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全年业绩公布
投资者简布会说辞 (剪辑版本)
演讲者：杨杰先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幻灯片 4：总体概况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非常高兴与大家见面并介绍公司的发展情况。
今天的介绍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来介绍公司的总体概况，然后请杨小伟先生和柯
瑞文先生分别介绍公司的业务表现和财务表现。
幻灯片 5：重点
2016 年公司发展重点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 公司订下清晰的战略，发挥卓越的执行力。服务收入保持良好增长，盈利能力
显着提升。
2. 公司大力推广新融合发展，成效显着。4G、光宽和天翼高清业务相互拉动发展，
用户规模迅速扩张。
3. 公司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效益。
4. 考虑到股东对投资回报的需求，建议增派股息。公司将持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5. 在智能时代来临之际，率先启动转型 3.0 智能战略，推进转型升级，为公司打
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幻灯片 6：坚实的基本面
在公司两大基础业务规模发展的推动下，2016 年公司基本面持续良好发展。
经营收入完成 3,523 亿元，同比增长 6.4%；服务收入完成 3,096 亿元，同比增长 5.6%。
EBITDA 率为 30.7%。净利润达到 180 亿元，剔除出售铁塔资产的一次性收益后，2015
年经调整后净利润 161 亿元，同比上升 11.7%。

幻灯片 7：经营状况显着改善
2016 年公司业务实现良好发展，经营状况显着改善。在净利润实现双位数增长的同时，
净利润率亦同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达到 5.8%。
新兴业务继续成为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达到 1,226 亿元，同比增长 22%，占总体
服务收入比近 40%，同比增长 5.2 个百分点。
公司的自由现金流显着改善 138 亿元。
幻灯片 8：新融合拉动移动 4G、光宽及天翼高清用户持续规模发展
依托优质的 4G 及光纤网络，公司充分发挥全业务运营优势，以品质引领，不断优化
用户感知，4G、光宽、天翼高清等“新融合”产品相互拉动、相互促进，有效推动用户
规模发展。我们前几年也是融合，一个是移动，一个是宽带，这两年我们继续融合，
并推进新融合，除了 4G、光宽，又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天翼高清（IPTV）。
2016 年用户发展超出年初指引。移动用户净增超过 1,700 万户，达到 2.15 亿，其中
4G 用户净增超过 6,300 万户，为历年最多的一年，4G 用户总数达到 1.22 亿户。2016
年底 4G 渗透率约 57%。天翼高清用户净增近 2,100 万户，用户超过 6,100 万户，约
占有线宽带用户的一半。全年有线宽带用户净增超过 1,000 万户，达到 1.23 亿，其中
FTTH 用户占比达 86%，同比大幅提升 23 个百分点。
目前公司已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宽带运营商，也是全球最大的 4G FDD 运营商，
及全球最大的 IPTV 运营商。
“新融合”已成为公司强而有力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市场地位进一步增强。
幻灯片 9：资本开支持续下降
2016 年公司资本开支完成 968 亿元，同比下降 11%。
2017 年，公司计划资本开支 890 亿元。其中 4G 和光宽两大基础业务的投入占比将下
降至 73%，同时公司将继续适度加大对新兴业务的投资力度。
2017 年，公司将着力打造三张精品网：
（1） 多频协同(有 800MHz、1.8GHz 及 2.1GHz)、容量适配、全国基本连续覆盖
的 4G 网；计划 2017 年新增 27 万个 4G 基站，预计年底 4G 基站总数达 116
万个；
（2） 端到端高品质、覆盖乡镇以上地区的全光网，以及
（3） 与 LTE 800MHz 同步部署 NB-IoT 技术，构建多技术、广覆盖、质量优的物
联网，为日后的业务发展奠定良好的网络基础。

幻灯片 10：增派股息回馈股东
虽然 2016 年公司的现金流为负数，董事会在充分考虑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趋势、公
司盈利情况、兼顾股东回报后，建议提高 2016 年每股股息到 0.105 港元，同比增长
10.5%。
未来公司将适度审视资金需求，以满足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公司在努力提升
盈利的同时，亦继续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和回报。
幻灯片 11：迎难而上 推进提速降费
2016 年，公司迎难而上，继续推进提速降费，激发用户提升数据使用量和增大带宽的
积极性。
移动手机流量单价同比下降 38%，拉动上网总流量及上网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30%及
42.9%；有线宽带单位带宽平均价格同比下降约 50%，拉动用户平均接入带宽及接入
收入分别上升 72%及 3.3%。
2017 年，公司将进一步贯彻落实提速降费的政策要求，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系统改造、
业务梳理等相关工作进度，确保 10 月 1 日前全面取消移动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另
外，公司将在年内降低国际长途电话费和大幅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以
上举措将对公司的业务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公司将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推动用户业务升级，扩大信息消费。
幻灯片 12：市场导向 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
公司贯彻市场导向，以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通过专业化运作，深化划小承包，完
善倒三角支撑体系，在科技、管理、业务、商业模式实现创新，达到组织、体制、经
营管理创新。
上述举措，充分激发了企业活力，运营效益明显提升， 也得到各界认可。公司获选为
“科技创新优秀企业”，并入选首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公司将凭借市场化运营，持续提升企业效益。

幻灯片 13：远见 2020 聚焦“2+5”打造五大生态圈
公司将聚焦“2+5”，打造智能连接、智慧家庭、互联网金融、新型 ICT 应用和物联网五
大重点业务生态圈；这五个生态圈也是公司今后几年的战略部署和发展重点，其中，
智能连接生态圈是公司其他四个生态圈发展的基础，也是现在的最重要的业务，包括
4G、光宽，下一步包括 5G，公司将继续大力推进其他四个生态圈发展，是公司今后
几年发展的重点，亦是公司发展新的增长点，实施远见 2020：
（1） 帐号与渠道注能。把握业务规律和客户需求，形成统一的帐号产品运营体系；
加快生态合作伙伴拓展，贯穿五大生态圈应用。加快电子渠道的推广，打造
纵向一体、专业化销售服务体系。
（2） 大数据注智。整合协同内部资源。充分发挥 IT 中台作用，将天翼大数据基
础业务和解决方案能力注入五大生态圈，满足客户精准连接、智慧运营和智
能服务需求，创新驱动生态化发展。
（3） 合作注力。强化外部合作，整体规划业务生态化合作机制，通过与各方业务
参与者开放合作，实现共生共创共赢。
幻灯片 14：加强战略引领

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展望未来，公司将紧抓“供给侧结构改革、“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战略、“中国制造
2025”等战略机遇，也包括下一步 5G 的发展机遇，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战略引领，通
过全面深化企业改革，推进管理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提升核心能力。强化落地执行，
加快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生态化和运营智慧化，进一步做大“2+5”重点业务，持续打
造差异化竞争优势，不断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客户价值和企业价值共同成
长，持续为股东创造新的价值，为经济发展和网络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对公司整个发展战略可概括为三化、五圈、四重构，当前的工作可概括为一架飞机一
棵树，这飞机已基本上把公司今后几年的重点都展现，同时我们的一棵生态树，五大
生态圈也是公司今后几年的发展重点。
公司总体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下面请杨小伟先生介绍本公司的业务表现。

演讲者：杨小伟先生，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幻灯片 15：业务表现
谢谢董事长。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下面我来介绍 2016 年公司的业务表现。
幻灯片 16：分类收入
本表列示了公司各分类业务的收入和变化情况，下面将做具体的说明。
幻灯片 17：4G 用户规模发展

移动服务收入稳步增长

公司在 4G 网络全覆盖、网络质量不断提升，六模全网通手机快速普及的推动下，4G
业务迅速规模发展，有效拉动移动服务收入快速增长，同比增长超过 10%，完成 1,376
亿元。
4G 用户市场份额提升近 2 个百分点，达到 16%。4G ARPU 为 72.8 元，拉动移动 ARPU
同比增长 2.6%，达到 55.5 元。
公司的服务能力和终端销售能力显着提升。欢 go 客户端用户达到 1.1 亿，月均服务总
量 14 亿次；2016 年移动上网客户满意度在工信部测评中排名第一；4G 漫游已经覆盖
124 个国家和地区，涵盖 95%的国内用户海外出访方向，为客户提供优质高速数据
漫游服务。
终端销售方面，六模全网通成为国家标准，全网通终端款式超过 370 款，2016 年销量
超过 8,000 万部，占 4G 终端销量 80%左右。六模全网通手机售成本持续下降。支持
800M LTE 的六模全网通手机已有近百款，包括国内及国际品牌，预计今年将增加
至 200 款。
幻灯片 18：4G 助力流量量收增幅明显
4G 业务拉动移动数据流量量收增幅显着。2016 年手机上网收入为 683 亿元，占移动
服务收入近 50%，成为移动服务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
手机上网总流量同比增长 1.3 倍，其中 4G 流量占比大幅提升至 83%，同比增长 32 个
百分点。4G 月户均流量超过 1G，同比增长 37%。
公司继续深入推进流量经营。积极推进用户精准终端换机，加快 3G 用户向 4G 升迁；
年内千元以上手机销售占比超过 70%。
强化天翼视讯等自有应用，加快内容引入和产品迭代，并通过“网站会员+定向流量” 相
结合，加强内容合作，进一步促进流量消费。

幻灯片 19：固网服务收入稳步增长
2016 年，固网服务收入为 1,720 亿元，增幅近 2%，增量收入达到 33 亿元。其中互
联网接入收入的拉动明显。
固网服务收入结构不断优化，固网非语音服务收入占比持续提升，有效抵销固网语音
收入下滑的风险。
幻灯片 20：高带宽用户占比提成

稳固融合业务发展基础

2016 年有线宽带接入收入为 768 亿元，同比增长 3.3%，有线宽带 ARPU 为 54.2 元。
2016 年底有线宽带用户平均接入带宽超过 50M。
公司充分发挥智能光网优势，以百兆主流，千兆引领，提升光宽业务服务水平，树立
行业标杆。率先推出百兆智能光宽产品，将着力打造 100 个千兆示范城市。2016 年底，
100 兆以上带宽用户占比超过 25%，同比大幅提升 15 个百分点。
公司以智能光宽为基础，通过智能网关和 4K 机顶盒等智能终端，填充天翼高清、智
能组网、家庭云和视频通话等四项核心产品应用，提高宽带全面拓展智慧家庭市场。
未来将积极开拓智能家电、家居安防、视频监控等外设连接。
幻灯片 21：新兴业务——天翼高清、翼支付及物联网实现新突破
公司全面加速拓展五大新兴业务。天翼高清、翼支付及物联网均实现新突破。
天翼高清收入达到 48 亿元，同比增长 24%。用户份额 70%。
翼支付方面，月均活跃用户超过 1,600 万户，活跃商家达 30 万家，交易额突破 1 万亿
元。公司将充分整合内外部资源做大规模，实现“移动+支付” 智慧融合、差异化发展，
加快互联网金融生态圈建设。
在物联网发展方面，公司发挥包括 2G、3G、4G 专网和低频 NBIoT 网络优势，积极
打造平台核心能力，向数据和应用服务领域延伸。2016 年，公司物联网连接数净增约
1,300 万。
幻灯片 22：新兴业务 ——云和大数据、互联网+发展迅速
IDC、云/大数据和“互联网+”方面发展迅速。
公司在全国拥有约 400 个数据中心，超过 20 万个服务机架。数据中心直连专网(DCI)
辐射全国。在海外，拥有 15 个机房分布 6 个国家 8 个城市。

天翼云 3.0 产品。充分发挥云网融合、集约管理等资源优势，提升定制化方案的服务
能力。
公司以云计算、大数据能力为基础，聚焦政务、教育和健康医疗等重点行业加速拓展，
发布“互联网+” 能力开放平台，汇聚社会优质资源。公司发布了 2016 年版“互联网+”
行动白皮书，推动十大重点行动。积极开展“互联网+”战略合作，与 14 个省政府、两
个副省级城市签订了“互联网+”战略协议。
针对互联网+政务，加快政务云拓展，覆盖 100 多个城市；针对互联网+教育，建立资
源共享中心，利用百兆提速拓展校校通等应用，年内新增 200 多个项目；针对互联网
+健康医疗，依托云网融合，以医疗影像云作为切入点，持续拓展医卫云和云医院，医
疗影像云新增 500 多家医院。
幻灯片 23：开放合作 实现共赢
积极推进开放合作，实现共赢。2016 年底公司向铁塔公司租用 61 万个铁塔，较 15
年底增加 11 万个，整体铁塔共享率提升到 66%，其中新增铁塔共享率超过 90%。
公司与联通合作推动产业发展。年内成功推动六模全频（含 800M LTE）全网通终端
成为国家标准，联合发布了《宽带服务白皮书》和《4K 智能机顶盒白皮书》。在网络
共建共享方面，2016 年中国电信和联通共建共享 7 万个 4G 基站，约 16,000 公里
的传输光缆，相应节省了资本和成本开支。
同时，公司积极推动多领域开放合作。依托物联网开放实验室和天翼物联产业联盟，
广泛开展业务合作，积极探索资本合作，促进生态繁荣。
幻灯片 24：率先启动转型升级
为迎接智能服务时代，公司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率先启动企业转型升级，我们叫转型
3.0，致力成为领先综合智能信息服务运营商。
以 CTNet 2025 为指引，推进网络重构；积极参与 5G 关键技术和标准制定，我们在
去年成立了 5G 的联合实验室，在国内主导了 5G 的网络架构，包括多网融合的关键技
术和标准的制定工作，今年还在广东等地开展外场试验；以远见 2020 为总揽，推进
业务重构；以企业中台为抓手，以大数据应用驱动提升运营能力，推进运营和管理重
构。
通过转型升级，进一步优化网络结构、业务系统、管理平台，从而推动形成业务生态
圈，通过以大数据应用为基础的中台运营管理体系，实现企业的精准运营，从而提升
企业运营效益。

幻灯片 25：驱动智慧运营 实现核心能力新突破
企业中台管理、开发企业核心资产“数据”，是驱动智慧运营的核心。
建立面向全集团开放的大数据能力，通过对全网数据的集中处理，形成企业级大数据
能力，从数据演化为信息，再形成知识并转化为具预知能力的智慧，为营销服务、网
络运营和企业管理“注智”，全面提升企业营销服务和管理决策能力，实现精准投资、精
确管理、精准营销、精细服务、精益网运的智慧运营，为生态圈构建“注入智慧”。
下面请柯瑞文先生介绍公司 2016 年的财务表现。

演讲者：柯瑞文先生，公司执行副总裁
幻灯片 26：财务表现
谢谢小伟总。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下面我来介绍 2016 年公司的财务表现。
幻灯片 27：主要财务指标
2016 年，经营费用为 3,251 亿元，同比增长 6.7%。
得益于资本开支下降，自由现金流显着改善 138 亿元。
经营成本上升主要由于铁塔租赁及相关费用导致的网运成本上升，以及销售费用增加。
下面会作详细分析。
幻灯片 28：优化资源配置 支撑业务发展
公司在适度成本管控的前提下，优化成本资源分配，支撑业务规模发展。
全年经营费用占收比为 92%，同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
折旧及摊销总额基本持平，主要由于新增资产的折旧摊销与铁塔出售资产的折旧基本
相当。
网运成本占收比为 27%，同比上升 2.2 个百分点，网运成本上升主要由于铁塔租赁及
相关费用增加。如果剔除铁塔租金因素，网运成本得到了良好管控。
销售、一般及管理费用占收比为 16%，其中销售费用同比增长 4.1%，主要是由于适
度加大渠道营销资源投入。
移动终端销售支出及其他占收比为 11.5%，同比上升 0.4 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六模
全网通手机销售有所增加所致。
幻灯片 29：精准投资提升网络优势
2016 年，公司资本开支持续向移动和光宽等高价值和高速发展的业务倾斜，优化资本
开支结构，实现精准投资提升网络优势，支撑业务规模发展。
得益于 800MHz 重耕，移动网络投入占比下降 4.4 个百分点。2016 年底 4G 基站总量
达到 89 万站套，全年新增 38 万站套，较年初计划额外增加 9 万站套。目前公司的 4G
网络覆盖人口达 95%，已完成所有城市 4G+部署。
光宽网络投入占比提升 3.6 个百分点。基于市场对高带宽接入的需求旺盛，公司适度
提前宽带网络的投资，以满足市场需求，使公司继续保持在网络质量的优势应付业务

所需。
公司适当加大对五大生态圈的投入，为未来业务发展做准备，奠定网络基础支撑业务
发展，信息及应用服务投入占比上升 1.8 个百分点。
幻灯片 30：稳健的财务实力
2016 年底，债务资本比为 26.3%，较 15 年下降 1.4 个百分点；净债务 EBITDA 比为
0.89 倍。
公司继续保持稳健的资本结构和财务实力，支撑企业持续发展。
幻灯片 31：融入智慧运营的财务价值管理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在财务价值管理上融入智慧运营，
• 在资源配置方面，动态匹配资源和充分挖掘资源；
• 应用产品毛利模型和 ICT 项目自动闭环管理提升业务价值；
• 搭建资产组模型，开展低效的资产自动识别，挖掘资产价值；
打通大数据平台与生产系统，以数据分析和应用为驱动，加强分析和建模，实现财务
智慧运营为财务价值管理注智，提升企业价值。
我们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预测性陈述
本文件中所包含的某些陈述可能被视为美国 1933 年证券法(修订案)第二十七条 A 款和
美国 1934 年证券交易法(修订案)第二十一条 E 款所规定的「预测性的陈述」。这些预
测性陈述涉及已知和未知的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其他因素，可能导致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本公司」)的实际表现、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与预测性陈述中所暗示的将来的
表现、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有重大的出入。此外，我们将不会更新这些预测性陈述。
关于上述风险、不确定性和其他因素的详细资料，请参见本公司最近报送美国证券交
易管理委员会(「美国证管会」)的 20－F 表年报和本公司呈报美国证管会的其他文件。
免责声明
我们努力保持本说辞内容的准确性，但有关说辞可能会与实际演讲内容有所差别。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