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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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Y TELECOM (H.K.) LIMITED
城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37）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六個月

摘要

• 總營業額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六個月增加11.2%至918,300,000
港元，主要由於固定電訊網絡服務（固網服務）業務強勁

•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六
個月為281,200,000港元

• 固網服務營業額按年增加13.9%至828,000,000港元，訂戶數量於截至二零
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六個月增加 60,000名至1,307,000名

• 每股基本盈利達 17.5港仙

•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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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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止六個月之綜合收益表以及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之綜合資產負債表，
以上報表均為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918,294 825,906

網絡開支及銷售成本 4 (167,189) (103,781)

其他經營開支 (591,335) (527,911)

其他收入－淨額 5 3,307 3,210

財務費用－淨額 6(a) (1,478) 247  

除稅前溢利 6 161,599 197,671

所得稅開支 8 (26,922) (30,059)  

期內溢利 134,677 167,612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35,468 167,612
非控股權益 (791) –  

期內溢利 134,677 167,612  

每股基本盈利 10 17.5港仙 21.9港仙  

每股經攤薄盈利 10 17.1港仙 21.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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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八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商譽 1,066 1,066
無形資產 2,450 –
固定資產 1,734,054 1,642,701
長期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7,595 4,101
遞延開支 3,487 15,323
遞延稅項資產 3,395 –  

1,752,047 1,663,191  

流動資產

存貨 25,718 –
應收賬款 11 64,439 71,999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27,592 90,984
遞延開支 42,871 29,312
銀行結存及現金 248,077 408,976  

508,697 601,271  

流動負債

銀行透支－無抵押 7,866 845
應付賬款 12 20,420 17,419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54,757 209,585
已收按金 28,881 26,969
遞延服務收益－即期部分 73,306 85,895
應繳稅項 2,456 2,281
融資租賃承擔－即期部分 102 105  

287,788 343,099  

流動資產淨值 220,909 258,1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72,956 1,92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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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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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71 111,138
長期遞延服務收益 277 992
衍生金融工具 10,731 11,564
融資租賃承擔 237 288  

150,416 123,982  

資產淨值 1,822,540 1,797,3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77,308 77,191
儲備 1,743,573 1,720,19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820,881 1,797,381
非控股權益 1,659 –  

權益總額 1,822,540 1,79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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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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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報告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獲授權刊發。

除載於附註 2的會計政策外，本公司已根據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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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要求管
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均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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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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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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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自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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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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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完整財務報表所需之資
料。

載於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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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索取。獨
立核數師已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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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所有適用個別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
釋）。香港會計師公會隨後亦頒佈等同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所有適用
個別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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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以下發展與本集團之財務報表有關：

－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關連方披露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二零一零年）

上述發展主要有關澄清適用於本集團財務報表的若干披露規定。此等發展對本期或比較
期間之中期財務報表的內容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尚未於本會計期間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自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起，本集團已改變其有關投資物業之會計政策。本集團現採用公
平值模式為投資物業之估值模式，投資物業於報告期結束時以公平值於資產負債表列
賬。一項投資物業公平值之變動或廢棄或出售該物業所產生之任何收益或虧損於損益確
認。在該變動之前，已採用成本模式及投資物業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如有）於
資產負債表列賬。

會計政策之變動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並無
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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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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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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60 828,034 – 918,294
分部間銷售 599 7,038 (7,637) –    

可申報分部營業額 90,859 835,072 (7,637) 918,294    

可申報分部溢利（附註3(b)） 18,849 140,921 15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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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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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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申報分部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322,582 1,938,162 2,260,744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432,716 1,831,746 2,264,462   

(b) 可申報分部損益之對賬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業績 159,770 194,214

其他收入 3,307 3,210

財務費用－淨額 (1,478) 247  

除稅前溢利 161,599 197,67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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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費
用、已售存貨成本及收費電視服務及多媒體業務之製作成本，惟不包括列入其他經營開
支之折舊開支。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六個月，已售存貨成本為47,633,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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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淨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198 1,317
其他收入 1,665 1,183
淨匯兌（虧損）╱收益 (556) 710  

3,307 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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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租賃之利息部分 11 16
銀行借款利息及其他借款成本 2,300 3,447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變動 (833) (3,870)
銀行借款前期成本攤銷 – 160  

1,478 (247)  

(b) 其他項目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廣告及市場推廣費用 189,178 163,921

遞延開支攤銷 18,626 18,181

固定資產折舊 120,303 105,492

呆賬撥備 6,727 7,431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 (2,199)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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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才成本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及薪金 276,549 244,784

以股份支付交易 1,627 2,362

退休福利成本－界定供款計劃 25,651 21,795  

303,827 268,941

減：以固定資產形式撥充資本之人才成本 (12,066) (10,343)  

291,761 25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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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撥備按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期間
自各稅務司法權區所獲得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及15%分別計提。董事認為，鑑於
推出多媒體製作業務及建議出售國際電訊服務及固定電訊網絡服務業務，故未能可靠估
計中期期間之年度實際稅率。本集團預期，年度實際稅率乃根據截至迄今止年度之實際
稅項計算，相當於年度實際稅率之最佳估計。

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中期期間，香港利得稅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撥
備乃使用預期於相關司法權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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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中期撥備 498 –
－海外稅項
－中期撥備 1,786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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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38 29,183  

所得稅開支 26,922 3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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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a) 應佔中期股息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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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每股普通股15港仙） 115,962 115,277  

於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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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
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六個月以現金分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仙（截至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15港仙）。該項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
三十一日或前後向於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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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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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本中期期間批准及派付之截至二零一一年
八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
港仙（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
每股普通股13.5港仙） 115,901 103,735  

10 每股盈利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35,468 16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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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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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912 764,997
股份期權獲行使之影響 624 2,012  

於期終基本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72,536 767,009
假設股份期權獲行使而須增加之股份 18,230 25,877  

於期終經攤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90,766 792,886  

每股基本盈利 17.5港仙 21.9港仙  

每股經攤薄盈利 17.1港仙 21.1港仙  

11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根據賬單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八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45,275 44,949
31－60日 12,779 16,417
61－90日 3,694 6,861
超過90日（附註） 8,401 10,302  

70,149 78,529
減：呆賬撥備 (5,710) (6,530)  

64,439 7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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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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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2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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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根據賬單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八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5,378 11,719

31－60日 1,031 245

61－90日 880 733

超過90日 3,131 4,722  

20,420 17,419  

13 資本及儲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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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控
股權益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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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 77,191 1,083,495 23,759 7 607,783 5,146 1,797,381 – 1,797,381
期內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135,468 – 135,468 (791) 134,677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606 606 – 60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135,468 606 136,074 (791) 135,283

就以往年度支付之股息 9(b) – – – – (115,901) – (115,901) – (115,901)

因行使股份期權而發行
之股份 117 2,252 (669) – – – 1,700 – 1,700

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 – 1,627 – – – 1,627 – 1,627

收購一間非全資公司 – – – – – – – 2,450 2,450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77,308 1,085,747 24,717 7 627,350 5,752 1,820,881 1,659 1,822,540         

二零一零年九月一日 76,500 1,074,997 21,064 7 513,208 2,763 1,688,539 – 1,688,539
期內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167,612 – 167,612 – 167,612
其他全面收益 – – – – – 1,564 1,564 – 1,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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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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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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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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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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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59,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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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六個月內，我們繼續建基於我們於二零一一
年財政年度開始實施的穩定價格定位。期內，我們就寬頻服務調高加權退出購
買及合約重續平均用戶收入由二零一一年八月的每月139港元至二零一二年二
月的每月146港元，以及交付淨增長27,000名，而去年同期淨增長25,000名。平均
用戶收入增加訂戶數目增長帶動以下：

1. 集團營業額按年增加11.2%至918,300,000港元。收益增長由固網服務業務的
營業額增加13.9%至828,000,000港元所帶動，足以抵銷國際電訊業務按年下
跌8.5%至90,300,000港元的跌幅。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固網服務業
務的營業額佔集團營業額的 90.2%（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88.0%）。

2. 由於多媒體業務的開辦虧損，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下跌6.8%
至281,200,000港元。撇除多媒體業務的開辦虧損20,800,000港元，電訊的扣除
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為302,0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3. 每股股息15港仙，維持平穩。與去年刊發的指引一致，本集團已宣派中期
股息每股普通股 15港仙。

固定電訊網絡服務

寬頻服務方面，在平均用戶收入增加的情況下，我們的訂戶數目淨增長27,000
名達至 617,000名。鑑於這種成熟的家居普及率，額外增長的範圍是有限的，這
意味著我們的增長前景將取決於提高平均用戶收入及市場佔有率的持續增長。

本地電話方面，透過取得已成熟的市場分部之佔有率，我們已取得訂戶數目淨
增長19,000名達至 495,000名。我們透過提供吸引的相連核心寬頻服務及向於初
步訂購時並未訂購相連計劃寬頻服務客戶作提高銷售語音服務。

收費電視方面，我們已取得訂戶數目淨增長14,000名至195,000名。收費電視內
容方面，由於考慮其高收益而低毛利的分部，我們有意地不專注體育活動。在
獨家體育方面，內容供應者享受其獨一無二的內容所帶來的有效「壟斷」，表示
彼等樂於處於市場價值鏈上之重要位置。因此，我們反而專注提供有價值及自
選電影，有助定位我們的服務成為寬頻客戶的增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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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電訊服務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六個月，長途電話服務的營業額下跌8.5%
至90,300,000港元，通訊量按年下跌4.9%至195,900,000分鐘。這項業務繼續面對傳
統長途電話服務及其他以網絡規約的支援的電話服務的激烈競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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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本集團之現金總額為248,1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八月三十一日：409,000,000港元），而未償還借貸則為8,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八月三十一日：1,200,000港元），因而令本集團處於淨現金狀況 239,900,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407,8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本集團已動用 7,7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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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6,900,000港元），餘下410,800,000港元作日後用途。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之現
金及現金等值款額總額減少，主要由於派付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
116,000,000港元及新多媒體業務的開辦投資。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本集團有主要為融資租賃承擔之長期負債為
2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主要為融資租賃承擔之長期
負債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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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並無已
抵押銀行存款。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債務到期情
況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一年
八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一年內償還 7,968 950
須於第二年償還 108 105
須於第三年至第五年償還 129 183  

總計 8,205 1,238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未償還借貸均按定息或浮息計息，且全部以港元
列值。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由於本集團處
於淨現金狀況，故並無呈列資產負債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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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本集團之資本性開支為 226,800,000港元，包括多
媒體業務的 26,3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零港元），於二零一一年
二月二十八日則為 175,300,000港元。

本集團於六個月內產生經調整自由現金流量 55,1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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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二月
二十八日：127,9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之資本性開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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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
何存款以取得銀行融資。

匯率

本集團絕大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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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之人民幣經營現金流量水平。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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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1,300,000港元）及5,6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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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發展及展望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四 月 十 一 日，本 集 團 刊 發 一 份 公 眾 公 佈「非 常 重 大 出 售 事 項
及恢復買賣」概述本集團擬出售本集團全部電訊業務。就公佈全文，請參閱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2/0411/LTN201204110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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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議出售事項須待股東批准，方可作實。出售事項（為本集團撤出其於香港
及加拿大電訊相關業務的建議，以便本集團專注於二零零三年當香港寬頻推
出收費電視（現稱bbTV）服務時開展多媒體製作及內容分銷業務，包括但不限於
提供免費電視節目、多媒體及劇集製作、內容分銷及其他相關服務（多媒體業
務）。

倘上述交易完成，將重大改變本集團之業務性質重點，改為專注於多媒體業
務。根據上市規則，一份通函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日或之前寄發予本集
團股東，當中載有（其中包括）出售事項的進一步詳情及召開批准出售事項的股
東特別大會通告。

出售事項後，本集團的業務重點將為發展多媒體業務。該業務包括製作、銷售
及分銷廣東話電視劇集、新聞節目（包括其現時 bbTV新聞製作）及其他電視內
容。多媒體業務亦會包括在香港提供免費電視節目服務。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本集團已向廣播事務管理局申領在香港的本地免費電
視節目服務牌照。作為申請的一部分，本集團亦已提交牌照獲批後6年詳盡業
務計劃，當中載列本集團實行以下各項的計劃：(i) 3條自行製作頻道，即綜合
廣東話頻道、綜合英語頻道及廿四小時新聞頻道，及 (ii) 27條世界級聯營及轉播
頻道。儘管於本公佈日期尚未授出有關牌照，然而本集團從公開資料中得悉，
廣播事務管理局已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建議，本集團及另外兩名申請人
獲授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在這個基礎上，本集團相信未能獲得牌照的
可能不高。本集團擬利用該免費電視牌照向香港大眾市場分銷其自製劇集及
其他內容以及其他國際節目及內容。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僅為本集團分銷
頻道之一。本集團自行製作的劇集及其他內容亦會透過多個其他本地及國際
渠道廣播及分銷，包括其他電視台、獨立節目服務供應商、衛星及互聯網。

自二零一二年二月以來，本集團著手在獲香港科技園公司批出將軍澳工業邨
地段發展世界級的多媒體創作中心。多媒體中心獲批的建築面積上限為500,000
平方呎，而本集團承諾興建的面積最少為 320,500平方呎。目前，本集團預期多
媒體中心的總規劃建築面積不少於400,000平方呎，內設 (i)多個錄影廠，當中包
括面積為18,000平方呎的大型錄影廠、(ii)具教育用途的展覽中心；及 (iii)擁有支
援超高清及3D製作設施及設備的後期製作中心。現時，本集團計劃於二零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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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月或六月就多媒體中心的總建築工程進行招標，預期多媒體中心於二零
一四年四月全面投入運作。本集團將以多媒體中心作為製作總部，製作劇集及
不同的電視、互聯網及其他多媒體節目內容。預計多媒體中心將耗資不少於
800,000,000港元打造，惟視乎其最終的建築面積而定。

近期本集團開始大事招聘及成立一組大型製作人員及演藝人才班底（其中逾250
名已開始工作，另外 170名將在短期內開始）。根據現已簽署的合約進行估算，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製作人員及演藝人才的薪
酬預計分別為 110,300,000港元及97,000,000港元。本集團於可見未來將繼續增聘
製作人員及演藝人才。目前，本集團已完成1部電視劇集的劇本，另有9部劇集
的劇本正在創作，拍攝製作（每部劇集需時介乎10至30小時）有待展開。本集團
預期首三部電視劇集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或五月開始製作。於二零一二年，本
集團計劃製作約 260個小時的電視劇集。

按照本集團現時的計劃，多媒體業務預計於二零一三年開始錄得收益，收益主
要源自廣告費（假設餘下集團能透過其免費電視頻道或其他方法開始廣播）以
及許可費。

人才薪酬

包括本集團董事在內，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本集團共有3,018名全
職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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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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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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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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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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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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二
月二十九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公司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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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六
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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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六個月宣派現金中期股息每股
普通股15港仙（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15港仙），
向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股息單將於二
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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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期間（包括首尾兩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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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於二零一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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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財務總裁兼公司秘書

黎汝傑

香港，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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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