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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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摘要

‧ 純利較去年同期增加 44.0%至167,6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達 21.9港
仙，去年同期為 17.3港仙

‧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仙，較去年同期每股普通股6.5港仙上升
131%

‧ 核心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附註）較去年同期增加16.7%至
301,600,000港元

‧ 由於固定電訊網絡服務（固網服務）業務所得營業額按年強勁增長7.6%

至727,200,000港元，令總營業額按年增加5.1%至 825,900,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儘管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日
價格大幅上升，寬頻訂戶數目淨增長25,000名至551,000名，主導估計市
場增長總數 37,000名之68%

附註： 核心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代表任何其間之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
銷前盈利加上取消十年期優先票據之任何淨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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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城市電訊」或「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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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表以及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
以上報表均為未經審核及屬簡明性質。

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二月二十八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825,906 785,963

網絡開支 4 (103,781) (90,185)

其他經營開支 (527,911) (539,612)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5 3,210 (4,251)

財務費用－淨額 6(a) 247 (12,255)
  

除稅前溢利 6 197,671 139,660

所得稅開支 8 (30,059) (23,272)
  

股東應佔溢利 167,612 116,388
  

每股基本盈利 10 21.9港仙 17.3港仙
  

每股經攤薄盈利 10 21.1港仙 16.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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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 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八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商譽 1,066 1,066

固定資產 1,494,894 1,431,813

長期預付款項 4,521 5,174

遞延開支 11,951 6,626
  

1,512,432 1,444,679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1 65,059 99,729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01,910 89,490

遞延開支 27,273 28,986

銀行結存及現金 476,855 588,665
  

771,097 806,870
  

流動負債

銀行透支－無抵押 4,961 10,490

應付賬款 12 22,652 35,128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66,217 195,931

已收按金 22,661 21,822

遞延服務收益 89,068 106,798

應繳稅項 1,687 1,533

融資租賃承擔－即期部分 153 212
  

307,399 371,914
  

流動資產淨值 463,698 434,95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76,130 1,87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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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八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85,026 55,843

衍生金融工具 7,423 11,293

長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124,065 123,960
  

216,514 191,096
  

資產淨值 1,759,616 1,688,53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76,851 76,500

儲備 1,682,765 1,612,03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759,616 1,688,539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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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的披露條
文；及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於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獲授權刊發。

除預期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本公
司已根據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編
製本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會計政策的變動詳情載列於附註2。

遵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之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理層作出
若干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均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及按本年截至報
告日期為止所呈報的資產與負債以及收入與開支的金額。實際結果有可能有別於此等估
計。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部分說明附註。該等附註闡述了對本集團自截
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刊發以來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之變動而言
屬重大之事件及交易之說明。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有關附註並不包括所有按照國
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編製完整財務報表所需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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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財務資料，乃按
早前資料呈報，並不構成本公司該財政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但資料則源自有關財務報
表。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公司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
索取。獨立核數師已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九日之核數師報告內就該等財務報表出具無保
留意見。

2 主要會計政策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頒佈多項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提前採納的新訂或
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會計師公會隨後亦頒
佈等同的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並與國際
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具有相同的生效日期，且該等內容在所有重大方面與國際會計
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一致。該等政策變動並無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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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分部資料

如下文所述，本集團有兩個可申報分部，為本集團的策略性業務單位。策略性業務
單位提供不同服務，其由於需要不同的技術及營銷策略，因此需獨立管理。就各策
略性業務單位而言，最高營運決策者每月審閱內部管理報告。以下概要說明本集團
各可申報分部的營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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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交易之條款與和第三方所訂約之
條款相若。

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
國際電訊

服務
固定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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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49 727,157 – 825,906
分部間銷售 2,840 7,625 (10,465) –

    

可申報分部營業額 101,589 734,782 (10,465) 825,906
    

可申報分部溢利（附註3(b)） 37,319 156,895 19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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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
國際電訊

服務
固定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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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78 675,785 – 785,963

分部間銷售 2,833 8,116 (10,949) –
    

可申報分部營業額 113,011 683,901 (10,949) 785,963
    

可申報分部溢利（附註3(b)） 33,202 122,964 156,166
   

國際電訊
服務

固定電訊
網絡服務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銷售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529,479 1,754,050 2,283,529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590,888 1,660,661 2,251,549
   

(b) 呈報分部損益之對賬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業績 194,214 156,166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3,210 (4,251)

財務費用－淨額 247 (12,255)
  

除稅前溢利 197,671 13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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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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人及提供互連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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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臨時費率已根據電訊局之最後裁決作出調整。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由於若干流動營運商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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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並未與香港寬頻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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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該等已與香港寬頻達成合
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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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裁決（「二零零八年裁決」）。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電訊局就二零零八年裁決作出判決，載列涉及爭議之流動營運
商應付之流動互連費用費率。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之應收賬款結存中包括有關流動互連費用之應收賬款
4,63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39,763,000港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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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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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317 591

其他收入 1,183 4,946

淨匯兌收益╱（虧損） 710 (138)

取消十年期優先票據之虧損 – (9,650)
  

3,210 (4,251)
  

6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及（計入）下列項目：

(a) 財務費用－淨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租賃之利息部分 16 21

十年期優先票據之利息 – 6,069

銀行借款利息及其他借貸成本 3,447 1,162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 (3,870) 4,973

銀行借款前期成本攤銷 160 30
  

(247) 12,255
  

(b) 其他項目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廣告及市場推廣費用 163,921 182,456

遞延開支攤銷 18,181 27,484

自置固定資產折舊 105,194 97,167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固定資產折舊 298 357

呆賬撥備 7,431 10,759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 (602)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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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才成本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33,851 129,702

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2,362 1,289

退休福利成本－界定供款計劃 21,795 19,238

減：以固定資產形式撥充資本之人才成本 (10,343) (10,927)
  

147,665 139,302
  

人才成本包括向本集團為所有受僱人士（包括本公司董事）所支付及計提之所有補償及福
利。

人才成本包括董事薪金，以及研究及開發費用5,65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
日止六個月：5,493,000港元），但不包括已計入網絡開支之人才成本5,347,000港元（截至二
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5,693,000港元）及已計入廣告及市場推廣費用之人才成
本105,58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113,495,000港元）。

8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之應課稅溢利按估計年
度實際稅率15.2%（截至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16.7%）計算。海外附屬公司稅
項之計算方法乃同樣根據有關國家預期適用之估計年度實際稅率計算。

在綜合收益表列賬之所得稅開支金額為：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以往年度超額撥備 – (40)

－海外稅項
－中期撥備 1,721 1,678

－以往年度已收特殊抵免稅項 (845) –

有關產生及撥回暫時差額之遞延稅項 29,183 21,634
  

所得稅開支 30,059 2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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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a) 應佔中期股息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中期結算日後宣派及派付之中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15港仙（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
每股普通股6.5港仙） 115,277 44,383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本公司董事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
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以現金分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仙（截至二零一零年
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 6.5港仙）。該項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
三十一日或前後向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
之股東派發。

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該中期股息並未確認為負債。

(b) 於本中期期間批准及派付之上一個財政年度應佔股息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批准及於本中期期間派付之截至二零一零年
八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3.5港仙（二零一零年：每股普通股16港仙） 103,735 10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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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東應佔溢利 167,612 116,388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二月二十八日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於期初之已發行普通股 764,997 664,180

股份期權獲行使之影響 2,012 9,025
  

於期終基本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67,009 673,205

假設股份期權獲行使而須增加之股份 25,877 30,771
  

於期終經攤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92,886 703,976
  

每股基本盈利 21.9 港仙 17.3 港仙
  

每股經攤薄盈利 21.1 港仙 16.5 港仙
  

11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八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30日 41,939 41,244

31－60日 9,453 9,024

61－90日 4,960 5,245

超過90日（附註） 13,867 50,039
  

70,219 105,552

減：呆賬撥備 (5,160) (5,823)
  

65,059 99,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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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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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須支付所有未付金額，方可進一步獲得額外信貸。

附註：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超過90日之應收賬款金額包括有關流動互連
費用之應收賬款4,63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39,763,000港元）。

12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八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30日 5,229 6,838

31－60日 1,129 1,982

61－90日 152 1,647

超過90日 16,142 24,661
  

22,652 35,128
  

1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資本贖回

儲備 保留溢利 匯兌儲備 總額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日 76,500 1,074,997 21,064 7 513,208 2,763 1,688,53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167,612 1,564 169,176

就以往年度支付之股息 9(b) – – – – (103,735) – (103,735)

因行使股份期權而發行之股份 351 4,418 (1,495) – – – 3,274

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 – 2,362 – – – 2,362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76,851 1,079,415 21,931 7 577,085 4,327 1,759,616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 66,418 681,208 23,232 7 454,802 2,860 1,228,527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116,388 (200) 116,188

就以往年度支付之股息 9(b) – – – – (108,735) – (108,735)

因行使股份期權而發行之股份 1,863 19,818 (6,866) – – – 14,815

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 – 1,289 – – – 1,289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 68,281 701,026 17,655 7 462,455 2,660 1,252,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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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開始時，我們已向對內及對外的持份者傳遞清晰的訊息
─集團於有關財政年度的焦點為建基於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獲得的超過500,000

名寬頻訂戶基礎，以增加盈利能力。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度的財務表現引證集團
由固網業務帶動更高的盈利能力及低財務成本，均循正確軌道發展。

1. 集團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增加 5.1%至825,900,000港元。營業額增長主要由固
網業務營業額的7.6%上升至727,200,000港元所帶動，其增幅足以抵銷國際電
訊業務較去年同期下跌10.4%至98,700,000港元的營業額跌幅。從數字上看，
固網業務營業額上升51,400,000港元，國際電訊業務營業額則下跌11,500,000

港元。固網業務營業額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財政年度佔集團總營業額的
88.0%（二零一零年上半年財政年度為86.0%）。

2. 核心業務的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及淨利潤均錄得強勁增
長。於二零一零年度取得的訂戶基礎為集團帶來盈利。於二零一一年上
半年財政年度，核心業務的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較去年同
期增加 16.7%，達301,600,000港元，及其邊際利潤亦由一年前的 32.9%增至
36.5%。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財政年度，集團亦受惠於二零一零年回購及贖
回優先票據淨利息節省的全年效應，股東應佔溢利較去年同期上升44.0%

至167,6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21.9港仙（二零一零年上半年財政年度
為17.3港仙）。

3. 寬頻訂戶持續增長。雖然面對激烈競爭及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日集團調高
100Mbps等速寬頻服務月費由99港元至169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
日止的六個月內，寬頻訂戶數目淨增長25,000達551,000名，相對整體市場增
長估計為37,000名，集團的增長佔當中的68%。有關整體市場的增長估計，乃
根據電訊管理局公佈的資料 (http://www.ofta.gov.hk/zh/datastat/chi_cus_isp.pdf)，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的 2,139,282減去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的
2,108,417，計算每月平均增長量再推算六個月的升幅。有一點需要澄清的
是，集團所匯報的訂戶數目與電訊管理局的數據一致。

4. 每股股息增加131%至15港仙。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的六個月，
集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仙，佔股東應佔溢利約68%，高於去年同期
股息，但仍與去年宣佈派發股東應佔溢利的60至90%的派息政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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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電訊網絡服務

正如二零一零年年報所言，二零一一年全年的焦點集中於盈利能力。於二零一
零年九月一日，即集團財政年度的第一日起，我們結束了已維持十個月之「月
費99港元的等速 100Mbps寬頻服務」推廣計劃及推出「月費 199港元的 100Mbps等
速寬頻、電話及 IP電視計劃」或「月費199港元的1Gbps等速寬頻服務計劃」。

我們已留意到收費倍增為市場帶來的震撼，並預期需要一段時間才可回復正常
增長。於二零零六年財政年度，我們曾經歷類似情況，上調收費之後面對9,000

名寬頻訂戶的淨流失，隨後幾年才回復迅速增長。集團的十年宏大驚險大膽目
標為於二零一六年成為全港最大的 IP供應商，極端的「之」字型定價乃是集團的
預定策略之一。積極的價格下調可「震動」競爭對手的市場佔有率，進取的收費
調升則可推動盈利能力，因此輕微的定價變動並不足以吸納大量的市場佔有
率以達到我們的宏大驚險大膽目標。

於去年二零一零年的財政年度，集團將 100Mbps等速寬頻服務月費下調價格一
半至月費99港元，錄得破紀錄的35%寬頻訂戶增長，達526,000名，佔整體市場淨
增長的91%。於本年二零一一年的財政年度，我們調升收費70.7%至月費169港元
以提升盈利能力。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財政年度，我們仍能拓展一網三用的
訂戶數目；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錄得49,000淨增長達1,159,000名，
當中包括寬頻訂戶淨增長25,000至551,000名，本地電話淨增長18,000至449,000名
及 IP電視淨增長6,000至159,000名訂戶。令人鼓舞的是，期內寬頻服務的客戶流
失率維持每月低於 1%的水平，引證客戶服務對我們服務的極端黏性。

為穩固集團的價格基礎並進一步擴展平均用戶收入，我們正積極推銷高價產
品，以提升相對價格定位。現時，100Mbps等速寬頻服務月費為 169港元，只需
額外支付30港元月費，用戶可同時享用話音及超過100條頻道的 IP電視服務，
或提升至1Gbps等速寬頻服務。相對於競爭對手話音及 IP電視的獨立收費，集團
額外的30港元月費以提供一網三用的服務提供驚人的價值。其他營辦商提供
的100Mbps至1Gbps服務除只限部份地區及大廈外，亦以高昂收費達到建立企業
品牌效果；相對而言，集團積極地將頻寬商品化，加強光纖寬頻對大眾的吸引
力。集團希望改變消費者的思維，由「我為甚麼需要 1Gbps？」變成「我為甚麼不
用1Gbps？」。

除了優越的光纖表現，我們的核心價值強調人才優勢─「我們是人民領袖和先
鋒」。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五日，我們推出「熱誠由心」客戶關顧活動，重點介紹
如私人銀行般的個人賬戶管理。與傳統壟斷思維以熱線服務客戶不同的是，
我們的50多萬名寬頻訂戶可享用專責客戶關顧主任的個人化服務。集團現有
2,931名人才，當中1,453名位於廣州辦事處，為我們以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提供個
人化服務。我們的客戶關顧乃基於雙向溝通及長遠關係，集團視之為競爭優勢
而非業務成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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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電話方面，我們持續吸納已成熟的市場佔有率。

IP電視方面，雖然我們會繼續優化所提供的服務，但 IP電視仍會被視為核心寬
頻業務以外，限時的輔助性服務。假以時日，我們將迎接由內容供應商生態系
統所帶動的結構性改變，讓Connected TV╱裝置及充裕光纖頻寬取代消費者的收
費電視服務。

國際電訊服務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財政年度，國際電訊服務的營業額下跌10.4%至98,700,000港
元，通訊量下跌10.4%，由去年同期的230,000,000分鐘下跌至本年度的206,000,000

分鐘，只佔集團總營業額的 12.0%。這項業務繼續面對傳統長途電話服務及其
他Voice-Over-IP服務的激烈競爭，當中包括以電腦對電腦作平台的免費話音服
務。雖然如此，在長途電話服務方面，集團的策略焦點仍集中於現金流及盈利
能力，而非市場佔有率。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之銀行結存及手頭現金總額為476,9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588,700,000港元），而未償還借貸則為129,2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134,700,000港元），故本集團之淨現金狀況為
347,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454,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二
月二十八日，本集團有未動用銀行融資總額 30,5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八月
三十一日：未動用銀行融資及循環貸款融資總額220,500,000港元）。

本集團長期負債主要為未償還之五年期銀行貸款 123,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八月三十一日：123,6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零年八
月三十一日，概無已抵押銀行存款。年內，本集團訂立面值175,000,000港元之五
年期利率掉期合約以對沖利率風險，初步按公平值確認，並於各結算日重新計
量。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本集團已悉數償付五年期銀行貸款，而五年
期利率掉期合約則仍然有效。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債務到期情
況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零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一年內償還 5,114 10,702

須於第二年內償還 101 105

須於第三年至第五年內償還 123,964 123,855
  

總計 129,179 134,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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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所有未償還借貸均按固定或浮動息率計算，並以
港元列值。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由於本集
團處於淨現金狀況，故並無呈列淨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之其中一項增長因素為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已將光纖網絡
覆蓋面擴展至多達 2,000,000戶住宅用戶。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
年取得良好進展，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住宅用戶數目增加63,000戶至
1,830,000戶。此期間之資本性開支為175,300,000港元，較由去年同期之176,900,000

港元稍低。雖然本集團積極擴展網絡，但仍繼續執行將資本性開支維持低於扣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之政策。本集團於期內產生經調整自由現金
流量127,900,000港元，其界定為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減資本性開
支及財務費用淨額（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上半年：60,300,000港元）。

本集團完成網絡覆蓋目標所需持續資本性開支將主要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
撥付。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之資本性開支約為 350,000,000港元，
並預料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達到2,000,000戶住宅用戶之目標後，核心
電訊業務之資本性開支大幅下降。整體而言，本集團財務狀況良好，足以持續
經營及拓展網絡。

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毋須抵押任
何存款以取得銀行融資。

匯率

本集團所有貨幣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或美元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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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貨幣之間會有任何重大外匯收益或虧損。

本集團亦因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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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至三個月之經營現
金流量水平。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就分別向供應商提供擔保及向公用服務
供應商提供擔保以代替公用服務按金所產生之或然負債總額分別為 2,700,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2,700,000港元）及5,6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八
月三十一日：5,600,000港元）。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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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就二零一一年下半年財政年度而言，集團的主要焦點在於繼續穩固固網業務的定
價基礎，並全力推動「熱誠由心」的服務文化。雖然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財政年度
的訂戶增長速度受收費上調影響而較預期遜色，我們預期有關收費效應將隨時
日而蒸發。等速1Gbps寬頻服務現有的月費為199港元（26美元），服務如以每港元所
得的頻寬計算，是全球最物有所值之一，更令我們相信，未來將有價格上調的空
間。值得參考的是，我們在香港提供的等速1Gbps服務，收費為月費26美元；Verizon 

FiOS在美國提供最高速的寬頻服務為50Mbps下載及20Mbps上載速度，收費為139.95

美元（資料來源：http://www22.verizon.com/residential/fiosinternet/plans/plans.htm）。

一般人認為，香港的寬頻市場幾近成熟，約有85%住戶滲透率；事實上，集團正
從基層著手，以光纖推動改變，因為光纖寬頻的住戶滲透率只有34%（請參閱下
圖）。總括而言，業界正從撥號上網演變至寬頻再進級至光纖，而集團正是光纖
空間中的市場領導者。

圖：擁有最高光纖到戶╱光纖到大廈及LAN的經濟體系

資料來源：http://s.ftthcouncil.org/files/2010_sept_global_ranking_ftt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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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全年財務表現指引

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全年業績的路已走完超過一半，儘管誠如以下闡述
訂戶增長微降的情況，本集團仍有信心能兌現本公司二零一零年年報第20頁
中「展望」一節所載全年財務表現指引：

1. 寬頻訂戶數目由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的 526,000名增至二零一一年八
月三十一日的逾 580,000名（原先為600,000名訂戶）

2.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超過580,000,000港元（維持不變）

3. 核心電訊業務的資本性開支約為 350,000,000港元（維持不變）

人才薪酬

包括本集團董事在內，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本集團共有2,931名全職人
才。本集團為受僱人士提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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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表現及個別人士的工作表現釐定。此外，本集團亦
提供全面醫療保障、具競爭力的退休福利計劃、人才培訓課程及採納股份期權
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劵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載列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載列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劵交易的標準守
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公司守則」）。

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二
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公司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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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
績，並與本公司管理層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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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就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宣派現金中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15港仙（截至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6.5港仙），
向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名列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發。股息單將於二
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或前後向本公司股東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首尾兩天包括在
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內將不會進行任何股份之過戶登記。為符
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五
月十三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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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城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財務總裁兼公司秘書
黎汝傑

香港，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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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黎汝傑先生（財務總裁）；非執行董事為鄭慕智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漢英先生、陳健民博士及白敦六先生。

「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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