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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報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詞彙 釋義

「4G LTE」 4G長期演進技術

「組織章程細則」 本公司經不時修訂之組織章程細則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CACs」 客戶上客成本

「長江實業（集團）」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CKHGI」 CK Hutchison Global Investments Limited

「長和」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股

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

「長和集團」 長和及其附屬公司

「長江基建」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或「和電香港」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215），而其美國存託股份僅符合資

格於美利堅合眾國場外市場買賣

「董事」 本公司董事

「EBIT」 未扣除利息及其他融資收入、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稅項之盈利，調整至

包括集團應佔合營企業之EBIT但不包括一次性費用

「EBITDA/LBITDA」 未扣除利息及其他融資收入、利息及其他融資成本、稅項、折舊及攤銷之

盈利╱（虧損），調整至包括集團應佔合營企業之EBITDA/LBITDA

「環境、社會與管治」 環境、社會與管治

「固網」 固網電訊業務

「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和記環球電訊數據中心」 和記環球電訊數據中心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港元」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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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詞彙 釋義

「香港交易所」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HPHM」 Hutchison Port Holdings Management Pte. Limited

「HTAL」 Hutchison Telecommunications (Australia) Limited

「和記電訊」 和記電訊（香港）有限公司

「HTHL」 Hutchison Telecommunications Holdings Limited

「HTIHL」 Hutchison Telecommunications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和電國際」 和記電訊國際有限公司

「和黃」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先前於

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3）並於二○一五年六月三日以協議安排方式

被私有化

「和黃集團」 和黃及其附屬公司

「國際長途直撥電話」 國際長途直撥電話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物聯網」 物聯網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流動」 流動通訊業務

「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 流動虛擬網絡營辦商

「窄頻物聯網」 窄頻物聯網

「客戶服務毛利淨額」 客戶服務收益淨額扣除直接可變動成本（包括互連費及漫遊成本）

「後繳總ARPU」 每名後繳客戶的每月平均消費，當中包括客戶於組合計劃中有關手機裝置

的支出

「後繳淨AMPU」 每名後繳客戶的平均毛利淨額；後繳淨AMPU相等於後繳淨ARPU扣除直接

可變動成本（包括互連費）

「後繳淨ARPU」 每名後繳客戶的每月平均消費，不包括在非補貼手機商業模式下，與手機

相關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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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詞彙 釋義

「羅兵咸永道」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一次性費用」 一次性加速折舊費用

「一次性項目」 一次性出售附屬公司溢利及一次性費用

「服務EBITDA」 EBITDA扣除淨手機銷售毛利

「服務EBITDA毛利率」 EBITDA扣除淨手機銷售毛利後，佔客戶服務收益淨額之百分比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香 港 法 例 第 571章 ），經 不 時 修 訂 、補 充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修改
  



股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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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

本公司之普通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而其美國存託股份僅符合資格於美利堅合眾國場外市場

買賣。

股份代號

215

公眾持股市值

於2017年12月31日：

約38.12億港元（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5.19%）

財務日誌
派發2017年中期股息： 2017年9月1日

2017年全年業績公佈： 2018年2月26日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2018年5月3日至  

2018年5月8日

股東週年大會： 2018年5月8日

2017年末期股息記錄日期： 2018年5月14日

派發2017年末期股息： 2018年5月24日

2018年中期業績公佈： 2018年7月

註冊辦事處

P.O. Box 31119 Grand Pavilion, Hibiscus Way,

802 West Bay Road, Grand Cayman, KY1-1205 Cayman Islands

總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夏慤道10號和記大廈22樓

電話： +852 2128 1188

傳真： +852 2128 1778

主要行政辦事處

香港青衣長輝路99號和記電訊大廈19樓

電話： +852 2128 2828

傳真： +852 2128 3388

開曼群島股份過戶登記處

SMP Partners (Cayman) Limited

Royal Bank House – 3rd Floor, 

24 Shedden Road, P.O. Box 1586, 

Grand Cayman, KY1-1110, Cayman Islands

電話： +1 345 949 9107

傳真： +1 345 949 5777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電話： +852 2862 8628

傳真： +852 2865 0990

美國存託股份存託銀行

Citibank, N.A.

Citibank Shareholder Services

P.O. Box 43077,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02940-3077,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電話（美國境內免費）： +1 877 248 4237

電話（美國境外）： +1 781 575 4555

傳真： +1 201 324 3284

電郵： citibank@shareholders-online.com

投資者資訊

公司新聞稿、財務報告及其他投資者資料均登載於本公司

網站。

投資者關係聯絡

如有查詢，請聯絡：

電話： +852 2128 6828

傳真： +852 3909 0966

電郵： ir@hthkh.com

網站

www.hthk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