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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上半年度溢利港幣五十九億五千一百萬元，每股盈利為港幣一元四角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五角一仙 

 未計算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為港幣九十八億三千四百萬元 

 七個部門中四個部門之利息及稅前盈利有雙位數增長 

 擁有現金及有價證券按市值共計港幣一千二百一十四億八千二百萬

元 

 集團維持保守之策略，繼續在所有核心業務進行投資 

 

主席報告書主席報告書主席報告書主席報告書    
 

本集團上半年度之未經審核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五十九億五千一百萬

元，而去年同期則為港幣七十一億七千九百萬元。每股盈利為港幣一元四

角，而去年同期則為港幣一元六角八仙。上述業績包括溢利共計港幣十五

億二千四百萬元（二○○一年為港幣十九億元），計有來自出售若干港口

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股權予策略性合作夥伴所得溢利港幣十一億二千九

百萬元，以及撥回先前為和記港陸所作之撥備港幣三億九千五百萬元。和

記港陸股份目前之股市交易價超過集團之賬面成本。上年度扣除撥備後之

出售投資項目所得溢利於下列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之附註三中列述。 

 

期內股市波動及持續向下，對集團在 Vodafone Group 及德國電訊之餘下投

資造成不利影響。截至六月三十日止，Vodafone Group 之股價由賬面值一

點二八英鎊下挫至零點九英鎊，而德國電訊之股價亦由十七點三八歐羅下

跌至九點五歐羅。該等投資已按市值入賬，惟基於市場波動因素，集團將

已計算入資產負債表之投資重估儲備削減市值共計港幣一百一十一億二

千六百萬元，並將於年底時重新檢討該等投資，屆時如確定出現永久性減

值，將會在損益表上作出撥備。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於今日宣佈派發二○○二年度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五角一仙（二○○

一年度為港幣五角一仙），將於二○○二年十月十一日派付予於二○○二

年十月十日登記在股東名冊上之股東。由二○○二年十月三日至二○○二

年十月十日（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本公司將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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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業務業務業務    
 

集團之營業額及未計算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利息及稅前盈利」），包

括集團所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之營業額及利息及稅前盈利，依業務

分部詳列於未經審核綜合損益表之附註一。期內之營業額共計港幣四百六

十五億九千三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七，主要反映港口及有關服

務、電訊及零售及製造部門之營業額上升，惟赫斯基能源及財務及投資部

門則分別由於天然氣市價下滑及市場利息率偏軟而致營業額下降，因此抵

銷了部分上述增長。期內合計之利息及稅前盈利為港幣九十八億三千四百

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十二。除赫斯基能源及財務及投資部門外，

集團所有核心業務之利息及稅前盈利均較去年同期上升。儘管香港經濟出

現通縮，港口及有關服務、電訊、零售及製造及長江基建集團等部門均錄

得百分之十或以上增長，而地產及酒店部門則與去年同期相若。赫斯基能

源及財務及投資部門之業績符合預期，但分別受天然氣市價下挫及當前利

息率偏低之市況所影響。 

 

港口及有關服務港口及有關服務港口及有關服務港口及有關服務    
 

集團之港口及有關服務部門錄得營業額港幣九十三億七千五百萬元，較去

年同期上升百分之三十六。營業額方面的上升，反映鹽田港吞吐量有強勁

增長，以及於二○○一年下半年及二○○二年年初所收購港口之額外貢

獻，當中包括於二○○一年六月收購墨西哥、阿根廷、巴基斯坦、沙特阿

拉伯、坦桑尼亞及泰國之八個碼頭；於二○○二年一月收購中國內地之寧

波北侖貨櫃碼頭第二期；以及於二○○二年二月收購南韓釜山港兩個貨櫃

碼頭及光陽港一個貨櫃碼頭。集團全球各地業務之合計吞吐量增至超過一

千六百三十萬個標準貨櫃（「二十呎標準貨櫃」），上升百分之三十一，而

該部門錄得利息及稅前盈利港幣三十一億六千四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百分之二十二。 

 

整體而言，集團在香港及鹽田經營之深水港，主要為深圳及華南一帶之製

造業基地服務，錄得合計吞吐量上升百分之十八，利息及稅前盈利增長百

分之十。在香港，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與聯營公司中遠-國際貨櫃碼頭錄得合

計吞吐量增長百分之四，而利息及稅前盈利則減少百分之四，惟鹽田碼頭

錄得吞吐量增長百分之五十六，利息及稅前盈利上升百分之五十八，因此

足以抵銷香港方面所減少之利息及稅前盈利。香港九號貨櫃碼頭之建設工

程如期進行，第一個泊位預計可於二○○三年中完成。 

 

集團之聯營公司上海集裝箱碼頭錄得吞吐量增長百分之四，但利息及稅前

盈利則由於鄰近港口加入競爭而下降百分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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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尼，集團旗下之耶加達國際貨櫃碼頭及毗鄰之高珈貨櫃碼頭由於節省

成本，錄得合計吞吐量及利息及稅前盈利分別增長百分之六及百分之二十

五。在馬來西亞，巴生綜合碼頭業績表現良好，錄得吞吐量上升百分之四

十八，利息及稅前盈利增長百分之二十九。於今年收購之南韓三個深水貨

櫃碼頭，業績較預計理想。此外，於去年六月收購之巴基斯坦卡拉奇國際

貨櫃碼頭及位於沙特阿拉伯達曼港之沙特阿拉伯國際港口，業績均較預期

為佳。 

 
在英國，菲力斯杜港、泰晤士港及哈爾威治港之合計貨櫃吞吐量較去年同

期減少百分之一，而合計利息及稅前盈利則上升百分之二十四，主要由於

實行成本合理化計劃所致。於二○○一年十二月，歐洲委員會批准本集團

申請，將其於鹿特丹歐洲貨櫃碼頭所持權益由百分之三十一點五增至百分

之七十五點五，條件為集團須將持有毗鄰新近建成之馬士基三角洲碼頭

（「馬士基碼頭」）百分之三十三點三權益出售。歐洲貨櫃碼頭之吞吐量

較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八，主要由於一家航運公司於馬士基碼頭啟用後改

為靠泊該碼頭所致。至於利息及稅前盈利則較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二百七

十五，反映集團所佔股權增加，以及來自按規定出售馬士基碼頭所得溢

利，惟由於吞吐量減少之影響，抵銷了部分升幅。 

 

集團於去年六月收購之墨西哥東岸維拉克魯斯國際碼頭，業績勝於預期。

位於巴拿馬之克里斯托瓦爾港及巴爾博亞港由於節省直接及間接成本，合

計吞吐量增長百分之二，利息及稅前盈利亦較去年同期上升百分之七十

四。位處太平洋海岸巴拿馬巴爾博亞港之擴建工程已如期開展，建成後每

年處理能力將增加四十五萬個標準貨櫃，達到一百萬個標準貨櫃。 

 

集團根據二○○一年六月收購八個碼頭權益之協議，於期內行使認購權，

增持下列貨櫃碼頭之實益權益：沙特阿拉伯達曼港由百分之三十二點六增

至百分之五十一；泰國蘭差彭港由百分之五十六增至百分之八十七點五；

巴基斯坦卡拉奇港由百分之八十二增至百分之一百；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

姆港由百分之六十三點二增至百分之七十；墨西哥維拉克魯斯由百分之八

十二增至百分之一百；墨西哥恩塞納達由百分之六十四增至百分之一百；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由百分之六十四增至百分之一百。該部門將繼續在

世界各地尋求投資機會。 

 

電訊電訊電訊電訊    
 

電訊部門錄得營業額港幣六十三億九千八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

二十三，主要由於旗下印度及以色列之業務在用戶人數方面持續有強勁增

長。集團目前之用戶總數超過五百二十萬名，較年初時增長百分之十五。

利息及稅前盈利增至港幣六億七千八百萬元，上升百分之十，主要由於印

度及以色列之業績改善所致。該部門目前處於再投資階段，致力建設 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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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將於今年第四季度在英國及意大利推出服務，並於二○○三年第一

季度在瑞典、丹麥、奧地利、香港及澳洲推出服務。 

 

在香港，集團維持其最大流動電訊經營商之地位，目前擁有用戶人數約一

百七十萬名，市場佔有率約百分之三十。流動電訊業務經過數年激烈價格

競爭之後，錄得穩定之每名用戶平均收益（「ARPU」），加上節省成本，所

錄得之利息及稅前盈利遠超去年同期。於五月，和記電訊有限公司成為首

家在亞洲推出 BlackBerry 服務的公司，在香港推出該項結合電子郵件、流

動電話、短訊服務、無線上網及電子記事簿功能的服務。於四月，集團收

購亞洲環球電訊在和記環球電訊之百分之五十權益，和記環球電訊因而成

為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和記環球電訊在香港擁有及經營一個陸上光纖網

絡，期內之寬頻、數據及話音服務客戶人數均有強勁增長，而管道總長度

已增至約三千公里。和記環球電訊期內業務有所改善，錄得些微未計算利

息支出及稅項前虧損。 

 
在印度，集團業務之合計用戶人數截至六月底已超過一百四十萬名，增長

百分之二十八。利息及稅前盈利上升百分之三十三，因在孟買、德里、加

爾各答及古吉拉特邦之四項現有電訊服務之業績改善，惟在安得拉邦、卡

納塔克邦及清奈市之新獲牌照地區則有開辦業務虧損，因而抵銷部分盈

利。新獲牌照地區已於六月底全面推出 GSM 網絡服務。在印度持續增長

的電訊市場，集團之電訊牌照範圍現已覆蓋二億四千五百萬人口。 

 

在以色列，上市公司 Partner Communications（「Partner」）繼續擴大其用戶

基礎，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共計超過一百七十萬名，較年初時增長百分之十

七。Partner 宣佈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東應佔淨溢利為

四十九萬九千美元，而去年同期則有淨虧損四千三百萬美元。此外，並於

二○○二年第二季度首次錄得淨溢利。今年四月，集團向另一名創辦股東

收購 Partner 股份，將所佔之權益由百分之三十五增至百分之四十二點七。 

 

在澳洲，上市公司 Hutchison Telecommunications Australia（「HTA」）之 CDMA

用戶人數截至六月底已增至約二十四萬名，較年初時上升百分之二十五。

HTA 宣佈上半年度股東應佔虧損為七千三百萬澳元，較去年同期改善百分

之二十。 

 

期內集團繼續建設網絡及系統，同時尋求資訊內容，以支援旗下之 3G 業

務。Hutchison 3G UK 正處於網絡推出及測試之最後階段，計劃於開始服務

時會有三千五百個發射站，可以覆蓋當地約百分之五十人口，其目標是於

二○○三年年底，將覆蓋範圍擴大至百分之八十。於六月，集團以五千零

七十萬歐羅在愛爾蘭共和國投得一個為期二十年之 3G 牌照。愛爾蘭及英

國業務所產生之協同效益預計將可提高兩國業務之盈利能力。在意大利，

集團之 3G 牌照年期將由十五年延長至二十年，而有關業務亦已進入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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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及測試之最後階段。集團計劃於開始服務時會有二千二百個發射站，

可以覆蓋當地約百分之四十五人口，並於二○○三年年底將覆蓋範圍擴大

至百分之六十五。期內集團確定將會以「3」作為其全球 3G 業務之品牌，

而配合此品牌之廣告宣傳活動現正開始策劃。資本性支出及經營支出均符

合年度之目標。至於計入損益賬之開始經營前開支港幣七億二千九百萬

元，已於前數年所作之撥備中予以全數抵銷。集團有信心在第四季度成功

推出該項新一代多媒體電訊服務，率先為消費者創造一個充分利用視象訊

息而且色彩鮮艷的優質通訊世界。 

 

於八月九日，集團聯同新加坡科技電信媒體與美國環球電訊簽署協議，合

共投資二億五千萬美元，收購脫離破產程序後重組之環球電訊百分之六十

一點五股權。協議於同日在紐約破產法院聆訊後獲批准，而環球電訊正準

備按破產保護法令第十一章提出重組計劃。視乎獲得規管當局批准及其他

條件之進展，預計此項收購可於二○○三年年初完成。環球電訊擁有及經

營世界首創以綜合互聯網為基礎之網絡，電纜總長度逾十萬英里，聯繫全

球二十七個國家超過二百個主要城市。 

 

地產及酒店地產及酒店地產及酒店地產及酒店    
 

地產及酒店部門之營業額為港幣二十三億七千七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百分之十一，主要由於發展項目減少。儘管香港經濟出現通縮，而住宅地

產市場價格競爭激烈，利息及稅前盈利仍達到港幣九億八千一百萬元，與

去年同期相若。來自集團屬下投資物業之總租金收入（其中百分之八十六

來自香港）較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九。在香港共計一千二百四十萬平方呎

之商業、辦公室、工業及住宅物業組合出租率仍接近百分之一百。由於住

宅發展項目之落成時間關係，期內並無重大之地產發展溢利。集團在香

港、中國內地及海外之發展項目均有滿意進展。期內集團增加在香港紅磡

九廣鐵路總站上蓋發展之國際都會兩座辦公大樓及一座酒店所佔之權益

至百分之五十。集團並增加在中國內地之土地儲備，參與合資發展深圳寶

安區一個達一百二十萬平方呎之住宅項目（佔百分之五十權益），預計於

二○○三年完成。集團旗下酒店投資組合之整體業績改善，遠超過去年同

期。 

 

零售及製造零售及製造零售及製造零售及製造    
 

零售及製造部門錄得營業額港幣一百六十三億六千四百萬元，增長百分之

十二，主要反映百佳、屈臣氏及英國 Savers 營業額上升。利息及稅前盈利

為港幣三億零八百萬元，增長百分之十三，主要由於上述業務錄得較佳業

績。 

 

百佳超級市場連鎖店業務繼續受香港經濟通縮影響。在中國內地之業務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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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得較佳之成績，今年年初再有兩間大型購物廣場開幕，其中一間在深

圳，一間在東莞。百佳業務合計錄得銷售量增長百分之八，利息及稅前盈

利有輕微增長。屈臣氏及英國 Savers 之個人護理、保健及美容產品零售業

務錄得銷售量增長百分之十七，利息及稅前盈利上升百分之二十五。此項

增長乃由於屈臣氏在台灣之業務從去年遭遇之困難恢復過來，以及屈臣氏

及 Savers 兩家連鎖店分別在亞洲及英國繼續擴展業務，惟屈臣氏在香港之

業務仍然受本地經濟放緩及零售市場疲弱影響，因此抵銷部分增長。屈臣

氏於今年四月收購菲律賓一家零售連鎖店百分之六十權益，將業務擴展至

菲律賓，該零售連鎖店經營個人護理、保健及美容產品與藥品，目前有五

十六間商店，主要在馬尼拉。豐澤電器之銷售量較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

八，利息及稅前盈利有輕微下降，反映香港消費方面之需求持續疲弱。香

港、中國內地及歐洲之瓶裝水及飲品製造及分銷業務之銷售量增長百分之

一，但由於惡劣天氣及市場競爭激烈，利息及稅前盈利有所下降。 

 

上市公司和記港陸（於二○○一年七月成為集團持有百分之五十點五權益

之附屬公司）宣佈股東應佔淨溢利為港幣二千三百萬元。 

 

長江基建集團長江基建集團長江基建集團長江基建集團    
 

上市之附屬機構長江基建集團（「長江基建」）公佈截至二○○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期內之營業額及股東應佔溢利分別為港幣十八億七千五百萬元及

港幣十四億九千一百萬元，分別較去年同期減少百分之一點四及百分之一

點二。若扣除已入賬之非經常性項目如去年出售 Powercor Australia Limited

的電力零售業務所得之收益，則長江基建上半年業績較去年同期有百分之

十點七之增長。 

 

赫斯基能源赫斯基能源赫斯基能源赫斯基能源    
 

上市之聯營公司赫斯基能源於期內之業績蒙受不利影響，主要由於北美洲

天然氣價格大幅下挫，惟原油價格稍為上升，可以抵銷部分跌幅。赫斯基

能源宣佈營業額為三十億零一千八百萬加元，股東應佔淨溢利為三億八千

九百萬加元，分別較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十四及百分之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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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於本年度上半年，全球經濟形勢持續不明朗，而全球股市及信貸市場亦出

現前所未見之波動。期內天然氣價格大幅下滑，利息率更下調至二十多年

來之最低水平。儘管面對困難情況，集團由於去年及較近期實行擴展活

動，因此在上半年仍錄得穩健之經常性利息及稅前盈利。香港仍是集團優

先發展業務之基地，但由於現時香港經濟放緩，預期集團於短期內將比較

集中於加強歐洲、中國內地及亞洲其他國家之投資機會。 

 

集團於六月三十日之綜合現金及短期投資為港幣一千二百一十四億八千

二百萬元。此項結餘包括集團在 Vodafone Group 股份之投資（按六月三十

日市值每股零點九英鎊計算）港幣一百五十二億三千五百萬元，以及在德

國電訊股份之投資（按六月三十日市值每股九點五歐羅計算）港幣八十五

億六千一百萬元。集團於六月三十日之綜合負債總額為港幣一千五百五十

九億八千二百萬元，在扣除現金及短期投資後，集團之淨負債為港幣三百

四十五億元，因此淨負債與淨資本之比率為約百分之十二，比率相當保

守。集團將繼續受惠於各項核心業務之穩定現金流量，而最近在海外之投

資預計亦會有增長。 

 

儘管本年度餘下數月仍將充滿挑戰，本人有信心集團將維持穩健之業績。

本人亦有信心集團在所有核心業務之投資及擴展計劃，各皆如期發展，並

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是故足以確保未來增長，並為股東帶來更高價值。

本人謹藉此機會向各位董事及集團分佈在世界各地之全體員工致意，感謝

全體的勤奮努力以及熱誠合作。 

 

 

主席 

李嘉誠 

香港，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重新編列

二○○二年二○○二年二○○二年二○○二年 二○○一年

附註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公司及附屬公司 33,319              29,308               
所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13,274              14,094               

一 46,593              43,402               

公司及附屬公司公司及附屬公司公司及附屬公司公司及附屬公司

營業額 33,319              29,308               
出售貨品成本 11,845              11,473               
僱員薪酬成本 5,668                4,453                 
折舊及攤銷 2,431                1,745                 
其他營業支出 6,701                4,195                 

6,674                7,442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2,559                2,982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601                   759                    

未扣除利息與其他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 一 9,834                11,183               
利息與其他融資成本，包括所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二 3,398                4,144                 
出售投資溢利減撥備 三 1,524                1,900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7,960                8,939                 
稅項 四 1,080                1,106                 

除稅後溢利 除稅後溢利 除稅後溢利 除稅後溢利 6,880                7,833                 
少數股東權益 929                   654                    

股東應佔溢利 五 5,951                7,179                 

中期股息 2,174                2,174                 

每股盈利 六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1.40元元元元 港幣1.68元 

每股中期股息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0.51元元元元 港幣0.51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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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一一一一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乃按集團之主要業務分部及次要地區分部呈報。

對外客戶營業額已對銷分部之間的營業額，所對銷金額屬於電訊的為港幣43,000,000元（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為港幣22,000,000元），地產及酒店為港幣234,000,000元（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為

港幣237,000,000元），零售及製造為港幣43,000,000元（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為港幣43,000,000元）。

業務分部

對外客戶營業額對外客戶營業額對外客戶營業額對外客戶營業額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 所佔聯營公司及所佔聯營公司及所佔聯營公司及所佔聯營公司及 公司及 所佔聯營公司及

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 共同控制實體部分共同控制實體部分共同控制實體部分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附屬公司 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總額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口及有關服務 8,256        1,119                9,375          5,580           1,298                  6,878            
電訊 4,938        1,460                6,398          3,526           1,668                  5,194            
地產及酒店 1,988        389                    2,377          1,853           815                     2,668            
零售及製造 15,015      1,349                16,364        13,392         1,154                  14,546          
長江基建集團 1,405        3,530                4,935          2,270           2,755                  5,025            
赫斯基能源 -             5,304                5,304          -               6,289                  6,289            
財務及投資 1,717        123                    1,840          2,687           115                     2,802            

33,319       13,274                46,593          29,308         14,094                43,402          

未扣除利息與其他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 未扣除利息與其他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 未扣除利息與其他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 未扣除利息與其他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 所佔聯營公司及所佔聯營公司及所佔聯營公司及所佔聯營公司及 公司及 所佔聯營公司及

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 共同控制實體部分共同控制實體部分共同控制實體部分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附屬公司 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總額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口及有關服務 2,828        336                    3,164          2,196           397                     2,593            
電訊 630            48                      678             575              43                       618               
地產及酒店 918            63                      981             888              92                       980               
零售及製造 252            56                      308             264              9                         273               
長江基建集團 497            1,674                2,171          256              1,726                  1,982            
赫斯基能源 -             938                    938             -               1,324                  1,324            
財務及投資 1,549        45                      1,594          3,263           150                     3,413            

6,674         3,160                  9,834            7,442           3,741                  1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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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續)附註 (續)附註 (續)附註 (續)

一一一一 分部資料 (續)分部資料 (續)分部資料 (續)分部資料 (續)

地區分部

對外客戶營業額對外客戶營業額對外客戶營業額對外客戶營業額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 所佔聯營公司及所佔聯營公司及所佔聯營公司及所佔聯營公司及 公司及 所佔聯營公司及

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 共同控制實體部分共同控制實體部分共同控制實體部分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附屬公司 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總額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香港 16,408      3,518                19,926        16,894         3,305                  20,199          
中國內地 3,409        2,305                5,714          2,571           2,326                  4,897            
亞洲及澳洲 5,695        1,906                7,601          4,181           1,705                  5,886            
歐洲 4,855        184                    5,039          2,621           395                     3,016            
美洲及其他地區 2,952        5,361                8,313          3,041           6,363                  9,404            

33,319       13,274                46,593          29,308         14,094                43,402          

未扣除利息與其他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 未扣除利息與其他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 未扣除利息與其他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 未扣除利息與其他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 所佔聯營公司及所佔聯營公司及所佔聯營公司及所佔聯營公司及 公司及 所佔聯營公司及

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 共同控制實體部分共同控制實體部分共同控制實體部分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附屬公司 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總額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香港 2,529        1,304                3,833          2,830           1,250                  4,080            
中國內地 408            537                    945             443              415                     858               
亞洲及澳洲 738            401                    1,139          362              696                     1,058            
歐洲 1,399        (7)                       1,392          940              29                       969               
美洲及其他地區 1,600        925                    2,525          2,867           1,351                  4,218            

6,674         3,160                  9,834            7,442           3,741                  11,183          

二二二二 利息與其他融資成本利息與其他融資成本利息與其他融資成本利息與其他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二年二○○二年二○○二年二○○二年 二○○一年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公司及附屬公司 3,085                  3,802            
減：資本化之利息 (535)                    (382)             

2,550                  3,420            
所佔聯營公司部分 576                     489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272                     235               

3,398                  4,144            

三三三三 出售投資溢利減撥備出售投資溢利減撥備出售投資溢利減撥備出售投資溢利減撥備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之出售投資溢利減撥備計有來自出售若干港口

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股權予策略性合作夥伴所得溢利港幣1,129,000,000元，以及撥回

先前為和記港陸有限公司所作之撥備港幣395,000,000元。

截至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額包括來自 VoiceStream Wireless Corporation 

及德國電訊合併所得溢利港幣30,000,000,000元，及扣除為海外投資之股價及匯率變動之潛

在影響所作撥備港幣28,1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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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續)附註 (續)附註 (續)附註 (續)

四四四四 稅項稅項稅項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二年二○○二年二○○二年二○○二年 二○○一年

本期稅項本期稅項本期稅項本期稅項 遞延稅項遞延稅項遞延稅項遞延稅項 稅項總額稅項總額稅項總額稅項總額 稅項總額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香港

附屬公司 260               (1)                 259                     244               
聯營公司 175               1                  176                     125               
共同控制實體 29                 (1)                 28                       24                 

海外

附屬公司 281               16                297                     157               
聯營公司 88                 197              285                     523               
共同控制實體 38                 (3)                 35                       33                 

871               209              1,080                  1,106            

香港利得稅已根據期內估計應課稅之溢利減往年稅務虧損，按稅率百分之十六（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為百分之十六）作出撥備。海外課稅已根據估計應課稅之溢利減往年稅務虧損，按適當稅

率作出準備。

五五五五 股東應佔溢利包括出售有關投資後自投資重估儲備撥入港幣77,000,000元之虧損（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為港幣34,060,000,000元之盈餘）。

六六六六 每股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港幣5,951,000,000元（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為經重新編列後之

港幣7,179,000,000元），並以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內已發行之股數4,263,370,780股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為4,263,370,780股）而計算。

七七七七 截至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集團業績已經重新編列，以反映集團所佔聯營公司

赫斯基能源的前期收益調整之部分。由於該聯營公司採納加拿大特許會計師學會

有關外幣換算之建議，將長期貨幣性項目的外幣兌換損益反映在同期之損益表內，而不

再作遞延及攤銷，故此期內之股東應佔溢利減少港幣14,000,000元，而二○○一年一月一日

及二○○二年一月一日之保留溢利則分別減少港幣88,000,000元及港幣196,000,000元。

八八八八 若干比對數字已予重新分類，以配合本期賬目之呈報方式。

和記黃埔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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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本及流動資金集團資本及流動資金集團資本及流動資金集團資本及流動資金 

 
集團股東權益總額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結算時為港幣二千一百零四

億八千一百萬元，而上年度結算時則為港幣二千一百八十億零七千七百萬

元。股東權益減少，主要反映二○○二年上半年全球股市市值下滑，因而

影響本集團之上市股份投資組合，特別是在 Vodafone Group 及德國電訊之

投資，均於結算期終止日期按市值入賬。有關市值之變動無論增減，均會

計入資產負債表之重估儲備或從賬項中扣除，而假若某項減值確定為永久

性減值，則會在損益表中扣除。 
 
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現金、管理債券基金及其他上市投資組

合（當中包括按市值入賬之 Vodafone Group（港幣一百五十二億三千五百

萬元）及德國電訊（港幣八十五億六千一百萬元）股份投資）共計港幣一

千二百一十四億八千二百萬元（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一千四百五十三億

三千六百萬元），其中百分之九為港元、百分之六十四為美元、百分之十

三為英鎊（主要為投資於 Vodafone Group）、百分之十一為歐羅（主要為投

資於德國電訊），而百分之三為其他貨幣。 
 
正如在截至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中所述，集團簽訂遠

期沽售合約，於二○○二年出售集團持有之部分 Vodafone Group 及德國電

訊股份。同時，集團並簽訂遠期外幣沽售合約，將出售上述股份應收取之

部分英鎊及歐羅代價沽售，以換取美元。於本年度上半年，再簽訂額外之

遠期外幣沽售合約，沽售其餘應收之代價，以換取美元。 
 
集團擁有之綜合現金及流動資產共達港幣一千二百一十四億八千二百萬

元（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一千四百五十三億三千六百萬元），相對於二

○○二年六月三十日之集團借貸總額為港幣一千五百五十九億八千二百

萬元（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一千四百六十九億九千二百萬元）。在本年

度頭六個月，所有到期之雙邊貸款均以合理之利息及條款續期，或由集團

選擇提前或於到期時償還。期內以及並未在二○○一年度年報中披露之各

項主要借入及償還之銀行貸款如下： 
 
•  於三月，集團提前償還於二○○四年一月到期之二億一千萬美元銀行

貸款，當中並不涉及罰則； 
•  於三月，長江基建集團（「長江基建」）根據二○○一年三月訂立之二

十億美元中期票據計劃，發行共計相當於港幣十八億一千三百萬元之

定息外幣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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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四月，集團安排港幣十五億元五年期浮息銀行貸款，以償還到期之

現有浮息銀行貸款； 
•  於五月，長江基建安排港幣三十八億元之五年期浮息銀團貸款，以便

為將於二○○二年九月到期之港幣三十一億元銀團貸款作再融資； 
•  於六月，集團安排兩項港幣十億元之三百六十四日浮息銀行貸款，為

香港之 3G 業務提供資金； 
•  於六月，集團安排兩項共計六億澳元之短期浮息貸款，按集團所佔權

益為澳洲 3G 業務提供資金。 
 
集團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借貸按貨幣及償還期分列如下： 

 

 港元 美元 英鎊 歐羅 其他 總額 

一年以內償還 7% - - 1% 3% 11% 

二至四年內償還 11% 29% 7% 3% 5% 55% 

於第五年償還 8% - 1% 1% - 10% 

六至十年內償還 2% 12% - - - 14% 

十一至二十年內償還 - 3% 3% - - 6% 

二十年以後償還 - 3% - - 1% 4% 

 28% 47% 11% 5% 9% 100% 

 
非港元及非美元之貸款均與集團在該等貨幣有關國家之業務有直接關

連，或有關之貸款與同一貨幣之資產互相抵銷。 
 
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結算，集團借貸總額中約百分之四十三（十二月

三十一日為百分之四十）為浮息借貸，其餘百分之五十七（十二月三十一

日為百分之六十）為定息借貸。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結算，集團與主

要金融機構簽訂各項利率協議，將約港幣三百零六億二千五百萬元定息借

貸本金掉期為實質浮息借貸。此外，並將一項有關基建之港幣四十七億六

千三百萬元浮息借貸本金掉期為定息借貸。在計算各項利率掉期協議後，

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結算，集團借貸總額中有百分之五十九（十二月

三十一日為百分之四十一）為浮息借貸，其餘百分之四十一（十二月三十

一日為百分之五十九）為定息借貸。 
 
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淨負債與淨資本之比率為百分之十二點二

（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百分之零點七）。本年度未計算利息支出、稅項、折

舊及攤銷前之盈利超過利息總支出三點八倍（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三點四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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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結算，集團將港幣六百五十九億五千二百萬元

（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五百六十七億九千二百萬元）之資產作為抵押，

以獲取 3G 項目融資額，另外又將港幣一百八十四億四千一百萬元（十二

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一百四十九億八千八百萬元）之資產作為抵押，以獲取

銀行及其他貸款。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結算時，已承諾向集團成員公

司提供但未動用之貸款額，為數相當於港幣六百二十五億一千九百萬元

（十二月三十一日為二百八十一億九千五百萬元），其中港幣二百四十億

零五千七百萬元與英國之 3G 業務有關，港幣三百二十五億三千九百萬元

與意大利之 3G 業務有關，而港幣十六億五千萬元與香港之 3G 業務有關。 
 
集團之資本性支出主要由來自集團業務之現金收入、手頭現金及視乎需要

之借貸而提供。在本年度上半年，集團之資本性支出，不包括發展中及用

作出售物業之支出，共計港幣一百三十八億九千三百萬元（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為港幣二十八億八千七百萬元），其中港幣五十億零三百萬元與

英國之 3G 業務有關，而港幣二十二億二千萬元與意大利之 3G 業務有關，

主要均由獨立銀行貸款提供資金。 
 

庫務政策庫務政策庫務政策庫務政策 

 
集團之整體庫務及融資政策與截至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年報中所述者相同。於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之六個月期內，除在

「集團資本及流動資金」部分所述之利率或外幣掉期合約之外，集團並無

簽訂任何重大之外匯、利率或外幣掉期或其他財務衍生工具合約。 
 

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 

 
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結算，集團為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所獲取之

銀行及其他借貸額提供之擔保，共計港幣一百一十六億九千六百萬元（十

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一百一十二億二千六百萬元），其中港幣四十八億四

千九百萬元（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四十四億八千六百萬元）為有關地產

發展項目，而港幣五十四億四千八百萬元（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五十三

億五千四百萬元）為有關電訊業務。 
 
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結算，集團有關其他擔保之或有負債共計港幣一

百二十三億一千四百萬元（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一百二十四億一千九百

萬元），其中港幣八十五億九千六百萬元（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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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二千二百萬元）為有關採購 3G 手機，而港幣三十七億一千八百萬元（十

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三十六億九千七百萬元）為有關地產業務之其他擔保

及履行合約擔保。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於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不包括聯營公司）共有僱員九萬二千三

百零六人（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為五萬一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二萬四

千六百零八人（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為二萬二千七百零五人）受僱於香

港。本年度上半年之僱員薪酬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共計港幣六十九億

六千二百萬元（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為港幣四十六億三千三百萬元）。

集團之僱傭及薪酬政策與截至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中所述者相同。 
 
集團之一貫政策為不會向董事提供私人貸款，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

日，並無任何私人貸款提供予本公司董事。本公司目前亦無為董事或僱員

設立股份認購計劃。若干上市之聯營公司有為其僱員設立該等計劃，惟並

無任何本公司董事為該等計劃之受益人。 
 

於網頁登載業績資料於網頁登載業績資料於網頁登載業績資料於網頁登載業績資料 

 
載列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 46(1)
至 46(6)段規定之全部資料，將於稍後在本公司及聯交所網頁上登載。集團

未經審核之中期綜合財務報表已經本公司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

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核數準則第 700 號「審閱中期財務報告

的委聘」審閱。核數師之審閱報告書將載入本公司致各股東之中期報告內。 
 
 



港幣百萬元

二○○二年二○○二年二○○二年二○○二年 二○○一年 二○○二年二○○二年二○○二年二○○二年 二○○一年 變動百分比變動百分比變動百分比變動百分比

(重列

見附註一) 

港口及有關服務港口及有關服務港口及有關服務港口及有關服務 3,1643,1643,1643,164 2,593 32%32%32%32% 23% 22%22%22%22%

電訊電訊電訊電訊 678678678678 618 7%7%7%7% 6% 10%10%10%10%

地產及酒店地產及酒店地產及酒店地產及酒店 981981981981 980 10%10%10%10% 9% 0%0%0%0%

零售及製造零售及製造零售及製造零售及製造 308308308308 273 3%3%3%3% 2% 13%13%13%13%

長江基建集團長江基建集團長江基建集團長江基建集團 2,1712,1712,1712,171 1,982 22%22%22%22% 18% 10%10%10%10%

赫斯基能源赫斯基能源赫斯基能源赫斯基能源 938938938938 1,324 10%10%10%10% 12% -29%-29%-29%-29%

財務及投資財務及投資財務及投資財務及投資 1,5941,5941,5941,594 3,413 16%16%16%16% 30% -53%-53%-53%-53%

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 9,8349,8349,8349,834 11,183 100%100%100%100% 100% -12%-12%-12%-12%

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利息支出

-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2,5502,5502,5502,550 3,420 -25%-25%-25%-25%

- 所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部份 848848848848 724 17%17%17%17%

3,3983,3983,3983,398 4,144 -18%-18%-18%-18%

未計算下列各項前溢利未計算下列各項前溢利未計算下列各項前溢利未計算下列各項前溢利 6,4366,4366,4366,436 7,039 -9%-9%-9%-9%

出售投資溢利減撥備（見下表）出售投資溢利減撥備（見下表）出售投資溢利減撥備（見下表）出售投資溢利減撥備（見下表） 1,5241,5241,5241,524 1,900 -20%-20%-20%-20%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7,9607,9607,9607,960 8,939 -11%-11%-11%-11%

稅項*稅項*稅項*稅項* 1,0801,0801,0801,080 1,106 -2%-2%-2%-2%

除稅後溢利除稅後溢利除稅後溢利除稅後溢利 6,8806,8806,8806,880 7,833 -12%-12%-12%-12%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 929929929929 654 42%42%42%42%

股東應佔溢利股東應佔溢利股東應佔溢利股東應佔溢利 5,9515,9515,9515,951 7,179 -17%-17%-17%-17%

* 包括所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部份

出售投資溢利減撥備包括下列各項：出售投資溢利減撥備包括下列各項：出售投資溢利減撥備包括下列各項：出售投資溢利減撥備包括下列各項：

二○○二年二○○二年二○○二年二○○二年 二○○一年

VoiceStream 與德國電訊股份合併所得溢利 ----                                        30,000      

為海外投資之股價及匯率變動所作撥備 ----                                        (28,100)     

出售若干港口權益所得溢利 1,1291,1291,1291,129                        -           

撥回先前為和記港陸所作撥備 395395395395                                -           

1,5241,5241,5241,524                      1,900      

附註一: 二○○一年度之赫斯基能源業績已重新編列，以反映採納加拿大特許會計師學會有關外幣折算之建議，將長期

貨幣項目出現之外幣兌換損益在期內之損益表中反映，不再作遞延或攤銷，採納此項建議使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減少

18,000,000元，股東應佔溢利減少14,000,000元及二○○一年一月一日保留盈利減少88,000,000元。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集團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 (EBIT) 及

除稅及扣除少數股東權益後集團純利之分析表

截至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和記黃埔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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