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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一貫高度重視公司管治，2005年，我們按照有關監管要求，遵循公司管治國際最佳實踐模式，

繼續推動本公司企業管治制度的建設和健全，使本公司運作更為規範，管理更為有效，經營更為理

性，最大程度地維護股東的整體利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的章程已於二零零五年三月

修訂，以滿足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要求；本公司董事長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由同一人擔任。除

上述以外，本公司在2005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列的守則

條文。

一、企業管治概況

企業管治概述

作為在中國內地註冊成立的公司，本公司以中國內地新修訂的《公司法》以及其他相關法律法

規作為本公司企業管治的基本指引；作為在香港和美國兩地上市的公司，我們極其重視遵循上

市地的相關監管要求，目前的公司章程充分考慮了《上市規則》以及美國相關上市公司監管要

求的協調和融合，並作為指引本公司完善企業管治的基本制度。本公司進一步按照美國《索克

斯法案》、美國證管會以及紐約證券交易所相關監管要求定期發佈有關內部控制的責任聲明，

確認本公司遵循了有關財務報告、信息披露、公司內部控制等監管規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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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本公司企業管治方面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得到了權威機構的認可。在國際著名財經

雜誌《Euromoney》2005年度亞洲最佳管理公司評選的得獎名單中，本公司獲得「中國最佳管

理電信公司」獎項；在國際著名財經雜誌《機構投資者》2005年度亞洲投資者關係獲獎名單中，

本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王曉初先生獲選為2005年度「中國區最佳CEO」。

企業管治整體架構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內部整體架構採取雙層結構制：股東會下設董事會和監事會，董事會下設若

干委員會。董事會根據公司章程授權負責企業重大經營決策，並監督高級管理人員的日常經營

管理；監事會主要負責監督董事會以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職務行為，兩者各自獨立地向股東會

負責。

中國電信獲選2005年度「中國最佳管理電信公司」

董事長王曉初獲選為2005年「中國區最佳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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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管治架構運作情況

股東大會

2005年，本公司共召開三次股東大會，其中包括2004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和兩次特別股東大會。

2005年5月25日召開的2004年

度股東週年大會主要審議並批

准了本公司截至2004年12月31

日止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董事

會報告、監事會報告、國際核數

師報告、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及宣

派末期股息，並續聘畢馬威會計

師事務所及畢馬威華振會計師

事務所分別作為截至2005年12

月31日止年度國際及國內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確定核數師之酬金，股東年會還批准了《中國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議事規則》。

2005年9月9日召開的特別股東大會選舉產生了本公司新一屆的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並相應

修改了公司章程。

2005年10月18日召開的特別股東大會批准本公司可在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本公

司股東週年大會召開日前，以一批或分批形式發行短期融資券，待償還餘額最多為人民幣

300億元。

股東大會上就每項獨立的事項分別提出獨立的股東議案；而有關投票程序以及股東要求以投

票方式表決的權利的詳情按照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地上市規則的規定載於股東通函內，股東通

函中也會詳細列明有關議案的內容；表決結果刊登在報刊以及香港聯交所網站。

股東週年大會在2005年5月25日於香港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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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本公司嚴格按照香港聯交所《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來認真規範董事會及其下屬各專業委員會

的工作流程，從機構、制度和人員上保證董事會會議流程的規範性。董事會負責監督每個財政

期間的財務報表編製，使該份財務報表能真實與公允地反映本公司在該段期間的財務狀況、業

績及現金流表現。編製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的財務報表時，董事會選擇應用適當的會計政

策；作出審慎、公平和合理的判斷及估計，以及按持續營運的基準編製財務報表。-國際核數師

的申報責任聲明載於第73頁的國際核數師報告書內。

經向各位董事確認，本公司全體董事嚴格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標準守則》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要求。

2005年9月9日，本公司董事會進行了換屆選舉，產生了第二屆公司董事會，由15名董事組成，

其中包括9位執行董事、1位非執行董事、5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任期均為三年。按照《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建議最佳常規，本屆董事會較之上屆董事會增選了2位獨立非執行董事，使得目前

獨立非執行董事人數佔到董事會人數的三分之一，進一步增強了董事會的獨立性，確保董事會

能夠有效作出獨立判斷。本公司已收到各位獨立董事向公司提交的就其獨立性而作出的年度

確認函並認同他們的獨立性。

同時，本屆董事會還產生了新一屆審核委員會與薪酬委員會成員，並新設提名委員會，以協助

董事會制定正式、審慎且具透明度的董事委任程序以及董事繼任計劃等事宜。本次增選後擔任

審核委員會主席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謝孝衍先生是一位國際知名財務專家，具備豐富的會計和

財務管理專長。

2005年度，董事會在本公司運營、預算、決策、監督、內控以及企業管治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

要的作用。2005年本公司共召開董事會（含下屬委員會）會議10次，所有董事均保持了100%

的會議出席率。在上述會議上，董事會對2005年度財務決算報告、資產評價報告、發行短期融

資券、2006年財務預算目標方案、關聯交易續展議案、董事薪酬實施方案、公司內控體系建設

及評估安排的匯報等事項均進行了審訂；董事會還審議通過了《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員工

職業操守守則》以及《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規定（試行）》等有關企業管治的一

系列基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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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董事會會議個別董事出席率（含書面委託出席）：

董事人數：15名

第一屆董事會 第二屆董事會

執行董事 會議次數 出席率 會議次數 出席率

王曉初（董事長） 3/3 100% 2/2 100%

冷榮泉 3/3 100% 2/2 100%

吳安迪 3/3 100% 2/2 100%

張繼平 3/3 100% 2/2 100%

黃文林 3/3 100% 2/2 100%

李 平 3/3 100% 2/2 100%

韋樂平 3/3 100% 2/2 100%

楊 杰 3/3 100% 2/2 100%

孫康敏 3/3 100% 2/2 100%

程錫元（第一屆） 3/3 100% 不適用 不適用

馮雄（第一屆） 3/3 100% 不適用 不適用

第一屆董事會 第二屆董事會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會議次數 出席率 會議次數 出席率

張佑才 3/3 100% 2/2 100%

羅康瑞 3/3 100% 2/2 100%

石萬鵬 3/3 100% 2/2 100%

徐二明（第二屆） 不適用 不適用 2/2 100%

謝孝衍（第二屆） 不適用 不適用 2/2 100%

第一屆董事會 第二屆董事會

非執行董事 會議次數 出席率 會議次數 出席率

李進明 3/3 100% 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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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不斷致力於拓展獨立董事的溝通渠道。本公司內審部門直接向審核委員會匯報其

關注事宜並接受其監督，同時審核委員會與外部核數師之間有暢通的溝通渠道，充分發揮了獨

立董事在本公司運營、財務管理和企業管治等方面的豐富經驗與才幹。

本公司一貫重視對董事的持續性培訓，促進董事對監管規則的瞭解。2005年，本公司組織了一

系列有關中國內地新《公司法》、香港《上市規則》及美國《索克斯法案》等有關證券監管規則

的更新的董事培訓。

董事會下屬委員會

▲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2002年設立了審核委員會，並設主席一名，於2005年換屆。目前按照《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建議最佳常規，新一屆審核委員會包括4名委員，較之上一屆審核委員會增

加一名成員，且均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任期三年。審核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並定期報

告工作，通常每年至少召開三次例會。

本公司董事會於2005年3月批准通過了審核委員會章程，清晰界定了審核委員會的地

位、任職資格、運作程序、職權義務、工作經費及薪酬等。

審核委員會主要職權包括監督本公司財務報告的真實完整性、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風險

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和完整性，以及內部審計部門的工作，並負責監督和審議外部獨立核

數師的資質、選聘、獨立性及服務等。審核委員會亦有權建立舉報制度以受理和處理關於

本公司會計事務、內部會計控制和審計事項的投訴或匿名舉報。

2005年審核委員會召開3次會議，主要審議了本公司經審計的2004年度財務報告、公司

2005年度中期財務報告、關聯交易續展及其他有關安排、聽取本公司內控體系建設及評

估安排情況、審議外部核數師關於本公司2005年度審核工作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內部

審計及內控評估工作匯報以及本公司風險管理情況匯報等，並針對本公司實際情況提出

了切實可行並具專業性的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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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審核委員會會議個別委員出席率（含書面委託出席）：

委員人數

第一屆 ：3名

第二屆 ：4名

委員會獨立非執行董事比例：100%

第一屆委員會 第二屆委員會

委員會成員 會議次數 出席率 會議次數 出席率

羅康瑞（第一屆） 2/2 100% 不適用 不適用

石萬鵬 2/2 100% 1/1 100%

張佑才 2/2 100% 1/1 100%

謝孝衍（第二屆） 不適用 不適用 1/1 100%

徐二明（第二屆） 不適用 不適用 1/1 100%

▲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2003年設立了全部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薪酬委員會，設主席一名。2005年

換屆，目前包括4名委員，較之上一屆薪酬委員會增加一名成員，按照《企業管治常規守

則》建議最佳常規，均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任期三年。薪酬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並定

期報告工作，通常在需要時召開會議。

本公司董事會於2005年3月批准通過了薪酬委員會章程，清晰界定了薪酬委員會的地

位、任職資格、運作程序、職權義務、工作經費及薪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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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權包括：監督本公司薪酬制度是否符合有關法律要求，向董事會提

交本公司薪酬制度評估報告，就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全體薪酬政策及架構等向

董事會提出建議等，其職權設置符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有關要求。

2005年，薪酬委員會召開了2次會議，主要審議通過了《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薪酬委員

會章程》、《第二屆董事會董事薪酬實施方案》等事項，並建議董事會通過有關方案。各位

薪酬委員會委員在審議涉及到本人的薪酬方案時，均聲明其個人利益，並相應放棄投票

權。

2005年薪酬委員會會議個別委員出席率（含書面委託出席）：

委員人數

第一屆：3名

第二屆：4名

委員會獨立非執行董事比例：100%

第一屆委員會 第二屆委員會

委員會成員 會議次數 出席率 會議次數 出席率

羅康瑞 1/1 100% 1/1 100%

石萬鵬 1/1 100% 1/1 100%

張佑才（第一屆） 1/1 100% 不適用 不適用

謝孝衍（第二屆） 不適用 不適用 1/1 100%

徐二明（第二屆） 不適用 不適用 1/1 100%

▲ 提名委員會

按照《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建議最佳常規，本公司於2005年9月設立了提名委員會，共計

4名成員（石萬鵬（委員會主席）、張佑才、徐二明、謝孝衍），設主席一名，全部由獨立非執

行董事組成，任期三年。提名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並定期報告工作，通常在需要時召開會

議。2005年內並未召開提名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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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於2005年9月批准通過了提名委員會章程，清晰界定了提名委員會的地

位、任職資格、運作程序、職權義務、工作經費及薪酬等。

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權包括：定期檢查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物色具備合適資格的

董事候選人士並就此向董事會提供意見；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就董事委任或

重新委任以及董事（尤其是主席及行政總裁）繼任計劃的有關事宜向董事會提出建議等。

監事會

本公司按照中國《公司法》的要求於2002年設立第一屆監事會，2005年9月經由股東大會選舉

產生了第二屆監事會。目前監事會由5名監事組成，其中包括外部獨立監事1名，職工代表監事

1名。監事會作為本公司常設的監督性機構，向全體股東負責並報告工作。監事會通常每年至

少召開兩次會議。

監事會主要職權在於依法對本公司財務以及董事會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職權履行情況進行監

督，防止其濫用職權。

為進一步規範本公司監事會的運作，於2005年5月召開的2004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了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議事規則》。

2005年監事會會議個別監事出席率

監事人數：5名

第一屆委員會 第二屆委員會

監事會會員 會議次數 出席率 會議次數 出席率

張秀琴（監事會主席） 2/2 100% 1/1 100%

王煥惠（職工代表監事，第一屆） 2/2 100% 不適用 不適用

朱立豪（獨立監事） 2/2 100% 1/1 100%

謝頌光（第一屆） 2/2 100% 不適用 不適用

李 井（第一屆） 2/2 100% 不適用 不適用

馬玉柱（職工代表監事，第二屆） 不適用 不適用 1/1 100%

李 健（第二屆） 不適用 不適用 1/1 100%

徐蔡燎（第二屆） 不適用 不適用 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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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核數師

本公司的國際及國內核數師為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及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為保持其獨

立性，該核數師為本公司提供的非審計服務均未違反美國《索克斯法案》要求，並經過審核委

員會預先批准。

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年度外部核數師為本公司提供的審計和非審計服務所得酬金分析如

下：

服務科目 費用

（人民幣百萬元）

審計服務 45.76

非審計服務（內控項目咨詢服務） 3.73

審核委員會審議通過本公司續聘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及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分別作為截

至2006年12月31日止年度國際及國內核數師的決議，此決議案已獲得董事會同意，並有待提

交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三、配套機制的建設及落實

強化董事會監督職能

本公司董事會以高度責任感領導及監控本公司，所有董事均明白須客觀行事，審慎決策，高效

運作，以符合本公司利益及股東整體利益。

為加強董事會於企業管治方面的領導及監控職能，本公司採取多種措施，強化董事會的監督職

能，並使之規範化、制度化和流程化。

▲ 明確董事會與管理層的分工

本公司董事長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由同一人擔任，董事會認為有關安排可提高企業決策

及執行效率，有效抓住商機，而且國際上不少領先企業也是執行類似安排，同時，本公司

於年內增加獨立非執行董事至5名，佔董事會成員三分之一，進一步加強董事會決策的

獨立性、客觀性和對本公司管理層實行全面和公正的監控，確保股東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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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明確界定了本公司董事會和管理層各自的職權範圍。重大的經營決策、財務

方案和政策、本公司基本管理制度的制定以及內部管理機構與分支機搆的設置等均由董

事會決定；管理層主持本公司的生產經營管理工作，組織實施董事會決議和本公司年度

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履行公司章程和董事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為保持本公司的高效運作和經營決策的靈活與迅捷，董事會必要時亦將其管理及行政管

理方面的權力轉授予管理層，並就授權行為提供清晰的指引，避免嚴重妨礙或削弱董事

會整體履行其職權的能力。

內部控制體系建設

為滿足美國、香港等公司上市地相關監管要求，加強本公司內部控制管理，防範企業經營風險，

本公司於2003年8月啟動了「與財務報告相關的內部控制體系」建設項目。兩年多以來，本公司

以美國證券機構相關監管要求和COSO內部控制框架為基礎，編製了《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與財務報告相關的內部控制手冊》及總部與各省子公司《實施細則》，經過一段時間試行後正

式實施，以保證財務報告的真實可靠，滿足本公司內部管理需要及資本市場要求。

2005年，本公司根據董事會授權加快了內控相關制度建設工作，制定並完善了一系列內控管

理制度，其中包括《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內控手冊（2005）及權限列表》、《中國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內部控制管理暫行辦法》和《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財務報告相關的內部控制評估

暫行辦法》等。

在控制環境層面，為加強公司治理、規範董事會運作、增加公司透明度，我們還制定了《中國電

信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規定（試行）》、《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管理辦法》、《中國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職業操守守則》以及《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員工職業操守

守則》。

此外，為滿足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察委員會第2號審計準則中對上市公司與財務報告相關的

信息系統內部控制的要求，本公司已於2005年底啟動了信息系統內控完善工作，在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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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上按照內部控制的要求對本公司信息系統進行統一規範，確保與財務報告相關的內控

制度體系更加完整。

本公司按照《上市規則》有關規定，於2005年2月聘請了具有豐富的上市公司審計、公司秘書及

高級財務管理經驗、並擁有國際會計師資格的專業人士翁順來先生擔任本公司助理財務總監

並兼任聯席公司秘書；作為本公司的合資格會計師，他還協助完善公司的財務匯報程序和內部

控制制度。

本公司嚴格按照美國《索克斯法案》和相關監管要求建立和完善內部的申告機制，於本公司網

站公佈了申告受理機構的通信地址、申告電話等信息，鼓勵就本公司員工特別是董事及高級管

理人員的違規情況予以匿名舉報。

2005年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進一步實現了規範化和科學化，本公司董事會和管理層對於內控

制度建設給予了高度關注，本公司內控體系建設成果得到了董事會的認可，為2006年本公司

內控體系進一步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本公司在企業管治方面與在紐約股票交易所上市的美國公司所應遵循的企業管治規則之間的

重大差異

本公司在中國成立，並在香港聯合交易所（「香港聯交所」）以及紐約股票交易所（「紐交所」）

上市。本公司作為非美國發行人，不需要遵守紐交所《上市公司守則》303A企業管治規則的全

部規定，但是應當披露本公司的企業管治與在紐交所上市的美國公司所遵循的紐交所的上市

規則之間的重大差異。

根據目前適用的中國和香港的法律法規，本公司的董事會無需主要由獨立董事構成。作為在香

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我們需要遵守《上市規則》的規定。該規定要求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

司董事會應當至少有三名獨立董事。本公司的董事會目前由十五名董事構成，其中有五名獨立

董事。該等獨立董事同時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和紐交所《上市公司守則》

303A.02關於「獨立性」的規定。

根據目前適用的中國或者香港法律法規，本公司無需制訂公司治理守則，因此本公司未制訂單

獨的公司治理守則。但是本公司遵守香港聯交所制訂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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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制度

為進一步改善內控環境，規避企業風險，根據COSO框架及香港聯交所關於企業內控及風險管

理的有關要求，本公司於近期開展了全面風險管理的專項研究工作，開始在內部引入全面風險

管理理念，逐步完善企業風險管理體系。

根據國家《中央企業全面風險管理指引》框架、上市地監管法規和公司內部控制要求，結合實

際情況，本公司將進一步加強企業風險管理制度建設，規範和完善全面風險管理機制。

本公司已經具備了良好的內部控制基礎，但本公司仍將不斷完善、提升全面風險管理體系，逐

步將風險管理工作貫徹到流程和日常活動中，將提升風險管理工作作為一項持續性工作。

信息披露機制

本公司董事會於2005年3月批准通過《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規定（試行）》，與

本公司已有的《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內部責任聲明制度（暫行）》以及其他有關制

度共同構成信息披露管理體系。

本公司十分注重信息的高透明度，董事會堅持積極與投資者持續保持溝通，尤其是借股東年會

以及其他特別股東大會與股東溝通並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為便利並鼓勵股東尤其是公眾股東

積極參與股東大會會議，同時促進本公司董事會與股東之間的直接溝通和交流。自2004年度

2005年度全年業績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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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開始，股東年會安排在香港召開，改變以往股東年會在北京召開的慣例。本公司

2005年開始按季度披露業務數據和收入數據，2006年開始按月度披露用戶數。同時本公司還

通過發佈年報、中報以及其他信息披露方式建立並維持與股東之間暢通的交流渠道，並致力於

不斷改善本公司與股東的溝通渠道和方式，提高本公司信息透明度。此外，本公司通過投資分

析員會議、反向路演、新聞發佈會和投資者電話會議等各種形式，為投資者及媒體提供重要資

訊，回應投資者近期最關心的若干重要問題，促進其對本公司業務及中國電信行業整體發展的

瞭解。本公司在北京和香港分別設有投資者服務機構，專門負責股東及投資者關係和信息披露

工作，以此保持與股東、投資者及媒體的日常溝通渠道。

總體薪酬安排及長期激勵機制

本公司參考市場薪酬水平，薪酬制度逐步與市場接軌；強化業績管理，合理確定薪酬水平，進一

步強化激勵與約束機制。

執行董事的薪酬方案兼顧短期激勵和長期激勵，既考慮到企業規模、社會薪酬水平等基本因素

的影響，又充分體現了以績效為導向、獎優罰劣的原則；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執行董事

的長期發展意識，可以避免企業經營者的短期行為。

獨立董事的薪酬參考國內和國際同類可比公司獨立董事的薪酬支付標準，並根據市場薪酬變

化情況酌情調整。

為更好地激勵員工為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本公司股東大會於2002年9月通過高級管理人員

股票增值權計劃，將高級管理人員之財務利益與本集團未來業績及H股之表現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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