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沒有距離
    家就在身邊

家 庭 客 戶

2007年寬帶用戶淨

增733 萬戶，達到

3,565萬戶

733 萬戶



轉 型 提 升 價 值



轉 型 提 升 價 值 令 客 戶 享 受 更 豐 富 、 更 方 便 、 更 快 樂 的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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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概覽
下表為本公司2005年、2006年和2007年主要業務指標發展情況：

本地電話用戶數 百萬戶 210.09 223.04 220.33 -1.2%

本地語音通話總次數 百萬次 449,404 422,562 406,268 -3.9%

國內長途總分鐘數 百萬分鐘 93,817 95,567 98,251 2.8%

國際及港澳台長途總分鐘數 百萬分鐘 1,711 1,601 1,588 -0.8%

寬帶用戶數 百萬戶 21.02 28.32 35.65 25.9%

本地他網來話量 百萬分鐘 102,670 124,452 135,447 8.8%

來電顯示用戶數 百萬戶 131.46 145.73 146.74 0.7%

短信條數 百萬條 17,254 23,277 23,346 0.3%

彩鈴用戶數 百萬戶 18.16 36.68 63.19 72.2%

2007年

較2006年

的變化率

單位 2006 200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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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34

120,911

64,050

111,312

170,645

2006 2007

語音收入

非語音收入

經營收入

人民幣百萬元

175,362

2007年，本公司持續實施業務轉型戰略，積

極創新發展模式，大力推進客戶品牌經營，

逐步實現從經營語音業務為主向經營綜合信

息應用服務為主的轉變，業務轉型成果進一

步顯現。

2007年，本公司全年實現業務收入人民幣

1,786.56億元；較2006年增長1.7%；扣除初

裝費後，全年業務收入人民幣1,753.62億

元，年增長率2.8%。互聯網接入、增值及綜

合信息應用服務成為經營收入增長的主要來

源，同比增長分別達到32.1%和35.4%。互聯

網接入、增值及綜合信息應用服務收入的提

高使公司的收入結構更加優化，也提高了公

司應對風險的能力。

語音類業務
2007年，由於國內移動電話資費的下調，語

音通信移動化的趨勢明顯，公司固定電話用

戶首次出現負增長。2007年固定電話用戶淨

減少271萬戶，總量為22,033萬戶；無線市話

用戶5,804萬戶，用戶減少468萬戶。隨著固

網語音業務的用戶流失及持續的低值化，導

致語音業務收入不斷下滑。2007年語音業務

收入 1為人民幣1,113.12億元，較2006年同期

下降7.9%，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63.5%，較

2006年下降了7.4個百分點。

固定電話用戶數

62.7

15.5

58.0

223.0 220.3

2006.12.31 2007.12.31

22.5

122.3

15.7

24.8

121.8

政企用戶

無線市話

住宅用戶

公用電話

無線市話

公用電話

個人用戶

百萬

+2
8.

8%

-7.9%

+2.8%

1 語音業務收入包括裝機費、月租費、國內長途通話費、國際及港澳台通話費、網間結算收入以及一次性裝機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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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本公司語音業務各項收入均呈下滑

趨勢。本地業務收入為704.24億元，下降

9.8%；國內長途通話費收入為人民幣241.27

億元，下降5.4%；國際及港澳臺通話費為人

民幣28.82億元，下降10.6%；特別受移動運

營商單向收費和大網吸納話務的影響，網間

結算收入首次出現負增長，網間結算收入為

人民幣138.79億元，下降1.5%。

2007年，為減緩語音業務收入流失速度，本

公司採取多種措施，面向政企、家庭和農村

三大客戶市場，統一推出了針對性的捆綁銷

售策略。對政企客戶，以語音、寬帶、增值

及綜合信息應用服務業務捆綁銷售為主；對

家庭客戶，以語音和寬帶業務捆綁銷售為

主；對農村客戶，以語音和增值業務捆綁銷

售為主。同時，在競爭激烈的長途業務市場

避免了簡單降價，強調與本地業務和寬帶業

務捆綁銷售，填充價值，提高吸引力，增強

客戶在網粘性。

11.2%

4.3%
經營收入增長率

(+2.8%)

政企用戶 住宅用戶 個人用戶

-13.9%

33.8% 48.0% 18.2%收入佔比

2007年分類客戶收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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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音類業務
2007年，本公司充分利用業務轉型的先發優

勢，以轉型業務的拓展保護傳統業務存量，

同時以傳統業務的鞏固帶動轉型業務的規模

發展。特別是針對不同客戶的需求，做好針

對性產品組合，並提高客戶的知曉率。2007

年公司非語音業務收入 2達到人民幣640.50億

元，非語音業務收入佔經營收入比重為

36.5%，較2006年提高7.4個百分點。

堅持規模和效益並重，產品、應用和服務差

異化發展的寬帶業務經營策略，2007年互聯

網接入業務收入為人民幣313.40億元，年增

長率32.1%，佔經營收入比重為17.9%，較

2006年提高4.0個百分點。2007年，公司堅持

寬帶用戶規模化發展策略，寬帶用戶淨增

733萬戶，達到3,565萬戶。同時，以寬帶用

戶規模帶動增值業務發展，包括互聯星空和

IDC的互聯網增值業務發展迅猛，收入同比增

長56.0%；以互聯網增值業務提高寬帶業務

吸引力，保持寬帶用戶ARPU穩定，2007年寬

帶用戶ARPU穩中有升，每戶每月80元。為保

持在寬帶業務的優勢，公司還將繼續創新寬

帶發展模式，目前已開始著力打造寬帶帳號

經營和統一客戶終端兩大能力。

2 非語音業務收入包括互聯網接入業務收入、增值及綜合信息應用服務收入、基礎數據業務收入，網元出租業務收入及
其他收入。

人民幣百萬元

非語音業務收入佔經營收入比重

非語音業務收入

36.5%

2006 2007

49,734

64,050

29.1%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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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及綜合信息應用服務業務持續快速發

展，成為穩定固定電話通話量和收入增長的

重要驅動力。2007年，公司重點拓展政企、

家庭和農村三大客戶市場，採用客戶體驗、

短信推送和語音外呼、捆綁銷售、合作推廣

等多種營銷方式，規模發展增值業務。增值

及綜合信息應用服務業務收入為人民幣

192.31億元，年增長率35.4%，佔經營收入

比重為11.0%，較2006年同期提高了2.6個百

分點。

79.1%，滲透率達到28.7%。同時公司不斷豐

富和拓展固網增值業務種類，2007年電話收

音機業務取得突破性發展，固網支付業務也

穩步推進。

繼續大力發展號碼百事通、 IT服務及應用業

務、企業信息化應用、視訊應用等綜合信息

應用服務業務。2007年號碼百事通業務收入

同比增長155.5%，公司在全國範圍內整體包

裝推廣號碼百事通商旅服務，推出訂票、訂

房等系列化服務，將其與通信助理打造為號

碼百事通兩大優勢產品。 IT服務及應用、企

業信息化應用收入增長迅猛，同比增長分別

為108.1%和90.1%。公司堅持廣泛合作，探

索 IT服務及應用、企業信息化應用業務發展

模式，整合資源，建立專業化團隊，統籌策

劃並推廣核心產品。此外公司還注重視訊應

用業務的發展，安全監控業務發展快速，

IPTV商用試驗也進展順利。

號碼百事通 － 信息搜尋器及訂購服務

2007年，本公司固網增值業務的滲透率不斷

提升。來電顯示業務收入增長率為8.3%，滲

透率達到66.6%；彩鈴業務收入增長率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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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本公司資源出租業務保持穩定增

長。資源出租業務收入為人民幣83.34億元，

年增長率9.3%。其中，基礎數據業務收入為

人民幣30.13億元，網元出租業務收入為人民

幣53.21億元。

客戶服務與渠道建設
2007年，本公司根據業務重心的轉移，不斷

調整營銷渠道，將核心渠道覆蓋重點客戶群

和產品，大力發展電子渠道，降低成本，提

高效率。服務政企客戶，按照客戶行業和消

費特徵，圍繞重點產品分配資源能力，以直

銷渠道客戶經理為主，輔以營業廳等實體渠

道和10000號等電子渠道；同時通過多種合

作的方式加強對中小企業客戶和集中聚類客

戶的覆蓋。服務家庭客戶，以實體渠道和電

子渠道為主。強化實體渠道面向大眾的基礎

服務及對品牌客戶的差異化服務，一、二級

營業廳均設立品牌客戶專區，部分營業廳開

通了一單清和免填單服務。網上客戶服務和

10000號等電子渠道均能夠受理品牌客戶業

務，2007年10000號開通e8和e6受理能力

後，其受理量佔總受理用戶的26.7%，極大

地提高了渠道效率，多樣化的受理渠道不斷

提升客戶滿意度，客戶服務滿意度保持行業

領先。

商務領航－為政企客戶提供 ICT服務

品牌經營
2007年，本公司全面實施客戶品牌統領業務

轉型的經營策略，通過深度傳播，提升了商

務領航和我的e家品牌內涵的認知度，樹立了

在企業和家庭客戶市場的良好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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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務領航統領政企客戶營銷，推出了商務

領航通信版、信息版和行業版三版產品，

2007年政企客戶收入同比增長11.2%。公司

以超級無繩、企業總機、企業彩鈴等為標簽

產品推出通信版系列，及以無線貓和路由器

為定制終端，以企業郵箱、網絡硬盤等業務

為填充，推出信息版系列，商務領航共發展

客戶188萬。以電子政務、酒店完美聯盟、信

息校園、信息商廈、會展應用、全球眼、電

子報稅等行業應用拓展為目的，組織實施了

「百千萬工程」。其中酒店完美聯盟客戶數量

為5,843戶，全球眼監控點數量達到8.4萬

個。

以我的e家為統領，積極發展中高端家庭客

戶。2007年針對家庭客戶，本公司成功組織

了e家品牌上市推廣活動，優化了e8和e6系列

組合產品，通過集中品牌宣傳、優化定制終

端等全國統一的營銷措施，促進了e家客戶的

彩鈴－固網增值服務

規模發展。2007年我的e家客戶數達到1,054

萬戶，其中e8客戶高達76%，e家定制終端在

e8客戶中得到廣泛使用，e8寬帶用戶在住宅

寬帶用戶的滲透率達到了28%。我的e家成功

穩固了家庭客戶市場，家庭客戶收入穩定增

長，同比增長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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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信息化策略拓展農村市場，以鞏固農村

客戶基礎，推出了統一的農村綜合信息業務

品牌—「信息田園」，提供語音、寬帶、遠程

教育等業務，並大力發展鄉親網。2007年，

電話用戶增量基本來自農村市場，約三分之

一的寬帶用戶增量來自農村市場。

網絡與支撐系統的建設
調整投資重點和結構，有效控制投資總量。

2007年本公司資本性支出為人民幣455.58億

元，較上年下降了7.2%；資本性支出佔收入

比為26.0%，較上年下降2.8個百分點。在投

資結構管控方面，繼續加大重點產品和轉型

業務的投資力度，2007年本公司對互聯網及

數據設備的投入同比增長37.4%。2007年本

公司對固定網交換設備的投入同比下降

31.9%；本地傳輸及接入的投入同比下降

22.2%；無線市話的投入同比下降63.4%；通

信基礎設施及其它投資同比下降24.8%。

我的 e家－家庭客戶綜合信息服務

農村市場依然有較為廣闊的通信信息服務需

求空間，是本公司主要的目標市場之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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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網絡優化與改造，大力支撐業務轉型。

2007年本公司大幅提升 IP骨幹網絡帶寬，完成

城域網優化改造及與CN2的對接，提升了 IP網

端到端的差異化業務支撐和網絡管理能力，保

證重點客戶服務質量。大力實施「光進銅

退」，推進接入網絡光纖化，有效提升用戶接

入帶寬。2007年底全網支持2M接入帶寬的比

例達到85%，支持8M接入帶寬的比例達到

65%，分別比上年提高了7個百分點和12個百

分點。2007年本公司加大無線寬帶（WLAN）熱

點覆蓋和漫遊試點，積極推進「我的e家」終端

定制，支撐「我的e家」品牌經營。提升了商務

領航業務平臺能力和差異化服務水平，支撐商

務領航品牌價值填充。推進「號百」統一搜索

引擎、統一數據模型、統一座席界面的建設，

支撐「號百」業務發展和全網的統一運營。

加大 IT系統升級優化，提高客戶服務水平。

2007年本公司進一步完善業務支撐系統

（BSS）功能，夯實客戶基礎管理。客戶關係管

理系統（CRM）全面上線，基本建成統一的客

戶數據庫和視圖，加快了「一單清」功能實現

進度，客戶關係管理能力進一步增強；建成

多業務融合計費系統，完成企業數據應用門

戶，為精確營銷提供了有力支撐。

2008年展望
2008年，本公司隨著戰略轉型不斷深化及未

來全業務經營的可能，將為公司發展帶來了

良好的發展前景。但隨著移動通信價格政策

的不斷變化，新興通信方式對傳統業務的快

速分流，公司發展也將面臨更加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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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本公司將積極實施聚焦客戶的信息

化創新戰略。突出聚焦客戶，把資源轉向核

心客戶群，按照客戶戰略分群配置資源，努

力挖掘、引導和滿足客戶的信息化需求。更

加注重品牌經營，加大品牌宣傳力度，快速

提升品牌形象，形成差異化競爭能力。我們

將繼續拓展信息服務領域，堅持以應用帶動

業務發展，著力開發、推廣信息化應用，更

加重視信息內容經營，積極向產業鏈上下游

延伸，促進綜合信息業務規模發展。加快技

術、產品與服務創新，大力發展 IT服務及應

用、號碼百事通、互聯網應用等業務，重視

戰略轉型和未來核心產品的研發和儲備，我

們將在更大的範圍更好地實現多種通信手段

和多產品的融合，提升我們為客戶提供綜合

信息服務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