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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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業績公告 
 

 

主席報告書 
 

本人欣然公佈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集團) 2010 年的

年度業績。 
 
2010 年，是集團面臨更加嚴峻的市場環境下，整體業務取得穩固發展

的一年。 
 
2010 年集團總收入為二十九億六千六百五十萬港元(以下簡稱：元)，

比上年增長 9.2%。實現淨利潤為四億零一百三十萬元，比上年增長 8.0%。

每股基本盈利為 17.9 港仙，比上年下降 4.8%。每股基本盈利下降的主要原

因是 2010 年 5 月因收購母公司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所持在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澳門電訊)股本權益，而向母公司增發股份所致。 
 
在控股股東中國中信集團公司的大力支持下，集團在 2010 年完成了多

項關係到集團長遠發展的重大項目。年內集團正式更名為「中信國際電訊

集團有限公司」，集團已步入了一個新的發展期；集團完成了從母公司收

購澳門電訊股本中的 20%權益；集團股東特別大會批准收購中企網絡通信

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企網)的 49%股本權益，另外 45%和 6%的股本

權益分別由中國中信集團公司和國資委信息中心持有；集團自置了辦公環

境和機房數據中心，並將百匯中心更名為中信電訊大廈。 
 
在進出中國的話音業務方面，市場競爭更加激烈。儘管受出中國的話

音分流和中國運營商國際話音業務增長放緩、價格下調等因素的影響，經

集團中轉傳送的出中國的話音業務量與上年相比基本持平；進中國話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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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激烈的市場挑戰，海外客戶對提升質量和降價要求明顯增強，造成進中

國話音業務單價下滑。在國際話音業務方面，嚴峻的市場環境造成 2010 年

公司國際話音業務經營壓力增加，集團的國際話音業務在收入和業務量增

加的情況下，盈利較去年下降。綜合上述原因，集團整體話音業務盈利較

去年有所下降。 
 
移動增值業務收入較去年增長較大，增長 25.5%；短信業務收入與去

年相比，增長 10.4%；因特網虛擬專用網和因特網接入服務等數據業務表現

平穩，收入水平較上年略有上升。 
 
董事會建議派發 2010 年末期股息每股 7.1 港仙。連同 2010 年中期股

息每股 2.4 港仙，2010 年全年每股股息為 9.5 港仙，與上年相同。全年派息

率為 53.1%。 
 
一、二零一零年回顧 

 
繼續加強服務質量的提升，保持業務的穩定發展。 

 
2010 年，集團努力做好為各運營商的服務工作，保持業務的穩定發展。

在技術和產品層面上，集團內各部門的協調配合工作得到加強，及時進行

研究解決所發現的產品問題及向客戶盡快提供解決方案；在客服層面上，

集團的客服中心在業務等各方面為運營商提供真誠的服務，及時解決他們

提出的問題；在業務分析方面，及時發現業務的異常波動，積極尋找原因

並制定對策，保障業務的穩定發展。 
 
在市場競爭的情況下，集團做了大量的工作，主動了解中國運營商的

需求，積極配合中國運營商做好網絡升級和擴容，為保障上海世博會和廣

州亞運會的通訊暢通做出了貢獻，集團的工作取得了中國三大運營商的肯

定。在 2010 年 11 月舉行的中國聯通「國際合作伙伴會議」上，集團被中

國聯通授予「最可信賴的合作伙伴獎」。在保持中國話音、短信和移動增值

業務穩定發展的同時，集團在新市場和新業務發展方面也採取積極措施，

將業務向中亞、中東和南美等地拓展，也為中國運營商開通了所需國家的

本地接入號碼業務。 
 
加強管理，努力提高海外分公司的經營業績。 
 
2010 年，集團加強了對海外分公司的統一管理，還將各海外分公司的

計費和路由統一集中到集團進行管理，從而在各方面進一步加強了對海外

分公司的管理和業務指導，努力發揮集團與海外分公司在市場營銷和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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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等方面的協同效應。集團定期與所有海外分公司舉行視像會議，研究

分析海外公司業務發展中的情況和存在的問題，及時予以指導和提出工作

要求，提高了集團對海外分公司業務的掌控水平。加強海外分公司管理的

工作取得了成效，海外分公司的經營效益顯著提高。 
 
抓住公司產生更大效益的六大環節開展工作，努力提高公司的管理水

平。 
 
2010 年，集團管理層分析了面臨的市場形勢，提出了要繼續保持集團

的持續發展，努力取得更好的企業經濟效益，集團各級管理人員必須重視

並抓好六個重大工作環節：1)向管理要效益；2)向質量要效益；3)向市場要

效益；4)向科學決策要效益；5)向團隊素質要效益；6)向管理者的表率要效

益。通過做好六個重大環節的工作，為股東創造更大的價值。 
 
    集團全體員工積極響應管理層提出的抓住集團產生重大效益的六個關

鍵環節的號召，針對實際工作，分析在六個關鍵環節方面存在的不足，提

出了改進措施，切實改進工作表現。通過有針對性的改進，集團各部門和

各附屬公司的工作更加主動、積極和富有成效，管理水平得到了提高。 
 
成功完成建設集團覆蓋全球的 IP 網絡系統，為迎接電信運營商的網絡

升級做好充分的準備。 
 
面對市場環境的不斷變化和因 IP 網絡技術普及而帶來的市場需求，集

團從去年開始積極進行覆蓋全球的 IP 網絡的建設工作，為香港、洛杉磯、

倫敦、紐約、新加坡等網絡節點購買了 IP 網絡路由交換機，並於 2010 年陸

續投入使用。集團在香港和各海外節點的 IP 網絡路由交換機投入使用，標

誌著集團已成功建設覆蓋全球的 IP 網絡系統，適應了各運營商對全 IP 化電

信傳輸的要求，為迎接電信運營商的網絡從 TDM 升級至 IP 做好充分的準

備，標誌著集團的網絡路由交換機的技術水平能夠緊跟新一代通信技術的

發展。 
 
完成建設集團統一的路由和計費管理系統。 
 
集團將過去分散在各業務部門和各海外分公司的路由管理權統一收歸

新成立的路由管理部進行管理。路由管理部對所有路由進行了分類和優

化，通過綜合考慮路由的成本和質量，進行路由的調配，在保證客戶要求

的同時，為集團取得了更好的效益。 
 
    在計費工作方面，集團整合了各海外分公司的計費系統，用集團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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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開的計費系統代替了各海外分公司的報價和計費系統。所有海外分公司

的計費和報價系統已統一使用集團的計費系統，大大提高了集團計費工作

的準確性、時效性和統一性，為集團業務管理工作更加富有成效提供了有

力的保障。 
 
完成收購澳門電訊 20%的股份和正在辦理收購中企網 49%的股份，集

團向實體型電信企業邁出了堅實的步伐。 
 
2010 年 5 月，集團完成收購澳門電訊 20%的股份，使集團的電信業務

更加多元化，業務組合更具市場競爭力。收購澳門電訊，有助於集團話音、

短信和移動增值業務的發展，有助於利用澳門電訊已有的國際電信營銷網

絡開拓海外市場。澳門電訊已為集團業績帶來顯著的盈利貢獻。 
 
2010 年 11 月，集團股東特別大會批准收購中企網 49%的股份，現正在

辦理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的批准手續。收購中企網 49%的股份，將使集團取

得中企網在中國內地廣闊的覆蓋和行銷網路，並加強為海外跨國企業提供

更佳服務的能力，提高市場佔有率，擴大集團在中國內地的客戶基礎，通

過整合两家公司的網絡、市場銷營渠道、客戶、設備、後勤保障等系統資

源，發揮協同效應，將有利於減少經營成本，提高客服水準，增強業務發

展能力。 
 

二、二零一一年展望 
 
2011 年世界經濟將在艱難中復甦，歐美經濟體的恢復發展仍不容樂

觀，在市場競爭和互聯網 IP 話音通訊技術的發展下，國際話音資費仍會下

滑，經營環境依然充滿挑戰。 
 
集團將通過積極地開拓新市場，對現有市場進行細分，努力挖掘市場

潛力，全力保持中國業務的穩定，促進海外業務的持續發展，以高質量作

為企業各項工作的基本要求，通過深化業務整合，充分發揮集團已有的規

模效益，爭取公司 2011 年的盈利取得平穩增長。 
 
採取積極的措施，找準公司在市場變化中新的位置，應對市場競爭。 

 
要繼續積極開拓國際市場，充分發揮集團現有海外分公司的作用，延

伸國際市場的營銷渠道和覆蓋範圍，力爭國際業務的平穩增長。充分發揮

集團能提供多種服務的優勢，向國際運營商提供優質多業務捆綁服務，增

加集團服務的吸引力。通過深入了解中國運營商的需求，分析在新的市場

環境中集團新的定位，找出集團與中國運營商業務新的合作點，有針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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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加強與中國運營商的業務合作，創造雙贏。要積極發展海外市場企業話

音業務。 
 
將保證提供優質服務的工作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深化各項工作的質

量管理，進一步提高服務水平。 
 
    質量是企業的生命。在 2010 年質量管理工作取得良好成績的基礎上，

要繼續努力將質量管理工作提升到新的水平。將保證提供優質服務放在各

項工作的首位，深化各項工作的質量管理，積極地回應客戶的要求，解決

客戶提出的問題，及時排除客戶遇到的故障，進一步提高服務水平。 
 
    建設新的機房，提高公司網絡管理水平。 
 
    集團要集中力量做好集團位於中信電訊大廈新的機房建設，要精心設

計，精心施工，確保工程質量；要注重網絡、設備等投資效益，做好線路

和設備搬遷工作，在 2011 年上半年完成新機房的建設和開始進行網絡搬

遷，進一步提高集團網絡管理水平，並加強集團數據中心業務的發展。 
 

加強市場分析研究，努力開闢新的市場。 
 
經過過去幾年的收購合併，集團初步建成了覆蓋全球的市場營銷體系

和電信網絡，業務更加多元化。在現有基礎上，要認真分析市場變化情況，

科學地分析客戶的需求，制定有效的市場營銷措施，留住老客戶，發展新

客戶。要向中亞、中東、非洲、南美等新市場進軍，發展新的合作領域。

要及時回應並滿足客戶的需求，保障客戶業務的穩定發展。 
 

深化各項業務的整合工作，更好地發揮協同效應。 
 
    在集團全球市場營銷、網絡管理、設備管理、計費管理、路由管理、

工程技術管理等方面已經基本完成對海外各分公司整合的基礎上，要以更

高和更嚴的標準，推進和深化在市場營銷、網絡管理、設備管理、計費管

理、路由管理、工程技術管理等方面業務的整合工作，將協同效應更好地

發揮出來。 
 

加強內部管理，嚴格執行預算，控制成本開支。 
 
要採取更加積極有效的措施，嚴格控制重大資本開支和各項成本開

支，注重固定資產的投資效益。通過合理編制和執行預算，切實增強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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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對集團發展的引領作用，不斷提高預算管理水平。要進一步健全員工

激勵與集團效益的聯動機制。 
 
做好中企網公司的整合工作，保持互聯網虛擬專用網絡業務的較快發

展。 
 
2010 年 11 月 17 日集團股東特別大會批准收購中企網。集團完成收購

中企網之後，可消除過去雙方在市場上的競爭，從而有利於穩定市場價格。

另外，對過去相互競爭的直銷客戶，無論新簽合約或續約，都可以通過有

效的管理，提高銷售效率，對業務發展產生積極正面的效應。集團將加強

與中企網業務的整合工作力度，通過發展新的產品，為客戶提供優良的專

用網絡服務和網絡安全解決方案，大力開拓中國內地企業市場，保持互聯

網虛擬專用網絡業務的較快發展。 
 
2010 年 11 月 18 日，郭文亮先生辭任集團非執行董事，劉基輔先生獲

委任為集團非執行董事。本人代表集團董事會向郭文亮先生表示感謝，感

謝他在擔任集團非執行董事期間為集團所做的貢獻，並歡迎劉基輔先生出

任集團非執行董事。 
 
集團管理層和全體員工在過去的一年裡付出了辛勤的勞動，在此，本

人謹代表董事會對集團管理層和全體員工的忠誠和勤奮的工作，深表謝意。 
 
我相信通過集團全體員工的共同努力，2011 年集團業務將會繼續保持

穩定的發展速度，為股東帶來良好的回報。 

 
                                

 
                                  辛悅江 

主 席 
                               香港，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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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益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附註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4 2,966,469 2,716,559 
    
其他收入 5 3,493 5,455 
其他淨(虧損)/收益 6 (6,999) 513 
  

    

  2,962,963 2,722,527 
網絡、營運及支援開支 7(b) (2,042,320) (1,800,966)
折舊及攤銷 7(b) (113,633) (110,937)
員工成本  (262,778) (220,466)
其他營運費用  (187,218) (141,876)
  

    

經營溢利  357,014 448,282 
    
財務成本 7(a) (214) - 
所佔聯營公司溢利/(虧損)  88,957 (1,323)
  

    

除稅前溢利 7 445,757 446,959 
    
所得稅 8 (44,469) (75,43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  401,288 371,527 
  

    

每股盈利(港仙) 10   
基本  17.9 18.8 
經攤薄  17.8 18.8 
  

    

 
 
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股息的詳情載於附註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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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益表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年度溢利  401,288 371,527 
    
年度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匯兌

差額  14,843 (3,12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年度總全面

收入  416,131 36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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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95,350 541,691 
無形資產  48,362 55,232 
商譽  281,465 277,419 
聯營公司權益  1,489,382 - 
非流動其他應收賬款及訂金 11 171,370 21,481 
遞延稅項資產  22,172 14,284 
  

    

  2,608,101 910,107 
  -------------- --------------

流動資產    
    
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及訂金 11 1,140,333 871,297 
即期可收回稅項  6,265 2,704 
現金及銀行存款  327,026 686,190 
  

    

  1,473,624 1,560,191 
  -------------- --------------

流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876,849 676,673 
聯營公司提供的貸款  96,350 - 
即期應付稅項  23,703 38,396 
  

    

  996,902 715,069 
  -------------- --------------

流動資產淨值  476,722 845,122 
  -------------- --------------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3,084,823 1,755,2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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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續） 

 
 
    
 附註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流動負債    
    
非流動其他應付賬款 12 102,582 - 
遞延稅項負債  38,424 38,289 
  

    

  141,006 38,289 
  -------------- --------------

資產淨值  2,943,817 1,716,94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38,520 197,773 
儲備  2,705,297 1,519,167 
  

    

權益總額  2,943,817 1,716,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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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除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及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年度生效之若干新訂及經修訂、修訂及新詮釋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

編製本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年度之全年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採納該等準則、經修訂準則、修訂及新詮釋並無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產生

重大變動，亦無對所呈報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業績產

生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任何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

訂及新詮釋(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並未生效)，並對該等政

策對未來會計期間將產生之影響進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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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準則的修訂及兩項新詮釋，而該準則、修訂及新詮釋於本集團的本會計

期間首次生效。其中，與本集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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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業務性質與地區管理其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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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業務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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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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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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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資產及其他流動及非流動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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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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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年度，自該組客戶獲得的收入為港幣1,141,951,000元（二零零九年：

港幣1,145,438,000元）。 

(b) 分部報告之溢利、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溢利   
報告分部溢利 370,450 449,162 
所佔聯營公司溢利/(虧損) 88,957 (1,323)
未分配的其他收入 3,493 5,455 
未分配的總公司及本公司支出 (17,143) (6,335)
 

    

綜合稅前溢利 445,757 446,959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報告分部資產 2,497,975 2,453,310 
聯營公司權益 1,489,382 - 
即期可收回稅項 6,265 2,704 
遞延稅項資產 22,172 14,284 
未分配的本公司資產 65,931 - 
 

    

綜合總資產 4,081,725 2,47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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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b) 分部報告之溢利、資產及負債的對賬(續)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報告分部負債 970,374 674,114 
即期應付稅項 23,703 38,396 
遞延稅項負債 38,424 38,289 
聯營公司提供的貸款 96,350 - 
未分配的本公司負債 9,057 2,559 
 

    

綜合總負債 1,137,908 75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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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年內確認的營業額可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提供話音服務收取的費用 1,905,617 1,726,885 
提供短信服務收取的費用 315,713 285,982 
提供其他電信服務收取的費用 745,139 703,692 
 

    

 2,966,469 2,716,559 
 

    

5 其他收入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行利息收入 601 5,006 
其他利息收入 763 449 
 

    

利息收入總額 1,364 5,455 
營業租賃租金收入 2,129 - 
 

    

 3,493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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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淨(虧損)/收益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淨虧損 (313) (95)
外匯淨(虧損)/收益 (6,686) 608 
 

    

 (6,999) 513 
 

    

7 除稅前溢利 
 
除稅前溢利已扣除：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財務成本   
   

五年內須悉數償還借貸的利息 214 - 
 

    

 
  

(b) 其他項目   
   

網絡、營運及支援開支，包括： 2,042,320 1,800,966 
− 傳送成本 1,642,144 1,426,027
− 營業租賃 – 專用線 212,892 182,958
− 其他電信服務成本 187,284 191,981
   
折舊 105,186 104,026 
攤銷 8,447 6,911 
貿易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 13,685 754 
收購附屬公司之交易成本 10,4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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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 

 綜合收益表內的所得稅代表以下各項：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 – 香港利得稅   
   
年內撥備 46,858 59,726 
過往年度撥備不足/(超額撥備) 533 (23)
 

    

 47,391 59,703 
 ------------- -------------

即期稅項 – 海外   
   
年內撥備 4,097 4,666 
過往年度(超額撥備)/撥備不足 (190) 139 
 

    

 3,907 4,805 
 -------------- --------------

遞延稅項   
   
確認過往年度未確認之稅損 (23,692) - 
暫時差異之產生及回撥 16,863 10,924 
 

    

 (6,829) 10,924 
 -------------- --------------

 44,469 75,432 
 

    

 
二零一零年香港利得稅撥備是按本年度估計應課稅溢利的16.5%（二零零九

年：16.5%）計算。海外附屬公司按相關國家稅務條例的適用即期稅率繳納

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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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a) 年內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的股息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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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結算日後擬派的末期股息每股 7.1港仙

（二零零九年：每股 7.1 港仙） 169,349 140,419 
 

    

 226,554 187,885 
 

    

 
於結算日後擬派的末期股息並無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b) 本年內批准及派付有關上一個財政年度應付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的股息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本年內批准及派付上一個財政年度的

末期股息每股7.1港仙（二零零九年：每

股6.4港仙） 140,419 12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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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利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 401,288 371,527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數 
   
 股份數目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千股 千股 
   
於一月一日的已發行普通股 1,977,731 1,977,731 
收購聯營公司而發行股份的影響 267,956 - 
購股權獲行使的影響 379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2,246,066 1,977,731 
假設購股權獲行使而發行股份的影響 2,645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普通股加權平均數

(經攤薄)  2,248,711 1,977,731 
 

    

 
  

每股基本盈利(港仙) 17.9 18.8 
 

    

 
  

每股經攤薄盈利(港仙) 17.8 18.8 
 

    

 
由於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已發行潛在普通股具有反攤

薄作用，故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每股經攤薄盈利相等

於每股基本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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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及訂金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易應收賬款  988,516 817,848
減：呆賬撥備  (19,690) (25,203)
 

    

  968,826 792,645
其他應收賬款及訂金  342,877 100,133
 

    

  1,311,703 892,778
 

    

代表：    
    
非即期部分  171,370 21,481
即期部分  1,140,333 871,297
 

    

  1,311,703 892,778
 

    

於結算日，列於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及訂金中的貿易應收賬款（未扣除呆

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年內  817,549 675,631
一年以上  170,967 142,217
 

    

  988,516 817,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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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於發出發票日期後7至180天內到期。凡欠款逾一年的客戶，集團會委派

專責人員與其協商並制定還款計劃，務求在合理時間內減低欠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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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易應付賬款 693,385 531,778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286,046 144,895
 

    

 979,431 676,673
 

    

代表：   
   
非即期部分 102,582 -
即期部分 876,849 676,673
 

    

 979,431 676,673
 

    

 
所有即期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預期於一年內償還。 
 
於結算日，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包括的貿易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零年 二零零九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年內  475,514 385,045
一年以上  217,871 146,733
 

    

  693,385 53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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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及分析 
 

財務表現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於二零一零年的營業額為港幣二十九億六千六百五十萬元，較二零

零九年的港幣二十七億一千六百六十萬元上升9.2%。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 
 
二零一零年，本集團錄得淨溢利港幣四億零一百三十萬元，較二零零九年

增加8.0%。該增加主要由於首次納入澳門電訊的盈利貢獻，而部分增長因

網絡營運開支、員工成本及其他營運費用的增加而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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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代價以現金港幣四億零六

百二十萬元及按公平價值發行達港幣九億九千零二十萬元的新股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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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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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億三千二百八十萬元。此外，本集團於年內派付

股息港幣一億九千七百六十萬元，將溢利回饋股東。同時，本集團於二零

一零年錄得經營現金流入港幣三億四千六百九十萬元，並收到聯營公司貸

款港幣九千六百九十萬元。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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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金等價物減少港幣三億五千八百九十萬元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港幣三億二千五百五十萬元。 
 
借貸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聯營公司向集團提供的短期貸款為港幣九

千六百四十萬元。該貸款按浮動利率計息，且無抵押品及須於二零一一年

三月三十一日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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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銀行借貸。 
 
現金淨額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港幣二億三千零七十萬元的現

金淨額。 
 
銀行信貸融通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行信貸融通為三十萬新加坡

元、四百二十萬美元及港幣一億元（合計相等於港幣一億三千四百二十萬

元）。銀行信貸融通額中約港幣四百二十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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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將定期存款八萬五千新加坡元及

十三萬美元（合計相等於港幣一百五十萬元）抵押作為銀行信貸融通的擔

保。本集團並無以其資產作為任何其他抵押品，亦無提供任何公司擔保。 
 
或然負債 
 
(a) 已發出財務擔保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就本公司聯營公司澳門電訊向本公

司一家全資附屬公司提供的借貸發出一項擔保。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

一日，董事並不認為貸款人會就該擔保向本公司提出申索。於結算日，本

公司的最大負債為該借貸的未償還結餘港幣九千六百四十萬元。 
 
(b) 其他或然負債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包括在其他應收賬款為一筆境外政府就一

宗針對本集團其中一名客戶所進行的法律調查而扣押並持有的現金結餘一

百二十萬美元（相等於港幣九百五十萬元）。於二零一零年十月一日，本公

司其中一家海外附屬公司獲其銀行通知，告知在其中一個當地賬戶（據稱

與正被接受調查的其中一名客戶相關）持有的資金被當地政府機關根據搜

查令而扣押。由於上述附屬公司僅使用該等銀行賬戶向該名客戶收取所提

供電信服務的服務費，故管理層相信，有理由反駁有關扣押，並已就此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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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法律援助。本集團委聘處理該事宜的律師亦認為，倘有足夠證據證明被

扣押的資金乃從合法業務活動所得，則很大機會可收回全數資金。於本財

務報表日期，有關調查仍在進行中，評估該項調查的最終結果仍屬言之過

早。因此，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就該結餘計提撥備。 

 
資本承擔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尚未支付的資本承擔為港幣九千四

百四十萬元，主要用於購置尚未交付本集團的網絡設備及新數據中心的裝

修成本。該等資本承擔當中，港幣四千八百八十萬元為未支付合約的資本

承擔，而港幣四千五百六十萬元為已授權但未訂約的資本承擔。 
 
其他承擔 
 
於二零一零年九月二日，本集團與中國中信集團公司（「中信集團」）、北京

中經迅通網絡技術有限公司（「CE-SCM」）、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理委員

會信息中心及中企網絡通信技術有限公司（「CEC」）訂立框架協議（「框架

協議」），據此，本集團將在達成框架協議所載的若干條件時，透過本公司

全資附屬公司中信國際電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CPC」，前稱 CPCNet 
Hong Kong Limited）收購： 
 
(i)   CE-SCM持有CEC的40.77% 股本權益； 
 
(ii) 中信集團持有 CEC 的 8.23% 股本權益，以及中信集團授予 CPC 的購

買權（「購買權」），可要求中信集團向 CPC 出售其所持有 CEC 餘下的

45.09% 股本權益的權利，而該權利在根據當時中國的法律及法規，

CPC 獲准增持 CEC 股本權益的情況下，可予行使；及 
 
(iii) 中企網絡通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CEC-HK Holding」）（CEC 的

全資附屬公司）持有的中國企業網絡通信有限公司（「CEC-HK」）的

全部已發行股份。 
 
本集團應支付的總代價約為港幣二億七千七百三十萬元，包括： 
 
(i) 人民幣九千三百三十萬元（約港幣一億一千零四十萬元），分期支付

予 CE-SCM； 
 
(ii)  人民幣八千零八十萬元（約港幣九千五百七十萬元），於交易完成時

支付予中信集團，當中人民幣六千二百萬元（約港幣七千三百四十萬

元）為預付款，在 CPC 行使購買權時，用作收購中信集團持有 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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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下的 45.09% 股本權益； 
 
(iii) 港幣四十萬元作為收購 CEC-HK 全部股本權益的代價；及 
 
(iv) 承擔CEC-HK結欠中信集團旗下一家附屬公司金額為九百一十萬美元

（約港幣七千零八十萬元）的債項。 
 
框架協議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零一零年十月二十二日向股東發出的通

函。 
 
於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框架協議已向 CE-SCM 支付約

港幣六千五百六十萬元，並向 CEC-HK Holding 支付港幣四十萬元。當框架

協議所載的條件達成後，總代價的剩餘未支付部分約為港幣二億一千一百

三十萬元(當中包括預付款)將在交易完成時到期繳付。 
 
匯兌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銷售收入及銷售成本均以美元計值，而美元與港幣掛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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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應收

賬款的到期日是由出票日期起計7日至180日。凡欠款逾一年的客戶，集團

會委派專責人員與其協商並制定還款計劃，務求在合理時間內減低欠款。 
 
本集團五大客戶的貿易應收賬款的若干信貸風險較為集中。於二零一零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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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直並將持續監察貿易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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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底，本集團於香港之總公司及主要附屬公司的僱員

總人數為 517 人(二零零九年為 491 人)，其中本集團於海外及中國內地僱員

總數為 100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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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是採納並落實平等機會僱傭制度、認同及尊重個人權利的僱主，並

重視提供平等機會予求職者和僱員，員工的升遷及發展按其個人表現及工

作需要來決定。集團致力堅持高度商業道德標準及員工個人操守。每位僱

員在進行業務時均需嚴格遵照集團紀律守則。 
 
集團的薪酬政策是要強化優秀表現獎賞文化，按個人表現獎勵員工的貢

獻，因而長遠提升集團的全面人才質素。此外，集團每年均檢討員工之薪

酬及福利計劃，以確保整體待遇對內公平公正，對外具競爭力，並能配合

本集團業務發展需要。整體上，集團的成員公司均符合是項政策。 
 
集團致力於員工培訓及個人發展機會以支持業務及員工發展的需要。亦透

過不同的學習活動促進香港各部門與各地區的僱員在知識及經驗方面交流

及技術轉移，以加强集團的業務融合。在2010年度，參與本集團培訓的人

員達到1,544人次。集團亦鼓勵及資助員工工餘進修，不斷自我增值，藉以

協助員工提高工作表現，為公司及個人發展做好準備。 
 
集團定期擧辦不同的員工活動及提供溝通渠道，以增進各階層員工溝通和

加強員工對集團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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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可酌情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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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本公司股份的購股權。 
 
自採納該計劃後，本公司已授出兩批購股權： 
 
授出日期 購股權數目 行使期 行使價

港幣元

  
二零零七年 
五月二十三日 

18,720,000 二零零七年五月二十三日至

二零一二年五月二十二日 
 

3.26

二零零九年 
九月十七日 
 
二零零九年 
九月十七日 

17,912,500

17,912,500

二零一零年九月十七日至 
二零一五年九月十六日 

 
二零一一年九月十七日至 
二零一六年九月十六日 

 

2.10

2.10

 
除涉及 115,000 股股份的購股權外，所有於二零零九年九月十七日授出的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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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已獲接納。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根據該計劃授

出的購股權中，涉及 1,644,500 股股份的購股權已獲行使，涉及 1,672,500
股股份的購股權已失效，並無購股權被註銷。 
 
 
企業管治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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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股東權益及提升股東價值極其重要。本公司

企業管治的詳情載於二零一零年年報企業管治一節內。 
 
於二零一零年期間，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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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組成的董事會審核委員會聯同管理層、本公司的內部

審核人員及外聘核數師已審閱二零一零年財務報表，並建議董事會採納。 
 
 
股息及暫停辦理過戶登記手續 
 
董事議決向股東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7.1 港仙（二零零九年：7.1 港仙），

連同已支付的中期股息每股 2.4 港仙（二零零九年：2.4 港仙）計算，截至

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股息總額為每股 9.5 港仙（二零零九

年：9.5 港仙）。每股 9.5 港仙的股息總額將佔本公司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年度的溢利達港幣二億二千六百五十五萬四千七百一十元（二

零零九年：港幣一億八千七百八十八萬四千四百七十二元）。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 7.1 港仙須待本公司於二零一一年四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舉行的股東週年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並將於二零一一年四月二

十八日(星期四)派發予在二零一一年四月二十一日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上

的股東。 
 
本公司將由二零一一年四月十五日(星期五)至二零一一年四月二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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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有上述建議的末期股息，必須於二零一一年四月十四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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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

號金鐘匯中心二十六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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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

無購入或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而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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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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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報及其他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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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料（包括詳細之財務分析）將儘快登

載於本公司之網頁。而整份年報約於二零一一年三月十五日登載於本公司

及聯交所之網頁。 
 
 
承董事會命 
辛悅江  
主席 
 
香港，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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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賢足 
阮紀堂 費怡平 劉立清 
陳天衛  鄺志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