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者關係
公司涉足國際資本市場接近 30 年，憑藉高水平的公司管治

除了中央證券登記所提供的股東服務外，公司的專責熱綫亦

與披露實務，而成為亞洲區內其中一家在投資者關係方面表

於 2012 年處理了超過 50,000 個個別股東的電話查詢。

現出色的企業先驅。
公司持續透過主動的對話，與廣泛的機構及零售投資者維持
良好關係。我們相信，透過向業務相關人士清晰傳達公司策
略、業務發展及前景展望，可以提升股東價值。

與機構投資者的溝通
我們在積極發展投資者關係上的努力，使公司成為香港最廣
為人知的公司之一。多家本地及國際經紀商定期編撰有關公
司的報告，而我們亦是廣泛機構投資者的研究對象。
管理層竭力與投資界維持公開的對話渠道，以確保他們對公

指數認可
公司作為香港藍籌股之一的地位，透過持續地被納入多項重
要指數而獲得肯定。公司目前是恒生指數、摩根士丹利綜合
指數及富時指數系列的成份股。自 2002 年以來，憑藉我們
在可持續發展和企業責任的成績，公司一直躋身於道瓊斯可
持續發展指數及富時社會責任指數。自 2010 年起，港鐵亦
一直獲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納入為成份股，並於 2012
年獲得 AA+ 評級，在香港所有企業中位列榜首，成為第一家
獲此最高評級的合資格企業。

司及其業務策略有透徹的了解。據此，公司參與投資者會議

市場認可

和路演。於 2012 年，公司在本地及海外與機構投資者及研

2012 年 9 月 20 日，公司的 2011 年報在 MerComm, Inc. 於紐

究分析員進行接近 300 次會面。

約舉行的 2012 年年報比賽國際大獎中，於 32 個國家超過

2,200 份參賽作品中贏得多個獎項。此外，公司的 2011 年報

獲取資訊

亦在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舉辦的 2012 年度最佳年報獎中獲得

我們廣泛利用公司網站發放資訊，確保所有股東均可平 及 「工商企業類」銀獎，是公司年報連續第 24 年獲得嘉許。此
適時地獲得公司的重要資訊。公司網站內的投資資料欄提供

外，公司年報亦於香港會計師公會舉辦的最佳企業管治資料

的資料詳盡而且易於查閱。財務報告、乘客量，連同其他公

披露大獎 2012 中獲得「恒指成份股組別 — 金獎」。

司新聞以及證券交易所的檔案，均可輕易於公司網站內相關
網頁中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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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公司

每股股息

主要股東資料
2013 年度財政紀要
2012 年度全年業績公布

3 月 11 日

股東週年大會

5月9日

（港元計）

2011 年度全年股息

0.76

2012 年中期股息

0.25

2012 年度末期股息

0.54

2012 年度末期股息截止登記日期

5 月 14 日

美國預託證券 Level 1 Programme

股份截止過戶日

5 月 15 日 至 5 月 21 日

美國預託證券對普通股比率

1:10

託存銀行

JPMorgan Chase & Co. P.O.
Box 64504
St. Paul, MN 55164-0504
U.S.A.

（包括首尾兩日）
派發 2012 年度末期股息日

6 月 5 日或前後

2013 年度中期業績公布

8月

派發 2013 年度中期股息日期

9月

財政年度結算日

12 月 31 日

主要營業地點及註冊辦事處

股份代號
普通股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在香港註冊成立及營業

香港聯合交易所

香港九龍灣德福廣場港鐵總部大樓
電話：(852) 2993 2111
傳真：(852) 2798 8822

66

路透社

0066.HK

彭博

66HK

股份資料

美國預託證券 Level 1 Programme MTRJY

上市

2012 年報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並由 J.P. Morgan
Chase Bank, N.A. 保薦，以美國預託證券 Level 1 Programme 的形式
在美國買賣。

股東如欲索取公司的年報，可致函：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M 樓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普通股（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已發行股份

5,793,196,650 股

閣下如非股東，請致函：

香港特區政府的持股量

4,434,552,207 股 (76.5%)

自由流通量

1,358,644,443 股 (23.5%)

香港九龍灣德福廣場港鐵總部大樓

面值
市值（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 1 港元

1,766.92 億港元

股價表現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公司事務部

公司年報∕中期報告書及帳項均可在網上查閱，網址：

http://www.mtr.com.hk

股東服務
凡有關閣下所持股份的事宜如股份過戶、更改名稱或地址、遺失股
票 ，須以書面通知過戶處：

35

120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M 樓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30

110

電話：(852) 2862 8555
傳真：(852) 2529 6087

25

100

90

2012年1月

6月

12月

20

相對於恒生指數
之港鐵股價
（相對指數）
（圖左單位）
港鐵股價
（港元）
（圖右單位）

股東查詢
公司歡迎股東隨時在任何時間致函向董事局及管理層查詢及索取已
公開的資料（只限於已公開的資料）。股東須於信封面註明「股東通
訊」，並寄交公司秘書，地址為：香港九龍灣德福廣場港鐵總部大
樓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公司在辦公時間設有查詢熱綫服務：
電話：(852) 2881 8888

股息政策
因應公司財務表現，公司期望採取漸進式的股息政策。我們預計於
每個財政年度派發兩次股息，分別約於 9 月及 6 月派發中期及末期
股息。

投資者關係
機構投資者及證券分析員如有查詢，請聯絡：
香港九龍灣德福廣場港鐵總部大樓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投資客戶關係部

電郵：investor@mtr.com.hk

2012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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