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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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收益為835,000,000港元，增加7.4%

‧ 毛利為344,000,000港元，增加6.5%

‧ 股東應佔溢利為72,000,000港元，減少5.8%

‧ 每股基本盈利為8.43港仙，減少7.3%

‧ 每股資產淨值為2.13港元，增加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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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連同二零零七年同期比較數據。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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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835,492 777,821

銷售成本 (491,795) (455,182)

毛利 343,697 322,639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26,438 11,087
研發開支 (54,108) (46,521)
銷售及分銷成本 (79,453) (63,832)
行政開支 (142,830) (117,705)
其他開支 (2,483) (12,144)
融資成本 5 (2,050) (3,949)

除稅前溢利 4 89,211 89,575

稅項 6 (14,471) (13,989)

期內溢利 74,740 75,586

可歸屬於：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71,970 76,386
　少數股東權益 2,770 (800)

74,740 7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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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 9.09

攤薄 8.42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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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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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311 293,700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 14,573 13,853
商譽 30,110 30,110
遞延稅項資產 81,643 68,997
其他無形資產 6,335 7,124
有限制銀行存款 2,409 1,616

非流動資產總值 454,381 415,400

流動資產
存貨 1,039,616 754,766
貿易應收賬款 1,380,970 1,099,643
應收票據 20,581 29,38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47,526 81,402
有限制銀行存款 967 4,25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90,468 374,496

流動資產總值 2,780,128 2,343,942

流動負債
貿易及票據應付賬款 718,840 548,469
其他應付賬款及預提款項 382,762 341,696
計息銀行貸款 236,571 88,794
應繳稅項 25,795 28,606
產品保用撥備 31,180 40,066

流動負債總值 1,395,148 1,047,631

流動資產淨值 1,384,980 1,296,31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39,361 1,711,71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761 6,761

資產淨值 1,832,600 1,70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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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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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淨值 1,832,600 1,704,950

權益
可歸屬於母公司權益持有人之權益
已發行股本 85,537 85,389
儲備 1,737,599 1,561,634
擬派股息 — 51,233

1,823,136 1,698,256

少數股東權益 9,464 6,694

權益總額 1,832,600 1,70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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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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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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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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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來自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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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本期內扣除增值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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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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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492 777,821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041 1,824
匯兌收益淨額 11,034 8,323
收回壞賬 12,449 —
其他 1,914 940

26,438 1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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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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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237 440,917
折舊 25,375 19,592
確認預付土地租賃付款 173 156
無形資產攤銷 2,982 1,819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之最低租金付款 20,280 15,951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薪酬 133,047 118,117
　員工福利開支 16,403 10,066
　以權益結算之購股權費用 3,070 5,953
　退休計劃供款# 12,989 10,414

165,509 144,550

貿易應收賬款減值** — 6,265
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 15,404
產品保用撥備* 7,113 14,265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沒收供款以供來年減少其退休計劃供款（二
零零七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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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一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2,050 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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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故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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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撥備：
　中國大陸 21,344 13,877
　海外 1,267 365
遞延稅項 (8,140) (253)

期內稅項支出總額 14,471 13,989

根據中國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法，並獲有關稅務機關批准，本公司於中國大陸營運
之全資附屬公司京信通信系統（廣州）有限公司（「京信廣州」）可於其首個獲利年度
起兩年（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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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享有中國企業所得稅減半優惠。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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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免稅期屆滿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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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須至少為10%。期內，
京信廣州按適用優惠稅率18%為中國企業所得稅作撥備。

根據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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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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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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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限於）將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統一為25%等一系列變動。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遞延所得稅計算已反映該變動之影響。京信廣州位於
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作為一家生產性外商投資企業，合資格享有新企業所得稅法
之過渡期安排。京信廣州於本期間之遞延所得稅稅率為18%（二零零七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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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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71,970,000港元（截至二零
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6,386,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854,165,000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40,536,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71,97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6,386,000港元）計算。用作計算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期內已
發行普通股數854,165,000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840,536,000股）（如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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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9,000股普通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672,000
股）。

8. 股息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五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已決議不向股東宣派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於結算日後，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向若干董事及僱員就其於來年對本
集團提供服務授出合共30,000,000份購股權。該等購股權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一
日起開始行使，行使價為每股2.16港元，行使期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一日起至二
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止。本公司股份於購股權授出日之股價為每股2.1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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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本集團之收益為835,492,000港元，較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去年同期」）上升約7.4%，主要是由於國際銷售（包
括對中國核心設備製造商之銷售）增長。期內，由於移動電話營運商因等候行業重組之
結果，中國市場之增長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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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收益輕微減少9.4%
至491,491,000港元（二零零七年：542,627,000港元），佔本集團期內收益之58.8%，而去年
同期則佔69.8%。來自中國移動集團之收益減少主要由於中國移動集團延緩資本開支所
致。期內，TD-SCDMA升級改造收入共62,00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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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收益減少3.0%至
122,519,000港元（二零零七年：126,275,000港元），佔本集團期內收益之14.7%，而去年同
期則佔16.2%。由於等候行業重組結果，來自中國聯通集團於GSM網絡產品銷售相應減
少。

國際銷售（包括對中國核心設備製造商之銷售）大幅增加115.8%至139,431,000港元（二零
零七年：64,598,000港元），佔本集團期內收益之16.7%，而去年同期則佔8.3%。收益增
加乃主要由於對中國核心設備製造商之產品銷售大幅增長以及全球銷售網絡之業務增
長理想。本集團接獲大量向海外移動電話營運商提供2G及3G無線優化解決方案之訂單，
並在全球市場完成多項室內解決方案，包括亞太及中東地區之大型設備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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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85.1%至82,051,000港元
（二零零七年：44,321,000港元），佔本集團期內收益之9.8%，而去年同期則佔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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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業務劃分

期內，來自無線優化業務之收益減少24.4%至332,792,000港元（二零零七年：440,142,000
港元），佔本集團期內收益之39.8%，而去年同期則佔56.6%。收益減少乃主要由於直放
站價格下降而整體銷售收入下降所致。

期內， 來自天線及子系統業務之收益增加36.9%至287,107,000港元（ 二零零七年：
209,671,000港元），佔本集團期內收益之34.4%，而去年同期則佔27.0%。收益增加主要
由於極具客戶價值的新產品之銷售增長。

來自無線傳輸業務之收益增加36.9%至24,834,000港元（二零零七年：18,146,000港元），佔
本集團期內收益之3.0%，而去年同期則佔2.3%。收益增加主要由於全球市場中多個國
家之需求上升及該等產品獲客戶良好反應，致使本集團取得相當市場份額。

來自安裝、網絡優化及售後維護等服務之收益大幅增加73.6%至190,759,000港元（二零零
七年：109,862,000港元），佔本集團期內收益之22.8%，而去年同期則佔14.1%。服務收
益增加主要來自安裝服務、網絡優化及售後維護之設備數量及範圍增加。本集團在提
高現有產品線之附加值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客戶對此反響良好。

毛利

日臻成熟之中國2G移動通信市場之平均售價持續受壓，但本集團之毛利率期內僅輕微
減少至41.1%，而去年同期則為41.5%。期內，毛利較去年同期增長6.5%至343,697,000港
元（二零零七年：322,639,000港元）。

期內，本集團實施多項成本控制措施，包括簡化製造流程、利用先進之研發技術優化
產品設計、改善物流管理以及與供應商談判以獲得更優惠之價格及付款條款等。本集
團亦於全球持續拓寬市場覆蓋範圍，擴大收益來源，實現規模效益。本集團向客戶提
供安裝、網絡優化及售後維護等服務，藉以提升產品銷售額，並繼續致力於開發極具
客戶價值之先進產品，維持本集團合理之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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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開支

期內，本集團之研發開支增加16.3%至54,108,000港元（二零零七年：46,521,000港元），佔
本集團綜合收益之6.5%（二零零七年：6.0%）。研發開支增加是由於本集團投入大量資金，
用以拓展本集團在全球市場之產品組合及持續發展3G新產品，以把握全球特別是中國
3G網絡建設之龐大商機。

電信業在很大程度上倚靠新產品及先進技術之研發。研發亦是本集團取得持續成功最
重要因素之一。為保持在業內之領導地位，本集團須維持規模龐大之研發團隊。持續
之研發投入亦令本集團在知識產權方面收穫頗多，截至期內止共申請專利逾380項。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期內，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24.5%至79,453,000港元（二零零七年：63,832,000港元），佔本
集團綜合收益之9.5%（二零零七年：8.2%）。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乃主要由於員工薪金
及差旅費因國際市場收益不斷增長而增加。

行政開支

期內，行政開支增加21.3%至142,83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117,705,000港元），佔本集團
綜合收益之17.1%（二零零七年：15.1%）。行政開支增加主要由於辦公室費用、差旅費及
租金開支增加。

融資成本

期內，融資成本減少48.1%至2,05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3,949,000港元），佔本集團綜合
收益之0.2%（二零零七年：0.5%）。融資成本大幅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流動資金增加導
致融資活動減少所致。

管理層在管理信貸風險及改善現金流量方面一向審慎，以減低銀行借貸之水平。因應
業務增長，管理層會密切關注融資市場之最新動向，並會為本集團安排最適當之融資。
此外，管理層亦會利用不同國家之利率與匯率之差異，將融資成本降至最低。

稅項

期內，實際稅率為16.2%（二零零七年：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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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利

期內，股東應佔溢利（「純利」）為71,970,000港元（二零零七年：76,386,000港元），佔本集
團綜合收益之8.6%（二零零七年：9.8%）。純利減少主要是由於投入大量資金於銷售及
分銷網絡，導致銷售及分銷成本及行政費用增加所致。

展望

無線優化

無線優化仍將為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分類。國內宏觀經濟持續增長，移動用戶規模快速
增長、3G網絡投入建設，預期國內電信業一段時期內仍將持續穩定增長。普遍預計國
內2G及3G電信網絡將長期並存。國內市場對無線優化產品及2G電信網絡解決方案之需
求仍將強勁，而對3G電信網絡之需求預計會成為本集團無線優化業務增長之主要推動
因素。國內電信營運商於二零零五年實施之集中採購計劃為本集團帶來利益，但亦令
到平均售價有所下降。為維持較高盈利水平，本集團成功推出一系列極具客戶價值之
新產品及解決方案來應付不同市場需求。

於國內市場，TD-SCDMA電信網絡之推行無疑將會為網絡基礎設施（包括無線優化）帶
來龐大需求。根據移動電話營運商未來數年之用戶目標，預期3G市場將取得大幅增長。
除 TD-SCDMA 之解決方案外，本集團長期以來亦一直涉足 WCDMA 及 CDMA2000 標準
之解決方案，就各3G標準均設有全方位之產品及解決方案，將可於任何一種3G牌照發
放中獲益。

截至目前，移動電話營運商之若干大型項目均已採用本集團極具成本效益之解決方案
進行覆蓋，包括國內首條時速超過300公里的京津高速鐵路，全程均採用本集團解決方
案進行信號覆蓋，效果顯著。隨着本集團在多個項目上的成功應用，並針對性地推出
多種能為客戶提供更具價值的解決方案，董事預期，下半年該等解決方案之應用將更
為廣泛，並將帶來可觀收益。

本集團將繼續積極進軍國際市場。本集團取得Vodafone及Telefonica之全球認可供應商
以及Telecom Italia Mobile之歐洲認可供應商之地位，令本集團於全球主要營運商及供應
商間之聲譽不斷提升，有利本集團今後之全球市場拓展。

天線及子系統

天線及子系統於中國及國際市場均錄得大幅增長，於本集團收益之比重持續增加，是
本集團主要業務分類之一。本集團之天線及子系統銷售於近年在國內及國際市場均獲
得突破，獲得客戶大量及持續之訂單，包括來自一家大型海外營運商之一項大宗塔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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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方案訂單，預期天線及子系統之銷售今後仍將獲得快速的發展。為滿足日益增長
之需求，本集團已於全球多個地區建立起多個物流中心，並於全球生產基地重組有關
資源，提升天線及子系統產能。國內TD-SCDMA等3G網絡的持續投入，亦將對本集團
天線及子系統有龐大需求。

無線傳輸 — 數字微波系統（「DMS」）

本集團之DMS於期內增長不俗，於全球各地均接獲訂單。本集團與領先核心設備製造
商緊密合作，提供一系列功率大之數字微波系統，本集團相信，未來數年本集團將接
獲數量可觀的購買訂單。董事深信DMS於未來數年將成為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分類之一。

服務

服務成為現時期內本集團增長最快之業務分類。本集團在多年整體解決方案及工程服
務中培養起來的龐大的服務團隊、積累的技術服務經驗以及有系統、全面的綜合解決
方案，有助本集團在中國行業集採的業務模式下獲得更多服務機會並引進服務至海外
市場，本集團預計該服務類收益將持續提升。

總結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國政府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財
政部聯合發佈關於深化電信體制改革的通告。此項改革強化競爭機制，支持形成三家
擁有全國性網絡資源、實力與規模相對接近、具有全業務經營能力之市場競爭主體，
從而進一步優化電信資源之分配，建立更具競爭力之架構。待重組完成後，將會向該
三大營運商分別發放3G牌照。

董事相信重組將於二零零八年第四季度完成。有關營運商將繼而獲發3G牌照。為把握
新出現之業務機會，移動電話營運商預計會投入大量資本興建及提升其網絡。於未來
數年內，中國電信業將會進入高速增長期。此外，本集團已開發出全面之3G產品，包
括 TD-SCDMA、WCDMA 及 CDMA2000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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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移動集團近期獲准基於TD-SCDMA技術建立全國性商業測試網絡。TD-SCDMA測
試網絡之擴展將為電信設備供應商帶來大量訂單。此外，中國移動宣佈TD-SCDMA網絡
第二期將於明年六月前推行。所覆蓋之城市合共38個省市。

中國聯通集團已宣佈人民幣1,000億元之資本開支預算方案，並計劃於未來兩年間在逾
50個城市推行3G網絡。至於2G方面，則會投入資本提升現有GSM基礎設施及服務質素。
GSM 網絡將會成為中國聯通發展3G市場之堅實基礎。大部份開支將會用於發展3G業務，
以最終取得3G市場三分之一之市場份額。

中國電信亦已宣佈在未來三年投資人民幣800億元於CDMA業務，爭取一億名用戶，以
達到市場份額之15%。該項開支將用於改善於郊區及主要於市區CDMA網絡之質素及
容量。

此外，本集團之國際市場業務持續增長。由於已取得大量客戶訂單，董事有信心本集
團二零零八年來自國際市場之收益可望倍增。董事對國際業務之增長非常樂觀，並預
期國際業務將於未來成為整個集團收益之主要增長動力。

鑒於市場各發展動向均屬正面，董事對本集團有能力於未來數年持續增長充滿信心。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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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為1,384,980,000港元。流動資產包括存貨1,039,616,000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1,380,970,000港元、應收票據20,581,000港元、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
賬款147,526,000港元、有限制銀行存款967,000港元，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值物190,468,000
港元。流動負債包括貿易及票據應付賬款718,840,000港元、其他應付賬款及預提款項
382,762,000港元、計息銀行貸款236,571,000港元、應繳稅項25,795,000港元及產品保用撥
備31,180,000港元。

期內之平均應收賬款周轉期為269日，去年同期則為215日，其增加主要由於部份客戶之
付款速度減慢，管理層密切關注貿易應收賬款並加快客戶回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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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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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之間。期內之平均應付賬款周轉期為233日，去年同期則為203日。期內之平均存貨
周轉期為330日，去年同期為262日，其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增加原輔材料庫存以應付
預期下半年度客戶訂單之增長。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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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港元列值。本集團之
銀行借貸利率主要以現行市場利率按浮動基準計算。本集團之收益及開支、資產及負
債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列值。由於本集團之收益絕大部份以人民幣計值，董事
會認為人民幣升值應對本集團業務有輕微利好影響。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7.3%（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2%），以總計息負債（包括計息銀行貸款）除以總資產計算。

抵押資產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概無抵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為3,376,000港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5,866,000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4,900名員工。期內之總僱員成本為165,509,000
港元。本集團按行業慣例、員工及本集團表現，向其員工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計劃。此
外，符合資格之員工亦可按各員工及本集團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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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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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之守則條文，惟以下者則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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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應由同一人出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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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認為透過董事會之監管，已有平衡機制使股東之利益能公平地反映。儘管如此，
本公司將定時檢討其狀況，並將在其認為合適及需要時，在未來之適當時間遵守此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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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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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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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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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