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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業務摘要業務摘要業務摘要業務摘要  
 2005 年年年年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2004 年  
（重新編列）  
港幣百萬元  變動

營業額  109,184 82,201 +33%
來自固有業務的 EBIT（不

包 括 投 資 物 業 重 估 溢 利 及

出售投資溢利）  

16,874 13,863 +22%

3 集團未計預繳客戶上客成

本的 LBITDA 
794 4, 697 減 83%

股東應佔溢利  11,824 10,758 +10%
每股盈利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 2.77 元元元元 港幣 2.52 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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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營業額增至港幣一千零九十一億八千四百萬元，增幅百分之三十

三  
 上半年溢利增加百分之十至港幣一百一十八億二千四百萬元  
 每股盈利港幣二元七角七仙，增幅百分之十   
 除零售及製造部門外，各項固有營運業務均錄得 EBIT 增長，來自

固有業務的經常 EBIT 增加百分之二十二，達港幣一百六十八億七

千四百萬元  
 目前全球 3G 客戶總人數超過九百四十萬名  
 3 意 大 利 業 務 將 於 今 年 八 月 份 達 到 每 月 扣 除 所 有 上 客 成 本 後

EBITDA 收支平衡， 3 英國亦預期可於今年底達此重要里程碑  
 3 集團的資金需求預期於下半年下降，並將為集團作出重大的貢獻  
 現金及可變現投資總額達港幣一千四百一十七億一千四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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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主席報告書主席報告書主席報告書  
 
集團核心業務的業績在上半年再次錄得增長，而公司資產值根據現行市值

計算更大幅攀升。來自固有業務的股東應佔溢利（不包括投資物業重估與

出售投資所得溢利），增加百分之三十至港幣七十九億七千六百萬元。 3 集

團業務穩步向上，並繼續建立優質的客戶基礎。 3 意大利將於今年八月份

達到每月扣除所有上客成本後未計利息支出與融資成本、稅項、折舊及攤

銷前盈利（「EBITDA」）收支平衡。這是 3 意大利業務在取得現金流量收支

平衡前的重要里程碑，換言之，來自業務的收入足以支付長期營運成本與

目前高速上客的成本。 3 英國與和記電訊澳洲預期可分別在今年底與明年

初達到這項重要里程碑。  
 
半年業績半年業績半年業績半年業績 集團上半年未經審核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一百一十八億二千

四百萬元，較上年度同期的港幣一百零七億五千八百萬元增

加百分之十，上年度的數字已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香

港會計準則（「會計準則」）重新編列（見賬目附註二（ 1））。
每股盈利港幣二元七角七仙，上年度同期為港幣二元五角二

仙。上述業績已計入重估投資物業所得溢利港幣三十六億九

千六百萬元（二○○四年–無）與出售投資所得溢利及其他

項目共港幣一百四十九億元（二○○四年為港幣一百五十億

五千九百萬元），上述溢利來自今年上半年完成的兩項主要交

易，第一項是集團行使權利向 3 英國少數股東回購百分之三

十五權益，代價為二億一千萬英鎊，較 3 英國的資產淨值與

少數股東於二○○○年向集團收購上述權益的二十一億英鎊

代價均有大幅折讓，因而錄得港幣九十四億元溢利。第二項

是出售香港國際貨櫃碼頭（「HIT」）百分之二十權益和中遠–

國際貨櫃碼頭（香港）（「COSCO-HIT」）百分之十權益，變現

了港幣五十五億元現金溢利。  
 
此外，上半年度結算後，集團公佈完成和記環球電訊控股的

私有化計劃。八月，集團上市附屬公司和記電訊國際（「和記

電訊」）以現金或和記電訊股份購回其尚未持有的所有和記環

球電訊控股股份，和記電訊因此發行約二億五千三百萬股新

股予和記環球電訊控股股東。完成私有化後，集團所佔和記

電訊權益由約百分之七十四點三攤薄至約百分之六十九點

一，因而錄得約港幣十一億五千萬元的出售所得溢利，並將

於二○○五年下半年度入賬。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今天宣佈在二○○五年十月七日派發中期股息

每股港幣五角一仙（二○○四年為港幣五角一仙）予二○○

五年十月六日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的股東。本公司將於

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二○○五年十月六日（首尾兩天

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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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增長業務增長業務增長業務增長 期內集團所有營運部門均持續發展與擴充業務，集團營業額

共港幣一千零九十一億八千四百萬元，較上年度同期增加百

分之三十三。固有業務的營業額上升百分之十八至港幣九百

一十九億二千八百萬元，而 3 集團的營業額則上升百分之二

百九十一至港幣一百七十二億五千六百萬元。在未計入投資

物業重估與出售投資溢利前，固有業務的未扣除利息支出及

稅項前盈利（「EBIT」）較上年度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二，反

映和記電訊、赫斯基能源、港口及相關服務部門以及長江基

建的業績有大幅改善。3 集團業務於期內繼續取得理想進展，

客戶人數、收入和毛利均有穩健增長，未計預繳客戶上客成

本 、 利 息 支 出 與 融 資 成 本 、 稅 項 、 折 舊 及 攤 銷 前 虧 損

（「LBITDA」）、未扣除利息支出及稅項前虧損（「LBIT」）與

除稅後淨虧損（「NLAT」）均大幅下降。  
 
集團的營業額與 EBIT，包括集團所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

體的營業額與 EBIT，已於賬目附註三按業務分部展示。  
 

固有業務固有業務固有業務固有業務 
––––港口及港口及港口及港口及 
相關服務相關服務相關服務相關服務 

港口及相關服務部門期內再次錄得強勁增長，並繼續擴充現

有處理容量與尋求新的發展機會。營業額增加至港幣一百四

十三億九千四百萬元，較上年度上升百分之十四。合計吞吐

量增加百分之九至二千四百六十萬個二十呎標準貨櫃，EBIT
錄得百分之十八的增幅，達港幣四十七億一千一百萬元。該

部門持續向集團提供不斷增長的穩定收入，分別佔集團固有

業務期內營業額與 EBIT 的百分之十五與百分之十七。  
 
該部門的 EBIT 增長主要由下列業務帶動：  
 

 在香港，HIT 與 COSCO-HIT 錄得的合計吞吐量較上年度

增加百分之十二，EBIT 則較上年度增加百分之一。  
 

 鹽田港的深水碼頭為深圳和華南一帶的製造基地提供服

務，吞吐量增長百分之二十一，EBIT 則較上年度同期增

加百分之十七，反映出在二○○四年九月完成的兩個新泊

位所提供的額外容量。  
 

 集團於上海、外高橋、寧波、廈門與其他內地碼頭的業務

持續增長，合計吞吐量增加百分之七，而 EBIT 則上升百

分之二十九。  
 

 在歐洲，英國港口與鹿特丹歐洲貨櫃碼頭（「歐洲碼頭」）

的合計吞吐量增加百分之十二。合計 EBIT 增加百分之二

十六，主要源自歐洲碼頭吞吐量上升。  
 

 其他亞洲國家、中東與非洲業務的合計吞吐量較上年度增

加百分之十一，EBIT 增長百分之二十八，增幅主要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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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釜山與光陽港、沙特阿拉伯達曼港與坦桑尼亞達累斯

薩拉姆港的吞吐量增長。  
 

 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業務的合計吞吐量較上年度增加百

分之十二，EBIT 上升百分之五十，主要由於墨西哥維拉

克魯斯港的收費與吞吐量上升以及巴拿馬港吞吐量的強

勁增長。  
 
集團六月時宣佈分別出售 HIT 與 COSCO-HIT 百分之二十與

百分之十實益權益，藉此與新加坡港務局組成策略聯盟。集

團收取現金代價九億二千五百萬美元，錄得出售投資溢利港

幣五十五億元。港口及相關服務部門繼續拓展海外業務，於

三月，集團與埃及亞歷山大港港務局達成協議，並正策劃在

亞歷山大港和 El Dekheila 港興建、營運和管理兩個碼頭。同

月，集團獲批准擴充鹽田港的處理容量，以配合預期的吞吐

量增長。在四月，集團展開珠海國際貨櫃碼頭（高欄）第二

期的發展工程，預計二○○七年初完成後可提供兩個貨櫃船

泊位。期內集團又公佈一項策略投資，與美國 Savi Technology
成立合資公司，共同建設與營運一個有源無線射頻識別技術

（「RFID」）的資訊網絡，追踪和管理海運貨櫃貨物，以應付

貨櫃運輸業對提升保安措施的急切需求。  
 

地產及地產及地產及地產及 
酒店酒店酒店酒店 
 

由於香港地產市道蓬勃，地產及酒店部門的業績錄得改善，

並繼續增持土地儲備為未來提供盈利增長的機會，所增持的

土地以中國內地為主，當中也有部分在倫敦。由於期內香港

與內地可供銷售的發展項目完成較少，該部門營業額下降百

分之十四至港幣三十四億零七百萬元，但仍錄得港幣十八億

一千三百萬元的 EBIT，較上年度上升百分之七。該部門分別

佔集團固有業務營業額與 EBIT 的百分之四與百分之七。租金

總收入為港幣十二億三千七百萬元，較上年度上升百分之

九，主要來自在二○○四年下半年竣工的上海寫字樓物業世

紀商貿廣場的租金收入，以及香港投資物業的租金上升，反

映出續租租約的租金上調。集團的物業出租率達百分之九十

八，租金收入預計會跟隨近期物業市道向好而持續上升，並

繼續為集團提供強勁的經常收入。發展物業溢利下降與項目

竣工的時間表相符，這方面的溢利主要來自出售深圳御龍居

餘下住宅單位，以及珠海海怡灣畔與廣州珊瑚灣畔的若干單

位。由於住宅物業價格上升，期內集團回撥先前為香港若干

發展項目所作的撥備；這回撥抵銷了發展物業溢利的減幅有

餘。集團繼續尋求新的發展機會，期內並增加以內地土地為

主的儲備。集團目前所佔合資企業的土地儲備可發展成六千

五百九十萬平方呎物業，主要為住宅物業，其中百分之九十

三在內地、百分之五在英國與海外和百分之二在香港。集團

酒店業務的 EBIT 較上年度改善百分之六十六，主要由於香港

旅遊業復甦，以及今年二月收購的九龍酒店所提供的額外溢



和記黃埔二○○五年中期業績 
主席報告書 P.  5 of 10 

利。  
 

零售及零售及零售及零售及 
製造製造製造製造 
 

零售及製造部門錄得營業額共港幣四百一十八億六千七百萬

元 ， 上 升 百 分 之 二 十 二 ， 主 要 由 去 年 八 月 收 購 的 德 國

Rossmann 與 今 年 四 月 收 購 的 Marionnaud Parfumeries
（「Marionnaud」）帶動，而歐洲大陸與亞洲的保健及美容產

品業務增長也提供了貢獻。該部門的 EBIT 為港幣九億零五百

萬元，較上年度下降四成。上年度同期的業績包括集團所佔

合資公司（已於二○○四年五月出售）的溢利，以及來自 TOM
在線於二○○四年三月上市所產生的非經常攤薄溢利。撇除

上述非經常項目的影響，EBIT 較去年同期下降百分之十四，

主要由於計入近期收購的 Marionnaud 的預期收購後虧損，以

及英國保健及美容產品業務與香港零售業務的毛利受壓。該

部門分別佔期內集團固有業務營業額與 EBIT 的百分之四十

六與百分之三。  
 
零售及製造部門繼續透過加強零售品牌、引進特色店舖概念

與產品系列，特別在歐洲、內地以及亞洲其他地區開設更多

新店，集中擴展保健及美容產品業務。該部門在歐洲收購了

多家香水與化妝品零售集團，目前的策略是把新收購的優質

產品系列，與歐洲和發展迅速的亞洲保健及美容產品業務結

合。於一月，集團宣佈建議以現金收購法國上市零售集團

Marionnaud，該公司在歐洲十四個國家共有逾一千二百家店

舖，是歐洲最大的香水與化妝品零售店之一。超過百分之九

十五的 Marionnaud 股東已接受收購建議，該公司現正辦理撤

銷上市的程序，而集團正著手整合這項業務，致力轉虧為盈。

集 團 在 五 月 提 出 收 購 具 盈 利 能 力 的 英 國 上 市 零 售 集 團

Merchant Retail  Group（「Merchant Retail」），該集團是英國、

愛爾 蘭與 澳洲 的 著 名香 水零 售店 ， 經 營一 百二 十家 「 The 
Perfume Shop」商店。在七月，接納收購建議的股東佔已發

行普通股股本超過百分之九十八，Merchant Retail 已於二○

○五年八月撤銷了上市地位。於六月，集團完成收購馬來西

亞 Apex Pharmacy，該公司共有二十家連鎖藥房。零售部門在

今年上半年進行了多項重大收購，鞏固其領導業界的市場分

佔率，並會在下半年專注整合上述主要業務。期內零售商店

數目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二，集團目前在三十三個市場經營

逾六千八百家零售店。  
 

能源、基建、能源、基建、能源、基建、能源、基建、
財務及投資財務及投資財務及投資財務及投資 

集團的上市附屬公司長江基建公佈營業額為港幣二十二億三

千四百萬元，股東應佔溢利為港幣十五億二千八百萬元，分

別較上年度增加百分之四與百分之十。長江基建分別佔期內

集團固有業務營業額與 EBIT的百分之八與百分之十二。六

月，長江基建與香港電燈分別完成收購英國北部氣體分銷網

絡百分之四十與百分之十九點九權益。該項具盈利能力的公

用事業將於本年度下半年為長江基建的業績帶來貢獻，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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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基建將繼續在海外擴展與開拓多元化業務。  
 
集團上市聯營公司赫斯基能源宣佈錄得營業額四十六億九千

四百萬加元，股東應佔溢利七億七千八百萬加元，較上年度

同期分別上升百分之十一與百分之六十一，主要由於所變現

的原油與天然氣價格較上年度同期為高，以及把重質原油精

煉成為合成原油的精煉毛利上升所致。赫斯基繼續在加拿大

東岸離岸發展白玫瑰油田，預期將按計劃在年底前出產第一

桶石油，預算全面投產後將可為赫斯基每天增加約六萬七千

五百桶輕質原油產量。赫斯基並持有加拿大阿爾伯達省油砂

的重大權益，發展後可為未來提供盈利增長。由於中至長期

的油價急升，上述資產的市場估值已大幅增加。赫斯基分別

佔期內集團固有業務營業額與 EBIT 的百分之十一與百分之

九。  
 
集團來自財務及投資業務的 EBIT 主要來自集團持有的大量

現金與可變現投資的回報，達港幣二十五億八千四百萬元，

較上年度下降百分之九，主要由於出售若干定息投資所得溢

利和變現貨幣市場外幣存款的匯兌收益減少，但利息收入增

加和出售若干股票投資所得溢利，彌補了部分上述減幅。該

業務佔期內集團固有業務 EBIT 的百分之十。二○○五年六月

三十日，集團的綜合現金與可變現投資共港幣一千四百一十

七億一千四百萬元。  
 

和記電訊和記電訊和記電訊和記電訊 
 

集團上市附屬公司和記電訊國際（「和記電訊」）公佈截至二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上半年營業額為港幣一百零七億五千

七百萬元，較上年度上升百分之五十六。股東應佔虧損為港

幣三億五千二百萬元，上年度則有股東應佔溢利港幣七億九

千三百萬元。上述虧損已計入出售投資及其他項目的淨虧損

港幣二億九千五百萬元，主要來自出售巴拉圭業務的虧蝕，

上年度同期的業績則包括因出售附屬公司部分股權而配售股

份所得的特殊溢利港幣十三億元。撇除兩個期內的特殊項目

的影響，本期間的股東應佔虧損較上年度同期減少百分之八

十九，主要由於印度 2G 業務的強勁表現、以色列業績改善和

泰國業務的虧損減少所致。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和記

電訊的綜合流動電訊客戶人數為一千四百一十萬名，較年初

上升百分之十二。和記電訊分別佔期內集團固有業務營業額

與 EBIT 的百分之十三與百分之五。  
 
和記電訊繼續加強與擴展業務、進行合併香港的固網與流動

通訊業務以取得協同效應、落實在越南與印尼興建和營運流

動電訊網絡的計劃，以及透過收購與申領新牌照在迅速發展

中的印度市場擴展業務。  
 

電訊電訊電訊電訊–––– 自二○○五年三月業績公佈以來， 3 集團的上客情況持續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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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團集團集團集團 過市場預期，而來自客戶的平均收入和服務毛利也超過市場

的平均水平，主要由於在各市場中，最高價值的 2G 與 2.5G
流動電話客戶轉用 3G 服務的情況日益增加。  
 
3 集團與和記電訊 3G 業務第二季的上客總人數約一百九十

萬，較今年第一季增加百分之十二，並較二○○四年第二季

增加百分之七十。 3 集團今年上半年的收入總額較二○○四

年上半年上升百分之二百九十一，達港幣一百七十二億五千

六百萬元。隨着客戶採用 3G 服務的情況日趨普及，3 集團來

自每位客戶的平均收入超越了流動電話市場的平均水平，而

非話音收入佔來自每位客戶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三，亦超過

流動電話市場的平均水平。非話音服務的服務毛利（收入減

直接成本）遠高於話音服務，因此 3 集團客戶基礎的價值較

其市場分佔率（以客戶人數或收入計算）的增長上升更快。  
 
3 集團的營運成本與上客成本一直控制得宜，並為流動通訊

業訂立新基準。 3 集團兩項最大業務 3 意大利與 3 英國均全

面朝主要目標進發，爭取在今年下半年取得每月扣除所有上

客成本後 EBITDA 收支平衡，而和記電訊澳洲則預期在明年

初達此目標。 3 意大利業務將於八月份達到此重要里程碑。

預期 3 集團整體在今年下半年可達到每月 EBITDA 收支平衡。
 
由於實行節省長期營運成本與資本成本的措施， 3 集團今年

上半年的實際資金需求均低於先前的預期和指引。集團整體

在下半年所帶來的現金，該足夠支付 3 集團之下降資金需求

有餘。展望將來， 3 集團的資金需求將於今年下半年加速下

降，預期二○○六年將完全沒有注資需要，而 3 集團的業務

亦不會再對集團整體的負債淨額和資本負債比率造成上升的

壓力，並將為集團作出重大的貢獻。  
 
集團的 3 集團業務投資價值不斷增長，意大利業務已為上市

計劃作好準備，如果市場情況許可，將爭取上市，以盡早為

3 集團業務訂立市場價值基準。假如上市成功並取得超過企

業總成本的企業價值，將可為集團帶來攤薄溢利，而集團綜

合負債淨額中的 3 業務應佔負債淨額也將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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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業務指標  
 
3 集團目前的主要業務指標為：  
 
 

 

2005年8月24日 
3G 登記客戶人數

（千人） 
截至2005年6月30日止12個月 
客戶平均每月消費（「ARPU」） (1) 

後繳／預繳客

戶比例 

  當地貨幣 ／港元 非話音 
ARPU % 

 

澳洲(2) 576 84.43 澳元/500.48  19%  88/12  

奧地利 265 56.17 歐羅/560.14 13%  67/33  

意大利 4,522 35.78 歐羅/356.93 26%  13/87  
瑞典與

丹麥 417 396.33 克朗/433.13 13%  78/22  

英國 3,214 33.83 英鎊/491.01  22%  53/47  
3 集團 
總和／ 
平均 

8,994  43.11 歐羅/429.76  23%  37/63  

     

香港 383    

以色列(2) 35    

總和 9,412     
  

註 1： ARPU 相等於未計推廣折扣及不包括手機與上台費的收入總額除

以平均活躍客戶人數。活躍客戶指在過去三個月曾使用 3G 服務

的客戶。  
註 2：上述上市附屬公司在其中期業績公佈中，報告於二○○五年六月

三十日的登記客戶人數  
 
自二○○五年三月業績公佈以來， 3 集團客戶總人數急速上

升，來自每位客戶的平均收入隨客戶基礎擴大而下降的趨

勢，早已在預計之中。雖然 ARPU 下降﹐但由於毛利較高的

3G 非話音服務滲透率與用量增加，毛利總額持續上升。管理

層將繼續致力降低平均上客成本，並銳意維持較低的長期營

運成本與服務成本，以增加毛利。  
 
二○○五年上半年的每位客戶平均上客成本為二百七十四歐

羅，與二○○四年下半年相若，但期內上客之客戶價值較二

○○四年為高，因集團的後繳與預繳客戶比例改善，尤其在

英國、、、、澳洲和意大利。 3 集團英國業務的後繳客戶上客成本

與客戶價值相對預繳客戶來說，其差額為全集團最高，後繳

與預繳客戶的比例由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五十五改善至百

分之五十三／百分之四十七，勝於集團的平均數。集團已大

批訂購多款具吸引力的手機，以應付下半年的需求，而價格

也較上半年大幅調低，有助減低今年下半年的整體每位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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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上客成本。  
 
3 集團採取主動積極的管理手法，將開辦初期上台的非活躍

客戶（主要為預繳客戶）從客戶基礎中扣除，導致 3 集團今

年第二季的上客人數淨額較上次主席報告書所述的上客人數

淨額為低，但只屬一次過影響，因業務開辦初期所供應手機

質素不及現有型號，而大部分預繳客戶當時均使用早期手

機。整體而言，集團現有超過九百四十萬名客戶所提供的收

入、毛利和用量，皆遠高於業內平均水平。預期上客人數淨

額將於下半年再次上升，並會較第一季與上半年的業績有大

幅改善。  
 
3 集團錄得的主要業績如下：  
 

 未計預繳客戶上客成本的 LBITDA 為港幣七億九千四百

萬元 ，較 二○ ○四 年上半 年未計預 繳客戶上 客成本的

LBITDA 港幣四十六億九千七百萬元減少港幣三十九億

零三百萬元，減幅百分之八十三，並較二○○四年下半年

減少港幣二十六億四千九百萬元，減幅百分之七十七。  
 

 扣除預繳客戶上客成本的 LBITDA 為港幣六十三億七千

五百萬元，較二○○四年上半年錄得的 LBITDA 港幣五

十九億八千一百萬元多港幣三億九千四百萬元或百分之

七，反映二○○五年的預繳客戶上客人數增加百分之二百

二十（主要來自意大利），但較二○○四年下半年錄得的

LBITDA 港幣一百零五億八千二百萬元有港幣四十二億

零七百萬元或百分之四十改善。  
 

 LBIT 為港幣一百零六億二千一百萬元，較二○○四年上

半年錄得的 LBIT 港幣一百四十二億九千萬元有港幣三十

六億六千九百萬元或百分之二十六改善，並較二○○四年

下半年錄得的 LBIT 港幣二百四十億九千四百萬元有港幣

一百三十四億七千三百萬元或百分之五十六改善。  
 

 NLAT 為港幣五十三億四千八百萬元，較二○○四年上半

年錄得的 NLAT 港幣一百零四億一千四百萬元有港幣五

十億零六千六百萬元或百分之四十九改善，並較二○○四

年下半年錄得的 NLAT 港幣一百五十六億八千八百萬元

有港幣一百零三億四千萬元或百分之六十六改善。  
 
上述 LBIT 反映出期內集團以大幅折讓價向 KPN Mobile 與

NTT DoCoMo 回購 3 英國的權益所取得的港幣九十四億元一

次過溢利。所錄得的 NLAT 反映出上述溢利與遞延稅項抵減

港幣五十九億七千八百萬元、因回購 3 英國少數股東權益而

令少數股東權益抵減下降港幣六億二千二百萬元，以及外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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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引致港幣六億零六百萬元的損失。  
 

展望展望展望展望 
 

在利率上升、石油與商品價格持續高昂和恐怖襲擊威脅加劇

的情況下，全球經濟在期內仍持續有所改善。儘管經濟增長

相對二○○四年有放緩的跡象，但中國內地、香港、印度與

其他亞洲國家繼續有穩健增長。整體來說，歐美的消費者信

心持續強勁，有助促進集團主要營運市場內的環球進出口貿

易及支持本土消費帶動的增長。  
 
二○○五年上半年的業績反映出集團的穩健財務根基，和各

項核心業務因為市場情況改善而有強勁的收益表現。此外，

集團透過赫斯基的投資從油價上升中得益。過去數年的積極

擴展，有助集團取得龐大的業務增長，集團固有業務的營業

額和未計特殊項目的 EBITDA 均有增幅，分別增加百分之十

八至港幣九百一十九億二千八百萬元和增加百分之二十二至

港幣二百四十三億五千九百萬元。自一九九九年以來，上述

業務所帶來的現金與溢利上升超過一倍。隨着 3 集團的虧損

收窄，集團因經濟規模而帶來之利益，將逐漸在盈利增長、

借貸水平持續下降、財務狀況改善和為股東創造的可觀價值

中全面反映出來。憑藉上述令人鼓舞的趨勢和集團的穩健財

務狀況，預期集團業務將持續有理想表現。本人謹向董事會

仝仁及集團全球所有員工致以衷心謝意，感謝各位的摯誠支

持與努力不懈。  
 

 
 
 
 
主席  
李嘉誠  
香港，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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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重新編列
（附註二(1)）

二○○五年二○○五年二○○五年二○○五年 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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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54           59,733          
所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25,630           22,468          

三 109,184         82,201          

公司及附屬公司

營業額 三 83,554           59,733          
出售貨品成本 (28,267)          (24,042)        
僱員薪酬成本 (12,147)          (10,337)        
3G電訊預繳客戶上客成本支出 (5,581)            (1,284)          
折舊及攤銷 (17,968)          (11,465)        
其他營業支出 (29,835)          (18,686)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 三 (2) 3,570             -                
註銷少數股東權益及出售投資溢利 三 (4)及(5) 14,900           15,059          

三 8,226             8,978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１ 5,249             4,391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１ 1,848             1,263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 三 (2) 927                -                

未扣除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未扣除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未扣除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未扣除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 ２ 三 16,250           14,632          

利息與其他融資成本 3 四 (8,479)            (6,183)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7,771             8,449            
本期稅項支出 3 五 (1,622)            (1,576)          
遞延稅項抵減 3 五 3,892             1,682            

除稅後溢利除稅後溢利除稅後溢利除稅後溢利 10,041           8,555            

分配為：分配為：分配為：分配為： 少數股東權益應佔虧損少數股東權益應佔虧損少數股東權益應佔虧損少數股東權益應佔虧損 (1,783)          (2,203)          

                                                  股東應佔溢利股東應佔溢利股東應佔溢利股東應佔溢利 六 11,824         10,758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七 港幣2.77元港幣2.77元港幣2.77元港幣2.77元 港幣2.52元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2,174            2,174            

每股中期股息每股中期股息每股中期股息每股中期股息 港幣 0.51元港幣 0.51元港幣 0.51元港幣 0.51元 港幣 0.51元

1 所佔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並未計入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利息支出與其他融資成本及稅項。

2 未扣除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EBIT」）的定義為未扣除利息支出與其他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有關EBIT

的資料已包括在集團的簡明綜合賬目內，許多行業與投資者均以EBIT為計算業務溢利的其中一種方法。

集團認為EBIT是衡量表現的重要指標，並在集團內部的財務與管理報告中用以監察集團的業務表現。按照

香港普遍採納的會計原則，EBIT並非衡量財務表現的指標，而集團採用的EBIT衡量方法，或許不能與其

他公司的類似衡量項目比較。根據香港普遍採納的會計原則，EBIT不應作等同業務溢利的項目處理。

3 包括所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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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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結算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結算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結算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結算

重新編列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二(1)）

二○○五年二○○五年二○○五年二○○五年 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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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投資物業 八 35,880            31,741                  
其他物業及其他固定資產 145,994          147,900                

租賃土地 32,639            31,137                  
電訊牌照 94,526            102,138                
3G電訊客戶上客成本 5,503              6,823                    
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 22,708            10,396                  
聯營公司 57,301            54,887                  
合資企業權益 37,668            35,756                  
遞延稅項資產 24,193            19,384                  
其他非流動資產 5,960              8,230                    
速動資金及其他上市投資 62,810            66,503                  

525,182          514,895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值 78,904            73,798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九 43,140            46,259                  
存貨 18,814            17,489                  

140,858          137,546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賬項 十 62,289            66,138                  
本期借款 31,489            23,118                  
本期應付稅項 2,525              1,898                    

96,303            91,154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44,555            46,392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569,737          561,287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285,189          259,875                
衍生金融工具 917                 -                        
遞延稅項負債 12,751            11,692                  
退休金責任 2,232              2,424                    

301,089          273,991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268,648          287,296                

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66              1,066                    
儲備 254,048          256,708                

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 255,114          257,774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 13,534            29,522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268,648          28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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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簡明中期賬目附註簡明中期賬目附註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一一一一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中期賬目（「中期賬目」）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而編製。此等中期賬目應與二○○四年年度賬目一併閱覽。

編製本中期賬目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計算方法，與編製二○○四年年度賬目所採用者一致，惟於採納若干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有關詮釋「詮釋」）後作出的會計政策變更除外。有關集團會計政策之變更及採納此等

新政策之影響載列於附註二。

香港會計師公會或於刊發中期賬目後頒佈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詮釋將繼續有所修訂。集團因為此等因素

可能須採納新會計政策。

二二二二 會計政策變更會計政策變更會計政策變更會計政策變更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於二○○五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起生效或可被提早採納。

本集團本期已採納，並於需要時追溯採納，所有現已頒佈於二○○五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起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並且選擇提前採納於二○○六年一月一日開始生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僱員褔利－精算盈虧、團體計劃及披露」。採納此

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淨影響為使截至二○○五年及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東應佔溢利分別減少港幣40,000,000元

及港幣700,000,000元，及股東權益於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五年一月一日則分別減少港幣2,048,000,000元、

港幣3,067,000,000元及港幣3,713,000,000元。如附註二(9)所釋述，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不容許追溯應用，

因此，按此準則變更會計政策所作之有關調整，只於二○○五年一月一日記錄，並無對前期之比較數字作追溯調整。

會計政策變更影響概要

(1) 此等變更對損益賬、每股盈利、股東權益期初結餘及資產負債表各項目之重大影響概述如下：

(i) 對截至二○○五年及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損益賬及每股盈利之影響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會計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財務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詮釋 會計準則 準則第19號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報告準則

第2號(2) 第16號(3) 第2號(4) 第17號(5) 及其修訂(6) 第21號(7) 第28號(8) 第39號(9) 第2號(10)
總額

增加（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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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稅後溢利 (53)                   22                     (69)                   (3)                      69                      -                   8                       25                     (74)                   (75)                       

少數股東應佔虧損 5                       (15)                   3                       -                        (3)                       -                   (1)                     20                     26                     35                        

股東應佔溢利 (48)                   7                       (66)                   (3)                      66                      -                   7                       45                     (48)                   (40)                       

每股盈利 港幣 (0.01)元 -                   港幣 (0.02)元 -                    港幣 0.02元 -                   -                   港幣 0.01元 港幣 (0.01)元 港幣 (0.01)元

截至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除稅後溢利 (626)                 (32)                   (62)                   (4)                      38                      -                   (53)                   -                   (37)                   (776)                     

少數股東應佔虧損 54                     5                       3                       -                        (2)                       -                   8                       -                   8                       76                        

股東應佔溢利 (572)                 (27)                   (59)                   (4)                      36                      -                   (45)                   -                   (29)                   (700)                     

每股盈利 港幣 (0.14)元 港幣 (0.01)元 港幣 (0.01)元 -                    港幣 0.01元 -                   港幣 (0.01)元 -                   港幣 (0.01)元 港幣 (0.17)元

如二○○四年年度賬目披露，集團已選擇提前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香港會計

準則第40號及詮釋第1號（前為會計實務準則詮釋第22號）。採納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全年之影響已於二○○四年年度賬目披露。

採納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截至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股東應佔溢利及每股盈利之總體影響如下：

港幣百萬元

股東應佔溢利 (1,024)              

每股盈利 港幣(0.24)元

如二○○四年年度賬目匯報，採納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權益總額之影響已納入於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股東權益及少數股

東權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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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

二二二二 會計政策變更 (續)會計政策變更 (續)會計政策變更 (續)會計政策變更 (續)

(ii) 於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四年六月三十日、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五年一月一日及二○○五年六月

三十日對股東權益之累計影響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會計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財務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詮釋 會計準則 準則第19號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報告準則

第2號(2) 第16號(3) 第2號(4) 第17號(5) 及其修訂(6) 第21號(7) 第28號(8) 第39號(9) 第2號(10) 總額
增加（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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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

於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會計政策變更之累計影響 (69)             (582)           (180)           (27)              (740)             (153)           (293)           -             (4)               (2,048)           

會計政策變更對截至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影響

股東應佔溢利 (572)           (27)             (59)             (4)                36                -             (45)             -             (29)             (700)              
匯兌儲備 (1)               (4)               1                 1                 (18)               4                 4                 -             -             (13)                
其他儲備及保留溢利 -             -             -             -              -               -             -             -             27               27                  

於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會計政策變更之累計影響 (642)           (613)           (238)           (30)              (722)             (149)           (334)           -             (6)               (2,734)           

會計政策變更對截至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影響

股東應佔溢利 (398)           59               (50)             (1)                55                -             17               -             (9)               (327)              
匯兌儲備 -             (3)               (1)               (1)                (35)               359             (17)             -             (20)             282                
其他儲備及保留溢利 -             -             -             -              (315)             -             -             -             27               (288)              

於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會計政策變更之累計影響 (1,040)        (557)           (289)           (32)              (1,017)         210             (334)           -             (8)               (3,067)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

於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會計政策變更之累計影響 (98)             (252)           (20)             -              (63)               7                 (61)             -             (4)               (491)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於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會計政策變更之累計影響 (1,138)        (809)           (309)           (32)              (1,080)         217             (395)           -             (12)             (3,558)           

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

於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會計政策變更之累計影響 (1,040)        (557)           (289)           (32)              (1,017)         210             (334)           -             (8)               (3,067)           
金融工具會計政策之變更 -             -             -             -              -               -             -             (646)           -             (646)              

於二○○五年一月一日

會計政策變更之累計影響 (1,040)        (557)           (289)           (32)              (1,017)         210             (334)           (646)           (8)               (3,713)           

會計政策變更對截至二○○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影響

股東應佔溢利 (48)             7                 (66)             (3)                66                -             7                 45               (48)             (40)                
匯兌儲備 (1)               7                 1                 -              (16)               (74)             (4)               -             -             (87)                
其他儲備及保留溢利 -             145             -             -              -               -             -             (577)           46               (386)              

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會計政策變更之累計影響 (1,089)        (398)           (354)           (35)              (967)             136             (331)           (1,178)        (10)             (4,226)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

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會計政策變更之累計影響 (103)           (233)           (23)             -              (122)             (4)               (60)             (237)           (4)               (786)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會計政策變更之累計影響 (1,192)        (631)           (377)           (35)              (1,089)         132             (391)           (1,415)        (14)             (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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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

二二二二 會計政策變更 (續)會計政策變更 (續)會計政策變更 (續)會計政策變更 (續)

(iii) 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對股東權益及資產負債表各項目之影響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會計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財務 於二○○五年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詮釋 會計準則 準則第19號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報告準則 六月三十日

第2號(2) 第16號(3) 第2號(4) 第17號(5) 及其修訂(6) 第21號(7) 第28號(8) 第39號(9) 第2號(10) 總額
增加（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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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資產 -             147             (153)           (32,630)       -               -             -             -             -             (32,636)         
租賃土地 -             -             -             32,640        -               -             -             -             -             32,640          
電訊牌照 -             -             -             -              -               -             -             (133)           -             (133)              
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 -             -             -             -              (15)               132             -             -             -             117                
聯營公司 -             (11)             (97)             (1)                (44)               -             (391)           (534)           -             (1,078)           
合資企業權益 -             (109)           (97)             (34)              10                -             -             (1,701)        -             (1,931)           
其他非流動資產 -             -             -             -              -               -             -             (215)           -             (215)              
速動資金及其他上市投資 -             -             -             -              -               -             -             (1,493)        -             (1,493)           
流動資產 (1,192)        -             -             -              -               -             -             (16)             -             (1,208)           
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 (1,192)        27               (347)           (25)              (49)               132             (391)           (4,092)        -             (5,937)           

應付貸款及其他應付賬項 -             656             -             10               (23)               -             -             (2,138)        14               (1,481)           
本期借款 -             -             -             -              -               -             -             65               -             65                  
長期借款 -             -             -             -              -               -             -             (1,506)        -             (1,506)           
衍生金融工具 -             -             -             -              -               -             -             917             -             917                
遞延稅項負債 -             2                 30               -              (171)             -             -             (15)             -             (154)              
退休金責任 -             -             -             -              1,234           -             -             -             -             1,234            
負債總額負債總額負債總額負債總額 -             658             30               10               1,040           -             -             (2,677)        14               (925)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1,192)        (631)           (377)           (35)              (1,089)         132             (391)           (1,415)        (14)             (5,012)           

股東權益 (1,089)        (398)           (354)           (35)              (967)             136             (331)           (1,178)        (10)             (4,226)           
少數股東權益 (103)           (233)           (23)             -              (122)             (4)               (60)             (237)           (4)               (786)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1,192)        (631)           (377)           (35)              (1,089)         132             (391)           (1,415)        (14)             (5,012)           

(iv) 於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五年一月一日對股東權益及資產負債表各項目之影響

於二○○四年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會計 香港 香港 香港財務 十二月 香港 於二○○五年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詮釋 會計準則 準則第19號 會計準則 會計準則 報告準則 三十一日 會計準則 一月一日

第2號(2) 第16號(3) 第2號(4) 第17號(5) 及其修訂(6) 第21號(7) 第28號(8) 第2號(10)
總計 第39號(9)

總額

增加（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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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資產 -         (21)             (151)           (31,124)      -              -               -             -             (31,296)      -             (31,296)         
租賃土地 -         -             -             31,137       -              -               -             -             31,137       -             31,137          
電訊牌照 -         -             -             -             -              -               -             -             -             (153)           (153)              
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 -         -             -             -             (15)              170              -             -             155             -             155                
聯營公司 -         (15)             (76)             -             (6)                47                (395)           -             (445)           (600)           (1,045)           
合資企業權益 -         (103)           (82)             (32)             10               -               -             -             (207)           (2,399)        (2,606)           
其他非流動資產 -         -             -             -             -              -               -             -             -             (549)           (549)              
速動資金及其他上市投資 -         -             -             -             -              -               -             -             -             (775)           (775)              
流動資產 (1,138)    -             -             -             -              -               -             -             (1,138)        (192)           (1,330)           
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資產總額 (1,138)    (139)           (309)           (19)             (11)              217              (395)           -             (1,794)        (4,668)        (6,462)           

應付貸款及其他應付賬項 -         668             -             13               (9)                -               -             12               684             (2,393)        (1,709)           
本期借款 -         -             -             -             -              -               -             -             -             105             105                
長期借款 -         -             -             -             -              -               -             -             -             (2,544)        (2,544)           
衍生金融工具 -         -             -             -             -              -               -             -             -             1,071          1,071            
遞延稅項負債 -         2                 -             -             (203)            -               -             -             (201)           (32)             (233)              
退休金責任 -         -             -             -             1,281          -               -             -             1,281          -             1,281            
負債總額負債總額負債總額負債總額 -         670             -             13               1,069          -               -             12               1,764          (3,793)        (2,029)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1,138)    (809)           (309)           (32)             (1,080)         217              (395)           (12)             (3,558)        (875)           (4,433)           

股東權益 (1,040)    (557)           (289)           (32)             (1,017)         210              (334)           (8)               (3,067)        (646)           (3,713)           
少數股東權益 (98)         (252)           (20)             -             (63)              7                  (61)             (4)               (491)           (229)           (720)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1,138)    (809)           (309)           (32)             (1,080)         217              (395)           (12)             (3,558)        (875)           (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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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

二二二二 會計政策變更 (續)會計政策變更 (續)會計政策變更 (續)會計政策變更 (續)

以下載列二○○五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所採納會計政策之變更詳情，有關變更已於本中期賬目中反映。此等變更之財務影響概述於附註二(1)。

(2) 確認交付手機予經銷商之虧損（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存貨」）

於以往年度，有關交付手機予經銷商之虧損將予遞延，以配對透過經銷商上客所產生的經濟利益。這個按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

第22號「存貨」規定之遞延及配對處理方法，已為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予以取代。為了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之規定，由二○○五年一月一日起，

該等虧損於手機交付予經銷商時入賬。本集團已追溯應用此新會計政策。

(3) 場地復修成本（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其現行詮釋，由接收或使用場地產生之場地復修成本列作資產成本。於以往年度，該等成本僅按其確認為撥備之金額

入賬。本集團已追溯應用此新會計政策。

(4) 酒店物業及哥爾夫球場（詮釋第2號「酒店物業之適當政策」）

酒店物業及哥爾夫球場按成本值減累計折舊入賬。酒店及哥爾夫球場建築物之可折舊金額按其餘下可使用年期折舊計算，若酒店物業及哥爾夫球場

位於租賃土地上時，租賃土地之賬面值按尚餘租賃年期或尚餘可使用年期兩者中較短者予以攤銷。於以往年度，地契年期尚餘逾20年之酒店物業及

哥爾夫球場按成本入賬，地契年期尚餘20年或不足者，以當時賬面值按尚餘租賃期折舊。本集團已追溯應用此新會計政策。

(5) 租賃土地（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令有關租賃土地之會計政策變更，租賃土地由固定資產重新分類為預付經營租賃。租賃土地之預付款項

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呈列為租賃土地，以平均等額按租賃期或預計五十年使用年期兩者中較短者於損益賬中列入開支。於以往年度，租賃土地以

成本值或估值減累計折舊列賬。除了若干呈列上之變更及比較數字重新編列外，此項會計政策變更對賬目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已追溯應用

此新會計政策。

(6) 精算盈虧（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僱員褔利」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僱員褔利－精算盈虧、團體計劃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提供一項選擇，精算盈虧全數在產生之期間於（損益賬外）權益中入賬。本集團已選用該選擇將所有精算盈虧入賬，

包括之前於首次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僱員褔利」時列作部分過渡性尚未確認負債之該等精算盈虧。於以往年度，累計未確認精算盈虧

之淨額以高於計劃責任現值或計劃資產公平價值兩者中較高者百分之十之金額，按僱員之平均尚餘服務年期於綜合損益表中入賬。本集團已追

溯應用此新會計政策。

(7) 於境外業務投資淨額之商譽換算（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匯率變更之影響」）

由收購境外業務產生之商譽列作境外業務資產，並於每個結算日按當日之收市匯率換算。按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以往將商譽列作非貨幣

項目並按產生時之匯率折算現已不再適用。本集團已追溯應用此新會計政策。

(8) 聯營公司虧損之入賬（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聯營公司投資」）

所佔聯營公司之虧損以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為限入賬。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為根據權益法所得之投資賬面值連同實際構成集團於聯營公司

之投資淨額之任何長期應收賬項及貸款。於以往年度，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根據權益法按於該聯營公司之投資賬面值予以入賬。本集團

已追溯應用此新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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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

二二二二 會計政策變更 (續)會計政策變更 (續)會計政策變更 (續)會計政策變更 (續)

(9) 金融工具（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與呈報」，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與計量」）

速動資金及其他上市投資分類為現金及現金等值、上市債券、長期定期存款及上市股權證券。可供銷售之上市債券及上市股權證券以公平價值入

賬，公平價值變動則視作投資重估儲備變動處理。被管理層重新指定為經損益賬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之上市股權證券，其公平價值變動於

損益賬入賬。持至到期投資之上市債券以攤銷成本入賬。此等投資為非衍生金融資產，有固定或確定之收款金額，而集團管理層有積極意向及能

力持至到期日。長期定期存款（屬貸款及應收賬項）為非衍生金融資產，有固定或確定之收款金額，且有固定到期日而並無在活躍市場報價，及以

攤銷成本入賬。於以往年度，上市債券列作持至到期上市債券，以攤銷成本減除減值撥備入賬。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過渡性條文，於

二○○五年一月一日管理層重新指定為經損益賬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之上市股權證券，其至二○○五年一月一日之公平價值變動已

作投資重估儲備變動列賬。

集團列於其他非流動資產下之其他非上市投資分類為債券、股權證券及基建項目投資。可供銷售之非上市股權證券以公平價值列賬，公平

價值變動則作投資重估儲備變動列賬。有固定或確定之收款金額，且並無在活躍市場報價之非上市債券及基建項目投資為非衍生金融資產，

並作貸款及應收賬項入賬。此等長期投資使用實際利率法按攤銷成本入賬。於以往年度，其他非上市債券劃分為持至到期非上市債券或非上市

股權證券及墊款。此等非上市投資以攤銷成本減除減值撥備入賬。基建項目投資於往年歸類為合資企業權益之其他合資企業，以平均等額按有

關合約期攤銷。

集團運用衍生金融工具作為管理外匯及利率風險之工具。集團的政策為不採取衍生金融工具作買賣或投機用途。公平價值變動按照是否符合香

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對沖會計應用之若干條件以及被對沖項目之性質入賬。

指定用以對沖確認資產或負債公平價值之衍生工具可視作公平價值對沖工具。此等衍生工具之公平價值變動，連同與對沖風險相關之資產或負債

公平價值之變動於損益賬入賬。

指定用以對沖確認負債之現金流量之衍生工具可視作現金流量對沖工具。此等衍生工具之公平價值變動於作對沖儲備變動列賬。

未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對沖會計運用條件之衍生工具，其公平價值變動於損益賬入賬。於以往年度，用以對沖未來承諾交易外匯風險之

衍生金融工具按現金基準入賬。就管理若干外幣債務票據之外匯風險而訂立之外滙掉期合約，此等債務票據按貨幣掉期安排所約定之掉期

率換算。就管理集團總債務組合之定息及浮息混合成份而訂立之利率掉期合約，此等衍生工具並無於往年之資產負債表入賬。

集團之借貸及債務票據最初以公平價值減交易成本入賬，其後則以攤銷成本入賬。借貸所得款項（扣除交易成本）與交收或贖回債務票據

所需款項之差額以實際利息法按借貸期入賬。於以往年度，借貸及債務票據以面值列賬，交易成本則進行資本化列入其他非流動資產，並以

平均等額按借貸期攤銷。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不容許追溯應用。集團採納先前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4號「證券投資會計法」編製二○○四年之比較數字。比較數字未有作

出重新編列，過渡性重新分類之調整於二○○五年一月一日確認及記錄，並於綜合權益變動報表呈列作「金融工具會計政策變更之調整」。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所引致之新會計政策與金融資產及負債之重新分類由二○○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10) 僱員購股權計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股權支付」）

本集團將授予僱員之購股權之公平價值於損益賬中列為開支，並於保留溢利中作出相應增加。作為過渡性條文，於二○○二年十一月七日後授

出並於二○○五年一月一日尚未符合歸屬條件之購股權成本，於各個年度之損益賬中追溯列入開支。於以往年度，授予僱員之購股權不構

成損益賬中之開支。

(11) 少數股東權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少數股東權益於綜合資產負債表之權益總額內呈列，與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分開呈報，少數股東所佔集團期內業績，則於綜合損益表中列作本期

總溢利或虧損於少數股東權益與本公司股東間之分配。於以往年度，少數股東權益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內獨立於負債呈列，並從資產淨值中

扣除，少數股東所佔集團期內業績則於綜合損益表中獨立呈列，並於計算股東應佔溢利前扣除。

本中期賬目獲批准當日，經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準則及詮釋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 礦產資源之探測及評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4號 確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性質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5號 解除、復修及環境整建產生之權益權利

集團已開始評估此等並未生效且集團未有提前採納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預期不會對集團之會計政策造

成重大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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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

三三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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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對銷金額屬於地產及酒店為港幣150,000,000元（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為

港幣165,000,000元），零售及製造為港幣97,000,000元（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為港幣123,000,000元）及和記電訊國際為

港幣9,000,000元（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為港幣6,000,000元）。

電訊－3333集團包括英國、意大利、瑞典、奧地利、丹麥、挪威與愛爾蘭的3G業務以及澳洲的2G與3G業務。

業務分部業務分部業務分部業務分部

對外客戶營業額
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所佔聯營公司所佔聯營公司所佔聯營公司所佔聯營公司 所佔聯營公司
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 及共同控制及共同控制及共同控制及共同控制 公司及 及共同控制

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 實體部分實體部分實體部分實體部分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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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6)(6)(6)(6)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百分率(6)

固有業務固有業務固有業務固有業務

港口及相關服務 12,805        1,589          14,394        15% 11,116        1,500          12,616         16%
地產及酒店 2,058          1,349          3,407          4% 2,312          1,636          3,948           5%
零售及製造 37,040        4,827          41,867        46% 31,532        2,803          34,335         44%
長江基建集團 1,263          6,468          7,731          8% 1,228          5,793          7,021           9%
赫斯基能源 -              10,280        10,280        11% -              8,901          8,901           12%
財務及投資 2,375          199             2,574          3% 2,213          164             2,377           3%
和記電訊國際 10,757        918             11,675        13% 6,921          1,671          8,592           11%
小計 - 固有業務 66,298        25,630      91,928      100% 55,322        22,468        77,790         100%
電訊－3集團電訊－3集團電訊－3集團電訊－3集團 17,256        -              17,256        4,411          -              4,411           

83,554        25,630      109,184    59,733        22,468        82,201         

EBIT (LBIT) (1)

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所佔聯營公司所佔聯營公司所佔聯營公司所佔聯營公司 所佔聯營公司

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 及共同控制及共同控制及共同控制及共同控制 公司及 及共同控制
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 實體部分實體部分實體部分實體部分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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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6)(6)(6)(6)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百分率(6)

固有業務固有業務固有業務固有業務

港口及相關服務 4,105          606             4,711          17% 3,427          555             3,982           14%
地產及酒店 925             888             1,813          7% 1,142          553             1,695           6%
零售及製造 631             274             905             3% 1,003          497             1,500           5%
長江基建集團 576             2,546          3,122          12% 504             2,264          2,768           10%
赫斯基能源 -                  2,439          2,439          9% -                  1,276          1,276           4%
財務及投資 2,445          139             2,584          10% 2,740          99               2,839           10%
和記電訊國際 1,095          205             1,300          5% (607)            410             (197)             (1)%

9,777          7,097          16,874        63% 8,209          5,654          13,863         48%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 (2) 3,570          927             4,497          17% -                  -                  -                   0%
小計－未計入註銷少數股東權益

  及出售投資溢利前之固有業務 13,347        8,024          21,371        8,209          5,654          13,863         
電訊－3集團 電訊－3集團 電訊－3集團 電訊－3集團 (3)

未計折舊、攤銷及3G預繳

  客戶上客成本支出前LBIT (794)            -                  (794)            (4,697)         -                  (4,697)          
3G預繳客戶上客成本支出 (5,581)         -                  (5,581)         (1,284)         -                  (1,284)          
未計折舊及攤銷及已計3G

  預繳客戶上客成本支出之LBIT (6,375)         -                  (6,375)         (5,981)         -                  (5,981)          
折舊 (4,937)         -                  (4,937)         (3,745)         -                  (3,745)          
牌照費攤銷 (2,930)         -                  (2,930)         (2,752)         -                  (2,752)          
3G後繳客戶上客成本攤銷 (5,779)         -                  (5,779)         (1,812)         -                  (1,812)          
小計－未計入註銷少數股東權益

  及出售投資溢利前之 3333集團 (20,021)       -                  (20,021)       (14,290)       -                  (14,290)        
註銷少數股東權益及出售投資溢利註銷少數股東權益及出售投資溢利註銷少數股東權益及出售投資溢利註銷少數股東權益及出售投資溢利

固有業務 (4) 5,500          -                  5,500          20% 15,059        -                  15,059         52%
電訊－3333集團 (5) 9,400          -                  9,400          -                  -                  -                   

8,226          8,024        16,250      100% 8,978          5,654          14,6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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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

三三三三 分部資料(續)分部資料(續)分部資料(續)分部資料(續)

地區分部地區分部地區分部地區分部
對外客戶營業額

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所佔聯營公司所佔聯營公司所佔聯營公司所佔聯營公司 所佔聯營公司

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 及共同控制及共同控制及共同控制及共同控制 公司及 及共同控制
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 實體部分實體部分實體部分實體部分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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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6        5,346          23,152        17,400   5,071    22,471    

中國內地 5,942          2,455          8,397          4,819    3,636    8,455     

亞洲及澳洲 16,323        3,659          19,982        10,710   4,027    14,737    

歐洲 39,962        3,817          43,779        23,465   751      24,216    

美洲及其他地區 3,521          10,353        13,874        3,339    8,983    12,322    

83,554        25,630        109,184      59,733   22,468   82,201    

EBIT (LBIT) (1)

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所佔聯營公司所佔聯營公司所佔聯營公司所佔聯營公司 所佔聯營公司

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公司及 及共同控制及共同控制及共同控制及共同控制 公司及 及共同控制
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附屬公司 實體部分實體部分實體部分實體部分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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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2          2,630          7,992          2,320          2,080          4,400           
中國內地 1,745          1,606          3,351          1,343          1,046          2,389           
亞洲及澳洲 675             1,141          1,816          (1,128)         1,210          82                
歐洲 (15,623)       173             (15,450)       (10,270)       13               (10,257)        
美洲及其他地區 1,167          2,474          3,641          1,654          1,305          2,959           

(6,674)         8,024          1,350          (6,081)         5,654          (427)             
註銷少數股東權益及 

出售投資溢利 (4) 及(5) 14,900        -                  14,900        15,059        -                  15,059         
8,226          8,024          16,250        8,978          5,654          14,632         

(1) EBIT (LBIT) 指未扣除利息支出與其他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虧損)。

(2)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過渡性條文，投資物業並無於二○○四年六月三十日進行重估，並以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估

值列賬。

(3) 電訊－3333集團於截至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LBIT包括集團與若干主要3G供應商討論有關貨期延誤，以及開辦初期

因客戶人數較低而影響收入及成本，而取得由主要供應商的貢獻總額港幣3,381,000,000元。

(4) 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註銷少數股東權益及出售投資溢利（固有業務）包括出售香港國際貨櫃碼頭百分之

二十權益及中遠－國際貨櫃碼頭（香港）百分之十權益所得溢利港幣5,500,000,000元。截至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比較數字包括出售寶潔－和記業務所得溢利港幣13,759,000,000元與配售部分和記環球電訊控股股份所得溢利

港幣1,300,000,000元。

(5) 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註銷少數股東權益及出售投資溢利（電訊－ 3333集團）包括行使權利以資產淨值之大幅

折讓價收購少數股東於Hutchison 3G UK Holdings所持有之權益所得溢利港幣9,400,000,000元。

(6) 所列百分率為對固有業務的總營業額及EBIT的貢獻。

四四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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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五年二○○五年二○○五年二○○五年 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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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93          5,328           
減：資本化利息 (244)            (432)             

7,149          4,896           
所佔聯營公司部分 1,122          1,059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208             228              

8,479          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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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簡明中期賬目附註 (續)

五五五五 稅項稅項稅項稅項

二○○五年二○○五年二○○五年二○○五年 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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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總額

稅項支出（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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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589                      844                      420                      
聯營公司 190                 82                        272                      264                      
共同控制實體 42                    5                          47                        33                        

香港以外

附屬公司 671                 (5,519)                 (4,848)                 (1,555)                 
聯營公司 319                 676                      995                      621                      
共同控制實體 145                 275                      420                      111                      

1,622            (3,892)               (2,270)                (106)                    

香港利得稅已根據估計應課稅之溢利減估計可用稅務虧損按稅率百分之十七點五（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為百分之十七點五）

作出準備。香港以外稅項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減估計可用稅務虧損按適當稅率作出準備。期內，集團對有關各國的3G業務開

辦虧損所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共港幣5,972,000,000元（二○○四年六月三十日重新編列為港幣2,627,000,000元）。

六六六六 股東應佔溢利股東應佔溢利股東應佔溢利股東應佔溢利

股東應佔溢利包括於出售相關投資時自重估儲備轉撥之盈餘港幣231,000,000元（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為港幣121,000,000元 ）。

七七七七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港幣11,824,000,000元（二○○四年六月三十日重新編列為港幣10,758,000,000元），並以截至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發行股數4,263,370,780股（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為4,263,370,780股）計算。

八八八八 投資物業投資物業投資物業投資物業

根據於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依然生效之會計準則，本集團每年於年底結算日對其投資物業進行每年專業估值之政策。

據此，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並無於二○○四年六月三十日進行重估。因此，根據新訂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過渡性條文，於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之投資物業以其於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估值列賬。由二○○五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每半年對其投資

物業進行專業估值，以確定其於每個呈報結算日之公平價值。

九九九九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賬項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賬項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賬項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賬項

二○○五年二○○五年二○○五年二○○五年 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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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貨款 16,677                19,002                
其他應收賬項及預付款項 26,328                27,257                
衍生金融工具 135                      -                        

43,140               46,259                

集團已就各項核心業務之客戶訂立信貸政策。應收貨款之平均賒賬期為30至45天。

期末之應收貨款賬齡分析如下：

即期 11,138                14,807                
31至60天 2,267                   2,007                   
61至90天 753                      848                      
超過90天 2,519                   1,340                   

16,677               19,002                
十十十十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賬項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賬項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賬項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賬項

二○○五年二○○五年二○○五年二○○五年 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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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貨款 17,191                16,860                
其他應付賬項及應計賬項 42,793                47,334                
來自少數股東之免息借款 2,052                   1,944                   
衍生金融工具 253                      -                        

62,289               66,138                

期末之應付貨款賬齡分析如下：

即期 12,674                11,436                
31至60天 2,158                   3,299                   
61至90天 1,211                   857                      
超過90天 1,148                   1,268                   

17,191               16,860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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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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集團固有業務提供不斷增長的穩定現金流量，而出售一項成熟業務部分權益以及銀行

與資本市場的再融資活動均帶來現金，令集團繼續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截至二○○五年六

月三十日，手頭現金及可變現投資共港幣一千四百一十七億一千四百萬元，與截至二○○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時的港幣一千四百零三億一百萬元相若。惠譽投資、穆廸投資與標準

普爾目前分別給予集團 A-、A3 與 A-的信貸評級。 

 

集團股東權益總額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結算時為港幣二千五百五十一億一千四百萬元，

較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算時的港幣二千五百七十七億七千四百萬元下降百分之一，

主要由於外幣兌港元的匯率疲弱，引致集團把業務資產淨值折算為港元時，儲備直接出現港

幣九十九億零八百萬元的虧損。撇除這項未變現的匯兌虧損，股東權益總額增加了百分之

三。 

 

集團負債淨額為港幣一千七百四十九億六千四百萬元（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一

千四百二十六億九千二百萬元），負債淨額相對總資本淨額比率為百分之三十九（二○○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百分之三十三）。上述提及的未變現匯兌虧損亦影響負債淨額相對總資

本淨額比率，如撇除此項虧損，比率則為百分之三十七。負債淨額增加已計入持續建立 3集
團所需的資金，但此數目在今年上半年低於我們先前的預期和指引。隨着上述業務不斷擴

展，資金需求也會在今年下半年至二○○六年急速下降。此外，今年上半年負債淨額超過百

分之六十的增幅，主要來自固有業務積極進行的收購活動，當中包括因股份回購而剛成為附

屬公司的以色列 Partner 所擁有的負債第一次被綜合報告、長江基建收購英國北部氣體分銷

網絡百分之四十權益，以及收購法國零售連鎖店 Marionnaud。負債淨額相對總資本淨額比

率因此上升至約百分之十（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百分之一）。3 集團業務的負債淨

額相對總資本淨額比率則為百分之七十六（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百分之六十七）。 

 

集團的資本性開支，不包括發展與出售物業的開支，共計港幣一百二十三億七千八百萬元

（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三百四十億九千萬元），其中港幣六十九億七千三百萬

元（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二百一十四億二千八百萬元）與 3集團業務有關。各

業務分部的資本性開支分別為港口及相關部門港幣二十二億六千八百萬元（二○○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為港幣四十六億五千四百萬元）、地產及酒店部門港幣五千三百萬元（二○○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七億零二百萬元）、零售及製造部門港幣十億二千九百萬元（二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二十三億三千一百萬元）、能源、基建、財務及投資部門港

幣八千萬元（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九千九百萬元），以及和記電訊港幣十九億

七千五百萬元（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四十八億七千六百萬元）。3 集團與和記

電訊的上客成本投資共港幣一百一十億四千五百萬元（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二

百一十二億二千七百萬元），包括列作支出的預繳客戶上客成本港幣五十五億八千一百萬元

（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八十四億二千三百萬元）與已資本化的後繳客戶上客成

本港幣五十四億六千四百萬元（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一百二十八億零四百萬

元）。集團的資本性開支大部分由營運所得現金、手頭現金及適合業務所作之對外借貸提

供。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的現金、速動資金與其他上市投資共計港幣一千四百一十七億

一千四百萬元（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一千四百零三億零一百萬元）。於六月三

十日，其中百分之十的幣值為港元、百分之四十六為美元、百分之二十七為歐羅、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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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英鎊，而百分之十六為其他貨幣。現金與現金等值佔總額百分之五十六、持至上市的定息

債券佔百分之三十四、上市股權證券佔百分之七，以及長期存款佔百分之三。管理基金內的

持至上市債券包括美國國庫券（百分之四十七）、政府發行的有擔保票據（百分之二十

三）、超國家票據（百分之十六）與其他（百分之十四）。在管理基金組合中，超過百分之

八十的證券投資屬於 Aaa/AAA 評級，平均持續期約三點三年。 

 

集團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借貸總額為港幣三千一百六十六億七千八百萬元（二○○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二千八百二十九億九千三百萬元）。期內的主要融資活動詳列如

下： 

 

•  三月，Partner 發行二十五億新以色列鎊（約港幣四十五億元）的七年期定息票

據，為回購股份與償還若干到期貸款提供資金；  

•  四月，Partner 取得一項五億五千萬美元（約港幣四十二億九千萬元）的六年期浮

息銀行貸款，為現有銀行貸款安排再融資； 

•  五月，和記電訊取得一項港幣六十億元的三年期有抵押浮息優先貸款，主要為現

有貸款安排再融資，並為香港流動通訊業務提供資金； 

•  六月，發行一項十億歐羅（約港幣九十三億六千萬元）的十年期定息票據，為現

有貸款提供再融資； 

•  六月，Hi3G Access AB 取得一項一百零五億瑞典克朗（約港幣一百零五億元）

的五年期浮息定期貸款，為瑞典及丹麥 3G 網絡提供資金；及 

•  七月，取得一項港幣五十億元的五年期浮息銀團貸款，為現有貸款提供再融資。 

  

 

集團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借貸按貨幣與償還期分列如下： 

 

 港元 美元 英鎊 歐羅 其他 總額 

六個月內償還 4% - - - 3% 7% 
於二○○六年償還 4% - 1% 2% 3% 10% 
於二○○七年償還 2% 2% - - 1% 5% 
於二○○八年償還 4% - - 3% 4% 11% 
於二○○九年償還 1% - - 6% 4% 11% 
六至十年內償還 - 22% - 18% 4% 44% 
十一至二十年內償還 - 1% 1% 3% - 5% 
二十年以後償還 - 6% - - 1% 7% 
總額 15% 31% 2% 32% 20% 100% 

 

非港元與非美元的貸款均與集團在該等貨幣有關國家的業務有直接關連，或有關的貸款與同

一貨幣的資產互相平衡。集團各項借貸均沒有因信貸評級改變而加快未償還債項到期日的條

款。 

 

集團期內資本化後的綜合總利息支出，包括 3集團業務與集團應佔聯營公司與共同控制實體

利息支出共港幣八十四億七千九百萬元，上年度同期則為港幣六十一億八千三百萬元。固有

業務的利息支出增加百分之三十五至港幣四十二億八千二百萬元，主要由於集團的收購活動

以及二○○五年的實際利率較高所致。3 集團業務的利息支出較去年同期高百分之四十，主

要因為提撥了貸款為意大利、澳洲與瑞典的業務提供資金，致令借貸水平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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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計 3 集團與和記電訊預繳與後繳客戶上客成本投資及現金特殊項目的綜合 EBITDA 為港

幣二百三十五億六千五百萬元（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為港幣一百五十三億三千四百萬

元），上升百分之五十四，而未計資本開支、3 集團與和記電訊預繳與後繳客戶上客成本投

資及營運資金變動的營運所得資金為港幣八十八億六千萬元（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為港幣

四十四億九千五百萬元），上升百分之九十七。來自集團固有業務（不包括現金特殊項目）

的 EBITDA 與營運所得資金分別為港幣二百四十三億五千九百萬元（二○○四年六月三十

日為港幣二百億三千一百萬元）與港幣一百三十七億七千八百萬元（二○○四年六月三十日

為港幣一百一十七億四千一百萬元）。綜合 EBITDA 與營運所得資金包括 3 集團虧損，分

別達綜合利息支出淨額的四點五倍與一點七倍（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六點九倍與兩

倍）。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以所持 Hutchison 3G Italy 的股份作為項目融資的抵押，

Hutchison 3G Italy 的資產總值於有關日期折算為港元，共相當於約港幣七百二十三億零五百

萬元（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八百三十二億七千三百萬元）。此外，集團以港幣

四百一十八億九千二百萬元（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四百一十一億零七百萬元）

的資產作為抵押，以獲取銀行與其他貸款。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結算時，集團成員公司獲

承諾提供但未動用的貸款額相當於港幣二百五十三億一千九百萬元（二○○四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為港幣三百三十六億五千六百萬元），其中港幣一百四十五億三千二百萬元（二○○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一百七十四億元）與 3集團業務有關。 

 

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或有負債    
 

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結算，集團為聯營公司與共同控制實體提供擔保而取得的銀行及其

他借貸額共計港幣七十六億六千萬元（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七十四億四千二百

萬元），而主要為集團電訊業務提供有關履行承諾與其他擔保的或有負債共港幣七十億零二

千三百萬元（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港幣五十九億九千四百萬元）。 

 

庫務政策庫務政策庫務政策庫務政策    
 

集團的庫務部門為集團與旗下公司提供中央財務風險控制服務，包括利率與外匯風險管理，

並為集團與屬下各公司提供具成本效益的資金。各執行董事同意並檢討規管集團庫務活動的

政策與程序，上述庫務活動須定期由集團內部審核部門檢討，並須向執行董事提供詳述投資

與融資活動的定期庫務報告，包括集團所持現金、管理資金、其他證券組合，以及借款到期

日詳情、利率與外匯風險等。利率與外匯掉期等衍生融資工具僅於適當時作風險管理用途，

並用以對沖交易與管理集團的資產與負債。集團的政策是不參與投機性的衍生融資交易。 

 

資金與現金管理資金與現金管理資金與現金管理資金與現金管理    
 

集團為各非上市附屬公司設立中央化現金管理制度。集團所持現金、管理資金與其他可變現

投資令集團須承受交易對方的信貸風險。庫務政策限制任何一個交易對方的信貸總額，並定

期檢討此等限額與交易對方的信貸評級。除上市與若干海外實體外，集團一般以集團名義取

得長期融資，再轉借或以股本形式提供予其附屬公司與聯營公司，以滿足其資金需求。此等

借貸包括在資本市場發行票據與銀行借貸，並將視乎金融市場狀況與預計利率而修訂。集團

會定期密切監察整體負債淨額，並檢討融資成本與貸款到期日，為償還貸款作好準備。 

 



和記黃埔二○○五年中期業績 
附件 

 P.14 of  16

管理利率風險管理利率風險管理利率風險管理利率風險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約百分之五十七的借貸為浮息借貸，其餘百分之四十三為定息

借貸。於適當時，集團運用利率掉期與遠期利率協議等衍生工具，管理集團的利率風險。集

團已與主要有信譽金融機構簽訂各項利率協議，將定息借貸中約港幣九百六十九億三千四百

萬元的本金掉期為實質浮息借貸。此外，又將一項本金為港幣一百一十六億四千四百萬元的

浮息借貸掉期為定息借貸。在計算各項利率掉期協議後，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結算，集

團借貸總額中約百分之八十四為浮息借貸，其餘百分之十六為定息借貸。 

 

集團的主要利率風險與美元、歐羅與港元借貸有關。 

 

管理外匯風險管理外匯風險管理外匯風險管理外匯風險    
 

對於海外附屬與聯營公司與其他投資項目，集團盡可能根據本身在其他國家的非港元與非美

元資產與投資值而安排適當數額的相同國家貨幣借貸作為對沖。對於發展中的海外業務，或

如以當地貨幣借貸並不吸引，集團會監察業務的現金流量與借貸市場，並於適當時以當地貨

幣借貸為業務提供再融資。對於與集團基本業務直接有關的交易，集團在有適當機會出現與

認為合適可行時，會利用遠期外匯合約及外幣掉期，與主要的非港元與非美元外匯風險對

沖。二○○五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已與多家銀行訂立外匯掉期安排，將二十一億八千四百萬

美元的借貸掉期為非美元借貸，以及將港幣四十四億八千八百萬元的非美元借貸掉期為非美

元借貸，以配合相關業務的外匯風險。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的借貸中有百分之十五的幣值為港元、百分之三十一為美元、

百分之二為英鎊、百分之三十二為歐羅，百分之二十為其他貨幣。 

 

期內港元兌集團營運所在地貨幣的匯率轉強，因此該等業務的資產淨額轉換為報告幣值港元

時，出現了港幣九十九億零八百萬元的未變現虧損，並已撥作期內的集團儲備變動。 

 

信貸虧損風險信貸虧損風險信貸虧損風險信貸虧損風險 

 

倘交易對方不願或不能履行責任，而導致集團須承受財政損失時，便會引致信貸風險。集團

的內部管制、監察程序與向集團管理層匯報信貸風險的程序，可將此等信貸風險減至最低。 

    

僱員關係僱員關係僱員關係僱員關係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集團與其附屬公司共有僱員十五萬七千三百八十九人（二○○四年

六月三十日為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二人），此六個月期間的相關僱員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在內，共港幣一百二十九億四千九百萬元（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為港幣一百一十二億一千

一百萬元）。包括集團聯營公司在內，集團於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僱有二十萬三千二百五

十八名員工，其中二萬九千九百三十八人於香港受僱。集團所有附屬公司均提倡平等僱傭機

會，僱員的甄選與晉升皆視乎其個人是否符合有關職位的要求而定。集團致力確保屬下僱員

的薪酬與福利具競爭力，並每年進行一次評估，按僱員的工作表現與依循集團的薪酬與花紅

制度加以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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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並無認購本公司普通股的股份認購計劃。集團若干附屬公司與聯營公司則因應行業與

市場情況，向僱員提供各式與股份掛鈎的報酬。集團為員工提供各種福利，包括醫療計劃、

公積金與退休計劃、長期服務獎等。期內，集團經常為全體員工舉辦不同的培訓與發展課

程，並為員工安排多項聯誼、康體與文娛活動，而集團僱員也積極參與多項有意義的社會活

動。 

 

購回、出售及贖回股份購回、出售及贖回股份購回、出售及贖回股份購回、出售及贖回股份    
 

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或出售本公司

任何普通股。此外，本公司亦無於年內贖回本身的任何普通股。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期間，集團已完全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附錄 14 有關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所有守則規定。 

 

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已經本公司審

核委員會與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 SAS700「中

期財務報告的審閱」而審閱。核數師報告將刊載於致股東中期報告內。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    

李嘉誠先生（主席） 盛永能先生 

李澤鉅先生（副主席）  

霍建寧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 

周胡慕芳女士 米高嘉道理先生 

陸法蘭先生 顧浩格先生 

黎啟明先生 

麥理思先生 

毛嘉達先生 

（米高嘉道理先生之替任董事） 

甘慶林先生 馬世民先生 
 柯清輝先生 

 黃頌顯先生 

（馬世民先生之替任董事） 

 



港幣百萬元

註 二○○五二○○五二○○五二○○五 二○○四

重新編列

(註三 )

二○○五二○○五二○○五二○○五 二○○四 變動百分比變動百分比變動百分比變動百分比

固有業務固有業務固有業務固有業務

港口及相關服務港口及相關服務港口及相關服務港口及相關服務 4,711                3,982               17% 14% 18%

地產及酒店地產及酒店地產及酒店地產及酒店 1,813                1,695               7% 6% 7%

零售及製造零售及製造零售及製造零售及製造 905                   1,500               3% 5% -40%

長江基建集團長江基建集團長江基建集團長江基建集團 3,122                2,768               12% 10% 13%

赫斯基能源赫斯基能源赫斯基能源赫斯基能源 2,439                1,276               9% 4% 91%

財務及投資財務及投資財務及投資財務及投資 2,584                2,839               10% 10% -9%

和記電訊國際和記電訊國際和記電訊國際和記電訊國際 1,300                (197)                 5% -1% N/A

16,874              13,863             63% 48% 22%

4,497                -                   17% -             N/A

出售投資溢利及其他出售投資溢利及其他出售投資溢利及其他出售投資溢利及其他 一 5,500                15,059             20% 52% -63%

固有業務之固有業務之固有業務之固有業務之 EBIT 26,871              28,922             100% 100% -7%
  

二

(794)                 (4,697)              492%
(5,581)              (1,284)              -335%
(6,375)              (5,981)              -7%

- 後繳客戶上客成本攤銷 (5,779)              (1,812)              -219%

- 牌照費攤銷 (2,930)              (2,752)              -6%
- 折舊 (4,937)              (3,745)              -32%

3集團未計下列項目前集團未計下列項目前集團未計下列項目前集團未計下列項目前 LBIT (20,021)            (14,290)            -40%

註銷少數股東權益所得溢利註銷少數股東權益所得溢利註銷少數股東權益所得溢利註銷少數股東權益所得溢利 一 9,400                -                   N/A

(10,621)            (14,290)            26%

EBIT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16,250           14,632          11%

利息支出及其他融資成本利息支出及其他融資成本利息支出及其他融資成本利息支出及其他融資成本

-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7,149)              (4,896)              -46%
- 所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1,330)              (1,287)              -3%

(8,479)              (6,183)              -37%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7,771                8,449               -8%

稅項稅項稅項稅項  *
- 本期稅項 (1,622)              (1,576)              -3%
- 遞延稅項 3,892                1,682               131%

2,270                106                  2042%

除稅後溢利除稅後溢利除稅後溢利除稅後溢利 10,041              8,555               17%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權益 1,783                2,203               -19%

            11,824            10,758 10%

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出售投資溢利及其他包括下列項目出售投資溢利及其他包括下列項目出售投資溢利及其他包括下列項目出售投資溢利及其他包括下列項目 :

二○○五二○○五二○○五二○○五 二○○四

固有業務固有業務固有業務固有業務 :
出售HIT及COSCO-HIT部分權益所得溢利 5,500                -                   
出售寶潔  - 和記餘下權益所得溢利 -                   13,759             
出售和記環球電訊控股部分權益所得溢利 -                   1,300               

以較3英國資產淨值有大幅折讓的代價，行使權利收購 3英國少數股東權益所得溢利 9,400                -                   

14,900              15,059             

註二: 
註三: 

3集團集團集團集團

* 包括所佔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部分

3集團未計預繳客戶上客成本支出之集團未計預繳客戶上客成本支出之集團未計預繳客戶上客成本支出之集團未計預繳客戶上客成本支出之 LBITDA

股東應佔溢利股東應佔溢利股東應佔溢利股東應佔溢利

3集團之集團之集團之集團之LBIT

- 預繳客戶及其他上客成本支出

3集團錄得之集團錄得之集團錄得之集團錄得之 LBITDA

二○○四年的業績現已重新編列，反映出集團已採納了二○○五年一月一日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上述會計準則令香港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保持一

致，而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股東應佔溢利分別下降港幣四千萬元與港幣七億元。於二○○五年一月一日及二○○四年一月一日

的期初儲備分別減少港幣三十七億一千三百萬元與港幣二十億四千八百萬元。

包括澳洲之2G及3G 業務，以及英國、意大利、瑞典、奧地利、丹麥、挪威與愛爾蘭之 3G 業務。

3集團集團集團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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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純利集團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純利集團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純利集團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純利

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

未計下列項目之未扣除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未計下列項目之未扣除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未計下列項目之未扣除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未計下列項目之未扣除利息支出及稅項前盈利  (「「「「EBIT」」」」)

和記黃埔二○○五年中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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