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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15） 

 

2020 / 2021 年度之中期業績公佈 
（全文中之「$」皆指港元） 

 
 

• 漫遊收入受與疫情相關的持續旅遊限制所影響，呈報的股東應佔溢利為

$267,000,000，去年同期則為$265,000,000 

 

• 核心業務仍然穩健，帶動本地服務收入按半年增長 3%；5G業務帶來初步貢獻 

 

• 客戶人數上升 6%至 2,800,000 人；月費計劃客戶流失率處於 0.8%的業界低位 

 

• 成功推行削減成本及提升生產力的措施，以抵銷漫遊收入下跌的影響，期間繼續維

持高水平的網絡質素及客戶服務 

 

• 迅速開展及投資於 5G，帶來接近覆蓋全港的 5G網絡，於室內室外提供至廣覆蓋 

 

• 董事會宣佈派付中期股息每股 14.5仙  

 
 

主席報告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營商環境仍然充滿挑戰，與疫情相關的旅遊限制繼續顯著影響以往作為本公司一

個主要收入來源的漫遊業務。面對上述挑戰，本公司採取一連串進取的措施改善收入、減省成

本及提升生產力，因而錄得股東應佔溢利$267,000,000，較去年同期的$265,000,000 輕微上

升。 

 
與未受疫情影響的 2019 年 7 月至 12 月期間相比，本期本地服務收入較前六個月增長 3%。期

內有多項增長動力，首先本公司成功保留客戶，並增加其基本計劃的 ARPU。其次，5G服務的

反應比預期理想，已有接近 10%的 SmarTone流動網絡客戶轉用 5G計劃。第三，5G家用寬頻

業務開始增長，為目前受網速緩慢或寬頻費用高昂的用戶提供收費相宜的高速家用 5G 寬頻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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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六個月，本公司推出多項措施削減成本及提升生產力，以迅速應對考驗。有關措施包括

削減費用（例如光纖傳輸線路、發射站租金及店舖租金）、精簡架構以提升生產力，以及採取

各種措施改善網絡效率。大部分措施均有助日後持續減省成本，亦不會對網絡質素或客戶服務

水平構成影響。減省所得有助本公司於日後重新調配資源以投資於其他收入來源上。 

 
數碼通致力建設全球首屈一指的頂級網絡基建，銳意集中新投資，以提供全港最佳的 5G 服

務。在網絡合作夥伴愛立信的全力支持下，我們一直以具效益的方式朝著目標邁進。本公司的

5G 網絡迄今已接近覆蓋全港，同時不斷將覆蓋範圍拓展至包括郊野公園及遠足路徑等的偏遠地

區。本公司很榮幸在近期的一項獨立市場調查中獲選為「首選 5G 流動服務營運商」1。 

     
疫情驅使許多企業願意採用科技，有助推動數碼通的企業應用方案業務。本公司最近協助香港

主要高速公路三號幹線，於大欖隧道推行全港首個「5G 智慧交通安全管理系統」，利用 5G 網

絡的高速上行連接，結合人工智能分析，實時識別誤入隧道範圍的非道路使用者或動物，並作

出警報及相應的行動，減少倚賴以人手監察隧道情況，以加強保障駕駛者的安全。此外，本公

司亦與新鴻基地產攜手推出「5G 智慧商場」的應用，並引入到旗下的購物商場。在第一階段推

出的「智慧洗手間」，可讓顧客事先得知輪候時間（如有）。同時推出的「5G 智慧機械人」則

可清除及檢測於商場內發現的障礙物或可疑物品，並發出警報。目前 MOKO 新世紀廣場及新都

會廣場已引入有關應用，成效令人滿意。數碼通將會向其他商場營運商及物業管理公司推出相

關應用。企業應用方案，尤其是結合 5G 技術的方案，將肯定成為帶動公司業務增長的主要動

力。 

    
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付中期股息每股 14.5 仙，與 2019/2020 年度中期股息相同。本公司傾向繼續派付

相當於全年股東應佔溢利的 75%作為股息。 

 
前景  

 
本公司預期營商環境仍然競爭激烈，而且充滿挑戰。漫遊收入難以在短時間內全面復甦，而經

濟下滑應將繼續影響客戶的非必要開支。然而，全球各地已開始接種疫苗，相信漫遊服務終會

復甦。目前越來越多客戶已升級至 5G服務，預料將出現更多與 5G技術相關的新應用方案及商

機，為數碼通開拓新的收入來源。 

 
若以推出 5G 服務的速度及服務廣泛度計算，香港大概位列全球第三，僅次於中國及韓國，香

港在開展 5G 服務方面更大幅領先歐洲、美國及新加坡。本公司相信這項優勢對香港至為重

要，因為 5G 技術是香港成為「智慧城市」及進一步融入大灣區的重要基建，而數碼通有幸能

參與建設香港的數碼基建，為香港投資建構世界級的 5G網絡，協助香港成為領先的 5G城市。

數碼通將竭盡所能進一步提升 5G基建，並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網絡。 

 

 

  

 
1 由Nuance Tree 進行的獨立研究 



- 3 -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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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務回顧 

 
於 回 顧 期 內 ， 股 東 應 佔 集 團 溢 利 輕 微 上 升 至 $267,000,000 （ 2019/20 上 半 年 ：

$265,000,000）。由 2019 冠狀病毒病所引致的旅遊限制導致漫遊收入顯著下跌，但跌幅通過

削減成本及提升生產力的措施成功予以抵銷。 

 
本集團之服務收入下降 10%至$2,172,000,000（2019/20 上半年：$2,412,000,000），主要是

由於漫遊收入大幅下跌。流動服務月費計劃 ARPU 下降 13%至$196（2019/20 上半年：

$225）。與 2019/20 下半年比較，本集團之服務收入上升$4,000,000 或 0.2%，主要是由於本

地服務收入上升，而漫遊收入下跌則抵銷了部分增長。 

 
本集團之手機及配件銷售額下跌$772,000,000 或 42%至$1,072,000,000，而去年同期為

$1,845,000,000，主要是由於市場上推出 5G 旗艦手機的時間有所延遲。與 2019/20 下半年比

較，本集團之手機及配件銷售額上升$510,000,000或 91%，是由於推出了 5G 旗艦手機。 

 
因此，本集團之總收入下跌 24%至$3,244,000,000（2019/20 上半年：$4,257,000,000），主

要是由於手機銷售收入及漫遊收入下降所致。 

 
香港客戶人數按年增長 6%至 2,800,000。與去年同期相比，月費計劃客戶流失率維持於業界低

位的 0.8%。 

 
銷 售 存 貨 成 本 下 跌 $815,000,000 或 44% 至 $1,039,000,000 （ 2019/20 上 半 年 ：

$1,854,000,000），與手機及配件銷售額之跌幅及手機銷售利潤率之提升大致一致。 

 
員工成本下跌$131,000,000或 34%至$250,000,000（2019/20上半年：$382,000,000），是由

於削減成本及提升生產力的措施所致。 

 
提供服務成本及其他經營開支下跌$65,000,000 或 9%至$683,000,000（2019/20 上半年：

$748,000,000），主要是由於漫遊費用及網絡維護費用下降，及銷售和營銷成本減少。 

 
折舊、攤銷及出售虧損下跌 $22,000,000 或 2%至 $893,000,000（ 2019/20 上半年：

$915,000,000），主要是由於租金減少導致使用權資產折舊下跌，惟被客戶上客成本攤銷和頻

譜使用費攤銷上升所抵銷。 

 
融資收入下跌$21,000,000 或 53%至$19,000,000（2019/20 上半年：$40,000,000），主要是

由於銀行利率下跌所致。 

 
融資成本下跌$6,000,000 或 9%至$56,000,000（2019/20 上半年：$62,000,000），主要是由

於本集團減少其未償還之銀行貸款致使銀行貸款的利息支出減少。 

 
所得稅開支達$78,000,000（2019/20 上半年：$78,000,000），反映實際稅率為 22.7%

（2019/20上半年：23.1%）。鑑於頻譜使用費之稅務扣減存在不確定性，若干款項已被視為不

可扣減，因此本集團之實際稅率高於 16.5%。本集團將不斷極力捍衛其立場並向稅務局尋求就

頻譜使用費作出稅務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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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集 團 之 EBITDA 輕 微 下 跌 $1,000,000 至 $1,273,000,000 （ 2019/20 上 半 年 ：

$1,274,000,000）。本集團之經營溢利為$380,000,000，上升 6%（2019/20 上半年：

$359,000,000）。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回顧期內維持穩健的財政狀況。期內，本集團之資金來自股本、內部產生之資金及銀

行及其他借貸。於 2020年 12月 31日，本集團錄得股本$111,000,000、總權益$5,077,000,000

及總借貸$1,649,000,000。 

 
本集團具有充裕之現金資源，於 2020年 12月 31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為$1,765,000,000（2020

年 6月 30 日：$2,251,000,000）。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貸為$1,649,000,000（2020 年 6 月 30 日：

$1,802,000,000），其中 96%以美元結算及以固定利率計息。本集團處淨現金狀況，現金淨額

（包括以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為$630,000,000（2020年 6月 30日：$604,000,000）。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間，本集團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及已收之利息分別為

$1,191,000,000 及$18,000,000。期內，本集團之主要資金流出為購買固定資產、支付購買以

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支付租金、支付股息和流動通訊服務牌照費及償還銀行貸款。 

 
董事認為，本集團之內部現金資源及備用銀行信貸，足以應付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財政年

度之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所需。 

 
財資管理政策 

 
本集團根據董事會不時批准之財資管理政策，動用盈餘資金作投資用途。盈餘資金乃存放作銀

行存款及投資於以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銀行存款及以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主要以港

元及美元結存。 

 
本集團受規定須安排銀行為其開立履約保證及信用證。本集團以銀行存款作為該等工具之部份

或全部抵押品，以減低發行成本。 

 
資產抵押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以港元結算之若干銀行借貸以本集團之若干資產作為抵押。已抵押資

產之賬面值為$72,000,000（2020年 6月 30 日：$73,000,000）。 

 
利率風險 

 
本集團面對之利率變動風險將影響其港元銀行貸款。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港元銀行貸款佔

本集團貸款總額 4%，餘下之 96%為固定利率貸款。因此，本集團於未來數年受任何潛在利率

上升之影響，僅屬輕微。本集團現階段並無進行任何利率對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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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貨幣及外匯波動風險 

 
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港元。本集團面對其他匯率變動風險，主要來自以美元計值之若干應收營

業賬款、銀行存款、以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以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應

付營業賬款與銀行及其他借貸。本集團現階段並無進行任何外匯對沖活動。 

 
或然負債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提供履約及財務擔保總額為$2,749,000,000（2020 年 6 月 30

日： $3,121,000,000）。 

 
僱員、股份獎勵計劃及購股權計劃 

 
於 2020年 12月 31日，本集團有 1,865名全職僱員（2020年 6月 30日：1,898 名），大部份

為香港員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期内之員工成本總額為$250,000,000（2019/20 上半

年：$382,000,000）。 

 
僱員收取之薪酬待遇包括基本薪金、花紅及其他福利。花紅為酌情性質，尤其須視乎本集團之

表現及個別僱員之表現而發放。福利包括退休計劃及醫療與牙科保險。本集團亦就個別僱員之

需要，提供內部及公司以外之培訓。 

 
本集團已採納股份獎勵計劃，作為表彰若干僱員為本集團之發展作出之貢獻及吸引並挽留合適

人員之激勵性安排。回顧期內， 80,300股股份已歸屬及 306,950股股份已失效。於 2020年 12

月 31 日，尚未歸屬之股份共 3,037,090股（2020年 6月 30日：3,424,340股）。 

 
根據本集團之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可向包括董事及僱員在內之參與者授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

之股份。回顧期內，3,000,000 股購股權已失效。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並無尚未行使之購股

權（2020 年 6 月 30日：3,000,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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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損益表及綜合全面收益表，及於2020年12月31日之綜合

資產負債表（全部均為未經審核之簡明報表），連同若干附註。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附註 $000 $000 

    

    
服務收入及其他相關服務  2,172,158 2,411,972 
手機及配件銷售  1,072,155 1,844,634 

  ──────── ──────── 

收入 3 3,244,313 4,256,606 
銷售存貨成本  (1,038,545) (1,853,515) 
提供服務成本  (200,280) (224,947) 
員工成本  (250,462) (381,561) 
其他經營開支  (482,375) (522,730) 
折舊、攤銷及出售虧損 6 (892,636) (915,026) 

  ──────── ──────── 

經營溢利  380,015 358,827 
融資收入 4 18,789 39,780 
融資成本 5 (56,377) (61,950)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6 342,427 336,657 
所得稅開支 7 (77,586) (77,823) 

  ──────── ──────── 

除所得稅後溢利  264,841 258,834 

  ════════ ════════ 

歸於    
本公司股東  266,596 265,467 
非控制權益  (1,755) (6,633) 

  ──────── ──────── 

  264,841 258,834 

  ════════ ════════ 

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每股以仙列值） 8   
基本  23.8 23.7 
攤薄  23.8 2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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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000 $000 

   

   
期內溢利 264,841 258,834 

 ──────── ────────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賬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2,765 (1,730)  
其後不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賬之項目：   
以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收益 5,874 233 

 ────────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8,639 (1,497)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73,480 257,337 

 ════════ ════════ 

   
全面收益總額歸於   
本公司股東 275,235 263,970 
非控制權益 (1,755) (6,633) 

 ──────── ──────── 

 273,480 257,337 

 ════════ ════════ 

   

 

 

 

 

 

 

 

 

 

 

 

 

 

 

 

 

 

 

 

 

 

 

 

 



- 9 -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 2020年 12月 31日及 2020年 6月 30 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年 

6月 30日 
 附註 $000 $000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2,656,432 2,704,484 
客戶上客成本  80,453 77,706 
合約資產  99,923 139,859 
使用權資產  1,011,219 945,204 
聯營公司權益  3 3 
以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10,225 4,351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449,058 - 
無形資產  2,716,422 2,872,560 
按金及預付款項  217,382 123,932 
遞延所得稅資產  8,649 4,141 
  ──────── ──────── 
總非流動資產  7,249,766 6,872,240 
  ──────── ──────── 
流動資產    
存貨  111,154 59,645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65,484 155,560 
合約資產  156,540 185,974 
應收營業賬款 10 369,545 360,682 
按金及預付款項  207,944 247,602 
其他應收款項  53,007 47,588 
儲稅券  252,362 252,362 
短期銀行存款  - 123,3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64,598 2,127,409 
  ──────── ──────── 
總流動資產  2,980,634 3,560,138 
  ──────── ──────── 

流動負債    

應付營業賬款 11 475,989 451,79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671,283 768,923 
合約負債  274,771 280,899 
租賃負債  593,862 631,004 
即期所得稅負債  423,673 466,185 
銀行貸款  115,516 130,885 
客戶預付款項及按金  46,766 58,445 
流動通訊服務牌照費負債  61,413 85,924 
  ──────── ──────── 
總流動負債  2,663,273 2,874,05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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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 2020年 12月 31日及 2020年 6月 30 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年 

6月 30日 
  $000 $000 
    

    
非流動負債    
客戶預付款項及按金  13,861 8,952 
資產報廢責任  61,007 49,938 
合約負債  15,634 - 
租賃負債  420,379 331,540 
銀行及其他貸款  1,533,800 1,671,419 
流動通訊服務牌照費負債  331,583 369,769 

遞延所得稅負債  113,648 113,580 
  ──────── ──────── 
總非流動負債  2,489,912 2,545,198 
  ──────── ──────── 
資產淨值  5,077,215 5,013,125 
  ════════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1,341 112,227 

儲備  4,987,511 4,920,780 
  ──────── ────────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權益  5,098,852 5,033,007 

非控制權益  (21,637) (19,882) 
  ──────── ──────── 

總權益  5,077,215 5,013,12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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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於香

港及澳門從事提供電訊服務，以及銷售手機及配件。 

 
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九龍觀

塘觀塘道 378號創紀之城 2 期 31 樓。 

 
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以港元列值（另有說明除

外）。本中期財務報表已於 2021年 2月 23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一併

閱讀。除以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以公平值計算外，中期財務報表乃按

歷史成本法及持續經營為基礎所編製。 

 
除採納以下之準則之修訂本外，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如年度財務報表所述）一致。 

 
(a) 本集團採納之準則之修訂本 

 
本集團已就 2020 年 7月 1 日開始的年度首次採納以下之準則之修訂本。 

 
2018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經修訂之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及 重要性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利率指標變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2019冠狀病毒病相關租金減讓  

 
採納以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中期收入之稅項乃採用預期總年度盈利所適用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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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b) 未獲採納之新訂準則及準則之修訂本 

 
以下乃已頒佈但於 2020 年 7 月 1 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及準則

之修訂本，並未提早採納。 

 
年度改進計劃 2018-2020之年度改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之所得 

   款項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 號（修訂本） 虧損性合約－履約成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本） 引用概念框架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修訂本） 資產出售或投入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號 保險合約 2 

 
1 自 2022年 1月 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自 2023年 1月 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原定之生效日期 2016年 1 月 1日已推遲至另行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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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呈報 

 
最高營運決策人（「CODM」）為本集團高級執行管理層。CODM 審視本集團內部報

告以評估表現和分配資源。CODM乃根據此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類。  

 
CODM 基於銷售起始所在地而按地區研究本集團表現。CODM 根據未計利息、稅項、

折舊、攤銷及出售虧損前之盈利（「EBITDA」）及經營溢利，評估各業務分類表現。  

 
本集團按地區分類之分類資料分析載列如下： 

 
(a) 分類業績 

 

  未經審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六個月 

  香港 澳門 對銷 綜合 

  $000 $000 $000 $000 

      

      

 對外收入 3,168,386 75,927 - 3,244,313 

 分類間收入 37,446 2,717 (40,163) - 

  ──────── ─────── ─────── ──────── 

 總收入 3,205,832 78,644 (40,163)  3,244,313 

  ════════ ═══════ ═══════ ════════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1,070,440 38,561 (36,846) 1,072,155 

 隨著時間推移 2,135,392 40,083 (3,317) 2,172,158 

  ──────── ─────── ─────── ──────── 

  3,205,832 78,644 (40,163)  3,244,313 

  ════════ ═══════ ═══════ ════════ 

      

 EBITDA 1,275,556 (2,905) - 1,272,651 

 折舊、攤銷及出售虧損 (890,293) (2,344) 1 (892,636) 

  ──────── ─────── ─────── ──────── 

 經營溢利╱（虧損） 385,263 (5,249) 1 380,015 

  ════════ ═══════ ═══════  

      

 融資收入    18,789 

 融資成本    (56,377) 

     ──────── 

 除所得稅前溢利    342,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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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呈報（續） 

 
(a) 分類業績（續） 

 

  未經審核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止六個月 

  香港 澳門 對銷 綜合 

  $000 $000 $000 $000 

      

      

 對外收入 4,110,086 146,520 - 4,256,606 

 分類間收入 95,901 2,841 (98,742) - 

  ──────── ─────── ─────── ──────── 

 總收入 4,205,987 149,361 (98,742) 4,256,606 

  ════════ ═══════ ═══════ ════════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1,843,658 95,954 (94,978) 1,844,634 

 隨著時間推移 2,362,329 53,407 (3,764) 2,411,972 

  ──────── ─────── ─────── ──────── 

  4,205,987 149,361 (98,742) 4,256,606 

  ════════ ═══════ ═══════ ════════ 

      

 EBITDA 1,274,026 (173) - 1,273,853 

 折舊、攤銷及出售虧損 (892,551) (22,479) 4 (915,026) 

  ──────── ─────── ─────── ──────── 

 經營溢利╱（虧損） 381,475 (22,652) 4 358,827 

  ════════ ═══════ ═══════  

      

 融資收入    39,780 

 融資成本    (61,950) 

     ──────── 

 除所得稅前溢利    336,6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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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呈報（續） 

  
(b) 分類資產╱（負債）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經審核） 

  香港 澳門 未分配 綜合 

  $000 $000 $000 $000 

      

      

 分類資產 9,337,651 106,968 785,781 10,230,400 

  ════════ ════════ ════════ ════════ 

      

 分類負債 (4,495,472) (120,392) (537,321) (5,153,185) 

  ════════ ════════ ════════ ════════ 

      

 

  於 2020年 6月 30日（經審核） 

  香港 澳門 未分配 綜合 

  $000 $000 $000 $000 

      

      

 分類資產 9,903,860 112,101 416,417 10,432,378 

  ════════ ════════ ════════ ════════ 

      

 分類負債 (4,719,152) (120,336) (579,765) (5,419,253) 

  ════════ ════════ ════════ ════════ 

      

 
分類業績之分類基準或計量基準與最近期之年度財務報表相符。 

 
4 融資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000 $000 

    

    

 上市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 10,437 9,522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7,868 28,839 

 遞增收入 484 1,419 

  ────── ────── 

  18,789 39,780 

  ══════ ══════ 

    

 

遞增收入乃指租賃按金隨著時間過去而產生之變動，並以期初租賃按金金額按實際利

率分攤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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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000 $000 

    

    

 銀行及其他貸款之利息開支 33,751 41,905 

 信用卡分期付款之銀行費用 - 618 

 遞增開支   

 流動通訊服務牌照費負債 8,744 7,135 

 資產報廢責任 224 920 

 租賃負債 13,450 17,456 

 融資活動產生之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08 (6,084) 

  ────── ────── 

  56,377 61,950 

  ══════ ══════ 

    

 

遞增開支乃指流動通訊服務牌照費負債、資產報廢責任及租賃負債隨著時間過去而產

生之變動，並以期初負債金額按實際利率分攤法計算。 

 

6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000 $000 

    

    

 其他經營開支   

   - 網絡成本 273,669 299,844 

   - 短期及低價值租賃 19,105 15,389 

   - 應收營業賬款之減值虧損（附註 10） 4,877 6,683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434 (1,598) 

   - 其他 182,290 202,412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4,550 4,421 

 固定資產之折舊 331,094 342,954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365,704 394,811 

 流動通訊服務牌照費之攤銷 156,138 142,735 

 客戶上客成本之攤銷 35,150 30,105 

 股份報酬 5,322 6,3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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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000 $000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68,321 72,890 

 海外稅項 931 720 

 過往年度不足撥備   

 香港利得稅 12,774 535 

  ────── ────── 

 即期所得稅總開支 82,026 74,145 

  ────── ────── 

 遞延所得稅   

 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増加）╱減少 (4,508) 249 

 遞延所得稅負債之増加 68 3,429 

  ────── ────── 

 遞延所得稅總開支 (4,440) 3,678 

  ────── ────── 

 所得稅開支 77,586 77,823 

  ══════ ══════ 

    

 
所得稅開支是按管理層估計的全年度預期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稅率而確認。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為： 

 

• 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 除以期間普通股份（不包括股份獎勵計劃的股份）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仙 仙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總額 23.8 2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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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續） 

 
(b) 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透過調整每股基本盈利之金額： 

 

• 假設所有具潛在攤薄效應之股份獲轉換後，額外普通股份之加權平均數計

算。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仙 仙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攤薄盈利總額 23.8 23.7 

  ═══════════ ═══════════ 

    

 
(c) 用於計算每股盈利之盈利對賬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000 $000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之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266,596 265,467 

  ═══════════ ═══════════ 

    

 
(d) 作為分母的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數目 數目 

    

    

 作為分母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份

之加權平均數（扣除股份獎勵計劃持有之 

股份） 1,118,446,499 1,121,567,316 

 就具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所作調整：   

 股份獎勵之影響 119,040 597,188 

  ─────────── ─────────── 

 作為分母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份

及潛在普通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1,118,565,539 1,122,164,5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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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a) 歸於期內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000 $000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已繳足股份 14.5仙

（2019：14.5仙） 161,093 162,643 

  ══════ ══════ 

    

 
於 2021 年 2 月 23 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就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年度宣派

中期股息每股已繳足股份 14.5 仙。所宣派之中期股息並未於中期財務報表內列

作應付股息，惟將列作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止年度之保留溢利分派。 

 
所宣派之中期股息乃根據中期財務報表獲批准日期已發行股份數目計算。 

 
(b) 歸於往年而於期內派付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0 2019 

  $000 $000 

    

    

 末期股息，每股已繳足股份 15仙 

（2019：21 仙） 167,880 235,3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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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營業賬款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由發票日期起計介乎 15天至 45天不等之賒賬期。扣除撥備後按發

票日期計算之應收營業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經審核 

2020年 

6月 30日 

  $000 $000 

    

    

 現時至 30 天 328,526 296,730 

 31 – 60 天 13,180 20,578 

 61 – 90 天 5,679 5,479 

 90天以上 22,160 37,895 

  ─────── ─────── 

  369,545 360,682 

  ═══════ ═══════ 

    

 
本集團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之簡化方法計量預期信貸虧損，並就所有應收營業

賬款及合約資產使用終身預期虧損撥備。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六個月，其應收營

業賬款減值虧損為$4,877,000（2019：$6,683,000）。 

 
11 應付營業賬款 

 

按發票日期計算之應付營業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經審核 

2020年 

6月 30日 

  $000 $000 

    

    

 現時至 30 天 344,250 133,442 

 31 – 60 天 67,637 118,872 

 61 – 90 天 20,345 86,998 

 90天以上 43,757 112,478 

  ─────── ─────── 

  475,989 451,7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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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宣佈派付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14.5仙（2019年：14.5仙）。

中期股息將約於 2021 年 3 月 18 日（星期四）以現金派付予於 2021 年 3 月 9 日（星期二）名

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 

 
獲派中期股息之記錄日期為 2021年 3月 9日（星期二）。為確定獲派中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

將於 2021 年 3 月 9 日（星期二）當天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符合資格獲派中期股

息，請於不遲於 2021 年 3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 4 時 30 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表格連同有關股

票送交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作登記，地址為香港皇后大

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樓 1712-1716號舖。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回 10,108,000

股本公司股份。於該等購回股份中，8,867,000 股股份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被註銷，

1,241,000股股份隨後於 2020年 12 月 31日後被註銷。購回之詳情如下： 

 

  每股價格  

購回月份 購回股份數目 最高 最低 已付總價格 

  $ $ $ 

     
2020年 9月 3,074,500 4.22 4.17 12,915,000 

2020年 10月 1,367,000 4.20 4.17 5,730,000 

2020年 11月 4,425,500 4.24 4.15 18,562,000 

2020年 12月 1,241,000 4.23 4.13 5,198,000 

 10,108,000   42,405,000 

 
董事認為該等購回將可增加本公司每股盈利。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的受

託人根據計劃規則及信託契約條款以總額$4,427,000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入合共

1,040,000 股本公司股份外，於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及其

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 2020 年 12 月 31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風險管

理委員會報告及內部審核報告。委員會相信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乃屬恰當並與

業界一致。委員會並未發現財務報表遺漏任何特殊項目，並對該等報表所披露的數據及闡釋，

表示滿意。委員會亦對本集團所採取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措施感到滿意。 

 
截至 2020年 12月 31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外聘之核數師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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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所披露之財務資料已符合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 16

的披露規定。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建立及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於截至 2020 年 12 月 31 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

司貫徹應用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

及規定，惟下述偏離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 A.4.1 條規定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的委任

並無指定年期，惟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彼等必須至少每三年一次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

退並由股東重選。因此，概無董事的委任年期超過三年。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 A.6.7 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及對股東

的意見有公正的了解。因海外事務或其他較早前安排之事務，非執行董事潘毅仕（David 

Norman Prince）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顏福健先生均未能出席本公司於 2020 年 11 月 4 日舉

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餘下八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佔當時董事會所有獨立非

執行及非執行成員之 80%）均有親身出席該次會議並聆聽股東陳述之意見。 

 
董事會將繼續監察及檢討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麥祐興 

 
香港，2021年 2月 23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馮玉麟先生（副主席）及鄒金根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郭炳
聯先生（主席）、張永銳先生（副主席）、潘毅仕（David Norman PRINCE）先生、蕭漢華先
生及苗學禮（John Anthony MILLER）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家祥博士，太平紳士、吳亮
星先生，太平紳士、顏福健先生、葉楊詩明女士及林國灃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