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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1883） 
 

 

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主席報告書 
 
本人欣然報告集團二零一零年上半年的運營與財務業績。二零一零年

上半年，全球經濟復甦緩慢，國際電信市場形勢極為複雜，國際話音市場

價格持續下跌，本集團業務倍受考驗。在嚴峻的形勢面前，集團多措並舉，

抓好拓市場、降成本、增效益的工作，使集團業務繼續保持穩定的發展。 
 
一、財務業績 
 
二零一零年上半年，集團總收入為十二億九千一百二十萬港元(以下簡

稱：元)，比上年同期下降 3.2%。包括澳門電訊有限公司的盈利貢獻，集

團淨利潤為一億八千零一十萬元，比上年同期上升 1.3%。 
 
上半年，每股基本盈利為港幣 8.6 仙，比上年同期下降 4.4%。 
 
董事會宣佈派發二零一零年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2.4 仙，與上年同期股

息相同。 
 
二、業務發展 
 
上半年，受全球經濟增長緩慢的影響，中國和國際電信運營商的國際

業務發展顯著放緩，集團業務受到一定的經營壓力。為保持集團經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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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集團於上半年加大成本控制力度，以減低話音業務下降帶來的壓力。 
 
為確保集團業務的增長，集團積極根據市場和本集團業務發展的情

況，順利完成收購母公司所持有的澳門電訊的 20%股份，通過收購，集團

可憑藉澳門電訊完備的國際及當地電話服務、移動電話服務、增值業務服

務及數據業務服務，擴大集團的業務領域，與集團原有業務形成良好的協

同效應，創造更大的價值；集團切實增強降成本增效益和增收節支的緊迫

感，加大管理力度，通過加大資源整合和向客戶提供系列化產品，以及嚴

格控制成本的一系列具體工作的展開與落實，集團的管理工作取得了顯著

的效果；集團更加密切與中國和國際各電信運營商和企業客戶的互助互利

關係，突出市場開拓的重點方向，由集團提供服務的電信運營商數量由上

年末的 477 名增加至今年 6 月末的 527 名，客戶基礎繼續擴大。 
 
集團已初步建成了覆蓋全球 IP 核心骨幹網絡，對香港、洛杉磯、倫敦、

紐約等各海外分公司的計費和交換機路由系統進行了整合，實行集團統一

集中的管理體系，有效地提高了集團各業務在全球的運營效率和集團網絡

的質量，降低了運營成本。 
 
上半年，話音收入為七億九千零一十萬元，比去年同期下降 6.2%，話

音業務量達到 49.1 億分鐘，比去年同期下降 2.8%。短信業務收入為一億

五千一百四十萬元，比去年同期增長 9.9%，短信業務量達到 8.89 億條，

比去年同期上升 11.7%。移動增值業務收入為六千五百八十萬元，比去年

同期增長 16.9%。虛擬專用網絡業務收入為二億一千五百一十萬元，比去

年同期增長 3.1%。因特網接入服務等數據業務的收入為六千八百八十萬

元，比去年同期下降 22.0%。 
 
1. 採取積極主動的工作態度，繼續深化中國三大運營商的密切合作。 
 
在上海世博會前，中國各電信運營商為保障世博會通信做了大量的準

備工作，並向集團提出了高標準的通信保障要求。集團積極按照中國電信

運營商提出的標準和要求對業務流程進行了重整，通過改進網管中心系

統、加強監控系統、加強 7x24 值班和一線客服力量，有力地保障了上海

世博會期間電信樞紐的暢通。集團以良好的服務、積極主動的工作態度和

不斷的質量改善，取得了中國三大運營商的信任和支持，為集團業務的進

一步發展創造了良好的條件。 
 
2. 採取一系列有效措施，保持短信業務平穩較快增長。 
 
國際短信業務市場的競爭日趨激烈，集團深入了解客戶的需求，制定

有效的市場營銷策略，通過緊密的客戶關係管理和市場推廣活動，擴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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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客戶的國際短信通達目的地和增加新的客戶特別是企業客戶，有效地

增加了短信的業務量；集團完成短信全球覆蓋路由備份改善工程和短信樞

紐平台災難備份工程，有效地提高了短信網絡的質量和接通率；集團為滿

足中國運營商提出的業務需求，對短信平台進行了擴容，與中國運營商建

立了新的高速鏈路。通過一系列有效措施，保持了短信業務平穩較快地增

長。 
 
3.  移動增值業務增長迅速，經營效益大幅提高。 

 
集團在為現有客戶積極拓展新的信令、預付費漫遊和一卡多號、漫遊

回撥業務方向的同時，不斷發展新的海外客戶，使集團的移動增值業務增

長迅速，經營效益大幅提高。集團已完成將所有一卡多號平台軟件升級至

最新版本的工作，建立了一卡多號備用數據庫，增強了平台安全性能。集

團已在印尼取得了 C2C 和 C2G 漫遊業務，這標誌著集團在 C2C 和 C2G 漫

遊業務取得了具有重大意義的突破，將有助於集團在國際 C2C 和 C2G 漫

遊業務市場的業務拓展。 
 
4. 大力拓展海外業務，保持話音業務的基本穩定。 
 
對各海外分公司業務的整合是集團持續推動的一項重點工作，旨在發

揮集團在全球市場開拓和應對市場風險的能力，不斷強化集團在全球市場

的競爭力。上半年，集團對海外分公司業務整合和指導工作有條不紊地推

進與實施，使商務與工程技術層面的協調與合作更加暢順，從而有力地保

障了集團在全球國際話音市場份額。各海外分公司通過積極開拓南美、非

洲等新市場發展新客戶，上半年的經營業績較去年同期有了顯著的增長。 
 
5.  採取有效的市場營銷措施，保持數據業務的穩定發展。 

 
去年，為應對金融海嘯給跨國企業的海外發展造成的不利影響，

CPCNet 對因特虛擬專用網用戶採取了包括減價等一系列的營銷措施，成

功留住並發展了客戶。但由於減價造成的滯後效應，使今年上半年集團數

據業務的效益受到一定的影響。 
 
CPCNet 嚴格控制各項運營成本，努力提高運營效率，向市場推出新

的產品，繼續積極地進行海外市場的營銷工作，採取各種捆綁及激勵用戶

的促銷計劃，以優質服務滿足客戶的需求。通過有效的市場推廣活動，客

戶對互聯網較大的頻寛服務、主機託管服務以及企業對資訊安全的需求增

加，使集團的互聯網服務、國際專線服務（IPLC）及信息安全服務（Security）
的業務取得較快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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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進一步加強集團的制度建設和員工的培訓工作，為企業的長遠發展

奠定較好的基礎。 
 
為促進集團各項業務的順利發展，集團進一步完善了各項制度，規範

了內部管理和運作。集團加強了會議制度建設，在路由質量管理、工程技

術質量監督管理、海外業務發展、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定期工作會議，加強

了各業務部門的工作溝通和合作，加強了集團對各海外分公司工作的指導

和協調，大大提高了集團的運營效率和對各項業務的管控水平；集團切實

加強員工的培訓工作，在業務方面採取聘請外部教師和內部培訓相結合的

方式，對員工的自身素質和業務能力進行系統的培訓，有效地提高了員工

的綜合素質。集團的制度建設和員工培訓工作成效顯著，為企業的長遠發

展奠定較好的基礎。 
 
三、展望 
 
下半年全球經濟形勢雖然難以準確預測，但無可否認的是，中國電信

市場的發展正步入成熟發展期，運營商的國際業務增長速度明顯放緩，國

際市場情況瞬息萬變。因此，我們需要冷靜分析，積極應對市場的轉變，

進一步加強市場營銷工作，盡全力阻止話音業務的下滑，大力開展短信和

移動增值業務，高度重視新產品的研發和應用，要保持因特網虛擬專用網

和因特網接入服務等數據業務的穩定增長。要進一步加強內部管理，嚴格

控制各項運營成本的支出。下半年，澳門電訊的盈利可全數入帳，將可為

集團下半年帶來可觀的盈利貢獻。 
 

上半年，為應對話音業務出現的嚴峻挑戰，集團全體員工付出了辛勤

的勞動和不懈的努力。在此，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公司管理層和全體員工

的勤奮工作和所做的貢獻，深表謝意。 

                                 辛悅江 

主 席 

                         香港，二零一零年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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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益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附註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4  1,291,209  1,333,541 
    
其他收入 5  2,421  4,122 
其他淨（虧損）／收益 6      (1,944)  778 
    
   1,291,686  1,338,441 
    
網絡、營運及支援開支 7  (851,191)  (902,586) 
折舊及攤銷   (58,396)  (52,148) 
員工成本   (111,065)  (102,796) 
其他營運費用    (83,613)  (65,420) 
    
經營溢利   187,421  215,491 
    
所佔聯營公司溢利／（虧損）       21,694  (1,323) 
    
除稅前溢利 7  209,115  214,168 
    
所得稅 8   (28,992)  (36,38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利    
   180,123  177,782 
   =========  ========= 
每股盈利（港仙） 10   
    
基本   8.6  9.0 
攤薄   8.5  9.0 
  ========= ========= 
 

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股息的詳情載於附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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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益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利   180,123  177,78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

兌差額 

  
  1,043 

 
 (2,093)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總全面

收入 

  
 181,166 

 
 175,68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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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附註 六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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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設備   533,211  541,691 
無形資產   51,190  55,232 
商譽   277,747  277,419 
聯營公司權益   1,421,962  - 
非流動其他應收賬款 11  16,853  21,481 
遞延稅項資產    11,360  14,284 
    
   2,312,323  910,107 
  ---------------- --------------- 
流動資產    
    
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890,487  871,297 
即期可收回稅項   3,348  2,704 
現金及銀行存款    306,930  686,190 
    
   1,200,765  1,560,191 
  ---------------- --------------- 
流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674,071  676,673 
即期應付稅項    46,983  38,396 
    
   721,054  715,069 
  ---------------- ---------------- 
    
流動資產淨值   479,711  845,122 
  ---------------- ----------------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2,792,034  1,755,229 
  ---------------- ---------------- 
非流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5,811  38,289 
   35,811  38,289 
  ----------------- ---------------- 
    
資產淨值   2,756,223  1,716,9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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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附註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38,356  197,773 
儲備   2,517,867  1,519,167 
    
權益總額   2,756,223  1,716,9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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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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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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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二零零九年年度財務報表

所採用者相同，惟預期二零一零年年度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則除

外。該等會計政策的變動載於附註2。 
 
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但已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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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所並無經修訂的審閱報告載於中期報告內。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了兩項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多項對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的修訂及一項新詮釋，而上述準則、修訂及詮釋於本集團的本會計

期間首次生效。其中，與本集團財務報表相關的發展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二零零八年經修訂）「業務合併」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的修訂「合併及個別財務報表」 
 
採納該等發展則對集團的經營業績並不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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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業務性質與地區管理其業務。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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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業務分部（即：電信業務）。此外，按照資產位置分類，本集團主要

限於一個地區（即：香港）參與業務，而本集團之海外業務只佔集團業務

的少數部份。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就分部業績評估及分部之間的資源分配而言，本集團的高級行政管理人員

按下列基準監察各報告分部應佔的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及流動資產，惟聯營公司權益、遞

延稅項資產、即期可收回稅項及其他公司資產則除外。分部負債包括分部

經營活動應佔的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 
 
收入及開支分配至報告分部，此乃參照分部所產生的銷售額及分部所招致

的開支或分部應佔的資產折舊或攤銷所產生的開支。 
 
電信分部的收入包括提供話音服務收取的費用；提供短信服務收取的費

用；及提供其他電信服務收取的費用。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有

企業提供服務之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逾 10%。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

止六個月，自該等客戶獲得的收入為港幣 509,649,000 元（二零零九年：

港幣 581,37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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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b) 分部報告之溢利或虧損、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溢利    
報告分部溢利   188,396  213,991 
所佔聯營公司溢利／(虧損)   21,694  (1,323) 
未分配的其他收入   2,421  4,122 
未分配的總公司及本公司支出   (3,396)  (2,622) 
綜合稅前溢利   209,115  214,168 
   =========  =========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報告分部資產   2,076,418  2,453,310 
聯營公司權益   1,421,962  - 
即期可收回稅項   3,348  2,704 
遞延稅項資產   11,360  14,284 
    
綜合總資產   3,513,088  2,470,298 
   =========  =========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報告分部負債   674,071  676,673 
即期應付稅項   46,983  38,396 
遞延稅項負債   35,811  38,289 
    
綜合總負債   756,865  753,3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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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 
 
本集團主要提供話音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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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提供話音服務收取的費用  790,091  842,615 
提供短信服務收取的費用  151,353  137,781 
提供其他電信服務收取的費用  349,765  353,145 
   
  1,291,209  1,333,541 
 ========== ========== 
 

5 其他收入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行利息收入  405  3,891 
其他利息收入  337  231 
   
利息收入總額  742  4,122 
經營租賃應收租金  1,679  - 
  2,421  4,1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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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淨（虧損）╱收益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物業、房屋及設備的虧損  (69)  (228) 
外匯淨（虧損）╱收益  (1,875)  1,006 
   
   (1,944)  778 
  =========  ========= 
 

7 除稅前溢利 
 
除稅前溢利已扣除：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網絡、營運及支援開支，包括：  851,191  902,586 
   -傳送成本  657,710  716,243 
   -營業租賃－專用線  97,354  81,798 
   -其他電信服務成本  96,127  104,545 
 折舊  54,209  49,298 
 攤銷  4,187  2,850 
 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  5,490  2,36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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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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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撥備  26,930  31,638 
過往年度撥備不足  -  145 
   
  26,930  31,783 
 ---------------- ---------------- 
即期稅項－海外   
   
期內撥備  1,793  2,433 
過往年度超額撥備  (150)  - 
  1,643  2,433 
 ----------------- ---------------- 
遞延稅項   
   
暫時差異的產生及回撥  419  2,170 
  419  2,170 
 ---------------- ---------------- 
   
  28,992  36,386 
 ========== ========== 
 
截至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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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九年：16.5%）計算。 
 
海外附屬公司的稅項是利用相關國家預期適用的估計年度實際稅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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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a) 中期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股息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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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港   
  仙 (二零零九年: 每股2.4港仙)  57,205  47,4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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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持有人的股息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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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港仙（截至二零零九   
  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每股6.4港仙）  140,419  126,574 
   ========== ========== 
 

10 每股盈利 
 

(a) 每股基本盈利 
 
截至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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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應佔溢利港幣180,123,000元（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港

幣177,782,000元）及中期已發行普通股的加權平均數2,105,533,000股（二

零零九年：1,977,731,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利 
 
每股攤薄盈利是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港幣180,123,000
元及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數2,107,371,000股（經視作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

劃發行股份而作出調整後）計算。 
 
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並無具攤薄潛力的已發行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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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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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575  817,848 
減：呆賬撥備  (30,526)  (25,203) 
   
  801,049  792,645 
其他應收賬款  106,291  100,133 
   
  907,340  892,778 
 ===========  =========== 
列為：   
   
非即期部分  16,853  21,481 
即期部分  890,487  871,297 
   
  907,340  892,778 
 =========== =========== 
 
於結算日，包括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中的貿易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撥備前）

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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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272  675,631 
一年以上  99,303  142,217 
   
  831,575  817,8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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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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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110  531,778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130,961  144,895 
   
  674,071  676,673 
 
 

========== =========== 

 
於結算日，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所包括的貿易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六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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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762  385,045 
一年以上  137,348  146,733 
   
  543,110  531,7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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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及分析 
 
財務表現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營業額為港幣十二億九千

一百二十萬元，較二零零九年同期的港幣十三億三千三百五十萬元減少

3.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 
 
二零一零年上半年，本集團錄得淨溢利港幣一億八千零一十萬元，較二零

零九年同期增加1.3%。該增加主要由於首次納入澳門電訊有限公司（「澳

門電訊」）的貢獻，而部分貢獻因購股權開支而抵銷。 
 
收購一家聯營公司 
 
本集團於二零一零年五月五日向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收購澳門電訊的 20%權

益，總代價為港幣十三億九千六百四十萬元。總代價包括現金代價港幣四

億零六百二十萬元及按公平價值以新股應付的港幣九億九千零二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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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本集團分別就澳門電訊收購項目及購置固定資產支付現金港幣四億

一千零一十萬元及港幣四千九百九十萬元。此外，本集團於中期期間派付

二零零九年末期股息港幣一億四千零四十萬元，將溢利回饋股東。二零一

零年上半年錄得經營現金流入港幣二億二千一百八十萬元。對比於二零零

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金及現金等價物為港幣六億八千四百四

十萬元，本集團的現金及現金等價物減少港幣三億七千九百三十萬元至二

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的港幣三億零五百一十萬元。 
 
借貸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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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信貸融通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行信貸融通為六十萬新加坡元、三

百八十五萬美元及港幣一億元（合計相等於港幣一億三千三百三十萬

元）。銀行信貸融通約港幣三百三十萬元須以有抵押存款作擔保。 
 
在銀行信貸融通總額當中，約港幣一千一百二十萬元已動用作本集團向電

信運營商採購、對客戶履約及租金按金的擔保。 
  
抵押及擔保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將定期存款八萬五千新加坡元及十七

萬美元（合計相等於港幣一百八十萬元）抵押作為銀行信貸融通的擔保。

本集團並無以其他資產作為任何抵押品，亦無提供任何公司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尚未支付的資本承擔為港幣五千一百五

十萬元，主要用於購置網絡設備（尚未交付本集團），及為新辦公室裝修

開支。該等資本承擔當中，港幣四千八百二十萬元為未支付合約的資本承

擔，而港幣三百三十萬元為已授權但未訂約的資本承擔。 
 
匯兌風險 
 
本集團絕大部份銷售收入及銷售成本均以美元計值，而美元乃與港幣掛

鈎。此外，本集團其他資產、負債及交易主要以港幣或美元計值。管理層

認為本集團並無承受重大的匯兌風險。本集團將繼續密切監察所有可能的

匯率風險並採取必需的對沖安排以減低任何重大匯兌風險。 
 
信貸風險 
 
本集團要求對所有超過某一特定信貸金額的客戶進行信貸評估。有關貿易

應收賬款的到期日由出票日期起計7日至180日。凡欠款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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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貿易應收賬款的若干信貸風險較為集中。於二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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零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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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及44%。本集團已經及將

會持續監察貿易應收賬款結餘所承受的信貸風險，而呆賬的減值虧損屬管

理層預期範圍之內。  
 

 
人力資源 
 
於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中信1616集團位於香港之總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共僱用員工499人。員工人數分佈如下 : 香港406人，中國內地11人，台灣

18人，星加坡32人，日本5人，美國17人，加拿大9人及英國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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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公司推行五天工作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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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與員工的團隊交流會議和員工意見

箱，讓員工能夠直接向管理層表達及分享他們的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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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集團未來發展做

好準備。 
 

 

企業管治 
 
中信 1616 致力在企業管治方面達致卓越水平。董事會相信良好的企業管

治對維持及增加投資者信心極其重要。董事會將繼續檢討其企業管治操

守，以符合最新本地及國際標準。企業管治操守的詳情載於二零零九年年

報第 34 頁及本公司網站 www.citic161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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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中信 1616 已遵守香港聯合交易

所有限公司（「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錄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的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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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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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核數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

進行審閱。 
 
 
股息及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董事會已宣派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中期股息每股 2.4 港仙

(二零零九年：2.4 港仙)，有關股息將於二零一零年九月八日（星期三）派發予

在二零一零年九月三日（星期五）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股東。本公司將由

二零一零年八月三十日（星期一）至二零一零年九月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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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於二零一零年八月二十七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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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購入

或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而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一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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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狀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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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c1616.com）及聯交所之網

頁（網址為www.hkex.com.hk）。整份中期報告將於二零一零年八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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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零年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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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亮 楊賢足 
阮紀堂 費怡平 劉立清 
陳天衛  鄺志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