的附屬公司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澳門電訊」) 成為其中一家獲發
澳門LTE牌照的運營商 (共四家獲發牌照)。期內已就開發澳門LTE網絡發生資本開支港幣九
千一百七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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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資政策及風險管理

一般政策

本集團財務部門的主要職責之一是管理本集團的財務風險。為達到高度的財務控制與現金管

理效率的平衡，本集團屬下個別營運單位負責其自身的現金管理，並由總公司密切監控。此

外，融資活動的決策均集中在總公司層面進行。

淨借貸及流動性風險管理

債務與槓桿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淨資本負債比率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50%下降至
48%，淨借貸減至港幣六十三億零三百一十萬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及淨借貸如下：

幣值

港幣百萬元等值 港幣 美元 澳門幣 人民幣 其他 總額

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 599.0 7,648.9 - - - 8,247.9
減：現金及銀行存款 (693.0) (595.8) (472.9) (136.0) (47.1) (1,944.8)
淨借貸 / (現金) (94.0) 7,053.1 (472.9) (136.0) (47.1) 6,303.1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淨資本負債比率如下：

港幣百萬元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 8,247.9 7,967.6
減：現金及銀行存款 (1,944.8) (1,396.9)
淨借貸 6,303.1 6,570.7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6,729.6 6,568.4
資本總額 13,032.7 13,139.1

淨資本負債比率 48% 5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及其他借貸的未償還本金總額為港幣八十三億二千二百萬

元，其中港幣一億元將於未來十二個月內到期，抵銷現金及銀行存款港幣十九億四千四百八

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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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銀行及其他借貸本金金額的到期情況如下：

港幣百萬元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及以後 總額

銀行借貸 100.0 1,684.8 505.4 2,521.8 - - 4,812.0
四億五千萬美元

6.1%擔保債券 - - - - - 3,510.0 3,510.0
100.0 1,684.8 505.4 2,521.8 - 3,510.0 8,322.0

附註：以上分析以銀行及其他借貸之本金金額列示，與中期財務報告之賬面金額不同。

流動性風險管理
本集團屬下每一個營運單位負責其自身的現金管理，包括其現金盈餘的預定短期投資。籌措

貸款以應付預期現金需求，則必須經本公司財務委員會或董事會批准。本集團的政策是定期

監察其流動資金的需求及其借貸契諾的合規情況，確保其維持充裕現金儲備及向各大財務機

構取得的承諾信貸融資額度，足以應付長短期流動資金需求。

為盡量降低再融資風險，本集團已從資本市場借入長期借貸及分期償還的定期貸款，以滿足

其融資需要。此舉確保本集團可運用審慎的流動性風險管理方法。

本集團管理層詳細計劃並定期審閱現金流量，以致本集團可滿足其融資需要。本集團來自經

營業務強勁的現金流量可滿足短期及長期的流動資金需求。

備用融資來源
本集團致力將現金結餘及未提取的銀行信貸額維持在合理水平，以滿足未來十二個月的債務

償還及資本開支需求。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結餘足以滿足未來十二個月本金金額為港幣一億元的

銀行貸款的償還需求，以及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港幣二億七千六百四十萬元的已訂約資

本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備用貿易信貸額約為港幣四億六千二百二十萬元。約港

幣一億四千五百七十萬元已動用，用於向客戶/澳門政府提供履約擔保、向電信運營商支付的
成本提供擔保及其他、以及為一家商業銀行根據外保內貸安排提供給一家同系附屬公司的銀

行貸款提供擔保，其中約港幣六千四百七十萬元的已提取金額須以已質押存款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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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各融資的種類概列如下：

港幣百萬元 備用財務信貸總額 已提取金額 未提取信貸額

獲承諾融資:
定期貸款 4,712.0 4,712.0 -
四億五千萬美元6.1%擔保債券 3,510.0 3,510.0 -

8,222.0 8,222.0 -
非承諾融資:
短期信貸額 300.0 100.0 200.0
貿易信貸額 462.2 145.7 316.5

762.2 245.7 516.5

總額 8,984.2 8,467.7 516.5

擔保及抵押資產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CITIC Telecom International Finance Limited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發行
於二零二五年到期的四億五千萬美元6.1%擔保債券。該債券已由本公司作出無條件及不可撤
回的擔保。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將人民幣四千八百五十萬元 (相當於港幣六千一百五十
萬元) 的銀行存款質押作為對根據外保內貸安排提供給一家同系附屬公司的銀行貸款之擔
保。另外，約港幣三百四十萬元的銀行存款質押作為本集團獲取部分貿易融資之擔保。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向其附屬公司提供金額為港幣三千四百四十萬元的擔

保，以支持其履行某項建築合同。

澳門電訊的部分物業、廠房及設備乃指定作為提供公共電信服務的基本基礎設施。這些資產

須在合理補償下與其他持牌電信運營商或澳門政府共享，或在特許合同終止後，轉讓予澳門

政府。

貸款契諾
獲承諾銀行融通包含與金融機構訂立借貸安排常見的若干契諾、承諾、財務契諾、控制權變

動條款及/或常見違約事件。倘若本集團違反有關契諾或出現任何違約事件，已提取的融通須
按要求償還。本集團定期作出監察遵守契諾的情況。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遵

守相關銀行融通之契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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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未償付資本承擔為港幣五億六千一百萬元，主要為購置

尚未交付本集團的電信設備及網絡的建設成本。在該等資本承擔中，未償付的已訂約資本承

擔為港幣二億七千六百四十萬元，已獲批准但未訂約的資本承擔則為港幣二億八千四百六十

萬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貨幣風險

本集團屬下公司營運的主要地點位於香港及澳門，其功能貨幣為港幣或澳門幣。本集團面臨

的貨幣風險主要來自與交易有關之營運的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

本集團大部分營業額及銷售及服務成本均以美元、澳門幣及港幣計值。本集團的資產、負債

及交易主要以美元、澳門幣及港幣計值。由於港幣與美元掛鈎，而澳門幣亦與港幣掛鈎，故

此不會對本集團帶來重大貨幣風險。然而，該等貨幣之間的匯率掛鈎關係，可能會因 (其中
包括) 政府政策改變以及國際經濟及政治發展等因素而受到影響。儘管管理層認為本集團並
無承受重大的貨幣風險，本集團仍將繼續密切監察所有可能影響匯率風險的情況，並在必要

時訂立對沖安排，以降低任何重大匯率波動的風險。

利率風險

本集團的利率風險主要源自長期借貸。以浮動利率及固定利率計息的借貸分別使本集團面臨

現金流量利率風險及公平價值利率風險。本集團按照界定的政策管理其利率風險，並進行定

期檢討，以在考慮到切合其目前業務組合的浮動利率/固定利率組合前提下，在將本集團整體

融資成本減至最低及管理利率重大波動之間取得平衡。

利率風險以定息借貸進行管理，或如需要，透過使用利率掉期進行管理。於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約57.8%的借貸 (以借貸本金計算) 以浮動利率計息。期內，本集團並無訂立
任何利率掉期安排。



29

平均借貸成本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包含交易成本攤銷在內的平均借貸成本約為4.0%。

信貸風險

本集團的信貸風險主要來自貿易應收賬款。管理層已設有信貸政策，並會持續監控此等信貸

風險。

本集團對所有超出若干信貸金額的客戶進行信貸評估。該等評估集中於客戶過往到期付款的

記錄及現時的付款能力，並考慮客戶特有的賬目資料以及客戶營運所在經濟環境的相關資

料。該等貿易應收賬款的到期日是由發票日期起計7日至180日。有客觀證據顯示逾期貿易應
收賬款出現減值的情況下將會確認減值虧損。

本集團五大客戶的貿易應收賬款令信貸風險較為集中。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五大客戶的貿易應收賬款分別佔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總額約

50.9%及48.1%。本集團已經及將會持續監察貿易應收賬款結餘所面臨的信貸風險。

交易對手風險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多個財務機構存有大量現金結餘。為減低現金存款無法

回收的風險，本集團主要與在著名信貸評級公司 (如穆迪投資者服務、標準普爾及惠譽國際)
獲得良好信貸評級的財務機構或香港、澳門及中國發鈔銀行進行交易。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

十日，本集團於上述財務機構的現金結餘約為港幣十九億三千二百二十萬元，佔本集團現金

及銀行存款總額約99.4%。管理層預期本集團不會就無法向我們的金融交易對手回收現金存
款而承擔任何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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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中信電訊集團一向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具强烈的使命感，企業社會責任一直是本集團

企業經營核心策略和理念上不可或缺之一部分。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之總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僱員總人數為2,137

人，其中香港僱員人數為500人，中國內地及澳門僱員總數為1,509人，其他海外國家僱

員總數為128人。 

 

本集團一直致力提升運作效率，同時維持和諧的員工關係，提倡公開溝通的企業文化，

並為人才發展投放資源，以支援業務不斷的拓展。 

 

為確保員工之整體薪酬及福利的內部公平和一致性，對外與業界水平相若為原則，並

能有效地配合業務發展的需要，本集團定期檢討僱員薪酬福利條件。在過去六個月，

本集團之人力資源管理政策或程序並無重大改動。 

 

本集團一直深信在工作與生活間取得恰到好處的平衡，是保持員工身心健康及工作效

率的重要因素。本集團透過舉辦不同的員工活動包括遠足和球類比賽，藉此加強溝通，

營造良好的氣氛。 

 

本集團提倡公開溝通的企業文化。管理層透過不同的渠道包括交流會議和員工意見箱，

以收集員工的意見。 

 

為員工提供個人及專業發展機會，讓員工各展所長，是本集團一直以來重要的工作。

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內部培訓機會，並提供培訓資助以鼓勵及支援他們工餘進修，不斷

自我增值，藉以協助員工提高工作表現，為本集團未來發展做好準備。 

 

同時，本集團注重工作環境質素、社區投資及環境保護，不遺餘力以協助推動本集團

以及整個社會的發展。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卓越的企業管治水平。本公司董事會相信良好的企業管治操守對增加

投資者信心及保障股東權益極為重要。展望將來，我們將持續不斷檢討集團的管治常

規，以確保其貫徹執行，並不斷改進以符合企業管治的最新發展趨勢。企業管治常規

的詳情載於二零一四年年報第70頁及本公司網頁www.citictel.com。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除下文所述外，本公司貫徹遵守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

守則」（「守則」）的適用守則條文。有關第A.6.7條守則條文，羅寧先生因其他事務未能

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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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的管理層、內部審計師，以及本公司的外聘核數師審閱本中

期報告，並建議董事會採納。該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並經由本公司獨
立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

號「公司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並已作出具體查詢，本公司所有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間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列出的準則。 

 

 

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董事會已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中期股息每股 2.8 港仙

（二零一四年：2.7 港仙），有關股息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三）派發予在

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七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股東。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五

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五）至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七日（星期四）（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

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合符資格收取中期股息，必須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

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

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登記手續，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

心二十二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入或出售任

何本公司股份，而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 

 

 

前瞻聲明 

 
本公告載有若干涉及本集團財務狀況、經營業績及業務之前瞻聲明。該等前瞻聲明乃

本公司對未來事件之預期或信念，且涉及已知及未知風險及不明朗因素，而此等風險

及不明朗因素足以令實際業績、表現或事態發展與該等聲明所表達或暗示之情況存在

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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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及其他資料 

 
本公告將登載於本公司之網頁（網址為www.citictel.com）及聯交所之網頁（網址為

www.hkex.com.hk）。而整份中期報告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一日前後登載於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網頁。 

 

 

承董事會命 

辛悅江 

主席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辛悅江（主席） 劉基輔 劉立清 

林振輝  鄺志強 

羅寧  左迅生 

陳天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