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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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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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摘要

➢ 宣派末期現金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仙（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每股普通股
13.5港仙），令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全年股息增至每股普通股30港仙（二
零一零年財政年度：每股普通股 20港仙），相當於昨日收市價 3.85港元之
派息率7.8%

➢ 純利升44.7%至313,900,000港元，而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按
年增加26.6%至594,100,000港元

➢ 固定電訊網絡服務（固網服務）營業額按年增加 9.5%至1,484,300,000港元，
令總營業額按年增加 6.8%至1,681,500,000港元

➢ 寬頻訂戶數量增加64,000名，上半年增加25,000名，而下半年加速增加
39,000名

➢ 光纖網絡覆蓋增加170,000戶，佔估計之全港共2,350,000戶其中之1,940,000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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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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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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681,458 1,574,687

網絡開支及銷售成本 3 (212,315) (195,292)

其他經營開支 4(a) (1,097,164) (1,105,604)

其他收入淨額 4(b) 7,249 7,989

財務費用 4(c) (6,359) (22,235)  

除稅前溢利 4 372,869 259,545

所得稅開支 5 (58,954) (42,679)  

股東應佔溢利 313,915 216,866  

每股基本盈利 7 40.8港仙 30.7港仙  

每股經攤薄盈利 7 39.6港仙 29.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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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商譽 1,066 1,066

固定資產 1,642,701 1,431,813

長期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4,101 5,174

遞延開支 15,323 6,626  

1,663,191 1,444,679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8 71,999 99,729

其他應收賬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90,984 89,490

遞延開支 29,312 28,986

銀行結存及現金 408,976 588,665  

601,271 806,870  

流動負債

銀行透支－無抵押 845 10,490

應付賬款 9 17,419 35,128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費用 209,585 195,931

已收按金 26,969 21,822

遞延服務收益－即期部分 85,895 97,248

應繳稅項 2,281 1,533

融資租賃承擔－即期部分 105 212  

343,099 362,364  

流動資產淨值 258,172 444,50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21,363 1,88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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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11,138 55,843

長期遞延服務收益 992 9,550

衍生金融工具 11,564 11,293

長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288 123,960  

123,982 200,646  

資產淨值 1,797,381 1,688,53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77,191 76,500

儲備 10 1,720,190 1,612,03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797,381 1,68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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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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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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披露條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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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需作出足以對
會計政策之應用，以及資產、負債、收入和支出之報告數額構成影響之判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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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項其他因
素作出，其結果構成了在無法依循其他途徑即時得知資產與負債的賬面值時作出判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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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於截至二
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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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會計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改進（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2號

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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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對
採納該等變動是否對本集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仍未作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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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國際電訊服務 197,134 218,589

固定電訊網絡服務（附註2(b)） 1,484,324 1,356,098  

1,681,458 1,574,687  

(a) 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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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交易之條款與和第三方所訂合約
之條款相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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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34 1,484,324 – 1,681,458
－分部間銷售 3,814 14,837 (18,651) –    

200,948 1,499,161 (18,651) 1,681,458    

分部業績 65,832 306,147 371,979  

其他淨收入，不包括
利息收入 3,883

利息收入 3,366
財務費用 (6,359) 

除稅前溢利 372,869
所得稅開支 (58,954) 

淨溢利 31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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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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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589 1,356,098 – 1,574,687

－分部間銷售 5,673 16,673 (22,346) –    

224,262 1,372,771 (22,346) 1,574,687    

分部業績 54,173 219,618 273,791  

其他淨虧損，不包括
利息收入 (3,383)

利息收入 11,372

財務費用 (22,235) 

除稅前溢利 259,545

所得稅開支 (42,679) 

淨溢利 216,86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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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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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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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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二零零八年裁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流動互連
費用撥回收益約19,706,000港元及確認利息收入約10,053,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之應收賬款結存中包括有關流動互連費用之應收賬款
2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39,763,000港元）。

3. 網絡開支及銷售成本

網絡開支及銷售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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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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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 344,136 372,727

遞延開支攤銷 37,873 48,621

核數師酬金 2,777 2,910

自置固定資產折舊 217,790 198,323

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固定資產折舊 407 706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28,426 22,669

設備之經營租賃租金 – 39

呆賬撥備 13,636 14,742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1,587 –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收益） 1,008 (1,375)

人才成本（附註4(d)） 311,355 301,760

其他 138,169 144,482  

1,097,164 1,10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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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收入淨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3,366) (11,372)

取消十年期優先票據之虧損 – 9,650

淨匯兌收益 (995) (324)

其他 (2,888) (5,943)  

(7,249) (7,989)  

(c) 財務費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租賃之利息部分 30 42

十年期優先票據利息 – 5,881

相關發行成本攤銷 – 188

銀行借款利息 1,152 1,379

銀行借款前期成本攤銷 182 192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271 11,293

因償付長期銀行貸款而對前期成本之撇銷 1,251 –

其他借貸成本 3,473 3,260  

6,359 22,235  

(d) 人才成本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及薪金 517,609 518,380

年假撥備 612 561

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4,652 5,347

退休福利成本－界定供款計劃 43,872 38,820  

566,745 563,108

減：以固定資產形式撥充資本之人才成本 (22,206) (20,851)

包括於網絡開支及銷售成本之人才成本 (10,843) (11,098)

包括於廣告及市場推廣開支之人才成本 (222,341) (229,399)  

311,355 301,760  

人才成本包括本集團為所有受僱人士（包括董事）所支付及計提之所有補償及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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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率為16.5%。由於本集團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香港附屬公司持續處於稅項虧
損階段，並無就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度計提香港所得稅撥備。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法定所得稅率為25%。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廣州城電客戶服務有限公司作為認可的
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於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二曆年按優惠稅率15%繳納所得稅。非香港
即期稅項主要與中國所得稅有關。

在綜合損益表列賬之所得稅開支金額為：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以往年度多提撥備 – 40

非香港
－本年度撥備 (3,524) (2,585)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135) –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產生及撥回 (55,295) (40,134)  

所得稅開支 (58,954) (42,679)  

6. 股息

(a) 本年度內應付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派及派付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仙
（二零一零年：每股普通股6.5港仙） 115,605 49,725

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建議分派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
股15港仙（二零一零年：每股普通股13.5港仙） 115,787 103,275  

231,392 153,000  

於資產負債表日後建議分派之末期股息並未於資產負債表日確認為負債。

(b) 於本年度批准及派付之上一個財政年度應佔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批准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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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每股普通股16港仙） 103,735 108,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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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東應佔溢利 313,915 216,866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年初之已發行普通股 764,997 664,180

股份期權獲行使之影響 3,810 14,856

配售之影響 – 27,569  

於年終之基本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68,807 706,605

假設股份期權獲行使而須增加之股份 23,992 30,011  

於年終之經攤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92,799 736,616  

每股基本盈利 40.8港仙 30.7港仙  

每股經攤薄盈利 39.6港仙 29.4港仙  

8. 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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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30日 44,949 41,244

31－60日 16,417 9,024

61－90日 6,861 5,245

超過90日（附註 ) 10,302 50,039  

78,529 105,552

減：呆賬撥備 (6,530) (5,823)  

71,999 99,729  

附註：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超過90日之應收賬款金額包括有關流動互
連費用之應收賬項2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9,76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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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逾期－30日 11,719 6,838

31－60日 245 1,982

61－90日 733 1,647

超過90日 4,722 24,661  

17,419 35,128  

10. 股本及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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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 313,915 2,383 316,298
就以往年度支付之股息 6 – – – – (103,735) – (103,735)
就本年度支付之股息 6 – – – – (115,605) – (115,605)
因行使股份期權而發行
之股份 691 8,498 (1,957) – – – 7,232
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 – 4,652 – – – 4,652       

於二零一一年
八月三十一日 77,191 1,083,495 23,759 7 607,783 5,146 1,79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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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 216,866 (97) 216,769

就以往年度支付之股息 6 – – – – (108,735) – (108,735)

就本年度支付之股息 6 – – – – (49,725) – (49,725)

因行使股份期權而發行
之股份 2,032 22,227 (7,515) – – – 16,744

以權益結算股份支付
之交易 – – 5,347 – – – 5,347

因配售而發行之股份 8,050 371,562 – – – – 379,612       

於二零一零年
八月三十一日 76,500 1,074,997 21,064 7 513,208 2,763 1,688,539       

11 比較數字

年內，管理層對本集團之遞延服務收益結存之分類作出檢討。進行檢討後，本集團先前
計入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結餘為數9,550,000港元之「遞延服務收益」結
存已重新分類為非流動負債。此項分類方式之改變並不影響上年度呈報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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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是集團踏入第十九年的營運，亦是城市電訊創新紀錄的
一年。相比起上半年，下半年度的營運表現較預期為佳，超越於二零一一年四
月二十日公佈的營運目標。

1. 集團營業額錄得 6.8%的穩定增長達1,681,500,000港元

經過十一年於端對端的基建投資，集團的固網服務於去年取得大量訂戶
後，正踏入收成期。本年度，集團的固網服務營業額錄得9.5%的增長（相等
於128,200,000港元）達1,484,300,000港元，足以抵銷國際電訊業務（「長途電話」）
的9.8%跌幅（相等於21,400,000港元）至197,200,000港元。固網業務現佔集團總
營業額的88.3%。

2.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遠超預期，核心業務的扣除利息、稅
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邊際利潤更達歷史性新高

憑藉固網業務的固定成本組合及集團上下的「Do More with Less」、強調工作
效率的態度，本年度，集團核心業務的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
利遠超已公佈財務表現指引的580,000,000港元，達594,100,000港元，同時，
亦較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的479,100,000港元錄得24.0%的年度增長。核心業
務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的強勁增長亦為集團帶來紀錄性新
高的核心業務的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邊際利潤，由二零一
零年財政年度的 30.4%，增至本財政年度的35.3%。

3. 紀錄性新高的淨利潤帶來超越市場表現的淨邊際利潤

除了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的理想表現外，集團亦受惠於二
零一零年二月，於到期前五年提前回購及贖回十年期優先票據所帶來的財
務成本節省。因此，集團的淨財務成本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的10,900,000

港元大幅縮減至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的3,000,000港元。扣除包括55,300,000

港元非現金遞延稅項，達59,000,000港元的所得稅開支後，股東應佔溢利錄
得歷史性新高的313,900,000港元，相比起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的216,900,000

港元，增幅高達 44.7%。

除此之外，若我們留意香港其他三家主要固網商最新公佈的中期業績，包
括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0008.HK)、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0215.HK)及有
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 (1097.HK)，本集團是唯一一家公司取得雙位數字的淨
邊際利潤。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本集團的淨邊際利潤為18.7%，而二零
一零年財政年度則為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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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寬頻訂戶持續增長

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雖然面對激烈競爭，而集團亦於二零一零年九月
一日起將每月 99港元之「重點等速100Mbps寬頻服務」調整至每月199港元之
100Mbps、電話連 IP電視服務或1Gbps寬頻服務，我們依然錄得64,000名訂戶
的淨增長，佔整體市場109,000名訂戶增長*的58.7%。值得注意的是，集團
由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上半年的25,000名訂戶淨增長，躍升至二零一一年
財政年度下半年的39,000名訂戶淨增長。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集團的寬頻訂戶數目為590,000名，超越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於業務指引
公佈的580,000名訂戶。

* 整 體 市 場 訂 戶 增 長 乃 根 據 電 訊 管 理 局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八 月 底 的 官 方 數 據
(http://www.ofta.gov.hk/zh/datastat/chi_cus_isp.pdf)。

5. 73%股息派發比率，較去年的財政年度上升50%

集團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仙。計入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
仙，建議每股普通股的全年股息為30港仙（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每股普通
股20港仙），派發比率約佔股東應佔溢利的73%，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約為
65%，增幅達50%。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的建議派發比率乃根據集團的派
息政策，派發股東應佔溢利的60%－90%而定。

固定電訊網絡服務（固網服務）

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對城市電訊而言，乃刺激的一年─當中充滿挑戰，亦帶來
豐碩回報。於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集團透過「極速普及人人喜動」訂戶推薦計
劃取得紀錄性的寬頻訂戶增長，本年度，我們集中於此基礎上的收成，於二零
一一年財政年度的第一天，即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日起大幅調升收費。受價格變
動所影響，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的上半年財政年度，一網
三用訂戶數目淨增長僅為49,000名。但此價格變動影響隨時間減退，二零一一
年財政年度的下半年一網三用訂戶數目的淨增長加速至88,000名，令截至二零
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的財政年度全年增加 137,000名訂戶，達 1,247,000名。

一網三用的整體訂戶增長之中，當中寬頻訂戶增加64,000名至 590,000名，本地
電話訂戶增加45,000名達476,000名，IP電視訂戶增加28,000名達181,000名。我們
的核心寬頻服務更擁有寬頻訂戶市場約27%佔有率，為集團邁向二零一六年成
為香港最大的 IP供應商踏出重要一步，亦顯示集團正循正確方向跨步未來。

本地電話方面，集團視之為核心寬頻業務上，具盈利能力的增值服務。我們在
飽和的市場情況下，當主要營辦商仍未提供類似優惠時，我們將之加入寬頻服
務的綜合綑綁式套餐服務，藉此卓越的價值爭取市場佔有率。當中，集團的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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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月費住宅固網電話優惠正是以彌補成本以帶來額外現金流為基礎，並為
將來推銷其他高邊際利潤服務建立基礎，同時亦提醒市場相對於主要營辦商
所提供之60港元至110港元月費之獨立話音服務於價格之差別。

IP電視業務方面，我們集中於提供大眾價值。當競爭對手著重於運動節目的獨
家直播權，集團則為大眾市場提供具價值的優惠。假以時日，我們將主動將行
業的收費電視客戶轉為收看免費電視內容，因此在講求網絡融滙的時代，我們
不會視收費電視為可行的長遠獨立業務。

在寬頻、話音及 IP電視一網三用的核心服務外，我們正積極發展完備的增值服
務，如bbWi-Fi流動寬頻、bbDRIVE網上硬碟、bbGuard電郵過濾、bbWATCH網上電
視、2b App寬頻電話手機應用程式、網上遊戲點子銷售平台「點數商城」、網上
高清音樂平台「MusicOne」等。MusicOne以廣東流行曲為主，網羅超過150,000首
歌曲及音樂影片、獨家幕後花絮及內容，稍後亦會獨家呈獻樂壇天后容祖兒的
音樂會。隨著集團與客戶關係漸見緊密，我們將增值服務視之為未來業務增長
的重要一環。

國際電訊服務（長途電話服務）

長途電話服務的營業額佔集團總營業額的11.7%。在傳統長途電話服務及Voice-

Over-IP服務的激烈競爭下，此業務錄得持續但穩定的跌幅。長途電話服務的通
訊量下跌11.2%，由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的464,000,000分鐘跌至二零一一年財政
年度的412,000,000分鐘。集團在長途電話服務方面的策略為集中於現金流及盈
利能力，而非市場佔有率。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於回顧年內，本集團繼續維持穩健財務狀況。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款額為409,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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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134,700,000港元），因而令本集團處於淨現金狀況407,8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八
月三十一日：454,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動用其
中6,900,000港元銀行融資，主要用作向供應商提供銀行擔保，以及向公用服務
供應商提供銀行擔保以代替服務按金（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8,300,000港
元），餘下 32,000,000港元作日後用途。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之現金及現金等
值款額總額減少，主要由於派付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103,700,000港
元及於二零一一年三月悉數償還長期銀行貸款125,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僅有主要為融資租賃承擔之長期負債為
3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長期負債主要包括未償還長
期銀行貸款123,600,000港元）。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款額總額包括銀行結存
及現金以及定期存款。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
日，並無已抵押銀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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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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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一年內償還 950 10,702

須於第二年償還 105 105

須於第三年至第五年償還 183 123,855  

總計 1,238 134,662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未償還借貸均按定息或浮息計息，且全部以港元
列值。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及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由於本集團處於淨現金
狀況，故並無呈列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本集團之資本性開支為 449,2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財政年度則為344,800,000港元。其中397,900,000港元用於核心電訊業務，高於本
集團已公佈指引上限 350,000,000港元，主要用作加快擴大光纖網絡。截至二零
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光纖網絡住宅用戶增加 170,000戶，覆蓋多達
1,940,000戶住宅用戶，相當於香港住宅用戶80%以上。餘下51,300,000港元主要為
土地出讓金48,000,000港元，用作支付興建多媒體製作及分銷中心之土地，多媒
體製作及分銷中心預期將於 36個月內落成。

本集團於年內產生經調整自由現金流量141,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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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00,000

港元）。

持續資本性開支將主要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所支持。就興建多媒體製作及
分銷中心以及擴展至有待發牌之免費電視業務方面，將由本集團內部資源及
銀行融資撥付。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之資本開支，預期約320,000,000港元至350,000,000

港元用於核心電訊業務。整體而言，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足以持續經
營及拓展網絡。

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毋須抵押任何存款以取得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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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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亦因其於中華人民共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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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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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之或然負債總額分別為 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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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或資產負債表以外責任。

展望

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的首要重點是令固網服務的定價基礎更為堅實，提升未
來的盈利能力，集團在這方面的表現已成功達標。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集
團將積極尋求盈利能力上的增長。

住宅市場方面，除了核心的一網三用增長以外，集團將推展全新及經提升後、
能展現頻寬需求的增值服務，以擴展及令收入來源更多元化。增值服務有助集
團深化客戶關係，同時亦在增值經濟模式上帶來可觀的回報。

企業市場方面，為企業而設的光纖服務已延展至超過1,600幢主要的商業大廈，
包括國際金融中心、環球貿易廣場、美國銀行中心、信德中心、統一中心、中央
廣場、新世界中心等。隨著於香港擁有廣濶且具質素的網絡覆蓋，集團將以進
取形式，以「從客戶角度出發」的態度拓展並加強企業業務的滲透率。我們並不
是單向客戶推銷服務或方案，而是尋找合適的夥伴，以集團的光纖基建及優越
客戶服務共同創造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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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就核心電訊業務的財務表現指引如下：

－ 寬頻訂戶由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的 590,000名增至二零一二年八月
三十一日的逾 650,000名

－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超過650,000,000港元

－ 電訊業務的資本性開支為 320,000,000港元至350,000,000港元

至於免費電視及多媒體製作業務方面，當業務展望較為清晰，集團將會向持份
者提供最新信息。

股息

有見於理想的資產負債表狀況及核心電訊業務帶來的強勁現金流，我們按股
東應佔溢利60%至90%的派息比率派發股息，以回報集團的股東。因此，董事會
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仙，令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全年股息達每
股普通股30港仙（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每股普通股20港仙），派息比率約為全
年股東應佔溢利約 73%。

展望未來，由於免費電視及多媒體製作業務存在變數，集團計劃就二零一二年
財政年度派發每股普通股30港仙的全年股息，與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全年的
建議股息相同。

人才薪酬

包括本集團董事在內，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止，本集團共有3,080名全職
人才，而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則有3,232名。於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與人
才有關之總成本為566,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財政年度則為563,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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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及團隊之工作表現釐定。此外，本集團亦提
供全面醫療保障、具競爭力之退休福利計劃、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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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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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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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向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內已遵守載於標準守則及公司守則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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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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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5港仙（二零一零年︰每股普通股 13.5港仙）。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
會批准後，建議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日或相近日子向於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



– 20 –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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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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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連同本公司年報將按上市規則之規定於稍後時候刊登及一併寄發。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財務總裁及

公司秘書
黎汝傑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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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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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版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作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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