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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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主席報告書 

 

本人欣然報告集團二零一二年上半年的運營與財務業績。 
 
二零一二年上半年，在世界經濟復蘇乏力、歐洲債務危機以

及電信市場轉變較大的背景下，集團致力於整合資源，勇於創

新，努力鞏固國內業務，大力拓展海外市場，工作取得較好的成

效，保持了集團業務的穩定增長。 
 
一、財務業績 
 
二零一二年上半年，集團總收入為十七億四千四百萬港元(以

下簡稱：元)，比上年同期上升 16.9%。集團淨利潤為二億三千八

百八十萬元，比上年同期上升 2.1%。 
 
上半年，每股基本盈利為 10 港仙，比上年同期上升 2.0%。 
 
董事會宣佈派發二零一二年中期股息每股 2.4 港仙，與上年

同期股息相同。 
 
二、業務發展 
 
上半年，集團的話音業務、短信業務、移動增值業務和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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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的營業額均保持穩定增長。面對市場環境的不斷變化，集團

通過積極鞏固中國業務和大力拓展海外市場，使集團國際話音業

務量和收入均取得較好增長。集團做好中信國際電訊(信息技術)
有限公司（簡稱：中信國際電訊 CPC）與中國企業網絡通信有限

公司（簡稱：中企網）業務整合工作，取得明顯成效。 
 
由集團提供服務的電信運營商數目由去年末的 596 家增加至

今年 6 月末的 621 家，市場覆蓋範圍進一步加大。 
 
上半年，話音業務營業額為十億三千九百一十萬元，比去年

同期上升 12.4%，話音業務量達到 47.03 億分鐘，比去年同期上

升 8.8%。短信業務營業額為一億八千二百七十萬元，比去年同期

增長 8.8%，短信業務量達到 9.64 億條，比去年同期略有下降

1.4%。移動增值業務營業額為九千五百九十萬元，比去年同期增

長 24.4%。因特網虛擬專用網絡業務和因特網接入服務等數據業

務的營業額為四億二千六百三十萬元，比去年同期增長 32.4%。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對集團的盈利貢獻與去年同期基本持平。 
 
1.適應國際市場的變化，加強市場營銷工作，努力保持集團

話音業務、短信業務的穩定增長。 
 
今年初，集團根據國際話音業務、短信業務和移動增值業務

市場的變化，為提高銷售成效，集團將原以業務來劃分的銷售團

隊，改為以全球分區域劃分，所有銷售人員按區域重組銷售團

隊。重組銷售團隊後，各區域銷售團隊將話音業務、短信業務和

移動增值業務進行捆綁銷售，提高了業務的競爭力。集團按全球

區域劃分銷售團隊的舉措得到了各運營商和合作夥伴的理解和

支持，調整後的海外銷售團隊更有利於與各運營商的業務合作。

捆綁銷售業務的方式，保持了集團話音業務、短信業務業務穩定

增長。 
 
2.充分發揮集團的網絡和服務優勢，移動增值業務和因特網

虛擬專用網絡業務、因特網接入服務等數據業務保持較高速的增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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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積極開拓移動增值業務市場和因特網虛擬專用網絡業

務市場，與中國和海外運營商建立了廣泛的網絡連接和緊密的客

户關係，通過持續改進服務品質，為客户提供更佳的服務，取得

了客户的信任。集團在國際至國際移動電話一卡多號項目的發展

方面取得突破，上半年成功取得並開通一間外國運營商與澳門運

營商一卡多號平台轉接業務。集團不斷向移動運營商積極推廣集

團的移動增值業務產品，隨着國際間移動用户跨國漫遊數量的持

續增加，集團承接的移動增值業務繼續保持較高速增長，為提升

集團業績做出了顯著的貢獻。 
 
中信國際電訊 CPC 與中企網的整合工作基本完成，協同效應

明顯，市場營銷網絡和覆蓋範圍更加廣闊，用户端數目大幅增

加，使集團因特網虛擬專用網絡業務、因特網接入服務等數據業

務保持了較高的增長速度。 
 
3.紮實做好數據中心的建設、管理和市場營銷工作，為集團

數據中心業務的發展奠定基礎。 
 
集團在一月份開始了位於中信電訊大廈的數據中心二期工

程建設，預計在下半年完成。屆時集團數據中心的規模將進一步

擴大。集團加強對二期建設工程的監督，與顧問公司及施工方保

持緊密聯繫，及時解決工程施工中出現的問題，確保工程質量。

集團十分注重網絡、設備等投資效益，通過詳細的計劃，加強管

理，節約了建設成本。 
 
為更好地發展數據中心業務，集團重組數據中心業務的銷售

團隊，制訂了有關的管理規定。集團已與數家較大客户簽訂出租

合約，數據中心一期可出租部份已大部份出租，租客開始陸續遷

入，下半年會為集團帶來較好的盈利貢獻。集團通過做好計劃，

合理有效地安排設備和線路投資，為集團數據中心的健康發展奠

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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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實施雲計算發展計劃，為雲計算業務的發展奠定更堅實的

基礎。 
 
按照集團雲計算發展計劃，集團在拓展 TrueCONNECT™服

務據點，推廣 TrustCSI™綜合資訊安全服務的同時，不斷推出創

新的 SmartCLOUD 雲端計算解決方案。為吸引更多的客户使用雲

計算服務，中信國際電訊 CPC 積極做好市場營銷並致力為客户

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在雲計算產品方面，上半年新推出了

「SmartCLOUD BRR」服務 ─ 一種備份、複製及復原服務；以

及「SmartCLOUD VC」視頻會議服務 ─ 一種以雲端技術為基礎

的區域性視頻會議管理方案。不斷推出的新產品，為雲計算業務

的發展奠定更堅實的基礎。 
 
5.開發新產品和新業務，創造新的盈利增長點。 
 
集團努力開發新產品和新業務，爭取創造新的盈利增長點。

在新產品方面，集團完成了智能手機用户端 VoIP 產品的研發工

作，該產品品牌為“HIPPI”。在香港電腦商會和新城知訊台合辦的

「香港電腦通訊名牌」選舉中，“HIPPI”品牌奪得「通訊類別─超
卓新晉通訊程式」獎項。智能手機 VoIP 用户端“HIPPI”是基於蘋

果 IOS 系統和 Android 系統的 VoIP 用户端，目前已完成商務營銷

計劃的準備和結算報表及計費帳單的準備，並已啟動業務的售後

服務體系和品質保障體系的建設工作，正向市場進行業務宣傳和

推廣。集團為適應未來市場需求，積極做好開展第四代(4G)移動

通信技術─LTE 業務的準備，在人員培訓、技術裝備、市場營銷、

發展客户等方面做了許多工作，為開展 LTE 業務奠定了良好的基

礎。 
 
6.建全董事會轄下專門委員會，制定各專門委員會會議制

度，進一步提高公司管治水平。 
 
上半年，集團董事會成立了提名委員會，通過了董事會提名

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採納經修訂的審核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的職

權範圍。專門委員會的職權範圍明確了各專門委員會及其成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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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責。集團根據具體情況制定了專門委員會的工作制度。以

各專門委員會的職責範圍和制度為基礎，規範了董事會各專門委

員會的制度框架，包括工作職責、要求、組成的標準和條件等，

進一步提高了公司的管治水平。 
 
三、展望 
 
下半年，集團將努力保持話音和短信業務的穩定發展，繼續

保持移動增值業務和因特網虛擬專用網絡業務、因特網接入服務

等數據業務較高速增長。要緊跟市場發展的步伐，大力推動雲計

算業務的發展；集團將在各方面做好準備，為中國和海外電信運

營商 4G 移動電話用户提供國際話音、短信、視像電話和各項移

動增值服務，促進集團業務的持續增長。本集團的最終控股公司

─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已分別與中國運營商簽署戰略合作協

議，雙方將在金融、通信服務、客户及渠道資源共享等方面加強

合作，尤其在通信服務方面的合作將為集團帶來新的發展機會，

集團會繼續加強與中國各運營商的真誠合作，通過提供更好的服

務，努力發展中國和海外兩大市場。 
 
憑藉集團良好的電信設施、優質的服務和與中國和海外運營

商的良好合作基礎以及廣泛的網絡連接，按照集團的發展策略，

我相信集團下半年的業務將繼續保持穩定的發展。 
 
集團所取得的成績離不開集團管理層和全體員工的努力，離

不開股東和業務夥伴的支持，本人謹此表示真誠的感謝。 
 
 

                                 辛悅江 

主 席 

                         香港，二零一二年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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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益表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附註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a) 1,743,967 1,491,550
   
其他收入 3 240 987
其他淨虧損 4 (1,425) (10)
  

   

  1,742,782 1,492,527
網絡、營運及支援開支  (1,233,749) (1,025,230)
折舊及攤銷  (74,547) (58,484)
員工成本  (140,777) (136,247)
其他營運費用  (96,670) (82,272)
  

   

經營溢利  197,039 190,294
   
財務成本 5(a) (738) (141)
所佔聯營公司溢利  75,249 76,998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溢利  1,113 -
  

   

除稅前溢利 5 272,663 267,151
   
所得稅 6 (33,863) (33,315)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利  238,800 233,836
  

   

每股盈利 (港仙) 8   
    
基本  10.0 9.8 
經攤薄  10.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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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益表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期內溢利 238,800 233,836
  
期內其他全面收益 (除稅後)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2,093 6,266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期內總全面收益 240,893 24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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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 
 

 附註
二零一二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一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52,998 668,521
無形資產  82,524 89,888
商譽  364,537 363,549
聯營公司權益  1,370,507 1,472,414
共同控制實體權益  44,289 43,176
非流動其他應收賬款及訂金 9 156,947 109,347
遞延稅項資產  18,696 19,902
  

  

  2,690,498 2,766,797
  -------------- ---------------

流動資產  
  
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及訂金 9 1,364,834 1,308,036
即期可收回稅項  3,323 5,630
現金及銀行存款  270,618 257,023
  

  

  1,638,775 1,570,689
  -------------- ---------------

流動負債  
  
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 10 775,163 852,196
銀行貸款  100,000 -
聯營公司提供的貸款  - 123,328
即期應付稅項  42,733 26,006
  

  

  917,896 1,001,530
  -------------- ---------------

流動資產淨值  720,879 569,159
  -------------- ---------------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3,411,377 3,335,9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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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續) 
    

 附註
二零一二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一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流動負債  
  
非流動其他應付賬款 10 91,500 95,192
遞延稅項負債  61,318 61,638
  

  

  152,818 156,830
  --------------- ---------------

資產淨值  3,258,559 3,179,12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38,599 238,599
儲備  3,019,960 2,940,527
  

  

權益總額  3,258,559 3,17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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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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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適用

披露條文，並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
財務報告」編製。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二零一一年年度財務報表

所採用者相同。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了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於二零一二年一月一日或之後會計期間開始生效。本集團已為該等修訂進

行評估，並認為該等修訂對中期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 
 
本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核數師畢馬威會

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
立核數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行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並無經

修訂的審閱報告載於將寄送各股東的中期報告內。 
 

2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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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期內確認的營業額可分析如下：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提供話音服務收取的費用 1,039,091 924,402
提供短信服務收取的費用 182,733 167,983
提供其他電信服務收取的費用 522,143 399,165
    

 1,743,967 1,49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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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續) 
 
(a) 營業額(續)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相關實體提供服務之收入佔本集團總收

入逾10%。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自該組客戶獲得的收入

為港幣719,953,000 元（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港幣

588,130,000元）。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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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分部報告溢利的對賬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溢利   
   
報告分部溢利 199,591 191,781
所佔聯營公司溢利 75,249 76,998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溢利 1,113 -
未分配的其他收入 240 987
未分配的總公司及本公司支出 (3,530) (2,615)
    

綜合除稅前溢利 272,663 267,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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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致

的開支或分部應佔的資產折舊或攤銷所產生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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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續) 
 
(b) 分部報告(續) 
 
(ii) 分部報告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二零一二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一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報告分部資產 2,892,458 2,796,364
聯營公司權益 1,370,507 1,472,414
共同控制實體權益 44,289 43,176
遞延稅項資產 18,696 19,902
即期可收回稅項 3,323 5,630
    

綜合總資產 4,329,273 4,337,486
    

 
 
 

二零一二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一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負債   
   
報告分部負債 863,873 944,112
即期應付稅項 42,733 26,006
遞延稅項負債 61,318 61,638
銀行貸款 100,000 -
聯營公司提供的貸款 - 123,328
未分配的本公司負債 2,790 3,276
    

綜合總負債 1,070,714 1,15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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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控制實體權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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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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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及分部報告(續) 
 
(b) 分部報告(續) 
 
(iii) 地區分部資料 

 
下表載列有關本集團來自外界客戶的收入所在地。收入所在地按所提供服

務的資產位置而定。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本集團所在地） 1,544,982 1,316,892
美國 76,210 65,922
新加坡 52,241 58,372
其他國家 70,534 50,364
    

 1,743,967 1,491,550
    

 
  
3 其他收入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銀行利息收入 99 65
其他利息收入 141 472
    

利息收入總額 240 537
營業租賃租金收入 - 450
    

 240 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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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淨虧損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淨收益／（虧損） 2 (26)
外匯淨（虧損）／收益 (1,427) 16
    

 (1,425) (10)
    

 
5  除稅前溢利 

     
除稅前溢利已扣除：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a)  財務成本   
   

五年內須悉數償還銀行及其他貸款的利息 738 141
    

   
(b)  其他項目 
   

網絡、營運及支援開支   
—營業租賃—專用線 126,078 120,164
折舊 66,873 54,139
攤銷 7,674 4,345
貿易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 1,595 3,653
土地及樓宇營業租賃支出 23,504 2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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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香港利得稅  
   
期內撥備 31,094 27,227
過往年度超額撥備 (133) (314)
    

 30,961 26,913
 --------------- ---------------
即期稅項—海外   
   
期內撥備 1,261 1,640
過往年度撥備不足 - 276
    

 1,261 1,916
 --------------- ---------------
遞延稅項   
   
暫時差異之產生及回撥 1,641 4,486
 --------------- ---------------

 33,863 33,315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香港利得稅撥備是按本期估計應課

稅溢利的16.5%（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16.5%）計算。海

外附屬公司的稅項是按相關國家稅務條例的適用即期稅率繳納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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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a) 中期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股息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後宣派及派付的中期股息每股2.4港仙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每股 2.4 港仙） 57,264 57,264
    

 
於結算日後擬派的中期股息並未於結算日確認為負債。 

 
(b) 中期內批准及派付上一個財政年度應付本公司股權持有人的股息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二年 二零一一年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隨後中期內批准及派付上一個財政年度

的末期股息每股7.2港仙（截至二零一一年

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每股 7.1 港仙） 171,791 16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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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利 
 

(a) 每股基本盈利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每股基本盈利乃按本公司股權持有

人應佔溢利港幣238,800,000元（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港

幣233,836,000元）及中期已發行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數2,385,993,000股（截

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2,385,888,000股）計算。 
 

(b) 每股經攤薄盈利 
 
由於中期的已發行潛在普通股具有反攤薄作用，故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

十日止六個月的每股經攤薄盈利相等於每股基本盈利。 
 
截至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每股經攤薄盈利乃按本公司股權

持有人應佔溢利港幣233,836,000元及經視作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發行

股份而作出調整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股數2,389,150,000 股計算。 
 

9 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及訂金  

 
二零一二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一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易應收賬款 1,149,494 1,098,564
減：呆賬撥備 (29,437) (28,635)
   

 1,120,057 1,069,929
其他應收賬款及訂金 309,151 260,916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92,573 86,538
   

 1,521,781 1,417,383
   

代表：   
   
非即期部分 156,947 109,347
即期部分 1,364,834 1,308,036
   

 1,521,781 1,417,383
   

 



18 

9 貿易及其他應收賬款及訂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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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二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一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年內 1,073,049 1,044,958
一年以上 76,445 53,606
   

 1,149,494 1,098,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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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應收賬款

乃於發票日期後7至180天內到期。應收賬款結餘超逾一年的，本集團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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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零一二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一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易應付賬款 555,431 642,60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311,232 304,788
   

 866,663 947,388
   

代表： 
 
非即期部分 91,500 95,192
即期部分 775,163 852,196
   

 866,663 94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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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續) 
 
於結算日，包括在貿易及其他應付賬款中的貿易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

下： 
 

 
二零一二年 
六月三十日 

二零一一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年內 417,024 554,576
一年以上 138,407 88,024
   

 555,431 64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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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及分析 
 
財務表現回顧 

 
營業額 
 
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的營業額為港幣十七億四千

四百萬元，較二零一一年同期的港幣十四億九千一百六十萬元增加16.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利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集團錄得淨溢利港幣二億三千八

百八十萬元，較二零一一年同期增加2.1%。該增加主要由於業務增長部份

被折舊及攤銷及其他營運費用的增加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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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集團的現金及現金等價物保持穩

定，為港幣二億六千六百九十萬元（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二

億五千三百三十萬元）。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錄得經營現金淨流入及從一家聯營公司

收取股息港幣三億二千二百五十萬元，較去年同期減少港幣二千八百七十

萬元。減少主要是因為於二零一二年六月部份客戶短暫延遲支付貿易應收

賬款所致。 
 
本集團為當獲得中國政府批准而完成收購中企網絡通信技術有限公司

（「CEC」）的付款及新數據中心的資本開支籌集港幣一億元貸款。此外，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本集團從一家聯營公司收取股息港

幣一億八千零七十萬元，並向其股東分派溢利支付股息港幣一億七千一百

八十萬元。本集團期內已悉數償還一家聯營公司的貸款港幣一億二千四百

一十萬元。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金結

餘淨額分別為港幣一億七千零六十萬元及港幣一億三千三百七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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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信貸融通及借貸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可供動用的銀行信貸融通約為港幣一億

三千六百八十萬元。所提取的港幣一億元是非承諾的無抵押循環貸款，以

現行市場利率計息，約港幣一千二百九十萬元已動用作本集團向電信營運

商採購、對客戶履約及租金按金的擔保。 
 
銀行信貸融通約港幣六百八十萬元須以有抵押存款作擔保。  
 
抵押及擔保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將定期存款約港幣三百七十萬元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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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承擔 
 
於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尚未支付的資本承擔為港幣七千九百二

十萬元，主要用於購置尚未交付本集團的電信設備及新數據中心的裝修成

本。該等資本承擔當中，港幣七千一百萬元為未支付合約的資本承擔，而

港幣八百二十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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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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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SAC」）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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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 
 
(i) CE-SCM 持有 CEC 的 40.77%股本權益； 
 
(ii) 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持有 CEC 的 8.23%股本權益，以及中國中信集

團有限公司授予 CPC 的購買權（「購買權」），可要求中國中信集團

有限公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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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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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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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億八千三百七十萬元，包括： 
 
(i)  人民幣九千三百三十萬元（約港幣一億一千三百九十萬元），分期支

付予 CE-SCM； 
 
(ii)  人民幣八千零八十萬元（約港幣九千八百六十萬元），於交易完成時

支付予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當中人民幣六千二百萬元（約港幣七

千五百七十萬元）為預付款，在 CPC 行使購買權時，用作收購中國中

信集團有限公司持有 C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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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欠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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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一年七月二十九日，本集團根據框架協議完成收購 CEC-HK。於

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非流動其他應收賬款及訂金已包括就收購附屬公

司支付的訂金港幣五千三百六十萬元（於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零），而其他應付賬款則包括就收購 CEC-HK 的未付款額港幣四千八百二

十萬元（於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四千八百二十萬元）。當框

架協議所載的條件達成後，本集團將把總代價的剩餘未支付部分約人民幣

七千五百二十萬元（約港幣九千一百八十萬元）的款項於交易完成時到期

繳付。 
 
匯兌風險 
 
本集團大部份銷售收益及銷售成本均以美元計值，而港幣與美元掛鈎。此

外，本集團的財務資產、財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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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變動所帶來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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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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信貸風險較為集中。於二零一二年六月

三十日及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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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及 54%。本集團已經及將會持續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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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內。  

 
 

人力資源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之總公司及主要附屬公司的僱

員總人數為568人，其中香港僱員人數為455人，而海外及中國內地僱員人

數為113人。 
 
集團一直致力提升運作效率，同時維持和諧的員工關係，提倡公開溝通的

企業文化，並為人才發展投放資源，以支援業務不斷的拓展。 
 
為確保員工之整體薪酬及福利的內部公平和一致性，對外與業界水平相若

為原則，並能有效地配合業務發展的需要，集團定期檢討僱員薪酬福利條

件。在過去六個月，集團之人力資源管理政策或程序並無主要改動。 
 
集團一直深信在工作與生活間取得恰到好處的平衡，是保持員工身心健康

及工作效率的重要因素。集團透過擧辦不同的員工活動包括遠足和球類比

賽，藉此加強溝通，營造良好的氣氛。 
 
集團提倡公開溝通的企業文化。管理層透過不同的渠道包括交流會議和員

工意見箱，以收集員工的意見。 
 
為員工提供個人及專業發展機會，讓員工各展所長，是集團一直以來重要

的工作。集團為員工提供內部培訓機會，並提供培訓資助以鼓勵及支援他

們工餘進修，不斷自我增值，藉以協助員工提高工作表現，為集團未來發

展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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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力維持卓越的企業管治水平。董事會相信良好的企業管治對增加

投資者信心及保障股東權益極其重要。我們將持續不斷檢討集團的企業管

治常規，以確保其貫徹執行，並不斷改進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企業管治

常規的詳情載於二零一一年年報第35頁及本公司網頁www.citictel.com。 
 
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期間，除下文披露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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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至二零一二年三月三十一日）及企業管治守

則（「守則」）（自二零一二年四月一日起生效）的適用守則條文。就守

則第A.6.7項守則條文而言，非執行董事費怡平先生以及兩名獨立非執行董

事楊賢足先生和劉立清先生因在國內公幹而未克出席本公司於二零一二

年四月二十七日舉行的股東週年大會。 
 
審核委員會已聯同本公司的管理層、內部審計師，以及本公司的外聘核數

師審閱本中期報告，並建議董事會採納。該委員會由三名獨立非執行董事

及一名非執行董事組成。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並

經由本公司獨立核數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

《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 號「獨立核數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

進行審閱。 
 
 
股息及暫停辦理股份過户登記手續 
 
本公司董事會已宣派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的中期股息每股

2.4 港仙（二零一一年：2.4 港仙），有關股息將於二零一二年九月十二日（星

期三）派發予在二零一二年九月七日（星期五）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股東。

本公司將由二零一二年九月三日（星期一）至二零一二年九月七日（星期五）

（首尾兩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理股份過户登記手續。如欲合符資格收取中

期股息，必須於二零一二年八月三十一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

過户文件連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户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辦理過户登記手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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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內購入

或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而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一二年六月三十日止期間內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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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及業務之前瞻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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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報告及其他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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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份中期報告將於二零一二年九月三日前後登載

於本公司及聯交所之網頁。 
 
 
承董事會命 
辛悅江 
主席 
 
香港，二零一二年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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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