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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7）

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摘要

➢ 由於固定電訊網絡服務（固網服務）業務表現強勁，營業額按年增加13.4%

至1,478,200,000港元

➢ 固網服務營業額按年增加21.8%至1,230,900,000港元，年內訂戶數量增加
142,000名至943,000名

➢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按年增加34.4%至508,100,000港元，且
達致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邊際利潤由29.0%上升至34.4%

➢ 連續三年錄得正自由現金流量，股東應佔溢利上升70.0%至212,800,000港
元，及淨現金資產負債表

➢ 網絡覆蓋之住宅用戶數目增加140,000戶至1,620,000戶，而所覆蓋之企業
樓宇則增加 530幢至1,230幢，擴闊了日後業務增長之基礎

➢ 每股基本盈利由二零零八年財政年度的 19.7港仙上升至二零零九年財
政年度的32.4港仙

➢ 宣派末期現金股息每股普通股16港仙，因派息比率由經調整自由現金
流量的約30%增至約75%，促使二零零九年財政年度每股股息總額增加
216.7%至19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普通股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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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城市電訊」或「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
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478,239  1,302,981

網絡開支 3 (175,129 ) (178,367 )

其他經營開支 4(a) (1,037,964 ) (966,094 )

其他收益 4(b) 41,540  24,989

財務費用 4(c) (55,127 ) (75,137 )    

除稅前溢利 4 251,559  108,372

所得稅（開支）╱抵免 5 (38,730 ) 16,818    

股東應佔溢利  212,829  125,190    

股息 6 126,173  38,614    

每股基本盈利 7 32.4港仙  19.7港仙    

每股經攤薄盈利 7 31.8港仙  19.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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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商譽  1,066  1,066

固定資產  1,302,380  1,231,399

長期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6,091  5,586

遞延開支  12,786  15,391

遞延稅項資產  －  26,335    

  1,322,323  1,279,777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8 120,192  140,283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69,765  82,726

遞延開支  36,674  40,704

其他金融資產  －  27,997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038  87,319

現金及銀行結存  221,052  421,610    

  462,721  800,63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37,555  52,324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206,487  178,114

已收按金  16,385  16,264

遞延服務收益  115,070  110,449

應繳稅項  1,993  2,103

融資租賃承擔－即期部分  202  121    

  377,692  359,375        

流動資產淨值  85,029  441,26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07,352  1,72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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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709  4,937

長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163,116  683,497    

  178,825  688,434        

資產淨值  1,228,527  1,032,60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66,418  65,062

儲備 10 1,162,109  967,545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228,527  1,03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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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財務報表乃根據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所有適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
包括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所有適用個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
釋）之規定編製。由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個
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普遍採納之會計原則），乃衍生自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與其一致，此等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
之規定。本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
披露規定。

除若干金融資產按公平值或攤銷成本列賬外，編製財務報表採用歷史成本作為計算基
準。

在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需對會計政策
的應用，以及對資產、負債、收入和支出的報告數額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這些估計和
相關假設是根據以往經驗和管理層因應當時情況認為合理的多項其他因素作出，其結果
構成管理層在無法依循其他途徑即時得知資產與負債的賬面值時所作出判斷的基礎。
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估計數額。

截至本財務報表刊發日期，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多項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尚未生效且本財務報表尚未採納之修訂、新準則及詮釋。

本集團正評估該等修訂、新準則及新詮釋預期於首次應用期間之影響。迄今，本集團之
結論為採納下列發展不大可能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開始
  會計期間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呈報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款成本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業務經營分部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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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向香港及加拿大用戶提供國際電訊服務及固定電訊網絡服務。以下
為於本年度確認之收益：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國際電訊服務 247,359  291,943

固定電訊網絡服務（附註2(c)） 1,230,880  1,011,038   

 1,478,239  1,302,981   

(a) 首要呈報形式－業務分部

本集團業務分佈全球，可分為兩個業務分部：

－國際電訊 ： 提供國際長途電話服務

－固定電訊網絡 ： 提供撥號及寬頻上網服務、以網絡規約支援的本地電話
  服務、收費電視服務及企業數據服務

本集團分部間之交易以提供租線服務為主。此等交易之條款和與第三方所訂約之
條款相若。

 二零零九年
 國際  固定電訊
 電訊服務  網絡服務  撇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247,359  1,230,880  －  1,478,239

－分部間銷售 5,669  19,784  (25,453 ) －       

 253,028  1,250,664  (25,453 ) 1,478,239       

分部業績 61,631  203,515    265,146   

其他收益       41,540

財務費用       (55,127 )       

除稅前溢利       251,559

所得稅開支       (38,730 )       

淨溢利       21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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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國際  固定電訊
 電訊服務  網絡服務  撇銷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291,943  1,011,038  －  1,302,981

－分部間銷售 5,692  22,680  (28,372 ) －       

 297,635  1,033,718  (28,372 ) 1,302,981       

分部業績 63,225  95,295    158,520   

其他收益       24,989

財務費用       (75,137 )       

除稅前溢利       108,372

所得稅抵免       16,818       

淨溢利       125,190       

(b) 次要呈報形式－地域分部

本集團屬下兩個業務分部主要在兩個地區經營：

－香港
－加拿大

於披露按地域分部基準劃分之資料時，營業額及分部業績乃按客戶的地域分佈披
露。

地域分部間並無進行任何銷售。

 營業額 分部業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地域分部：

香港 1,461,715  1,281,069  264,859  157,485

加拿大 16,524  21,912  287  1,035       

 1,478,239  1,302,981  265,146  15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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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香港寬頻」）作為固定電訊網絡服務
（「固網服務」）持牌人，提供互連服務，以便不同營運商向其客戶提供電訊服務傳輸。
自獲電訊管理局（「電訊局」）發出固網服務牌照及提供互連服務以來，香港寬頻一直
向流動營運商收取互連服務費用，並根據管理層對可收回金額的最佳估計確認為
收益（「流動互連費用」）。然而，於過往年度，大部分流動營運商拒絕向香港寬頻支
付費用。由於若干流動營運商拒絕付款，故本集團於二零零四年要求電訊局作出裁
決（「二零零四年裁決」），處理其中一家流動營運商（「涉及爭議之流動營運商」）應付
香港寬頻之流動互連費用水平，並釐訂流動互連費用生效日期。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電訊局頒佈二零零四年裁決，載列涉及爭議之流動營運商應付
有關香港寬頻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提供互連
服務之流動互連費率，而涉及爭議之流動營運商亦已支付相關期間之流動互連費
用。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後，香港寬頻與數間流動營運商訂立合約協議，該等營運商同意
根據二零零四年裁決支付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之流動互連費用，以及按合約協議內所訂明之臨時費率支付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
日後之流動互連費用，該臨時費率將根據電訊局頒佈之進一步裁決作出調整。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由於若干流動營運商仍然未支付香港寬頻所提供互連服務之
流動互連費用，香港寬頻要求電訊局就應付予香港寬頻之流動互連費率及其利息
向四間流動營運商作出新裁決。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電訊局表示接納香港寬頻之裁決要求，就互連服務應付流動互
連費用及其利息作出裁決。當中包括該等未能與香港寬頻達成相關合約協議之流
動營運商由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止期間之互連服務應
付流動互連費用費率及其利息，及該等能與香港寬頻達成相關協議之流動營運商
由二零零四年九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止期間之互連服務應付流動互
連費用費率及其利息（「二零零八年裁決」）。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二零零八
年裁決仍在審理中。

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根據管理層預期可收回之流動互連
費用確認收益20,558,000港元（二零零八年：29,568,000港元）。

3. 網絡開支

網絡開支主要包括支付予本地及海外營運商之互連費用、租線費用、收費電視服務之節
目費用及製作成本，惟不包括列入其他經營開支之折舊開支。

本集團須向電訊盈科支付估計的全面服務補貼費，作為在香港偏遠地區發展網絡之資
金；並計入有關估計費用作為其部分網絡開支。電訊局定期審閱網絡有關發展所需實際
成本，並修訂全面服務補貼費付款方結欠電訊盈科或應獲電訊盈科退還之款額。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電訊局就全面服務補貼費發表聲明（「二零零七年電訊局
之聲明」），確認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之實際補貼金額。
基於二零零七年電訊局之聲明，已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計入7,617,000

港元以抵減本集團網絡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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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八日，電訊局就全面服務補貼費發表聲明（「二零零九年電訊局之聲
明」），確認自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之實際付款金額。基於
二零零九年電訊局之聲明，電訊盈科毋須額外收取及退還全面服務補貼費。

電訊局尚未確定自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以後期間之實際付款金額。

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a) 其他經營開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廣告及市場推廣費用 299,794  307,743

遞延開支攤銷 53,160  33,777

核數師酬金 3,455  3,687

自置固定資產折舊 205,624  209,464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固定資產折舊 617  587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17,010  13,296

設備之經營租賃租金 42  50

呆賬撥備 12,103  14,293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1,016  1,431

工資（附註4(d)） 302,279  247,460

其他 142,864  134,306   

 1,037,964  966,094   

(b) 其他收益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4,869 ) (15,596 )

其他收入（附註） (36,671 ) (9,393 )   

 (41,540 ) (24,989 )   

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其他收入中計入回購及取消十年期
優先票據之收益31,37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2,582,000港元）。

(c) 財務費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租賃之利息部分 27  34

十年期優先票據利息 52,670  70,010

相關發行成本攤銷 1,545  1,665

其他借貸成本 885  3,428   

 55,127  7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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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工資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及薪金 278,905  226,097
未提取之年假 613  2,642
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4,768  4,114
退休福利成本－界定供款計劃 34,614  29,738
減：以固定資產形式撥充資本之工資 (16,621 ) (15,131 )   

 302,279  247,460   

工資包括董事酬金，以及研究及開發費用10,82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9,593,000港
元），但不包括已計入網絡開支之工資13,461,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4,482,000港元）及
已計入廣告及市場推廣費用之214,272,000港元（二零零八年：194,724,000港元）。

(e) 其他項目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回購及取消十年期優先票據之收益 (31,371 ) (2,582 )

匯兌收益淨額 (3,038 ) (1,923 )

其他金融資產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收益 (189 ) (3,284 )

衍生金融工具之已變現虧損 －  1,039

長期銀行存款之已變現收益 －  (1,185 )   

5. 所得稅（開支）╱抵免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零八年：16.5%）撥備。海外
溢利稅項乃根據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業務所在海外國家之現行所得稅稅
率計算。

在綜合損益表列賬之所得稅（開支）╱抵免金額為：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稅項：
－香港利得稅 －  (391 )

－海外稅項 (1,622 ) (1,929 )

－以往年度海外稅項撥備不足 －  (2,552 )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產生及撥回 (37,108 ) (4,645 )

－確認過往未確認稅項虧損 －  26,335    

所得稅（開支）╱抵免 (38,730 ) 16,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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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a)  本年度內應付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派及派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港仙
 （二零零八年：每股普通股4港仙） 19,904  25,602
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建議分派之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16港仙（二零零八年：
 每股普通股2港仙） 106,269  13,012   

 126,173  38,614   

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建議分派之末期股息於資產負債表日並未確認為負債。

(b)  於本年度批准及派付之上一個財政年度應佔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批准及派付之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
 （二零零八年：截至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港仙） 13,014  25,082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有有權收取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
日止財政年度末期股息之股東（登記地址在香港以外之股東除外）獲提呈以股代息
之選擇權。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向選擇以股代息方式收取其
全部或部分應得股息之股東發行12,212,142股股份。

7. 每股盈利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東應佔溢利 212,829  125,190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年初之已發行普通股 650,622  616,503
發行代息股份之影響 6,256  7,353
股份期權獲行使之影響 329  10,159
股份購回及註銷之影響 (6 ) －   

於年終之基本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57,201  634,015
假設股份期權獲行使而須增加之股份 11,183  23,982   

於年終之經攤薄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668,384  657,997   

每股基本盈利 32.4港仙  19.7港仙   

每股經攤薄盈利 31.8港仙  19.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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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

本集團應收賬款大部分於賬單日期起計 30日內到期。倘用戶之應收賬款逾期超過三個
月，則須支付所有未付金額，方可進一步獲得額外信貸。

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 32,427  45,462

逾期0－30日 13,663  17,507

逾期31－60日 3,953  7,249

逾期超過60日（附註） 73,309  82,009   

 123,352  152,227

減︰呆賬撥備 (3,160 ) (11,944 )   

 120,192  140,283   

附註： 本集團逾期超過60日之金額包括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就流動互連費用之
應收款項68,802,000港元（二零零八年：64,407,000港元）

9.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30日 12,621  18,802

31－60日 1,778  4,025

61－90日 189  8,334

超過90日 22,967  21,163   

 37,555  5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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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資本及儲備

       資本贖回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儲備  保留溢利  匯兌儲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 65,062  670,717  19,013  －  275,025  2,790  1,032,607

股東應佔溢利 －  －  －  －  212,829  －  212,829

就以往年度支付之股息 －  －  －  －  (3,108 ) －  (3,108 )

就以往年度以股代息而發行之股份 1,221  8,685  －  －  (9,906 ) －  －
就本年度支付之股息 －  －  －  －  (19,904 ) －  (19,904 )

因行使股份期權而發行之股份 142  1,806  (549 ) －  －  －  1,399

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  －  4,768  －  －  －  4,768

兌換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調整 －  －  －  －  －  70  70

購回及註銷普通股 (7 ) －  －  7  (134 ) －  (134 )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66,418  681,208  23,232  7  454,802  2,860  1,228,527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保留溢利  匯兌儲備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 元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一日 61,650  622,433  18,109  200,519  1,171  903,882

股東應佔溢利 －  －  －  125,190  －  125,190

就以往年度支付之股息 －  －  －  (5,915 ) －  (5,915 )

就以往年度以股代息而發行之股份 1,123  18,044  －  (19,167 ) －  －
就本年度支付之股息 －  －  －  (11,371 ) －  (11,371 )

就本年度以股代息而發行之股份 884  13,347  －  (14,231 ) －  －
因行使股份期權而發行之股份 1,405  16,893  (3,300 ) －  －  14,998

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  －  4,204  －  －  4,204

兌換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調整 －  －  －  －  1,619  1,619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65,062  670,717  19,013  275,025  2,790  1,032,607           

11.  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已予重列，以與本年度之呈報方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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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城市電訊於二零零九年財政年度再次錄得肯定性的業務進展。集團的四項主
要業務指標包括1)訂戶數目、2)營業額、3)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及4)經調整後的自由現金流均錄得卓越的成績。集團目前已是第三年錄得經調
整後的正自由現金流，再加上於年內以低於面值回購及取消部份十年期優先
票據，集團於本財政年度結算日已達至淨現金狀況。

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內，主要由於固網業務拓展理想，集團
營業額較去年增長13.4%達1,478,2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財政年度，固網業務
的營業額增加21.8%至1,230,900,000港元，佔集團總營業額的 83.3%。有關的增長
動力源自領先業界的訂戶數目增長，足以抵銷用戶平均收入的輕微下跌。國際
電訊業務方面，隨著業務重心逐漸轉移，其營業額亦隨之下跌，較去年同期減
少15.3%至247,300,000港元。

固網業務仍為集團的核心焦點，並由於其較高增長邊際利潤及二十四個月合
約性質，對集團的財務表現更為重要。我們相信擁有全面的光纖網絡覆蓋及卓
越的服務文化為集團帶來實質的競爭優勢，有助集團在成熟的市場及經濟衰
退的環境下持續增長。因此，集團的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較去
年增長34.4%至508,100,000港元，邊際利潤上升5.4%至34.4%。扣除利息、稅項、折
舊及攤銷前盈利已計入回購及取消十年期優先票據的 31,400,000港元淨利潤，
是項利潤乃經由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及二零零九年七月之公開回購行動中以低
於面值回購而來，年內合共註銷面值為 68,000,000美元（約 527,000,000港元）的優
先票據。本年的淨利息支出減少 15.5%至50,300,000港元，但有關從回購而來之
全面利息節省的影響將於下一個財政年度反映。

雖 然 本 年 度 的 稅 項 開 支 受 非 現 金 性 的 遞 延 稅 項 37,100,000港 元 影 響 而 增 加
至38,800,000港 元，股 東 淨 應 佔 溢 利 仍 上 升 70.0%，由 二 零 零 八 年 財 政 年 度 的
125,200,000港元大幅上升至212,8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上升至32.4港仙（二零
零八年財政年度：19.7港仙）。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本年度，本集團進一步鞏固其財務狀況。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
團現金及銀行結存總額為221,1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421,600,000

港元），而未償還借貸則為163,3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683,600,000

港元），因而令本集團處於淨現金狀況。此外，為有更多備用資金令本集團在財
務事宜上更具靈活性，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未動用銀行融資
及循環貸款融資總額197,200,000港元。本集團長期負債主要為未償還之十年期
優先票據，總值 162,6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683,2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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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債務到期情
況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一年內償還 202  121

須於第二年內償還 197  129

須於第三年至第五年內償還 263  126

須於五年後償還 162,656  683,242    

總計 163,318  683,618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所有未償還借貸均按定息結算，並以美元或港元
列值。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由於本集團處於淨現金狀況，故並無呈列
淨資產負債比率。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淨資產負債
比率為0.25倍，計算如下：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債務淨額（附註） 262,008

資產淨值 1,032,607

淨資產負債比率（倍） 0.25

附註： 債務淨額為長期債務及其他負債及融資租賃承擔扣除現金及銀行結存，惟不包括已
抵押銀行存款。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加速擴大網絡覆蓋，所覆蓋之住宅用戶增加140,000戶至
1,620,000戶，並繼續致力於二零一一年年底前將網絡覆蓋之住宅用戶數目擴展
至2,000,000戶。作為擴展之一部分，本集團之網絡將覆蓋太古城、跑馬地及中半
山等住戶收入較高之地區。年內本集團資本性開支由去年同期之211,700,000港
元上升至286,700,000港元，且亦無超出過往就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零年財政年
度所訂下之650,000,000港元指引，並符合本集團將資本性開支維持在低於扣除
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之長期政策。年內，本集團錄得經調整正自由
現金流量（其定義為於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減去資本性開支及
財務開支淨額）171,1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財政年度：106,700,000港元）。

本集團開發網絡所需持續資本性開支將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以及未動用銀
行融資及循環貸款融資撥付。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
度之資本性開支約為每年300,000,000至350,000,000港元，以實現本集團網絡覆蓋
之住宅用戶數目於二零一一年達2,000,000戶（相當於香港2,300,000戶總數約90%）
之目標。於達成網絡覆蓋 2,000,000住宅用戶之目標後，本集團預期維護性資本
性開支將維持於營業額 10%以下之穩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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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已抵押銀行存款為15,000,000港元（二零
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87,300,000港元），作為動用相同額度之銀行擔保、發出
信用狀、對沖安排、銀行貸款及透支等銀行融資之抵押。於二零零九年八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動用之銀行融資為7,8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
日：29,900,000港元），主要用作向第三方供應商提供銀行擔保，及向公用服務供
應商提供銀行擔保以代替服務按金。

匯率

本集團所有貨幣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或美元計算。鑑於港元兌美元之匯率
自一九八三年起持續貼近現行聯繫匯率 7.80港元兌 1.00美元，管理層並不預期
兩種貨幣之間有任何重大外匯收益或虧損。

本集團亦因其於中國之業務面對若干有關港元兌人民幣匯率波動之外匯風險。
為限制有關外匯風險，本集團維持人民幣現金結餘約相當於二至三個月之經
營現金流量水平。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為向供應商提供銀行擔保及向公用服務
供應商提供擔保以代替公用服務按金而產生之或然負債總額分別為 2,50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24,600,000港元）及5,3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八
月三十一日：5,300,000港元）。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或資產負債表以外之責任。

業務回顧

固定電訊網絡服務

由訂立十年宏大驚險大膽目標，成為香港最大寬頻供應商至今已有三年，我們
正循正確方向邁進。於二零零九年財政年度主要進展如下：

1. 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我們將集團的端對端光纖網絡覆蓋拓展
140,000住戶至 1,620,000住戶，為集團未來訂戶基礎增長提供廣泛覆蓋。居
於集團網絡覆蓋內的客戶，我們一般能於登記服務後四十八小時內提供
100Mbps上下載等速寬頻服務。

2. 我們於年內的品牌推廣計劃宣傳「香港寬頻十八區光纖報到」，在同一推廣
系列下推出十八條電視廣告片，幫助集團強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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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往，我們以流動攤位及位於廣州的客戶服務中心作為主要的客戶銷售
渠道。於二零零九年財政年度，集團積極拓展門市分店，由以往的三家門
市增至十五家「光纖專門店」，並引入網上登記平台。

透過積極拓展市場佔有率，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集團的寬頻、話音
及 IP電視之總訂戶人數增加 17.7%至943,000名。

寬頻服務方面，我們領先業界錄得75,000名訂戶淨增長，較去年增加23.7%至
391,000名，遠超市場增長率的約 2.8%至2,000,000名訂戶。於本財政年度的下半
年，集團錄得41,000名訂戶增長，而主要營辦商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的六個月訂戶增長只為3,000名。年內，集團作出果斷的決定，集中於訂戶之整
體增長多於平均用戶收入的增長，因此我們新合約及續約的平均用戶收入於
二零零九年八月下跌至每月 182港元，二零零八年八月則為每月191港元。

本地電話服務方面，雖然整體市場成熟且逐漸收縮，集團仍繼續領先業界，截
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訂戶人數增長53,000名達382,000名。

IP電視方面，我們持續提升及優化頻道之多元性，現時提供超過 80條頻道。
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我們加入了National Geographic的首條
互動頻道Nat Geo Challenge、Animax的Animax Gokujou Taiketsu、Sony Entertainment 

Television、湖南衛視世界頻道及高清頻道 - LUXE TV。拓展後的電視頻道令集團
的訂戶基礎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上升14,000名至170,000名。IP電視
頻道將繼續輔助寬頻及電話業務的發展，我們將在審慎成本管理的原則下，繼
續檢討及豐富電視頻道內容。

國際電訊服務

國際電訊服務的營業額佔集團總營業額僅16.7%，並因傳統長途電話服務與
其他Voice-Over-IP話音服務的激烈競爭而出現下跌情況。集團於二零零九年財
政年度的長途電話通訊量由二零零八年財政年度 574,000,000分鐘下跌15.2%至
487,000,000分鐘。在長途電話服務方面，集團的策略仍是集中於現金流及盈利
能力，而非市場佔有率。

展望

集團於二零零九年財政年度的鼓舞表現反映了固網業務的持續增長。經過十
年努力，我們已為未來的持續發展確立穩健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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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的資本性開支已於三至五年前到達高峰期，其需要的資金主要來自二零
零五年一月發行的 125,000,000美元優先票據。我們現正於二零一一年拓展至
2,000,000住戶覆蓋之長遠目標的最後階段。此外，由於新增客戶銷售成本普遍
高於保留現有客戶，隨著固網業務增長，新增客戶相對現有客戶之比例逐漸下
降，從而促使集團的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邊際利潤相對上升。
集團有充裕的正自由現金流位置來支持業務的持續發展及派發股息的需要。

股息

派息比率由二零零八年財政年度經調整自由現金流量的約 30%增至二零零九
年財政年度約75%，反映受 24個月服務合約保障的營業額業務比率增加、受控
的資本性開支及淨現金的資產負債表。因此，董事會建議宣派末期股息每股普
通股16港仙（二零零八年財政年度：每股普通股 2港仙），此將使二零零九年財
政年度之股息合共為每股普通股19港仙（二零零八年財政年度：每股普通股6港
仙），較二零零八年財政年度上升216.7%。展望未來，本集團之股息分派比率將
維持於本集團經調整自由現金流量流出量 50%至75%之範圍。

僱員薪酬

包括本集團董事在內，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3,173名全職員
工，而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則有3,051名。於二零零九年財政年度與員工
有關之總成本為546,6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財政年度則為471,800,000港元。
有關增幅來自增加投放資源於擴展網絡及業務增長。

本集團提供之薪酬組合包括基本薪金、花紅及其他福利。花紅乃酌情發放並按
本集團整體業務表現以及個別員工及團隊之工作表現釐定。本集團亦提供全
面醫療保障、具競爭力之退休福利計劃、員工培訓課程及採納股份期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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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購回面值總額為 67,990,000美
元之本公司8.75厘之十年期優先票據，有關優先票據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
公司上市，並將於二零一五年到期。有關購回之詳情如下：

月份 面值  已支付總代價
 美元  美元

二零零九年四月（附註） 16,928,000  13,634,658

二零零九年七月（附註） 51,062,000  51,504,196   

 67,990,000  65,138,854   

附註：  已支付總代價已包括交易成本及應計利息。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購回70,000股普通股。所有購回之股份已於隨後註銷。有關購回之詳情如下：

   已支付每股  已支付每股  已支付
月份 普通股數目  最高價格  最低價格  總代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零九年八月 70,000  1.92  1.91  134,197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止年度，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
上市證券。此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

載列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公司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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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董事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內已遵守載於公司守則之規定標準。本公司已採納經修訂之標準守
則，以符合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自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起生效之新規定。

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與本公司管理層討論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漢英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陳健民博士
及白敦六先生組成。

核數師審閱初步業績公佈

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初步業績公佈之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進行核
對，兩者數字相符。由於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之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
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
則而進行之核證聘用，因此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對初步業績公佈作出任
何保證。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6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普通股2港仙）。
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或相近日子向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
冊之股東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期間（包括首
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合資格享有擬派末期股息，所有股份
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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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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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八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將於稍後時間連同本公司年報一併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財務總裁及

公司秘書
黎汝傑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王維基先生（主席）、張子建先生（副主席）、
楊主光先生（行政總裁）、黎汝傑先生（財務總裁）；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鄭慕
智博士；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漢英先生、陳健民博士及白敦六先
生。

「中英文版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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