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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報的股東應佔溢利為$251,000,000，較 2021年上半年的$267,000,000減少 6% 

 
• 核心業務依然穩健，服務收入增長 3%至$2,242,000,000 

 
• 流動服務月費計劃期末 ARPU增加 4%至$210，月費計劃客戶流失率為 0.7% 

 
• 投得額外頻譜，加強 5G覆蓋及網絡表現 

 
• 董事會宣佈派付中期股息每股 14.5仙，與去年相同 

 
 
 

主席報告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的股東應佔溢利為$251,000,000，較去年同期的$267,000,000 減少 6%。

數碼通於 2021年上半年獲得政府資助，若撇除相關資助的影響，即使漫遊業務收入減少及流動

服務市場競爭持續激烈，期內的溢利亦實際錄得增長。 

 
期內服務收入增長 3%，流動服務月費計劃期末 ARPU 增加 4%至$210。本公司自 2020年 5月

推出 5G 服務以來，一直吸引大批客戶選用，目前其 5G 服務客戶佔 SmarTone 月費計劃客戶

（虛擬網絡供應商客戶除外）約 20%。5G 服務計劃亦比 4G 計劃實現顯著溢價，ARPU 也更

高。受惠於企業加速數碼化，企業應用方案業務也對收入增長貢獻良多。此外，數碼通 5G 家

居寬頻業務持續錄得強勁的客戶增長，為目前使用網速緩慢或收費高昂的家居寬頻服務供應商

的客戶，提供更高速及收費相宜的網絡服務。 

 
本公司推行成本效益計劃，以減低疫情帶來的影響，亦同時維持一貫的優質服務。計劃成功提

升生產力及節省開支，當中大部分均屬經常性。為配合數碼通的持續數碼化，本公司已制定額

外措施提升成本效益，並將相關措施所節省的成本投資於其他重要範疇，例如提升網絡及客戶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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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通於 2020 年 5 月推出 5G 網絡後，團隊上下通力合作，銳意締造世界級的 5G 網絡體驗。

5G 比 4G 具備更大的優勢，包括速度更快、頻寬更闊、時延更低，以及更穩定安全。當客戶使

用 Zoom 和網上學習等應用程式時，便能明顯感受 5G 帶來的更佳體驗。尤其在過去數年，未

必能夠經常親身參與會議，因此這些應用程式變得更加重要。5G 技術不但讓數碼通的客戶能在

家工作，更可以隨時隨地工作或學習，不受地域所限。此外，由於 5G 網絡的上行速度遠勝 4G

網絡，可支援由遊戲以至保安系統等其他應用。 

 
時至今天，數碼通的 5G 網絡已覆蓋全港 99%人口及所有港鐵路線、主要道路、高速公路及隧

道。數碼通亦積極擴展主要行山徑及郊野公園的網絡覆蓋，以迎合客戶不斷變化的需求。為應

對本港的疫情，數碼通的 5G 網絡亦已覆蓋至竹篙灣檢疫中心。於 2021 年 10 月，本公司成功

以合理價格投得額外頻譜，目前每位客戶的人均可用頻譜資源為所有營運商中最高。本公司將

會繼續投資，銳意透過擴大網絡覆蓋及提升網絡連接表現，為客戶及本港建設最先進的網絡。

本公司獲六本具影響力的雜誌及期刊評選為香港首選的 5G 網絡，肯定數碼通網絡的卓越表

現。 

 
數碼通 5G 家居寬頻服務的增長迅速，客戶反應極為理想。目前本港許多家庭面對網速緩慢的

問題，亦因為往往只有一間營運商提供服務，別無選擇，因此不少家庭需要支付高昂的服務

費，部分家庭的固網寬頻月費更高達$500 至$600。數碼通 5G 家居寬頻服務為消費者提供現有

主要固網寬頻營運商以外的另一個選擇。數碼通的服務不但網絡速度極快，亦往往比其他營運

商收費相宜。客戶於簽約前亦可先行試用，而結果顯示超過 90%的試用客戶均會簽訂長期服務

合約。本公司認為這不僅是重要的業務，更可服務社會，特別為於疫情期間無法使用高速網絡

服務的市民紓困，尤其居於郊區的市民。 

 
數碼通相信 5G 網絡等世界級數碼基建，是香港發展成為科技樞紐的關鍵。因此，本公司透過

數碼通 5G Lab，讓企業及消費者加深認識 5G 技術帶來的新機遇及先進服務，同時示範 5G 基

建能如何推動本港智慧城市的發展。於 2021 年 5 月開幕的 5G Lab 已吸引約 40 萬名訪客及來

自 200 多間中學的學生，務求教育年輕一代，提升他們對科技的興趣。數碼通相信 5G 技術能

造福廣大社會，而推廣 5G 可加快普及這項嶄新技術。 

 
隨著更多企業開展數碼化計劃，期內企業應用方案業務持續增長，相關收入更錄得強勁的雙位

數增幅。多間大型建築公司均採用數碼通屢獲殊榮的智慧建築方案，此案方結合 5G、物聯網

（IoT）及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術，監察及偵測工地及工人的安全。然而，除了建築範疇能借助

數碼化大大提升營運效益，其他多個不同範疇，如零售、醫療、教育及物業管理等行業，亦能

受惠。本公司的大股東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於數碼應用方面，亦是數碼通的主要客戶。本

公司相信數碼化是香港成功轉型為科技樞紐的重要支柱，因此將會繼續向企業提供各類方案，

協助企業採納數碼科技，並預料此趨勢將會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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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通目前正進行數碼化轉型，透過數碼渠道和數據，結合人工智能，提升客戶服務。例如，

數碼通為客戶提供更多「投訴」渠道（包括親身、使用應用程式或二維碼等），配合機器學習

科技，從而更深入了解客戶所需，並識別流動網絡、熱線及服務各方面可改進之處，同時亦提

高生產力。 

 
另一方面，第五波新冠疫情為香港帶來沉重打擊，因此數碼通現正竭盡所能動用資源協助抗

疫。市民於此段嚴峻期間未必能與同事和家人親身見面，但更需要保持緊密聯繫。有見及此，

數碼通已因應社會大眾於疫情期間面對的挑戰推行多項措施，包括透過「隔離期間不隔離」計

劃，為竹篙灣強制隔離客戶提供免費數據、通話分鐘及 5G 寬頻服務，全力支援客戶與親友保

持聯繫。為配合市民在家工作及網上學習的需要，本公司亦特別推出六個月 5G 家居寬頻服務

合約。此外，本公司也支持賽馬會「智融易」長者數碼支援計劃，向長者提供智能電話及免費

流動通訊基本服務，以便長者下載及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並與親友及社會保持聯繫。

數碼通心繫香港福祉，將會動用所有可用資源協助市民共渡新一波疫情。 

 
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付中期股息每股 14.5仙，與去年相同，而本公司擬繼續將全年 75%的股東應佔溢

利作為股息。 

 
前景 

 
疫情持續，令營商環境依然困難，而 Omicron 變種病毒株引發的新一波疫情，更為香港帶來比

以往數波疫情更大的考驗，令環境更添變數。此外，2022 年下半年的頻譜攤銷成本亦會上調，

令盈利壓力倍增。儘管面對充滿挑戰的經營環境，本公司業務與盈利依然穩健，業務動力理

想，亦會加倍致力鼓勵更多數碼通客戶體驗 5G網絡的各項優勢。 

 
頻譜成本仍是流動服務營運商的主要成本。中國內地營運商使用頻譜無須付費，反觀香港營運

商卻必須支付高昂的頻譜費。自 2011 年起，數碼通已合共支付或撥備 70 億元作為頻譜費，而

今年全年的頻譜攤銷成本將會超過$400,000,000。此外，以往這些頻譜成本可用作扣稅，但稅

務局卻修改評稅準則，頻譜成本如今被歸類為資本，不可扣稅，因此本公司必須購買

$345,000,000 儲稅券。本公司極不同意此評稅準則，並會就此提出訴訟。鑑於特定頻譜的使用

設有期限，而頻譜亦不得轉讓，因此頻譜成本應屬正常經營開支，並應可扣稅。然而，高昂的

費用及稅項打擊本公司為香港建立最頂尖網絡的意欲。實際上，除支付一般企業稅項外，本公

司更要支付高昂的頻譜費用，及就頻譜費用課稅，相關費用及稅項均耗用本應用作改善網絡及

數碼基建的資金。近年新加坡承諾大舉投資發展各項數碼基建及科技，包括 5G、6G 及其他先

進技術，香港亦應及早投資及提升數碼實力，而數碼通將會全力支持有關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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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通作為本港領先的流動網絡商，積極投資建設世界級的 5G 及其他先進的數碼基建，相信

此乃香港成為科技樞紐的關鍵，亦能協助香港融入中國內地及大灣區。 

 
鳴謝 

 
本人謹此歡迎譚樂文先生出任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及副行政總裁。譚先生於互聯網和科技領域擁

有二十五年的產品開發、營運管理和初創投資經驗，他亦熟悉數碼化及人工智能，將會利用相

關專業知識協助數碼通了解及服務客戶，同時協助企業客戶展開數碼化轉型。 

 
本人亦謹此感謝客戶及股東一直以來的支持，以及各董事的領導，並向在這段艱難時期依然敬

業樂業、竭誠努力的各位同事致以衷心謝意。 

 
主席 

郭炳聯 

  
香港，2022年 2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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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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跌 至 $251,000,000 （ 2020/21 上 半 年 ：

$267,000,000）。剔除 2020/21 上半年所收的政府補貼，股東應佔集團溢利上升，主要是由於

強勁的 5G客戶增長推動本地流動通訊服務收入增加和 5G家居寬頻的強勁增長帶動盈利上升。 

 
本集團之服務收入上升 3%至$2,242,000,000（2020/21 上半年：$2,172,000,000），主要原因

是強勁的 5G 客戶增長和 5G 家居寬頻的強勁增長。流動服務月費計劃期末 ARPU 上升 4%至

$210（ 2020/21 上半年： $201）。與 2020/21 下半年比較，本集團之服務收入上升

$76,000,000或 3%，主要是由於本地服務收入增長。 

 
本集團之手機及配件銷售額上升$477,000,000 或 44%至$1,549,000,000，而去年同期為

$1,072,000,000，主要由於客戶參與度提升致使 5G 旗艦手機銷售強勁。與 2020/21 下半年比

較，本集團之手機及配件銷售額上升$240,000,000或 18%，是由於 5G 旗艦手機推出應市。 

 
因此，本集團之總收入上升 17%至$3,792,000,000（2020/21 上半年：$3,244,000,000），主

要是由於本地服務收入、手機及配件銷售收入增長所致。 

 
香港客戶人數按年減少 100,000 至 2,700,000，去年為 2,800,000，主要由於預繳旅遊卡到期。

剔除虛擬網絡供應商客戶，月費計劃客戶流失率跟去年同期一樣，維持於 0.7%低位。 

 
銷 售 存 貨 成 本 上 升 $454,000,000 或 44% 至 $1,492,000,000 （ 2020/21 上 半 年 ：

$1,039,000,000），與手機及配件銷售額之升幅及手機銷售利潤率之提升大致一致。 

 
員工成本上升$69,000,000 或 28%至$320,000,000（2020/21 上半年：$250,000,000），主要

由於期內未有政府保就業計劃所提供之工資補貼所致。剔除 2020/21 上半年所收的政府補貼，

員工成本下跌 3%，反映推行成本效益計劃所帶來的經常性節省。 

 
提供服務成本及其他經營開支維持平穩（2020/21 上半年：$683,000,000），此乃由於持續實

行成本效益計劃致使成本下跌，並同時在品牌、新店及銷售和營銷領域上進行業務投資。 

 
折舊、攤銷及出售虧損上升 $13,000,000 或 2%至 $906,000,000（ 2020/21 上半年：

$893,000,000），主要是由於頻譜使用費攤銷增加，而部份升幅因租金減少導致使用權資產折

舊下跌所抵銷。 

 
融資收入下跌$8,000,000 或 45%至$10,000,000（2020/21 上半年：$19,000,000），主要是由

於銀行利率下跌及債務證券信貸虧損撥備。 

 
融資成本上升$9,000,000 或 17%至$66,000,000（2020/21上半年：$56,000,000），主要是由

於流動通訊服務牌照費遞增開支增加，而部分升幅因租賃負債遞增開支減少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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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達$83,000,000（2020/21 上半年：$78,000,000），反映實際稅率為 24.9%

（2020/21上半年：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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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 EBITDA增加$24,000,000至$1,297,000,000（2020/21 上半年：$1,273,000,000）。

本集團之經營溢利為$391,000,000，增加 3%（2020/21上半年：$3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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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31日，本集團錄得股本$111,000,000、總權益$5,167,000,000

及總借貸$1,546,000,000。 

 
本集團具有充裕之現金資源，於 2021年 12月 31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為$2,101,000,000（2021

年 6月 30 日：$2,095,000,000）。 

 
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貸為$1,546,000,000（2021 年 6 月 30 日：

$1,588,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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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3,000,000（2021 年 6 月 30 日：$994,000,000）。

剔除購買$93,000,000 儲稅券，於 2021年 12月 31 日之現金淨額上升至$1,066,000,000。 

 
截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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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000,000 及$19,000,000。期內，本集團之主要資金流出為購買固定資產、流動通訊服

務牌照費、租金、股息和儲稅券及償還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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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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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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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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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00,000（2021年 6月 30 日：$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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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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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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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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31日，本集團提供履約及財務擔保總額為$809,000,000（2021年 6月 30日：

$2,401,000,000）。 

 
僱員、股份獎勵計劃及購股權計劃 

 
於 2021年 12月 31日，本集團有 1,702名全職僱員（2021年 6月 30日：1,665 名），大部份

為香港員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期内之員工成本總額為$320,000,000（2020/21 上半

年：$2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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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及吸引並挽留合適人

員之激勵性安排。回顧期內，152,520股股份已失效。於 2021年 12月 31日，尚未歸屬之股份

共 1,257,160股（2021年 6月 30日：1,409,6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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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1 年 12月 31日，並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2021 年 6 月 30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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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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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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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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1 2020 

 附註 $000 $000 

    

    
服務收入及其他相關服務  2,242,404 2,172,158 

手機及配件銷售  1,549,118 1,072,155 

  ──────── ──────── 

收入 3 3,791,522 3,244,313 

銷售存貨成本  (1,492,196) (1,038,545) 

提供服務成本  (194,092) (200,280) 

員工成本  (319,809) (250,462)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488,454) (482,375) 

折舊、攤銷及出售虧損 6 (906,066) (892,636) 

  ──────── ──────── 

經營溢利  390,905 380,015 

融資收入 4 10,416 18,789 

融資成本 5 (65,808) (56,377)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6 335,513 342,427 

所得稅開支 7 (83,436) (77,586) 

  ──────── ──────── 

除所得稅後溢利  252,077 264,841 

  ════════ ════════ 

溢利歸於    
公司股東  251,383 266,596 

非控制權益  694 (1,755) 

  ──────── ──────── 

  252,077 264,841 

  ════════ ════════ 

期內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每股以仙列值） 8   
基本  22.6 23.8 
攤薄  22.6 2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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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1 2020 

 $000 $000 

   

   
期內溢利 252,077 264,841 

 ──────── ────────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賬之項目：   
貨幣匯兌差額 271 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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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收益 (2,632) 5,874 

 ──────── ────────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2,361) 8,639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49,716 273,480 

 ════════ ════════ 

   
全面收益總額歸於   
公司股東 249,022 275,235 

非控制權益 694 (1,755) 

 ──────── ──────── 

 249,716 273,4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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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 2021年 12月 31日及 2021年 6月 30 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年 

6月 30日 
 附註 $000 $000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2,692,798 2,679,862 

客戶上客成本  83,656 76,874 

合約資產  44,311 68,571 

使用權資產  857,378 90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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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23 16,755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377,475 422,825 

無形資產  5,067,005 3,119,536 

按金及預付款項  157,959 167,485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118 5,585 
  ──────── ──────── 
總非流動資產  9,304,826 7,462,123 
  ──────── ──────── 
流動資產    
存貨  198,477 57,423 

以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40,544 64,641 

合約資產  100,869 117,342 

應收營業賬款 10 365,778 332,177 

按金及預付款項  229,869 211,331 

其他應收款項  68,637 56,654 

儲稅券  346,418 253,48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00,936 2,094,884 

  ──────── ──────── 
總流動資產  3,451,528 3,187,936 
  ──────── ──────── 

流動負債    

應付營業賬款 11 525,742 414,08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739,381 722,367 

合約負債  348,247 304,111 

租賃負債  519,105 546,301 

即期所得稅負債  465,037 492,981 

銀行貸款  55,063 77,189 

流動通訊服務牌照費負債  210,243 102,912 

  ──────── ──────── 
總流動負債  2,862,818 2,659,9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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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 2021年 12月 31日及 2021年 6月 30 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年 

6月 30日 
  $000 $000 
    

    
非流動負債    
資產報廢責任  72,062 67,374 

合約負債  20,664 24,640 

租賃負債  325,796 351,465 

銀行及其他貸款  1,490,538 1,510,771 

流動通訊服務牌照費負債  2,696,979 826,962 

遞延所得稅負債  120,663 111,793 
  ──────── ──────── 
總非流動負債  4,726,702 2,893,005 
  ──────── ──────── 
資產淨值  5,166,834 5,097,108 
  ════════ ════════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1,053 111,099 

儲備  5,076,952 5,007,874 
  ──────── ────────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權益  5,188,005 5,118,973 

非控制權益  (21,171) (21,865) 
  ──────── ──────── 

總權益  5,166,834 5,097,1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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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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月 23日獲董事會批准刊發。 

 
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之呈列方式。 

 
2 編製基準 

 
截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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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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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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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月 1 日開始的年度首次採納以下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 利率指標變革–第二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2021年 6月 30日後之 2019冠狀病毒病 

    相關租金減讓 

 
採納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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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之修訂本及現有準則之詮釋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若干並非必須於 2022年 6月 30日之報告期採納而已經頒佈

之新訂準則、準則之修訂本及現有準則之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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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號（修訂本）及 會計政策披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 2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修訂本） 會計估計的定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相關的遞 

  延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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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號、 狹義修訂 1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37 號（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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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詮釋第 5 號（2020） 財務報表之呈報–借款人對包含可按 

  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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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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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1,908 259,614 - 3,791,522 

 分類間收入 221,537 3,603 (225,140) - 

  ──────── ─────── ─────── ──────── 

 總收入 3,753,445 263,217 (225,140) 3,791,522 

  ════════ ═══════ ═══════ ════════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 1,537,744 231,976 (220,602) 1,549,118 

 隨著時間推移 2,215,701 31,241 (4,538) 2,242,404 

  ──────── ─────── ─────── ──────── 

  3,753,445 263,217 (225,140) 3,791,522 

  ════════ ═══════ ═══════ ════════ 

      

 EBITDA 1,290,170 6,801 - 1,296,971 

 折舊、攤銷及出售虧損 (902,673) (3,393) - (906,066) 

  ──────── ─────── ─────── ──────── 

 經營溢利 387,497 3,408 - 390,905 

  ════════ ═══════ ═══════  

      

 融資收入    10,416 

 融資成本    (65,808) 

     ──────── 

 除所得稅前溢利    335,5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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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呈報（續） 

 
(a) 分類業績（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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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分類資產╱（負債） 

 

  於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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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66,418 101,255 788,681 12,75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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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負債 (6,892,251) (111,569) (585,700) (7,58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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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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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4,797 101,969 763,293 10,65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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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負債 (4,832,965) (115,212) (604,774) (5,55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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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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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0 

  $000 $000 

    

    

 上市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 11,425 10,437 

 上市債務證券之信貸虧損撥備 (4,300) -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3,202 7,868 

 遞增收入 89 484 

  ────── ────── 

  10,416 18,789 

  ══════ ══════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信貸虧損撥備$4,300,000反映以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

資產的信用風險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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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1 2020 

  $000 $000 

    

    

 銀行及其他貸款之利息開支 31,477 33,751 

 遞增開支   

 流動通訊服務牌照費負債 22,915 8,744 

 資產報廢責任 224 224 

 租賃負債 6,884 13,450 

 融資活動產生之匯兌虧損淨額 4,308 208 

  ────── ────── 

  65,808 56,3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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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項目：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1 2020 

  $000 $000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 網絡成本 269,509 273,669 

   - 短期及低價值租賃 20,710 19,105 

   - 應收營業賬款之減值虧損（附註 10） 2,662 4,877 

   - 匯兌虧損淨額 1,265 2,434 

   - 其他 194,308 182,290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 8,195 4,550 

 固定資產之折舊 321,202 331,094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339,846 365,704 

 流動通訊服務牌照費之攤銷 197,562 156,138 

 客戶上客成本之攤銷 39,261 35,150 

 股份報酬 1,648 5,3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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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1 2020 

  $000 $000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79,268 68,321 

 海外稅項 1,025 931 

 過往年度（超額）╱不足撥備   

 香港利得稅 (1,027) 12,774 

 海外稅項 (167) - 

  ────── ────── 

 即期所得稅總開支 79,099 82,026 

  ────── ────── 

 遞延所得稅   

 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増加 (4,533) (4,508) 

 遞延所得稅負債之増加 8,870 68 

  ────── ────── 

 遞延所得稅總開支╱（利益） 4,337 (4,440) 

  ────── ────── 

 所得稅開支 83,436 77,5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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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0 

  仙 仙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總額 22.6 2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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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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0 

  仙 仙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攤薄盈利總額 22.6 2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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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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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383 266,59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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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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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80,570 1,118,446,499 

 就具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所作調整：   

 股份獎勵之影響 20,422 119,0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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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00,992 1,118,565,539 

  ═══════════ ═══════════ 

    

 

 
  



- 20 - 

 

9 股息 

 
(a) 歸於期內 

 

 

  

未經審核 

截至 12月 31日止六個月 

  2021 2020 

  $000 $000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已繳足股份 14.5仙

（2020：14.5仙） 160,767 161,093 

  ══════ ══════ 

    

 
於 2022 年 2 月 23 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就截至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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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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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2020 

  $000 $000 

    

    

 末期股息，每股已繳足股份 15.5仙 

（2020：15 仙） 172,203 167,88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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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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經審核 

2021年 

6月 30日 

  $000 $000 

    

    

 現時至 30天 289,384 278,211 

 31–60天 20,975 15,444 

 61–90天 6,695 6,040 

 90天以上 48,724 32,482 

  ─────── ─────── 

  365,778 332,1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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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六個月，其應收營

業賬款減值虧損為$2,662,000（2020：$4,87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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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經審核 

2021年 

6月 30日 

  $000 $000 

    

    

 現時至 30天 426,092 251,096 

 31–60天 45,932 56,020 

 61–90天 9,251 38,657 

 90天以上 44,467 68,312 

  ─────── ─────── 

  525,742 414,0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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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宣佈派付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14.5仙（2020年：14.5仙）。

中期股息將約於 2022 年 3 月 18 日（星期五）以現金派付予於 2022 年 3 月 9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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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年 3月 9日（星期三）。為確定獲派中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

將於 2022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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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年 3 月 8 日（星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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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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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9,000

股本公司股份。於該等購回股份中，455,000股股份於 2021年 12月 31日前被註銷，1,794,000

股股份隨後於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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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21年 11月 1,386,500 4.32 4.15 5,877,000 

2021年 12月 862,500 4.15 4.10 3,558,000 

 2,249,000   9,4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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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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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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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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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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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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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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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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 E.1.2 條則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因海外事務或其他較早前安排之事務，非執行董事及董事會主席郭炳聯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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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林國灃先生均未能出席本公

司於 2021 年 11 月 2 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餘下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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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均有親身出席該次會議並聆聽股東陳述

之意見。本公司執行董事馮玉麟先生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出任該次會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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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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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樂文先生（副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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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灃先
生及李有達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