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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A TELECOM SYSTEMS HOLDINGS LIMITED
京 信 通 信 系 統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42）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收益為778,000,000港元，增加32%

‧ 毛利為323,000,000港元，增加28%

‧ 股東應佔溢利為76,000,000港元，增加68%

‧ 每股基本盈利為9.09港仙，增加66%

中期業績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呈報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連同二零零六年同期比較數據。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經本公司之
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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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777,821  589,490
銷售成本  (455,182 ) (336,702 )    

毛利  322,639  252,788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11,087  4,467
研發成本  (46,521 ) (33,379 )
銷售及分銷成本  (63,832 ) (55,779 )
行政開支  (117,705 ) (99,598 )
其他開支  (12,144 ) (9,032 )
融資成本 5 (3,949 ) (7,868 )    

除稅前溢利 4 89,575  51,599
稅項 6 (13,989 ) (6,656 )    

期內溢利  75,586  44,943    

可歸屬於：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76,386  45,561
　少數股東權益  (800 ) (618 )    

  75,586  44,943    

股息 8 無  無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
　應佔每股盈利（港仙） 7
　基本  9.09  5.46    

　攤薄  8.96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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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7,809  257,724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  13,467  13,220
商譽  30,110  21,916
遞延稅項資產  35,543  34,232
其他無形資產  4,074  5,250
有限制銀行存款  674  1,629    

非流動資產總值  351,677  333,971    

流動資產
存貨  700,547  617,789
貿易應收賬款  1,009,739  840,426
應收票據  6,521  33,754
預付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12,727  97,395
有限制銀行存款及短期定期存款  5,176  48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65,238  492,737    

流動資產總值  2,099,948  2,082,581    

流動負債
貿易及票據應付賬款  518,211  500,776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款項  244,600  307,756
計息銀行貸款  122,180  152,908
應繳稅項  10,093  22,214
產品保用撥備  28,581  26,039    

流動負債總值  923,665  1,009,693    

流動資產淨值  1,176,283  1,072,88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527,960  1,406,859    

資產淨值  1,527,960  1,406,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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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可歸屬於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已發行股本  85,283  84,041
　儲備  1,435,735  1,277,258
　擬派末期股息  —  37,818    

  1,521,018  1,399,117
少數股東權益  6,942  7,742    

權益總額  1,527,960  1,406,859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是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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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製。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財務報表規定之所有資料及披露資料，並應與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下列所採用之新訂及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外，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7號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嚴重惡性通脹經濟下之財務

報告」下之重列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9號 嵌入式衍生工具之重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採納以上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之計算方法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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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無線電訊網絡優化系統設備及提供相關之工程服務。本集團全部產品之性質類似，
並承受相類似之風險及回報。因此，本集團經營之業務應屬單一業務分類。

此外，本集團之收益、開支、溢利、資產及負債，以及資本開支絕大部分來自單一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因此，本集團並無呈列業務或地區分類之分析。

3.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於期內扣除增值稅、退貨及貿易折讓折扣後之已售貨品及所提供服務之發票
淨值。所有重大集團內部交易已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製造及銷售無線電訊網絡優化系統設備及提供相關工程服務 777,821  589,490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824  2,549
滙兌收益淨額 8,323  —
其他 940  1,918   

 11,087  4,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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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及所提供服務成本 440,917  326,288
折舊 19,592  16,712
確認預付土地租賃付款 156  146
無形資產攤銷 1,819  1,779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之最低租金付款 15,951  15,015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薪酬 118,117  77,334
　員工福利開支 10,066  10,291
　退休計劃供款# 10,414  7,977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費用 5,953  8,691   

　 144,550  104,293   

產品保用撥備* 14,265  10,414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6,265  6,373
逾期存貨撥備* 15,404  7,688

#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沒收供款可供來年扣減退休計劃供款。（二零零六年：無）

* 有關款額已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銷售成本」內。

** 有關款額已計入簡明綜合收益表「其他開支」內。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3,949  5,104
融資租賃之利息 —  10
已貼現貿易應收賬款之融資成本 —  2,754   

 3,949  7,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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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撥備 
　— 中國大陸 13,877  13,135
　— 海外 365  —
遞延稅項 (253 ) (6,479 )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3,989  6,656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撥備（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按照當地之現行法例、
詮釋及慣例計算。

京信通信系統（廣州）有限公司（「京信廣州」）於二零零四年八月獲廣州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確認為外商投
資先進技術企業。根據中國現行稅務法例，在免稅期到期後，擁有先進技術之外商投資企業可享有額外三年
之適用標準稅率減半之優惠稅率，但至少須按10%繳稅。期內，京信廣州按適用優惠稅率10%為中國企業所
得稅作撥備。

根據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公司所得稅法，本公司另一家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京信通信技術（廣州）有
限公司（「京信技術」）可於其首個獲利年度起兩年（由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獲豁免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並可於其後三年（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享
有中國企業所得稅減半優惠。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閉幕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
(「新企業所得稅法」)，並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新企業所得稅法引入了包括將內、外資企業所得
稅稅率統一為25%等一系列變化。由於具體實施細則及管理辦法尚未公布，目前尚不能就新企業所得稅法實
施將對本集團帶來之財務影響作出合理評估。在詳細規定公佈後，本集團將進一步評估對未來期間之營運
業績及財務狀況之影響。

7.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期內之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76,386,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45,561,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840,536,000股（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34,705,000股）。

每股攤薄盈利亦以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76,386,000港元計算（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5,561,000港元）。用作計算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840,536,000股（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34,705,000股）及假設期內所有購股權已經視作行使而按零代價發行之加權平均數11,672,000股普通股（截至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541,000股）。

8. 股息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六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已議決不向股東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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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本集團之收益為777,821,000港元，較截
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上升約31.9%。期內，本集團受惠於全
球通信市場需求之持續增長，特別是，來自新業務（包括基站「BTS」天線及子系統）及國
際市場之收益錄得可觀增長。

按客戶劃分

期內，來自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中國移動集團」）之收益顯著上升
41.3%，佔本集團收益69.8%，而去年同期則佔65.2%。收益錄得可觀增長主要由於中國
移動集團因應用戶人數大幅增加及將服務擴展至更多鄉村而進行網絡優化，使無線優
化方面資本開支持續上升所致。本集團擴闊產品及解決方案組合，亦使來自中國移動
集團之收益增加。期內，來自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中國聯通集團」）
之收益輕微減少2.4%，佔本集團收益16.2%，而去年同期則佔21.9%。

國際銷售（包括向核心設備製造商之銷售）增加52.2%，佔本集團期內收益8.3%，而去年
同期則為7.2%。來自其他客戶，包括中國之固網通信營運商及代理商之收益佔本集團
期內收益之5.7%，與去年同期持平。

按業務劃分

期內來自無線優化業務之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27.9%，佔本集團收益68.7%，而去年同
期則佔70.9%。此事業部管理之產品包括直放站、放大器、塔頂放大器等。此業務部門
呈報之收益包括在交鑰匙工程所用線纜及相關之服務收益。整體而言，本集團繼續從
全球移動通信營運商之無線優化資本開支中得益。

期內，來自天線及子系統業務之收益較去年同期增加53.3%，佔本集團本期內收益之
27.0%，而去年同期則為23.2%。此事業部管理之產品包括用於無線優化解決方案之天
線及無源配件、BTS 天線、隱蔽式天線等。當中，來自BTS天線之收益於期內增加逾兩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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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無線傳輸業務之收益較去年同期減少28.4%，佔本集團期內收益之2.0%，而去年同
期則為3.6%。收益減少主要由於現有客戶應用無線傳輸解決方案之步伐減慢所致。

此外，來自延長維護服務之收益增加31.9%，佔本集團期內收益2.0%，與去年同期持平。
有關增長反映本集團於其交鑰匙工程之免費保養期屆滿後，不斷努力爭取延長維護服
務合約之成果。

毛利

隨著中國2G移動通信市場日臻成熟，尤其是中國移動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中期開始實行
集中採購計劃後，本集團產品及解決方案在中國之平均售價及毛利率亦持續受壓。有
鑑於此，本集團實施多項措施，以緩和此下調趨勢。本集團擴濶市場覆蓋範圍、擴大收
益來源，以達成規模效益；同時，發揮技術領先優勢，關注於具成本效益產品以簡化產
品組合並優化產品設計。本集團繼續爭取更有利之材料價格和有效控制其他成本，本
集團三個事業部之產品均透過本集團之全球銷售平台供應給客戶，充份發揮平台共享
優勢，降低銷售成本。此外，本集團亦提升物流管理水平，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及降低成
本。以上各項努力均有助維持毛利率於良好水平，而期內之毛利率為41.5%，而去年同
期則為42.9%。本集團期內毛利為322,63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27.6%。

研究及開發成本

本集團繼續將資源恰當分配至產品及解決方案（包括與3G相關者）之研究及開發上，以
滿足當前及未來市場需求。研發成本上升39.4%至46,521,000港元，佔期內收益之6.0%，
而去年同期則佔5.7%。這反映了本集團之研發目標十分清晰，並能滿足市場需求。本
集團於研發上之持續投資，使本集團在知識產權上取得矚目成果，至期末時共申請專
利逾220項。

銷售及分銷成本

於期內，銷售及分銷成本為63,83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4.4%。本集團於期內集中
銷售力量於高需求市場，並利用現有銷售平台分銷更廣闊之產品組合，使銷售及分銷
成本取得更高效益；銷售及分銷成本佔本集團期內收益8.2%，而去年同期則為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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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期內之行政開支為117,70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8.2%，佔期內收益之15.1%，而去
年同期則為16.9%。行政開支得以改善主要由於本集團加強預算控制所致。其次，由於
期內之收益錄得強勁增長，本集團因此從規模經濟中獲益。於過往數年，本集團已建
立一支經驗豐富之管理團隊，能有效管理本集團之資源。

融資成本

期內之融資成本為3,94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9.8%。鑑於利率上升，本集團成功
改善現金循環週期，從而於期內減低作營運資金用途之銀行借貸水平。

稅項

期內之實際稅率為15.6%，而去年同期則為12.9%。

純利

期內之股東應佔溢利（「純利」）為76,38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67.7%。期內純利率為
9.8%，而去年同期則為7.7%。純利有所增長主要由於收益錄得強勁增長、毛利率維持
健康水平、本集團有效利用資源及上文所述更大規模經濟效益所致。

展望

無線優化

董事對全球2G無線優化產品及解決方案市場之需求保持樂觀。全球2G通信需求依然旺
盛，眾多發展中國家及新興市場之2G通信需求持續增長，此必將帶動全球無線網絡優
化需求之持續增長。中國移動通信營運商錄得之用戶增長強勁，加上其在鄉村之市場
擴展策略亦見奏效，中國營運商最近亦增加投放在二零零七年之資本開支預算，故中
國無線優化市場前景仍然看好。雖然本集團之產品平均售價已呈下降趨勢，但本集團
預期，由於市場對本集團產品之需求量持續上升，加上服務收入結構不斷改善，故本
集團在二零零七年之收益仍有增長。為進一步推高收益增長，本集團已擴闊產品組合，
並持續推出創新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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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相信，2G及3G通信網絡將長期並存，3G作為更新之移動通信標準，其將因應用戶
需求日益被廣泛應用，此必將擴大本集團無線優化產品及解決方案之應用可能。本集
團已作好因應全球3G網絡應用之準備，研製出多種3G制式之系列產品及其無線優化解
決方案，並已獲得成功應用。

在中國最近之 TD-SCDMA 集中採購計劃中，本集團成功成為無線優化設備合資格供應
商。本集團亦已成功在中國內地多個城市開始TD室內升級工程。憑藉本集團與中國移
動電話營運商之密切業務關係，本集團已作好準備，將自營運商二零零七年度及以後
之 TD-SCDMA 無線優化投資計劃中受惠。惟由於在二零零七年之測試網絡只包括少量
城市，故本集團在該年度來自TD-SCDMA 之收益將會不多。但隨著可能在全國推行之
計劃，其潛在之收益貢獻將十分可觀。同時，本集團亦為中國一家大型核心設備製造
商開發出TD遠端無線單元，並已於最近開始向該客戶付運TD遠端無線單元。本集團之
遠端無線單元一般與基站一併應用，可讓移動通信營運商在增加 TD-SCDMA 容量及覆
蓋率之同時，更有效及迅速推出 TD-SCDMA 網絡。此外，本集團亦已成為中國電信集
團公司室內分佈系統之集中採購計劃合資格供應商。

隨著全球無線基建之投資增加，國際市場繼續為本集團其中一個主要增長點。在發展
中及已發展地區，推出及優化2G網絡之資本開支維持強勁。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繼續
擴展新2G網絡，覆蓋城市地區，並日益擴大覆蓋範圍至郊區。本集團參與成熟市場之
移動電話營運商之2G投資，主要專注於擴大網絡覆蓋範圍，包括室內解決方案及郊區
無線解決方案。

於國際間，3G網絡之應用繼續強勁，本集團現有一系列利用此勢頭之 WCDMA 及 
CDMA2000 無線優化解決方案。尤其，應用活動主要針對室內外對3G網絡覆蓋範圍之
需求。本集團既開發3G產品，亦就多頻╱營運商解決方案需求日益增加提供解決方案，
讓客戶可整合2G及3G服務。迄今，有關解決方案大受市場歡迎，獲全球多個營運商應
用。

天線及子系統

本集團正積極擴大天線及子系統之整體綜合能力。本集團一直投放大量資源於研發上，
使其具備能力開發全面之產品系列，包括能迎合全球營運商市場之智能天線、3G多頻
天線、隱蔽式天線以及多款塔頂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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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BTS 天線之產能已較二零零六年下半年倍升，可滿足預期之市場需求。在中國
移動集團及中國聯通集團最近之 BTS 天線集中採購計劃中，本集團成為其中一家合資
格供應商，預期這將有助進一步推動本集團天線及子系統產品在中國之需求。本集團
亦已開發出 TD-SCDMA BTS 天線，並已向中國一家知名核心設備製造商供應 BTS 天線。
除利用本身之銷售網絡外，本集團亦正透過中國知名核心設備製造商在海外市場銷售
BTS天線。這再一次證明本集團具備此市場領域之技術領先實力，而董事相信，此實力
可為本集團之業務提供強大增長動力。

全球方面，核心設備製造商及移動電話營運商對RF調節解決方案之需求大幅增加。需
求大增其中一個原因是新3G網絡之推出及提升。因應該等網絡擴展，市場對本集團結
合2G及3G網絡之多系統解決方案之需求日益增加。

無線傳輸 — 數字微波系統（「DMS」）

除向全球移動通信營運商銷售 DMS 外，於期內，本集團成功成為中國一家大型核心設
備製造商數字微波室外單元（「ODU」，為 DMS 之重要組件）之合資格供應商。預期該客
戶將於二零零七年底前開始向本集團發出採購 ODU 之訂單。

另一方面，董事相信全球不斷投資於無線及有線通信基礎建設將為本集團之 DMS 產品
提供良好增長動力。本集團之產品可為營運商之高速數據及無線傳輸服務提供快速而
具成本效益之解決方案，而這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尤為重要。因此，本集團將致力擴大
其 DMS 產品在全球市場不同國家之滲透率。此外，中國即將推出3G服務，將對BTS無
線傳輸服務有龐大需求，而這亦將為 DMS 帶來增長商機。

營運

為促進現有業務之持續增長以及為新產品及全球擴展策略提供支持，本集團已在二零
零六年推行企業資源重組措施，並創設三個獨立事業部。該三個事業部乃為全球市場
銷售平台在各方面提供支持，新架構推行以來運作良好，為期內帶來多項理想之業績。
董事會對此兼顧各方面需要之架構充滿信心，本集團據此可為全球客戶提供上佳之整
體支援平台，並有助本集團繼續壯大並成為全球通信市場之領導性集團。

中國之移動通信營運商正逐步增加採用集中採購形式來簡化供應鏈管理以及節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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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避免地，現有產品之平均售價將逐步下調，而毛利率亦預將會受壓。本集團將繼
續開發創新產品、改善營運效率及拓展市場覆蓋範圍，以緩和此趨勢。

總結

預計全球2G市場在未來數年仍會有增長，尤其是在新興市場國家。因此，預期在未來
數年市場對具成本效益之產品及解決方案會有殷切需求。至於3G方面，本集團已就所
有3G標準 TD-SCDMA、WCDMA 及 CDMA2000 開發產品，不同之3G產品及解決方案已
在全球不同國家應用。在中國，本集團已開發出多款TD產品及加入網絡測試，因而董
事對在未來數年推出 TD-SCDMA 所帶來之收益保持審慎樂觀。中國政府致力開放移動
通信市場，將容許更多營運商提供移動通信服務，基於此，中國移動通信用戶將因服
務供應商的增加而提高對服務質素之要求，而這將拉動無線優化解決方案之需求。

本集團相信，提升和保持集團核心技術競爭力、擴寛產品組合，是本集團長遠發展、持
續增長之關鍵。拓展全球市場，以及發展 BTS 天線及子系統以及 DMS 無線傳輸產品，
均為推動本集團長期增長之重要多元化策略。本集團將繼續加大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
力度，不斷推出適應市場需求之新產品，以配合公司發展多元化市場之目標，並藉此
鞏固京信通信在市場上之領導地位。

董事相信，無線通信行業目前仍以穩定速度增長，而科技以高速度更新。可淘汰現有
技術之新科技可能隨時出現，故本集團將密切關注業界趨勢及新技術發展，並適時分
析市場風險及機會，因應投資於技術及產品研發工作。本集團新的研發平台於二零零
六年啟用後，可提供能啟發創新思維之工作環境及先進設備，刺激新概念及孕育新產
品。此外，本集團擴大生產平台後，可迎合市場未來對本集團產品及解決方案之需求。
預期本集團之資本開支將以各種融資方法撥付。最後，本集團將致力維持穩健之財政
狀況及鞏固市場上之領導地位，同時繼續採取平衡及審慎策劃之發展策略，為股東提
供最大價值。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銀行貸款作為營運資金。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1,176,283,000港元。流動資產包括存貨700,547,000港元、貿易
應收賬款1,009,739,000港元、應收票據6,521,000港元、預付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12,727,000港元、有限制銀行存款及短期定期存款5,176,000港元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265,238,000港元。流動負債包括貿易及票據應付賬款518,211,000港元、其他應付款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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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提款項244,600,000港元、計息銀行貸款122,180,000港元、應繳稅項10,093,000港元及產
品保用撥備28,581,000港元。

期內之平均應收賬款周轉期為215日，去年同期則為233日。本集團與其客戶主要以信
貸進行貿易，契約信貸期一般介乎三至六個月，惟應收保證金則介乎六至二十四個月
之間。期內之平均應付賬款周轉期為203日，去年同期則為221日。期內之平均存貨周轉
期為262日，去年同期為339日。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以人民幣（「人民幣」）、港元（「港
元」）及美元（「美元」）列值，而本集團之銀行借貸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列值。本集
團之銀行借貸利率主要以現行市場利率按浮動基準列值。本集團之收益及開支、資產
及負債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列值，由於此等貨幣之滙率波幅偏低，董事認為本
集團並無重大滙兌風險。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5.0%（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3%），以總計息負債（包括銀行貸款及墊款，以及融資租賃應付賬款）除以總資產計算。

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已作抵押之資產（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為7,06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109,000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4,300名員工。期內之總僱員成本為144,550,000
港元。本集團按行業慣例、員工及集團表現，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計劃。此外，符合資
格之僱員亦可按各員工及集團表現，享有購股權及酌情花紅。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培訓，
以改進彼等之技能及建立彼等各自之專業知識。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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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14內之守則條文，以下者則除外：偏離守則條
文A.2.1，其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必須區分，而且並非由同一人出任，而主席及
行政總裁之責任分工應詳細以書面訂明。本公司目前尚未遵守守則條文A.2.1，此乃由
於本公司認為透過董事之監管，已有平衡機制使股東之利益能公平地反映。然而，本
公司將定期檢討其狀況，並將在認為合適和需要時，在未來之適當時間遵守此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審閱。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頁刊登中期報告年報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有關段落所規定之所有資料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於聯交所網
頁（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頁（http://www.comba-telecom.com）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總裁
霍東齡

香港，二零零七年九月六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由以下執行董事組成：霍東齡先生、張躍軍先生、陳繼良先生、伍江成先生、嚴紀慈
先生、鄭國寶先生及楊沛燊先生；及由以下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姚彥先生、劉紹基先生及劉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