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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主要業務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上

海市、廣東省、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廣西壯族自治區、重慶市、四川省、湖北

省、湖南省、海南省、貴州省、雲南省、陝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從事固定電信及相關業務。在第四次收購（附註2）後，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七月開始在北京市提供固定電信

及相關業務。本集團為家庭用戶和商業用戶提供綜合性的固定電信服務，包括本地電話、國內長途和國際

港澳台長途電話服務、互聯網和基礎數據通信、網元出租以及其他相關業務。本集團更在亞太區、部份南

美洲及北美洲國家提供網元出租及其他相關服務。

2. 收購
根據本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中國電信」及其附屬公司（本公司除外）以下簡稱「中國電信集團」）於二零

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達成的收購協議，本公司以人民幣55.57億元的總收購對價向中國電信收購中國電信集

團北京市電信有限公司（「北京電信」或「第四被收購公司」）的全部股權權益（以下簡稱「第四次收購」）。該收

購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完成。

3. 呈報基準
由於本集團及第四被收購公司均在中國電信的共同控制下，因此第四次收購以共同控制下企業的合併處

理。相應地，第四被收購公司的資產和負債按歷史金額計算，而本公司在第四次收購前的合併財務報表亦

因合併第四被收購公司的經營成果及資產與負債而重新編製。第四被收購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前

的累積利潤已分配予中國電信並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合併權益變動表反映為分配

予中國電信項目列示。本公司就第四被收購公司應向中國電信支付的對價於合併權益變動表中作為權益交

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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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3. 呈報基準（續）
本集團於上年度報告的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經營成果以及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的財務狀況因合併第四被收購公司的經營成果及資產與負債而重新編製，並列示如下：

本集團 第四被 本集團

（於上年度已報告） 收購公司 （重列）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的經營成果

經營收入 88,624 1,133 89,757

淨利潤 13,509 274 13,783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財務狀況

資產合計 408,004 5,327 413,331

負債合計 185,632 1,727 187,359

權益合計 222,372 3,600 225,972

4.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表是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並符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披露要求。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獲董事會授權簽發的中

期財務報表反映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的財務狀況及本集團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

未經審核的經營業績和現金流量，但這並不一定預示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預期的經營業

績及現金流量。

本集團在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已貫徹採用編製二零零七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

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需按年度財務報表的編製基

礎，對政策的運用以及資產和負債、收入和支出的呈報金額作出一些判斷、估計和假設。估計的數值可能

會有別於實際結果。

本中期財務報表包含合併財務報表和若干附註。這些附註說明了二零零七年年度財務報表後發生的重要事

項及交易，以理解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在這期間的變動。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和其附註並不包

括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要求下編製的財務報表的所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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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4. 編製基準（續）
本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本中期財務報表亦由本公司的國際核數師按照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了審閱。

在本中期財務報表中作為前期資料的有關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已經刊載的財務資料

並不構成本集團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而是源自該等財務報表。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索取。本公司的國際核數師已在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核數師報告中對該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5. 分部報告
業務分部是本集團負責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可區分的組成部份，而其風險與報酬均有別於其他分部。在本報

告期間，本集團只有一個提供固定電信服務的業務分部。由於本集團大部份經營活動都是在中國境內進

行，在中國境外的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經營收入及稅前利潤佔本集團的總經營收入及稅前利潤少於10%，因

此本集團沒有對經營收入及稅前利潤按地區分部作出分析。另外，本集團的主要資產都是在中國境內，在

中國境外的資產佔本集團資產總額少於10%。

6. 應收賬款淨額
應收賬款淨額分析如下：

2008年 200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第三方 18,350 16,796

中國電信集團 291 248

其他由國家控制的中國電信運營商 1,674 1,378

20,315 18,422

減：呆壞賬耗蝕準備 (1,957) (1,443)

18,358 16,979

因向家庭及商業用戶提供固定電信服務而產生的應收賬款在賬單發出後30日內到期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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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6. 應收賬款淨額（續）
應收電話及互聯網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08年 200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11,103 11,016

一至三個月 2,706 2,408

四至十二個月 1,300 1,009

超過十二個月 568 304

15,677 14,737

減：呆壞賬耗蝕準備 (1,876) (1,313)

13,801 13,424

應收其他電信運營商和其他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08年 200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1,570 1,645

一至三個月 1,387 1,042

四至十二個月 1,123 498

超過十二個月 558 500

4,638 3,685

減：呆壞賬耗蝕準備 (81) (130)

4,557 3,555

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08年 200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銀行存款及庫存現金 20,627 17,002

期限為三個月以內的定期存款 8,577 4,425

29,204 2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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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8. 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及應付款
短期貸款包括：

2008年 200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從國家控制的銀行取得的貸款－無抵押 16,996 29,326

中國電信集團貸款－無抵押 37,356 38,441

短期貸款合計 54,352 67,767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所有短期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 5.5%（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從國家控制的銀行取得的貸款之年利率為3.0%至8.0%（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4.2%至5.5%），借款期限為一年內到期。中國電信集團貸款之固定年利率為2.6%至6.6%（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至5.3%），借款期限為一年內到期。

長期貸款及應付款包括 :

2008年 200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從國家控制的銀行取得的貸款－無抵押 (i) 5,378 7,803

其他貸款 1 6

中期票據－無抵押 (ii) 9,918 －

由於第一次收購應付中國電信的款項－無抵押 (iii) 15,000 15,000

由於第二次收購應付中國電信的款項－無抵押 (iv) 15,150 15,150

長期貸款及應付款合計 45,447 37,959

減：一年內到期部份 (1,106) (3,811)

一年以上到期部份 44,341 34,148

附註：

(i) 從國家控制的銀行取得的貸款年利率為1.0%至7.1%（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至9.2%），於2060年或以前到期。

(ii)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發行面值人民幣100.00億元、限期為三年的中期票據，發行年利率為5.3%，發行費用人民
幣0.88億元已被扣除。該中期票據並無抵押，借款期限為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到期。

(iii) 本公司為此項應付款未償還的餘額支付利息，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利率為5.184%，以後年度的利率會因應
當時適用的市場利率而作出調整。此項應付款須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償還。同時，本公司可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前隨時償還全部或部份款項而無需支付罰息。

(iv) 本公司為此項應付款未償還的餘額支付利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的年利率為5.184%，以後年度的利率會因應當時
適用的市場利率而作出調整。此項應付款須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償還。同時，本公司可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前償還
全部或部份款項而無需支付罰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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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9.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包括：

2008年 200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第三方 22,030 23,364

中國電信集團 5,458 5,514

其他由國家控制的中國電信運營商 166 135

27,654 29,013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項是按照與第三方交易條款相約的合約條款償還。

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2008年 200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付款 5,692 5,329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內到期 6,656 8,185

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內到期 6,884 6,381

六個月以上到期 8,422 9,118

27,654 2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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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10.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遞延稅項資產及遞延稅項負債包括以下詳列的項目 :

資產 負債 淨額

2008年 2007年 2008年 2007年 2008年 200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流動

準備及主要為應收款

呆壞賬的耗蝕虧損 700 559 － － 700 559

非流動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33 1,219 (2,104) (2,222) (1,071) (1,003)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1,586 1,631 (845) (863) 741 768

土地使用權 5,807 5,872 － － 5,807 5,872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 － － (15) (36) (15) (36)

遞延稅項資產／（負債） 9,126 9,281 (2,964) (3,121) 6,162 6,160

暫時性差異的變動如下：

2008年 2008年

1月1日 在損益表 在權益 6月30日

餘額 確認 確認 餘額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流動

準備及主要為應收款

呆壞賬的耗蝕虧損 559 141 － 700

非流動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03) (68) － (1,071)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768 (27) － 741

土地使用權 5,872 (65) － 5,807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 (36) － 21 (15)

遞延稅項資產淨額 6,160 (19) 21 6,162

（附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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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1. 經營收入
經營收入是指提供固定電信服務而取得的收入。本集團的經營收入主要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8年 200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一次性初裝費收入 (i) 1,028 1,666

一次性裝機費收入 (ii) 1,291 1,415

月租費 (iii) 10,965 13,326

本地通話費 (iv) 19,040 21,614

國內長途 (iv) 11,331 12,440

國際及港澳台長途 (iv) 1,352 1,553

互聯網 (v) 19,509 14,907

基礎數據 (vi) 1,636 1,567

網間結算 (vii) 6,531 6,894

網元出租 (viii) 3,389 2,804

電話增值服務 (ix) 6,104 5,564

互聯網增值服務 (x) 1,108 830

綜合信息應用服務 (xi) 4,775 2,713

其他 (xii) 2,375 2,464

90,434 89,757

在以前年度的財務報表，電話增值服務、互聯網增值服務及綜合信息應用服務收入並未在財務報表附註中

單獨披露，而是合計在增值及綜合信息應用服務收入。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在財務報表附註中把電話增值服務收入、互聯網增值服務收入及綜合信

息應用服務收入單獨披露。有關比較數字已因應上述變更而重新編製。

附註：

(i) 指一次性收取的固定電信服務的初裝費攤銷額。

(ii) 指一次性收取的固定電信服務的裝機費攤銷額。

(iii) 指每月向使用本集團電話服務的用戶收取的費用。

(iv) 指向用戶提供電話服務收取的通話費。

(v) 指向用戶提供互聯網連接服務的收入。

(vi) 指向用戶提供基礎數據傳輸服務的收入。

(vii) 指向國內及國外電信運營商收取的連接本集團固定通信網絡以傳送話音的網間互聯結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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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11. 經營收入（續）

(viii) 主要指向租用本集團固定電信網絡的其他電信運營商和商業用戶收取的租賃費收入。

(ix) 主要指向用戶提供包括來電顯示、短訊及電話鈴聲等電話增值服務而取得的收入。

(x) 主要指向用戶提供包括互聯網數據中心、虛擬組網方案等互聯網增值服務而取得的收入。

(xi) 主要指向用戶提供包括話音熱線服務、網絡電視、視象監控服務、系統集成及咨詢服務等綜合信息應用服務而取得的收
入。

(xii) 其他經營收入主要包括銷售、租賃、維修及維護客戶終端設備和為客戶建造電信網絡及基礎設施而取得的收入。

12. 人工成本
人工成本歸屬於如下功能：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8年 200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9,125 8,800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4,732 4,867

13,857 13,667

13. 其他經營費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其他經營費用主要包括網間互聯結算支出人民幣32.09億元（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31.3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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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4. 財務成本淨額
財務成本淨額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8年 200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發生的利息支出 2,716 2,629

減：資本化的利息支出* (204) (241)

淨利息支出 2,512 2,388

利息收入 (217) (212)

匯兌虧損 54 2

匯兌收益 (60) (165)

2,289 2,013

*在建工程利息資本化率 2.4% - 5.7% 2.0% - 5.9%

15. 所得稅
合併損益表中的所得稅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8年 200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計提的中國所得稅準備 3,779 4,846

計提的其他稅務管轄區所得稅準備 18 8

遞延稅項 19 44

3,816 4,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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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15. 所得稅（續）
預計稅務與實際稅務支出的調節如下 :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8年 200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稅前利潤 16,493 18,681

按法定稅率25%（二零零七年：33%）

計算的預計所得稅支出 (i) 4,123 6,165

中國境內附屬公司及分公司收益的稅率差別 (i) (311) (899)

其他附屬公司收益的稅率差別 (ii) (9) (8)

不可抵扣的支出 (iii) 538 654

非應課稅收入 (iv) (519) (930)

稅率變更的影響 － 76

國產設備採購稅務優惠 (6) (160)

所得稅 3,816 4,898

附註：

(i) 除部份附屬公司是按15%或18%優惠稅率計算所得稅外，本公司及其於中國境內的附屬公司根據中國有關所得稅法律和法規
按應課稅所得的25%法定稅率計提中國所得稅準備。

(ii) 本公司於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及其他國家的附屬公司以其各自稅務管轄區的應課稅所得以16.5%或35%的稅率計提所得稅準
備。

(iii) 不可抵扣的支出主要是超出法定可抵稅限額的人工成本及其他支出。

(iv) 非應課稅收入主要是不需要交納所得稅的初裝費。

16. 股息
根據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期末股

息為每股人民幣0.075747元（相當於港幣0.085元），合計人民幣61.25億元已獲宣派，其中人民幣56.99億元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派發。

根據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期末

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083302元（相當於港幣0.085元），合計人民幣67.41億元已獲宣派並分別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十五日派發人民幣62.73億元及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派發人民幣4.68億元。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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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7. 每股基本淨利潤
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每股基本淨利潤分別是按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人

民幣126.34億元及人民幣137.56億元除以發行股數80,932,368,321股計算。

攤薄之每股淨利潤並未列示，因於列示的各期間內並沒有具攤薄潛能之普通股。

18.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列示如下：

2008年 200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已授權及已訂約

－物業 528 730

－電信網絡廠房及設備 3,180 2,945

3,708 3,675

已授權但未訂約

－物業 744 1,005

－電信網絡廠房及設備 6,264 3,449

7,008 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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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19. 關聯方交易
倘若一家公司有能力直接或間接控制，或共同控制另一家公司，或對另一家公司的財務和經營決策行使重

大影響力，這些公司便屬於關聯方。同受一方控制的公司也視為關聯方。

(a) 與中國電信集團的交易

本集團為中國電信（一家由中國政府擁有的公司）的成員公司，與中國電信的其他成員公司有重大的

交易和業務關係。由於這種關係，這些交易的條款有可能跟與無關聯的企業進行的交易條款有所不

同。

在日常業務中與中國電信集團進行的主要交易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8年 200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電信設備及物資採購 (i) 53 53

工程施工、設計和資訊技術服務 (ii) 3,409 3,406

提供後勤服務 (iii) 1,049 1,025

提供末梢服務 (iv) 1,897 1,629

提供綜合服務 (v) 442 412

經營租賃費用 (vi) 192 193

集中服務費用 (vii) 168 169

網間互聯結算收入 (viii) 34 14

網間互聯結算支出 (viii) 329 181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及貸款的利息支出 (ix) 1,612 1,164

附註：

(i) 指就中國電信集團提供採購服務而已付及應付的佣金。

(ii) 指中國電信集團提供的網絡工程施工、設計和資訊技術服務。

(iii) 指已付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就提供文化、教育、衛生和其他社區服務的費用。

(iv) 指已付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就提供輔助性服務如修理及維護電信設備以及某些客戶服務的費用。

(v) 指已付及應付那些不在其他關聯方交易合約範圍內的中國電信集團就提供電信設備採購、網絡設計、軟體升級、
系統集成和製造電話卡等服務的費用。

(vi) 指已付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的業務場所及省際傳輸光纖租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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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9. 關聯方交易（續）
(a) 與中國電信集團的交易（續）

(vii) 指中國電信收取的關於共用集團服務和國際電信設備相關的費用淨額。

(viii) 指應收及應付中國電信的國內長途電話的網間互聯結算收入及支出。

(ix) 指就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項及從中國電信集團取得的貸款所支付及應付的利息（附註8）。

分別包含在下列賬項餘額內的應收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項列示如下 :

2008年 200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應收賬款 291 248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492 435

應收中國電信集團款項總額 783 683

應付賬款 5,458 5,514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343 947

由於第四次收購應付中國電信的款項 5,557 －

短期貸款 37,356 38,441

長期貸款及應付款 30,150 30,150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項總額 79,864 75,052

應收／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項，除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及應付款外，均無附帶利息及抵押，並且是

按照與第三方交易條款相約的合同條款償還。應付中國電信集團的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及應付款的

條款列載於附註8。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為應收中國電信集團款項計提

重大呆壞賬耗蝕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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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19. 關聯方交易（續）
(b) 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

主要管理人員指那些有權力及責任直接或間接地計劃、指導及控制本集團的活動的人士，包括本集

團的董事及監事。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匯總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8年 200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4,272 3,948

離職後福利 317 301

4,589 4,249

上述酬金已在人工成本中反映。

(c) 離職後福利計劃的供款

按照中國法規，本集團為員工參與了各省、市政府組織安排的各種定額供款退休計劃。本集團按員

工薪金、獎金及某些津貼的18%至20%不等的比率，向離職後福利計劃供款。參加計劃的員工有權

獲得相等於按其退休時薪金的固定比率計算的退休金。除上述供款外，本集團對於與這些計劃相關

的退休金福利再無其他重大付款責任。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供款為人民幣12.51億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12.19億元）。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付定額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為人民幣6.22億元（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61億元）。

(d) 與其他由國家控制的中國企業的交易

本集團是一家由國家控制的公用事業企業，並於現時為國家控制企業所主導的經濟體系下運作。「國

家控制企業」是指國家透過政府部門、機關、附屬公司和其他機構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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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9. 關聯方交易（續）
(d) 與其他由國家控制的中國企業的交易（續）

除了與母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發生交易外，本集團與其他國家控制企業的交易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項

目：

－銷售和採購商品、物業和其他資產

－提供及接受服務

－資產租賃

－存款及借貸

－使用公用事業

上述交易在本集團的日常業務中進行，其條款與非國家控制企業的交易條款相似。本集團的電信服

務及產品價格是根據政府制定的資費標準（如適用）或透過商業協商釐定的。本集團還為物資及服務

採購制定了採購政策及審批程序。這些政策及審批程序並不因交易方是否為國家控制企業而有所影

響。

本公司董事在考慮關聯方關係對交易的潛在影響、公司的定價策略、採購政策、審批程序以及用作

了解關聯方交易對財務報表潛在影響的所需資料後，認為下列關聯方交易需要披露交易金額詳情：

(i) 與其他由國家控制的中國電信運營商的交易

本集團的固定電信網絡與其他由國家控制的電信運營商互聯互通。本集團亦會於日常業務中

出租固定電信網絡予這些運營商。網間互聯結算與網元出租資費均受信息產業部規管。本集

團與其他由國家控制的中國電信運營商的網間互聯結算及網元出租的交易金額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8年 200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網間互聯結算收入 5,815 6,176

網間互聯結算支出 2,146 1,985

網元出租收入 402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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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19. 關聯方交易（續）
(d) 與其他由國家控制的中國企業的交易（續）

(i) 與其他由國家控制的中國電信運營商的交易（續）

分別包含在下列賬項餘額內的應收 /應付其他由國家控制的中國電信運營商款項列示如下：

2008年 200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應收賬款 1,674 1,378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248 261

應收其他由國家控制的

中國電信運營商款項總額 1,922 1,639

應付賬款 166 135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207 219

應付其他由國家控制的

中國電信運營商款項總額 373 354

應收／應付其他由國家控制的中國電信運營商款項均無附帶利息及抵押，並且是按照一般商

業條款償還的。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為應收其他由國家控制

的中國電信運營商款項計提呆壞賬耗蝕虧損。

(ii) 與由國家控制的銀行的交易

在日常業務中，本集團把其現金存放於數家由國家控制的銀行，本集團亦從這些銀行取得短

期及長期貸款。存款和貸款的利率均受到中國人民銀行監管。本集團從這些由國家控制的銀

行取得的存款利息收入及支付的貸款利息支出列示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8年 2007年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利息收入 215 185

利息支出 1,104 1,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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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9. 關聯方交易（續）
(d) 與其他由國家控制的中國企業的交易（續）

(ii) 與由國家控制的銀行的交易（續）

存放於國家控制的銀行的存款及從國家控制的銀行取得的貸款總結如下：

2008年 200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銀行存款 20,350 16,893

三個月以內到期的定期存款 8,577 4,425

三個月以上到期的定期存款 203 172

存放於國家控制的銀行的存款總額 29,130 21,490

短期貸款 16,996 29,326

長期貸款 5,378 7,803

從國家控制的銀行取得的貸款總額 22,374 37,129

從國家控制的銀行取得的借款利率及還貸條款的詳情列載於附註8。

本公司董事認為上述資料已對關聯方交易提供適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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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20. 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本公司與中國聯通有限公司及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統稱「中國聯通」）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訂

立了收購協議。根據收購協議，本公司擬向中國聯通收購其CDMA移動通信業務及相關資產及負債，收購

對價為人民幣438億元。預計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底基本完成本次收購。

與收購中國聯通的CDMA業務相關並須得到獨立股東的批准，本公司將與中國電信訂立租賃協議（以下簡稱

「CDMA網絡租賃」）。根據CDMA網絡租賃，中國電信同意將CDMA網絡容量（「CDMA網絡」）租予本公司用

作運營CDMA移動通信業務。CDMA網絡租賃預計初始期間為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本公司與中國電信同

意的其他日期）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CDMA網絡租賃費預計為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本公司與

中國電信同意的其他日期）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各年的CDMA業務收入（本公司的財務報表列示的CDMA收入總額扣除由CDMA業務產生的一次性不可退還

收入和商品銷售收入）的28%。租賃初始期滿後，本公司可以選擇按相同條款重續，但租賃期限、租賃費及

最低租賃年費則由本公司與中國電信另行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