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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幣百萬元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增加(%)

營業額

 話音樞紐服務 731.0  554.1  31.9%

 短信樞紐服務 116.9  84.7  38.0%

 移動增值服務 37.6  24.4  54.1%

 虛擬專用網絡及其他 242.6  29.0  736.6%

 1,128.1  692.20  63.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151.1  136.0  11.1%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計算  計算

總資產 2,016.7  1,817.4  11.0%

權益總額 1,376.6  1,287.9  6.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75.3  780.6  12.1%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仙計算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7.6  7.6  －

每股股息 2.0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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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欣然報告集團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運營與財務業績。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集團業務保持快
速增長，業務規模進一步擴大，財務業績表現出色。

一、 財務業績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集團總收入為十一億二千八百一十萬港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63.0%；集團淨利潤為一億五千一百一十萬港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1.1%。若不
計上年同期的上市利息收入，比上年同期上升58.2%。

上半年，每股盈利為7.6港仙，與上年同期相同。每股盈利沒
有增長的主要原因是，上年4月3日集團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至今集團已發行股份由上市前的十六億九千二百萬股增加至
十九億七千七百七十三萬股，增加16.9%，使集團上年同期計
算每股盈利的加權平均股數較現已發行股數少，致使上半年的
每股盈利沒有與集團淨利潤的增長同步。

董事會宣佈派發二零零八年中期股息每股2港仙，比上年同期股息增長一倍。

二、 業務發展
上半年，集團繼續為全球各主要電信運營商提供良好的互聯互通服務。集團繼續保持與中國各大電信運營商的良好合
作關係，使集團的中國話音業務、短信業務和移動增值業務高速增長，集團在中國國際話音業務的市場份額進一步加
大；集團大力開拓海外市場，由集團提供服務的電信運營商數目由去年末的261名增加至今年6月末的304名，使海外
市場的話音和短信業務量大幅增長；集團通過進一步增強電信樞紐技術平台的功能，提升設備容量和技術標準，有力
地加強了電信樞紐網管中心的建設，適應了各項業務高速增長的需要；上年末集團通過收購CPCNet，為集團在因特網
虛擬專用網絡業務和因特網接入服務方面提供了新的發展領域，通過有力的市場營銷，CPCNet業務取得了高速發展，
經營業績較上年同期顯著提升。集團作為卓越的國際電信樞紐服務供應商的地位進一步鞏固。

上半年，話音業務量達到34.7億分鐘，比去年同期增長48.9%，收入為七億三千一百萬港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31.9%。短信業務量達到9.866億條，比去年同期增長16.6%，短信業務收入為一億一千六百九十萬港元，比去
年同期增長38.0%。移動增值業務收入為三千七百六十萬港元，比去年同期增長54.1%。CPCNet的業務收入為
二億一千二百九十萬港元，比去年同期增長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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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積極開拓話音市場，保持話音業務效益的穩步增長
上半年，話音市場仍面臨資費下調的壓力，集團採取有效措施積極應對，通過市場營銷，向客戶提供良好的服務
等，努力增加原有客戶的業務量；通過開發海外新市場和發展新客戶，使來自海外的話音業務量大幅增加。為適
應集團話音業務量大幅增長的需要，集團主動了解各電信運營商的需求，特別是中國各大電信運營商的需求，按
照嚴謹的計劃積極擴充電信樞紐的容量，大幅增強了集團電信樞紐的互聯互通能力，使集團的話音業務量和收入
分別比去年同期增長48.9%和31.9%。

集團積極進行CDMA電信樞紐的技術開發研究和配備相關設備，為中國CDMA移動用戶提供國際漫遊移動話音、
短信和移動增值業務服務做好充分的準備；集團積極開闢海外通信市場，已與越南、印尼等國的電信公司簽訂合
作框架協議，通過在日本成立全資子公司，開始更深入地進入日本的話音業務市場。

2. 短信業務繼續快速增長，經營效益顯著
全球移動用戶使用短信通訊業務繼續增長，移動運營商的各項市場推廣措施，提升了短信業務的市場滲透率。上
半年，集團通過短信樞紐平台的擴容，適應了短信業務量增長的需求。集團繼續拓展海外移動運營商市場，為新
增的意大利、希臘等5個國家的移動運營商提供國際短信服務。集團的短信業務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長38.0%。

3. 移動增值業務增長迅速，對集團整體盈利的貢獻加大
集團積極開拓移動增值業務市場，向移動運營商積極推廣公司移動增值業務產品，為更多的移動運營商開通了移
動增值業務，預付費用戶國際漫遊網絡已經與10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10家移動運營商相連，使移動運營商的預付
卡漫遊客戶數量大幅增加，「一卡多號」和「漫遊回撥」業務得到快速增長。集團的國際移動漫遊信令轉接網絡已與
全球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80多家移動運營商實現了直連，集團已成為亞洲主要的國際移動漫遊信令中轉服務商，
為移動增值業務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集團的移動增值業務收入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54.1%，移動增
值業務對集團的盈利貢獻進一步加大。

4. CPCNet業務為集團帶來強勁的增長動力
因特網虛擬專用網絡業務和因特網接入服務業務為跨國和跨地區企業的內部溝通和管理提供了經濟和有效的通信
手段。CPCNet作為將跨國企業連繫至中國大陸的主要的因特網虛擬專用網絡業務供應商，積極進行海外市場拓
展和推廣活動。上半年，CPCNet的因特網虛擬專用網絡（VPN）業務用戶端數目由去年同期的約2,332點大幅升至
約3,007點，比上年同期增長28.9%，收入為港幣二億一千二百九十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1.9%，並已覆蓋中國
大陸各主要城市。CPCNet的因特網接入服務及國際專線服務等業務保持平穩發展，信息安全服務市場的開拓工
作進一步加強。

CPCNet旗下的產品素質卓越，得到業界的一致認同，並於期內獲頒數個亞太區的公開獎項。CPCNet亦榮獲
ISO9001品質管理認證及ISO27001資訊安全管理認證，確保為客戶提供高水平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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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正逐步通過與CPCNet的資產和業務整合及資源優化而取得協同效應。集團已開始將於香港客服中心的部分
工作轉移至CPCNet客服中心，並在機房和網絡等資源共享方面取得成果。

5. 公司管治取得新成果
集團不斷改進公司管治工作，建立了規範化的工作報告程序，加強對公司決策的執行貫徹，有效提升了管理效率
和執行能力，集團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工作得到進一步加強；投資者關係工作進一步完善。集團榮獲《金融亞洲》
雜誌「亞洲最佳公司」選舉的中國區「最佳中型市值公司」第一名，以及中國區「最佳投資者關係」第三名。

三、 展望
下半年，集團將繼續提高各項業務在全球市場的佔有率，使集團業務的市場覆蓋範圍更廣，進一步鞏固集團國際電信
樞紐的地位；要繼續加大國際話音市場的開發力度，使國際話音業務快速增長，以與中國大陸的話音業務形成良好的
協同效應，使集團話音業務繼續穩步增長；要為3G業務的發展做好各項準備，加快短信和移動增值業務新產品的研究
與開發，使短信和移動增值業務繼續高速增長；要繼續加強集團與CPCNet在業務、資產等各方面的融合，爭取更大的
協同效應。

北京奧運會的舉行將直接帶動中國電信市場的需求，預計屆時中國大陸的國際電信業務量將比上年同期有較大幅度的
增長。北京奧運會將為集團業務增長提供良好的機會，集團已為北京奧運會的舉行在人員配備、設備、網絡容量和技
術條件等方面做好充分準備，努力為北京奧運會的國際電信通訊提供優質的電信樞紐服務。

中國電信業下半年完成重組後，預計中國將發放3G牌照。集團已做好各項準備，為中國大陸重組後的各家全業務電信
運營商提供更好的服務，並為各電信運營商的3G移動電話用戶提供國際話音、短信、視像電話和各項移動增值服務，
以此帶動集團業務更快地增長。

憑藉集團優質的電信樞紐、廣泛的網絡連接和所提供的完善服務，按照既定的策略，我們預計今年下半年集團的業務
收入和盈利將繼續保持良好的增長，為股東帶來更大的回報。

在此，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公司管理層和全體員工的忠誠和勤奮的工作，深表謝意。

石萃鳴
主席

香港，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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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編製本財務回顧旨在透過討論本集團的整體表現及財政狀
況，協助讀者瞭解所提供的法定資料。

本中期報告第14頁至第18頁載有綜合收益表、綜合資產負
債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緊隨該等財務資
料之後為進一步闡釋本報告所載若干數據的附註，載於中期
報告第19頁至28頁。

載於第29頁為中信1616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向股東
發出之報告，列載其對本集團中期賬目之獨立審閱意見。

會計準則
本集團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而普遍被採用之香港會計
準則編製財務報告，並已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一致。

財務表現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為港
幣十一億二千八百一十萬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的港幣
六億九千二百二十萬元上升63.0%。

話音樞紐服務的營業額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港幣五億五千四百一十萬元上升至截至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港幣七億三千一百萬元，升幅為
31.9%。於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本集團傳送的話務量達到
三十四億七千萬分鐘，較去年同期的二十三億三千萬分鐘增
加48.9%。業績顯著增長的原因是由於本集團致力市場推廣
以增加撥入中國的話務量，同時由集團負責中國轉接至世界
各地的話務量亦大幅增加。

話音樞紐服務 短信樞紐服務

虛擬專用網絡及其他 移動增值服務

營業額

入中國 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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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信樞紐服務方面，本集團的營業額由港幣八千四百七十
萬元上升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港幣
一億一千六百九十萬元，增幅為38.0%。二零零八年上半
年，本集團所處理的短信數目為九億八千六百六十萬條信
息，較二零零七年同期上升16.6%。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繼
續提升服務質素，同時逐步減少向短信樞紐客戶提供的折扣
計劃，因此，每條短信的平均收入較去年同期增長18.0%。

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中國運營商對移動增值服務需求大
增，業務取得驕人成績，營業額為港幣三千七百六十萬元，
較二零零七年同期的港幣二千四百四十萬元增加54.1%。

虛擬專用網絡及其他的營業額為港幣二億四千二百六十
萬元，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的港幣二千九百萬元上揚
736.6%。營業額飆升，主要是因為首次併入於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收購的CPCNet的營業額所致。於回顧期間，CPCNet

的營業額為港幣二億一千二百九十萬元，較去年同期上漲
41.9%。收費虛擬專用網絡用戶端的數目持續上升，用戶端
數目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底達三千零七點，較二零零七年六月
增加28.9%。

其他收入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為港幣一千零八十萬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港幣三千六百四十萬元。二零零七年
上半年，本集團進行首次公開發售，獲得市場熱烈反應，錄
得超額認購。本集團獲得一次過利息收入港幣四千零五十萬
元。扣除該項一次過利息收入，本集團於期內的利息收入增
加港幣四百一十萬元。

出中國 入中國

國際

短信數量

百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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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營運及支援開支
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網絡、營運及支援開支為港幣
七億五千三百九十萬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上升64.5%。
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首次併入CPCNet的業績所致。倘撇除
CPCNet的影響，有關開支則為港幣六億四千四百七十萬
元，增加了港幣一億八千六百五十萬元，增幅為40.7%。開
支增加與話務量升幅相符。

按所佔營業額百分比計，網絡、營運及支援開支佔二零零八
年上半年的營業額66.8%，與二零零七年首六個月的66.2%

相若。

員工成本
於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員工成本為港幣八千六百二十
萬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的港幣五千二百八十萬元上升
63.3%。員工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首次併入CPCNet所
致。倘撇除CPCNet的影響，員工成本則減少港幣四百八十
萬元，減幅為9.1%，主要是由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產生一
項購股權開支港幣一千二百九十萬元所致。二零零八年六
月底，本集團共有355名員工，當中包括168名CPCNet的員
工。

其他營運費用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其他營運費用為港幣六千一百七十萬
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三千二百三十萬元增加91.0%。其他
營運費用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首次併入CPCNet的業績所致。
倘撇除CPCNet的影響，有關增幅則為30.7%。其他營運費
用增幅與業務增長幅度相符。

所得稅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港幣二千一百四十萬元增至截至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港幣二千九百八十萬元，上升
39.3%。所得稅增加主要是由於經營溢利上升所致。

網絡、營運及支援開支（港幣百萬元）

網絡、營運及支援開支佔營業額百分比(%)

網絡、營運及支援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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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的溢利為港幣
一億五千一百一十萬元，較二零零七年同期增加11.1%。倘
撇除二零零七年上半年進行首次公開發售所得的一次過利息
收入港幣四千零五十萬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股權持有人
應佔溢利則上升58.2%。回顧期間內，經扣除無形資產攤銷
後，CPCNet的溢利貢獻為港幣二千零二十萬元，較二零零
七年同期增加66.9%。

每股盈利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每股盈利為7.6港仙，與二零零七年上
半年相同。主要是二零零七年本集團在首次公開發售及收購
CPCNet時分別發行一億八千八百萬股及九千八百一十萬股
新股份，因此攤薄了每股盈利，並抵銷了二零零八年上半年
的溢利增長。

每股股息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建議中期股息為每股二港仙。

資本開支
二零零八年首六個月的資本開支為港幣五千一百六十萬元，
較去年同期的港幣三千六百五十萬元增加41.4%。此金額已
包括CPCNet於期內的資本開支港幣一千二百一十萬元。此
等開支主要包括港幣四千五百四十萬元用於提升本集團的網
絡系統，另外港幣二百三十萬元用於加強本集團的應用開發
能力。

所得款項用途
二零零七年，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集資港幣四億六千一百
萬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僅動用當中港幣一億
零五百七十萬元。分別於提升本集團的網絡系統及加強本
集團的應用開發活動用了約港幣九千三百五十萬元及港幣
一千二百二十萬元。所得款項用途符合招股章程所載的所得
款項擬定用途。餘下所得款項已存放於銀行，日後將根據招
股章程所披露的方式運用。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溢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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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資政策和風險管理
一般政策
本集團財資部門的主要職責是管理本集團所承擔的若干財務風險。集中處理融資及現金管理活動，藉以維持高度財務控制
及提升風險管理。剩餘資金則存放於銀行。

匯兌風險
本集團絕大部分銷售收入及銷售成本均以美元計值，而美元乃與港幣掛鈎。本集團過往及預計將來不會因匯率變動而承受
重大風險。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所有有可能的匯兌風險並採取必需的對沖安排以減低可能發生的匯兌風險。

信貸風險
本集團對所有要求超過某一特定信貸金額的客戶進行信貸評估。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有關貿易應收賬款的到期日由
發出發單日期起計7日至180日。欠款逾1年的客戶須於結清所有未清償餘額後，方始獲授任何額外信貸。

本集團應收五大客戶及中國客戶的貿易應收賬款總額的若干信貸風險較為集中。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五大客戶的貿易應收賬款總額，分別佔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總額約55%及46%。本集團已經及將
會持續監察有關此等中國客戶的信貸風險及貿易應收賬款的結餘，而呆壞賬的減值虧損屬管理層預期範圍之內。

集團流動現金及資金資源
本集團透過檢討達成業務目標所需的現金資源，藉以管理其所承擔的流動資金風險。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港幣八億七千五百三十萬元，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港幣七億八千零六十萬元，增加港幣
九千四百七十萬元。增加主要因本集團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淨額所致。

貨幣組合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原幣值概述如下（按貨幣分類）：

 幣值
港幣百萬元等值 港幣  美元  歐元  其他  總計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1.5  531.9  76.7  5.2  875.3

佔總額的百分比 29.9%  60.8%  8.7%  0.6%  100.0%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歐元結餘相等於港幣七千六百七十萬元，乃用於支付現時及日後的歐元應付款項。於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歐元應付款項相等於港幣二千八百四十萬元，當中包括資本開支及貿易應付賬款。

借貸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借貸。

銀行信貸融通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信貸融通為三百八十五萬美元及港幣一億元（合計相等於港幣一億三千萬元）。在
銀行信貸融通總額當中，一萬美元（約相等於港幣七萬八千元）已動用作本集團向電信運營商採購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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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及擔保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質押其資產或以有關資產作為任何抵押品，亦無提供任何公司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尚未支付的資本承擔為港幣三千二百二十萬元，主要用於購置網絡設備，而全部該等網
絡設備尚未交付本集團。該等資本承擔當中，港幣二千二百九十萬元為未支付合約資本承擔，港幣九百三十萬元為已授權
但未訂約的資本承擔。

前瞻聲明
本中期報告載有若干涉及本集團財政狀況、業績及業務的前瞻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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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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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瞻聲明涉及固有風險及不明朗因素。敬請注意，多項因素均可令實際業績有別於任何前瞻聲明所預測或暗示之業績，在
若干情況下更可能存在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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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中信1616集團位於香港之總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共僱用員工355人。其中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員工
人數分別為326及8人，餘下的21人則受僱於台灣、日本及星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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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確保員工之整體薪酬及福利內部公平和一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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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定
期檢討僱員薪酬福利條件。在過去六個月，集團之人力資源管理政策或程序並無主要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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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起，集團推行五天工作周。同時透過集團擧辦的員工活動，員工可舒展身心，亦可加強上下溝通，營造良好的氣氛。

集團提倡公開溝通的企業文化。員工意見調查的進行、意見箱的設立、管理層與員工茶敍等，讓員工能夠向管理層表達及
分享他們的意見；集團並與員工分享蒐集到的意見及相應的跟進方案。

為員工提供個人及專業發展機會，讓員工各展所長，是集團一直以來重要的工作。集團為員工提供內部培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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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來發展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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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信1616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及未經審核綜合現金流量表及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三十日的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比較數
字。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以港幣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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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元  千元

營業額 3 1,128,068  692,247

其他收入 4 10,820  47,155

其他淨收益╱（虧損） 5 255  (44 )

  1,139,143  739,358

網絡、營運及支援開支 6(b) (753,927 ) (458,162 )

折舊及攤銷  (56,494 ) (38,780 )

員工成本 6(a) (86,201 ) (52,757 )

其他營運費用  (61,653 ) (32,278 )

經營溢利及除稅前溢利 6 180,868  157,381

所得稅 7 (29,758 ) (21,365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51,110  136,016

中期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股息：
結算日後宣派之中期股息 8 39,555  18,800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港仙） 9 7.6  7.6

載於第19頁至第28頁之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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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327,360  326,489
無形資產  23,079  28,717
商譽  9,455  9,455
非流動其他應收賬款 11 32,348  34,772
遞延稅項資產  34,538  42,096

  426,780  441,529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713,882  594,243
即期可收回稅項  747  1,04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875,307  780,621

  1,589,936  1,375,90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572,162  472,416
即期應付稅項  37,614  22,045

  609,776  494,461

流動資產淨值  980,160  881,44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06,940  1,322,975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0,348  35,125

資產淨值  1,376,592  1,287,85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197,773  197,807
儲備  1,178,819  1,090,043

權益總額  1,376,592  1,287,850

載於第19頁至第28頁之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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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資本儲備  贖回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附註14(g)）  （附註14(f)）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1  －  －  2,000  －  370,916  372,917

期內溢利  －  －  －  －  －  136,016  136,016

資本化發行 14(b) 169,199  －  －  －  －  (169,199 ) －
根據配售及公開發售下發行的股份 14(c) 18,800  466,240  －  －  －  －  485,040

發行開支 14(c) －  (24,030 ) －  －  －  －  (24,030 )

以股份為基礎的交易 14(g) －  －  12,917  －  －  －  12,917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188,000  442,210  12,917  2,000  －  337,733  982,860

        股本
      資本儲備  贖回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附註14(g)）  （附註14(f)）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  188,000  442,210  12,917  2,000  －  337,733  982,860

換算香港以外地區實體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  －  －  －  (7 ) －  (7 )

期內溢利  －  －  －  －  －  126,683  126,683

就收購附屬公司所發行的股份 14(d) 9,807  187,307  －  －  －  －  197,114

期內已批准及派付之股息 8 －  －  －  －  －  (18,800 ) (18,800 )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7,807  629,517  12,917  2,000  (7 ) 445,616  1,28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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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資本儲備  贖回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附註14(g)）  （附註14(f)）  匯兌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197,807  629,517  12,917  2,000  (7 ) 445,616  1,287,850

批准過往年度股息 8 －  －  －  －  －  (61,310 ) (61,310 )

購回自身股份 14(e)

 －已付面值  (34 ) －  －  －  －  －  (34 )

 －已付溢價  －  －  －  －  －  (510 ) (510 )

 －儲備間轉撥  －  －  －  34  －  (34 ) －
換算香港以外地區實體財務報表
 的匯兌差額  －  －  －  －  (514 ) －  (514 )

轉撥已失效的購股權 14(g) －  －  (1,687 ) －  －  1,687  －
期內溢利  －  －  －  －  －  151,110  151,110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197,773  629,517  11,230  2,034  (521 ) 536,559  1,376,592

 

載於第19頁至第28頁之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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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經營活動

除稅前溢利 180,868  157,381
調整：
 －折舊及攤銷 56,494  38,78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132 ) 6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開支 －  12,917
 －利息收入 (10,820 ) (47,155 )

未計營運資金變動之經營溢利 226,410  161,92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增加 (115,847 ) (43,002 )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增加╱（減少） 93,535  (3,065 )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 204,098  115,862

已付稅項
 已付香港利得稅 (10,718 ) (6,375 )
 已付海外利得稅 (394 ) －

經營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192,986  109,487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9,452  46,903
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款項 (43,798 ) (28,93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135  110

（用於）╱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34,211 ) 18,081

融資活動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減少 (1,600 ) (2,237 )
購回股份所支付之款項 (544 ) －
配售及公開發售下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 －  485,040
發行開支 －  (24,030 )
支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息 (61,310 ) －

（用於）╱來自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63,454 ) 458,7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淨額 95,321  586,341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80,621  43,432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635 ) －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75,307  629,773

載於第19頁至第28頁之附註屬本中期財務報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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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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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於二零零八年七月
三十一日獲授權刊發。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二零零七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規定的中期財務報告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這些判斷、估計和假設會
影響會計政策應用和影響按年初至今為基準計算的資產、負債、收入及支出的呈報金額。實際業績可能有別於此等估
計。

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選定的解釋附註。附註闡述對理解自二零零七年年度財務報表刊發以來本
集團財務狀況及業績的變動屬重大的事件和交易。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完整財務報表所需的全部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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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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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董事會的獨立審閱報
告載於第29頁。

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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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但資料則源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
公司註冊辦事處索取。核數師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一日刊發的報告中，已對該等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2 分部報告
本集團的總營業額及溢利皆源自電信業務，因此本集團並沒有另外呈列業務分部分析。此外，由於本集團的資產大部
份於單一地區營運（即香港），故此亦並無作地區分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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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提供國際話音樞紐服務、短信服務及其他電信服務。

於期內確認的營業額可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提供話音樞紐服務收取的費用 731,038  554,167

提供短信服務收取的費用 116,930  84,664

提供其他電信服務收取的費用 280,100  53,416

 1,128,068  692,247

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10,561  46,869

其他利息收入 259  286

非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資產所產生的利息收入總額 10,820  47,155

5 其他淨收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淨收益╱（虧損） 132  (6 )

外匯淨收益╱（虧損） 123  (38 )

 255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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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a)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83,845  38,690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2,356  1,150
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開支 －  12,917

  86,201  52,757

(b) 其他項目：
網絡、營運及支援開支，包括： 753,927  458,162
 －傳送成本 613,279  428,202 
 －營業租賃－國際專用線 48,566  22,394
 －其他電信服務成本 92,082  7,566
折舊 50,856  38,780
攤銷 5,638  －
土地及樓宇營業租賃支出 17,692  11,456

7 綜合收益表內的所得稅
綜合收益表內的所得稅代表以下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即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25,684  20,793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24 )

 25,684  20,769

即期稅項－海外
期內撥備 1,304  706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回撥 2,363  (110 )
稅率減少對一月一日的遞延稅項結餘之影響 407  －

 2,770  (110 )

  29,758  21,365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香港利得稅撥備，是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二零零七年：17.5%）計
算。

於期內就估計應課稅溢利徵收的海外稅項，按本集團營運所在的有關國家的主要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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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a) 中期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股息：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中期期間後宣派之中期股息每股2港仙
 （二零零七年：每股1港仙） 39,555  18,800

結算日後建議的中期股息並無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b) 中期期間內批准及派付於上一財政年度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中期期間內批准及派付上一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3.1港仙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 61,310  －

9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151,110,000元（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6,016,000元）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1,977,780,000

股（二零零七年：1,784,442,000股）計算，加權平均股數按下列方式計算：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股份數目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股  千股

於一月一日的已發行普通股# 1,978,066  1,692,000

回購股份的影響 (286 ) －
根據配售及公開發售發行股份的影響 －  92,442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977,780  1,784,442

#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的已發行股本包括本公司於重組過程中發行的本公司股份（請參閱附註14(b)），猶如該等股份自二
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已發行在外。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尚未行使購股權所涉及的潛在普通股具有反攤薄作用，故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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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成本為51,609,000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36,508,000元）。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出售賬面淨值為3,000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116,000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所得收益╱
（虧損）分別為132,000元及(6,000)元。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  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已扣除呆壞賬撥備） 660,638  540,503

其他應收賬款 85,592  88,512

 746,230  629,015

列為：
 非即期部分 32,348  34,772

 即期部分 713,882  594,243

 746,230  629,015

於結算日，包括於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中的貿易應收賬款（已扣除呆壞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  千元

一年內 643,616  520,325

一年以上 17,022  20,178

 660,638  540,503

本集團對所有要求超出若干信貸金額的客戶進行信貸評估。該等應收賬款乃於出票日期後7至180天內到期。結餘超逾
一年的應收賬款，均須全數償還所有欠款，方可獲授予任何其他信貸。本集團一般不會向客戶收取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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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  千元

銀行存款及現金 87,906  54,440

三個月內到期之銀行定期存款 787,401  726,181

 875,307  780,621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  千元

貿易應付賬款 483,370  396,261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88,792  74,555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1,600

 572,162  472,416

於結算日，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所包括的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  千元

一年內 418,686  349,021

一年以上 64,684  47,240

 483,370  39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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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附註   千元    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元之普通股 (a) 5,000,000,000  500,000  5,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元之普通股 (a) 1,977,731,283  197,773  1,978,066,283  197,807

於一月一日  1,978,066,283  197,807  1,000  1

發行紅股 (b) －  －  9,000  －
資本化發行 (b) －  －  1,691,990,000  169,199

根據配售及公開發售發行股份 (c) －  －  188,000,000  18,800

配發 (d) －  －  98,066,283  9,807

回購股份 (e) (335,000 ) (34 ) －  －

於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1,977,731,283  197,773  1,978,066,283  197,807

附註：

(a) 普通股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之股息。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每名親身出席股東於舉手表決時擁有一票投票權，或於按股數
投票方式表決時就其所持每股股份擁有一票投票權。就本公司之剩餘資產而言，所有普通股地位相等。

(b)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本公司為籌備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進行首次公開發售而進行一系列重組活
動。重組活動概述如下：

－ 將所有無投票權遞延股份轉為普通股股份；

－ 將一股面值1元的股份分拆為10股每股面值0.10元的股份；

－ 藉增加4,979,990,000股每股面值0.10元的新普通股，將法定股本增加至500,000,000元；及

－ 藉將本公司之保留溢利169,199,000元資本化，向其直接控股公司配發1,691,990,000股股份。

於上述重組完成後，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為169,200,000元，當中包括1,692,000,000股每股0.10元的已入賬並繳足的普通
股。

(c) 本公司的普通股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日在聯交所主板成功上市。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日，本公司合共發行188,000,000股每
股面值0.10元的普通股，每股作價2.58元。扣除股份發行開支24,030,000元後，本公司發行新普通股所募集的所得款項淨額為
461,010,000元。所得款項淨額超逾已發行普通股面值18,800,000元的部分為442,210,000元，有關款項已撥入股份溢價。股份
溢價賬的應用受香港公司條例第48B條監管。

(d) 根據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簽訂的協議，本公司同意向賣方配發98,066,283股每股面值0.10元新股份作為收購Silver 
Linkage Investments Inc.全部已發行股本的代價。交易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完成，當日本公司股份的公平價值為每股
2.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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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資本及儲備（續）
股本（續）
附註：（續）

(e)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於聯交所合共回購335,000股本身的股份，該等股份已全數註銷，詳情如下﹕

 每股購入價
月╱年 回購股份數目 總購入價（元）  最高（元）  最低（元）

二零零八年一月 160,000 249,600  1.60  1.52
二零零八年二月 175,000 293,900  1.70  1.66

(f) 股本贖回儲備
股本贖回儲備指以本公司可供分派儲備所回購股份的面值。

(g) 以股份為基礎的交易
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向本公司僱員、董事及非執行董事授出可認購合共18,720,000股股份的購
股權。於接納購股權要約時，承授人須向本公司支付合計1元。每份購股權賦予持有人認購一股每股0.10元的本公司普通股的權
利。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歸屬，並可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前行使。行使價為每股3.26元，即為授出購
股權當日本公司普通股的收市價。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股權被行使。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授出的購股權於授出當日的公平價值為12,917,000元。就已授出的購股權而言，有關金
額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的損益賬確認為股份報酬開支，資本儲備亦相應增加。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涉及2,445,000股股份的購股權已經失效。已失效購股權的公平價值為1,687,000元，並已直接撥入保留溢利。

15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仍未在財務報告內撥備之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  千元

已簽約 22,910  7,896

已批准但未簽約 9,251  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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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聯方交易
除於本報告其他章節所披露的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還與關聯方進行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元  千元

從聯屬公司獲取之電信及相關服務收入  2,632  2,885

支付予聯屬公司之電信服務費  2,776  1,454

支付予最終控股公司之專業服務費 (i) 800  300

支付予聯屬公司之營業租賃支出及樓宇管理費 (ii) 11,952  11,952

支付予少數股東的全資附屬公司之管理費  500  500

附註：

(i) 已付╱應付最終控股公司的專業服務費代表其提供之內部審核及公司秘書服務。

(ii) 一家聯屬公司以營業租賃方式向本集團出租一項位於香港之物業。有關金額包括向該聯屬公司支付的租約支出及樓宇管理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元  千元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之款項 －  1,600

應收╱（應付）聯屬公司之款項包括
－貿易應收賬款 6,041  3,848

－貿易應付賬款 (3,769 ) (1,796 )

 2,272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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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關聯方交易（續）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下文載列主要管理人員酬金，當中包括支付予本公司董事的款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元  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7,458  10,375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支出 －  9,508

離職後福利 179  －

 7,637  19,883

17 結算日後事項
董事於結算日後建議中期股息。進一步詳情於附註8中披露。

18 已發佈但尚未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會計期間生效的經修訂、最新會計準則及
詮釋可能帶來的影響
截至本中期財務報告刊發日期，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了下列經修訂、最新會計準則及詮釋，而此等經修訂、最新會計
準則及詮釋並未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會計期間生效。

本集團現正評估上述修訂、最新準則及詮釋於首次應用期間的預期影響。至目前為止，本集團認為應用上述修訂、最
新準則及新詮釋不大可能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其中，可能導致需於中期財務報告中作出全新或經修訂披露的經修訂、最新會計準則及詮釋如下：

  於以下日期或以後開
  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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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閱報告
致中信1616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引言
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14頁至第28頁中信1616集團有限公司的中期財務報告，此中期財務報告包括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解釋。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必須符合上市規則中的相關規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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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編製中期財務報告。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列報中期財務報告。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結論，並按照我們雙方所協定的應聘條款，僅向全體董事會報告。除此
以外，我們的報告書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書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中期財務
報告審閱工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會計事項的人員詢問，並實施分析和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計
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所以不能保證我們會注意到在審核中可能會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任何審
核意見。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工作，我們並沒有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中期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
沒有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10號
太子大廈8樓

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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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及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董事會已宣派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中期股息每股2港仙（二零零七年：1港仙），有關股息將於二零零八
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三）派發予在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股東。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八
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一）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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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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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七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董事會可全權酌情甄選向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僱用
的任何人士及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的高級職員或執行或非執行董事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的購股權。承授人於接納購股
權時，須向本公司支付港幣1.00元。認購價由董事會釐定，將不會低於以下各項的較高者：(i)本公司股份在授出購股權日期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日報表上所列的收市價；(ii)本公司股份在緊接授出購股權日期前五個營業日於聯交
所日報表上所列的平均收市價；及(iii)本公司股份的面值。根據該計劃可予授出的購股權所涉及的股份數目上限，不得超出
(i)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的10%；或(ii)本公司於採納該計劃當日已發行股份的10%，以兩者的較低者為準。

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根據該計劃授出可認購合共18,720,000股本公司股份（相等於已發行股本約1%）的購股
權，行使價為每股港幣3.26元。緊接授出日期前本公司股份的收市價為港幣3.14元。所有已授出及獲接納的購股權均可自
授出日期起計五年內悉數或部分行使。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所有購股權已獲接納，概無任何購股權獲
行使或被註銷，惟其中2,445,000股股份的購股權經已失效。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進一步授出購股
權。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股權的變動概要如下：

A. 本公司董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八年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  六月三十日止  六月三十日  佔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行使價  的結存  六個月內行使  的結存  百分比
  港幣元        %

石萃鳴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3.26  2,900,000  －  2,900,000  0.15

 

阮紀堂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3.26  2,500,000  －  2,500,000  0.13

 

陳天衛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3.26  1,845,000  －  1,845,000  0.09

 

楊賢足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3.26  300,000  －  300,000  0.02

 

劉立清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3.26  300,000  －  300,000  0.02

 

鄺志強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3.26  300,000  －  300,00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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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根據連續性合約（按僱傭條例所界定者）聘用的僱員（董事除外）

 購股權數目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  於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  六個月內  六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行使價  的結存  行使╱失效  的結存
 港幣元

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3.26  8,430,000  300,000（附註1）  8,130,000

附註1： 此等數額的購股權乃授予根據連續性合約聘用的前僱員，而該名僱員已於二零零七年離職。該等購股權於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失效。

董事於證券中的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所存置的登記冊記錄，董事於本公司或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中擁有下列權益：

1. 本公司及相聯法團的股份

 股份數目

 個人權益  佔已發行股本
 （另有指明者除外）  百分比
   %

中信1616集團有限公司

陳天衛 2,000  0.0001
周志賢 26,750  0.0014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中信泰富」）（相聯法團）

石萃鳴 72,000  0.003
阮紀堂 1,033,000  0.047
陳天衛 40,000  0.002
周志賢 536,000  0.024
楊賢足 20,000  0.001
鄺志強 70,000  0.003
 （附註1)

大昌行集團有限公司（相聯法團）

石萃鳴 3,400  0.0002
阮紀堂 20,000  0.001
陳天衛 5,279  0.0003
周志賢 21,000  0.001

附註1： 當中20,000股股份屬個人權益，另外50,000股股份為公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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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的購股權
各董事於本公司購股權（被界定為非上市的實物結算股本衍生產品）中持有的權益已於上文「購股權計劃」一節內予以詳
盡披露。

3. 相聯法團中信泰富的購股權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佔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行使期 每股行使價  的購股權數目  百分比
  港幣元    %

周志賢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19.90  500,000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九日 22.10  800,000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六日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47.32  800,000

    2,100,000  0.096

郭文亮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六日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47.32  600,000  0.027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本公司各董事概無在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
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或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或必須記錄在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
存置的登記冊內的任何權益，或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存置的股份權益及淡倉登記冊記錄，主要股東（本公司董事或
彼等的聯繫人士除外）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下列權益：

   佔已發行股本
名稱 本公司的股份數目  百分比
   %

中信泰富（附註1） 1,039,758,283  52.573
Crown Base International Limited 1,039,758,283  52.573
Effectual Holdings Corp. 1,039,758,283  52.573
中信泰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39,758,283  52.573
Douro Holdings Inc. 1,039,758,283  52.573
Ferretti Holdings Corp. 941,692,000  47.615
Ease Action Investments Corp. 941,692,000  47.615
新加坡政府投資有限公司 158,041,000  7.991
花旗集團（附註2及3） 109,592,159  5.541

附註：

1. 中信泰富為Crown Base International Limited的直接控股公司，而Crown Base International Limited則為Effectual Holdings Corp.的直
接控股公司。Effectual Holdings Corp.持有中信泰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而中信泰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則為Douro Holdings Inc.的直
接控股公司。Douro Holdings Inc.為Ferretti Holdings Corp.的直接控股公司，而Ferretti Holdings Corp.則為Ease Action Investments 
Corp.的直接控股公司。因此，中信泰富於本公司的權益與上文所述其直接及間接擁有的所有附屬公司於本公司的權益重疊。

2. 根據有關申報，當中109,523,250股本公司股份為可供借出的證券。

3. 花旗集團被視作擁有權益的股份乃透過多家中介控股公司持有。

4. 本公司主要股東新近的披露權益申報，請參閱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網站（www.hkex.com.hk）有關「披露權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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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為提升本公司的每股盈利，本公司於聯交所回購本身的股份，詳情如下：

 每股價格

月╱年 回購股份數目  最高  最低  已付價格總額
   （港幣元）  （港幣元）  （港幣元）

二零零八年一月 160,000  1.60  1.52  249,600

二零零八年二月 175,000  1.70  1.66  293,900

該等回購的股份已於回購後隨即註銷，因此，該等股份的面值已自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中扣除。回購應付的溢價已自保留
溢利中扣除。為數約港幣三萬四千元，即相等於已註銷股份面值的款額，已自保留溢利轉撥至股本贖回儲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入或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
而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中信1616致力在企業管治方面達致卓越水平及奉行最高水準的商業操守。董事會相信良好的企業管治操守日益重要，以維
持及增加投資者信心。企業管治操守的詳情載於二零零七年年報第32頁及本公司網站www.citic1616.com。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中信1616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所有守則條
文。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的管理層、內部審核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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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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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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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守則。在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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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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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辦事處及註冊辦事處
香港中環
添美道一號
中信大廈八樓
電話：2377 8888

傳真：2376 2063

網址
www.citic1616.com載有中信1616的業務簡介、向股東發放的報告、公告、新聞稿及其他資料。

股份編號
香港聯合交易所： 01883

彭博資訊： 1883 HK

路透社： 1883.HK

股份過戶登記處
有關股份轉讓、更改名稱或地址、或遺失股票等事宜，股東應聯絡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亦可致電2980 1333，或傳真至2810 8185。

年報及中期報告
股東可向股份過戶登記處索取年報及中期報告的印刷本。其他人士如欲索取印刷本，可致電2820 2111 ，或傳真至
2918 4838，或發送電郵至contact@citic1616.com與公司秘書聯絡。

財務日程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八日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派發中期股息：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本中期報告亦已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citic1616.com。股東可選擇收取中期報告的印刷本、或以電子方式收取本中期報
告。選擇以電子方式收取本中期報告之股東如在收取或接收本中期報告時遇上困難，只需向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提出
要求，便可迅即免費獲發一份印刷本。

股東可隨時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更改其收取本中期報告之方式。

非股東人士如欲索取本中期報告的印刷本，請致函中信1616集團有限公司的公司秘書，地址是香港中環添美道一號中信大
廈八樓，或傳真至2918 4838，或電郵至contact@citic161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