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年年度業績公佈分析師簡佈會說辭 (剪輯版本) 

 

演講者: 王曉初先生 - 董事長兼首席執行官 

 

女士們，先生們，下午好。非常高興與大家見面並介紹公司 2010 年的業績情況。 

 

今天的介紹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我來介紹公司的總體業績，然後分別請尚冰先生和吳安迪

女士介紹公司的業務表現和財務表現。 

 

 

幻燈片 6 - 業績表現重點 

2010 年，公司的發展收穫了許多喜人的成果，全年業績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移動和寬帶等高成長性業務，呈現快速增長； 

2.融合經營成果顯著，盈利能力明顯提升； 

3.持續進行轉型和創新，聚集了強勁動力，發展勢頭良好。 

 

 

幻燈片 7 – 良好的經營業績 

2010 年，公司不含初裝費的經營收入完成 2,194 億元，同比增長 5.4%。EBITDA 為 885 億

元，同比增長 7.7%，EBITDA 率為 40.3%。 

 

淨利潤從 09 年的谷底穩步回升，全年實現 153 億元，同比增長 15%；自由現金流為 271 億

元，仍然保持強勁。 

用戶規模：到去年底，移動用戶達到 9,052 萬戶，較前一年增長 61.4％，其中 3G 用戶達到

1,229 萬戶，較前一年增長超過兩倍。寬帶用戶達到 6,348 萬戶，增長 18.7％ 。固定電話用

戶為 1.75 億戶。 

 

以上數據顯示出：10 年是進入全業務經營後，公司經營成績最突出的一年，也是實施戰略

轉型以來，成果最為顯著的一年。 

 

 

幻燈片 8 – 收入增長驅動因素 

2010 年，公司新增經營收入 111 億元。收入增長的主要驅動是移動業務的快速擴張。移動

業務淨增收入 183 億元，拉動收入增長 8.8 個百分點。以寬帶業務為主的固網數據業務，淨

增收入 87 億元，拉動增長 4.2 個百分點。 

 

移動和寬帶業務的規模化快速增長，釋放了小靈通風險，並抵補了傳統固網語音業務的下

滑，使公司的整體發展呈現出良好局面。 

 



 

幻燈片 9 - 持續戰略轉型，業務結構優化 

經過幾年的持續轉型和全業務經營的驅動，公司業務結構的優化在 2010 年取得實質性突

破，基本形成了全新的業務發展格局。整體表現為“三個上升，一個下降”。 

 

三個上升，是移動語音、移動數據和以寬帶為主的固網數據業務在迅速上升，佔總收入的比

重分別達到 13.2%、11.4%和 46.9%，分別提升 3.6、3.9 和 1.7 個百分點。增長型的朝陽業

務佔比達到 71.5%。 

 

一個下降，是固網語音業務的下降，但收入佔比已降至 28.5%；小靈通業務收入佔比僅為

2.1%。2011 年，隨著小靈通的逐步退出，固網經營風險還將明顯下降。 

 

業務結構的優化，是我們多年努力的成果，為公司的持續良好發展，打下了堅實的基礎。 

 

 

幻燈片 10 - 移動業務快速良性發展 

2010 年，我們抓住有利時機，快速拓展移動業務。全年移動用戶淨增 3,443 萬戶，總量達到

9,052 萬戶，市場份額達到 10.8%，較 08 年底提升 6.3 個百分點。其中，3G 用戶淨增 822

萬戶，總量達到 1,229 萬戶，佔移動用戶比重達到 13.6%；移動服務收入實現 477 億元，同

比增長 59.1%，ARPU 為 54.2 元。 

 

移動業務的快速發展，得益於我們的網絡優勢和“天翼”3G 品牌的領先地位。在經營上，重

點發展 3G 業務，聚焦行業應用和年輕人等市場，加大差異化產品的開發與推廣，激發數據

流量。在終端上，通過激活產業鏈，推出了多款明星 3G 智能手機。 

 

2011 年，我們將以更多的互聯網應用和行業應用，帶動用戶的規模增長。聚焦智能終端，

拓展社會渠道，確保移動業務良好的發展勢頭。 

 

幻燈片 11 - 加大光纖、寬帶戰略性投入 

鑒於我們移動網的擴容改造已基本完成，2011 年母公司在移動網絡建設上的投資下降到 230

億元。未來資本支出，將主要用於移動網絡的持續優化、室內覆蓋和 3G 擴容。 

 

2010 年公司資本支出實際完成 430 億元。2011 年資本支出預算為 500 億元。公司投資主要

用於“寬帶中國·光網城市”工程的推進。我們的目標是到 2013 年，實現城市地區全部可提供

20M 以上接入能力，為用戶提供高價值的差異化寬帶體驗，進一步鞏固有線寬帶業務的市

場主導地位。 

 

2011 年，公司寬帶發展將集中於兩個方面：一是在網絡能力上，城市地區 20M 帶寬的綫路

佔比將超過 70%。二是，寬帶用戶新增 1,200 萬戶左右。 

 

 

幻燈片 12 - 穩定的股息 

對於年度派息，公司始終基於兩方面考慮：一方面是公司長期發展的資金需要，另一方面是

回報股東的要求。 

 



 

董事會經研究認為：在 2012 年公司將具備條件向母公司收購 C 網資產，目前需要積累資金，

進行準備。為此，擬向股東大會建議： 2010 年股息，將按照每股 0.085 港元的標準派發。

未來，隨著公司盈利進一步提升，將考慮增加派發股息。  

 

 

幻燈片 13 - 卓越能力穩抓爆發式的移動數據業務增長機遇 

當前的通信業正蘊育著重大的變化。移動互聯網時代的到來，基於“雲計算”服務的不斷擴

展，更多的信息化需求，將帶來網絡帶寬需求爆發式的增長。對我們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我們將未雨綢繆，提前部署，加快構造能夠持續演進的“有線寬帶+3G+WiFi”的新型網絡架

構；集中加強對互聯網新興業務的整體策劃、研發、協調和產品上市的運營管理；廣泛開展

合作，全面提升終端、銷售和綜合服務能力。 

 

我們相信，憑藉公司積累的卓越能力和持續的創新精神，能夠抓住機遇，成功實現無線與有

線一體化的規模發展。 

 

 

幻燈片 14 - 轉型、創新，實現價值提升 

在持續轉型中，我們將深入實施“聚焦客戶的信息化創新”戰略，經營上按照“智能管道的主

導者、綜合平台的提供者、內容和應用的參與者”的戰略定位，安排好各項工作。通過我們

的努力，為客戶和股東創造更大價值。 

 

下面，請尚冰先生介紹 2010 年業務發展情況。 

 

 

演講者：尚冰先生 - 總裁兼首席運營官 

 

幻燈片 15 

謝謝王董事長。女士們，先生們，下午好！下面由我來介紹公司 2010 年的業務表現。  

 

 

幻燈片 16 - 分類收入 

本表列示了公司各項業務的收入和增長情況。 

 

 

幻燈片 17 - 移動業務 

前面王總已對公司移動業務的整體發展進行了介紹，這裏再作一些補充。  

 

2010 年，公司移動業務發展，不僅規模迅速擴大，而且質量明顯提升，主要表現在：除移

動語音快速增長外，移動數據業務發展也取得了重大突破。移動數據實現收入 188 億元，同

比增長 88.6%。 

 

移動數據業務的良好發展，得益於我們豐富的移動互聯網產品和行業應用，得到了市場的廣

泛接受和使用。我們推出的 “天翼視訊”和“移動號百”等業務量均高速增長。“政務監管”、“交



 

通物流”、“翼機通”和“數字醫院” 等重點行業應用的使用範圍也在不斷擴大。 

 

今後，我們還將加快推出新產品、新應用，提高產品的滲透率和活躍度，帶動 3G 中高端用

戶規模擴張，深化流量經營；進一步聚焦智能終端，拓展社會渠道，加強 3G 體驗營銷，實

現高質量的規模發展。 

 

 

幻燈片 18 - 固網業務 

2010 年，固網業務收入實現 1,654 億元，同比下降 4.2%。其中，小靈通收入從 09 年的 115

億元下降至 46 億元，剔除小靈通因素後，固網業務收入同比下降 0.1%。 

 

目前，在網的小靈通用戶有 1,643 萬戶，隨著小靈通用戶的繼續遷轉和退出，固網經營的風

險將進一步降低。 

 

我們將持之以恆地做好固網語音業務保有工作，強化在網客戶的維繫，以融合經營提高客戶

黏性，通過挖潛穩定用戶價值。 

 

 

幻燈片 19 - 固網業務-寬帶 

2010 年全年，有線寬帶業務收入實現 541 億元，同比增長 15%；有線寬帶用戶淨增 1,002

萬戶，達到 6,348 萬戶，用戶 ARPU 為 77.1 元。 

 

未來幾年，公司有線寬帶業務還將保持良好的發展勢頭。我們將採取幾項措施： 

 

一是通過“寬帶中國·光網城市”工程，實現 20M 帶寬能力的普遍覆蓋，推進寬帶提速； 

 

二是實施細分市場差異化策略，對 2M 以下低端用戶，實施競爭性定價，保持市場份額；對

2M、4M 主流帶寬用戶，加快提速，加大融合力度；對 8M 及以上高帶寬用戶，結合視頻

應用，樹立高品質標杆； 

 

三是以天翼寬帶品牌為統領，在綜合接入基礎上疊加視頻、遊戲、娛樂等流量型業務，以豐

富的應用提升業務價值。 

 

 

幻燈片 20 - 固網業務-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 

2010 年，固網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繼續穩定發展，實現收入 283 億元。重點發展的號百類

信息服務和 IT 服務及應用收入分別達到 63 億元和 52 億元，分別同比增長 15.2%和 13%。 

 

對於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業務，我們將積極配置資源，以有線和無線寬帶網及綜合業務平台

為支撐，積極加強綜合信息服務產品和應用的推廣和滲透，高度重視由“雲計算”帶來的 IDC

業務機會，鞏固提升差異化信息服務優勢。 

 

 

 



 

幻燈片 21 - 深入推進轉型、創新，創造領先的發展模式 

總結 2010 年經營成果，我們清楚看到，公司的經營策略取得了顯著成果。在下一步工作中，

我們將堅持在細分客戶市場的基礎上，深入開展差異化經營，因地制宜，採取不同的產品策

略和營銷策略，實現規模化發展的目標。 

 

對於政企客戶，我們發揮強大的客戶營銷優勢，建立“行業應用+融合業務+差異化產品”模

式，加快複製並推廣重點行業應用和特色產品，獲取高價值的長期客戶。 

 

對於公眾客戶，我們綜合運用寬帶、3G 和 WiFi 的接入優勢，打造“智能機+應用商店+手機

瀏覽”模式，集約化地擴充互聯網應用，大力推廣 3G 業務，拓展移動互聯網的流量經營，

提升客戶價值。 

 

下面請財務總監吳安迪女士介紹本公司的財務狀況。 

 

 

演講者: 吳安迪女士 - 執行副總裁兼財務總監 

 

幻燈片 22 

謝謝尚總，女士們，先生們，下午好。下面我來介紹公司 2010 年的財務業績。  

 

 

幻燈片 23 - 主要財務指標 

2010 年，公司深入貫徹執行“聚焦客戶的信息化創新”戰略，大力推進差異化的經營策略，

創造了良好的經營業績。 

 

全年經營收入為 2,194 億元，同比增長 5.4%。經營費用為 1,958 億元，較上年增長 4.9%，

低於收入增幅，淨利潤同比增長 15%，實現了全業務有效益的規模發展。 

 

 

幻燈片 24 - 有效的成本控制，促進業務持續增長 

2010 年，公司支出的經營費用 1,958 億元，佔收比為 89.3%，同比下降 0.4 個百分點。 

 

其中，折舊及攤銷同比下降 1.1%，佔收比下降 1.5 個百分點，得益於公司持續加強資本開

支管控。 

 

網運成本上升 8.6%，佔收比增加 0.6 個百分點，主要因為網絡容量租賃費增加至 133 億元，

同比增長 58.9%。 

 

SG&A 上升 4.0%，但佔收比下降 0.2 個百分點，主要是為保障移動業務快速規模發展，適

當增加了營銷投入，其中手機補貼成本為 121 億元，同比增長 20.3%，佔移動服務收入比重

為 25.4%。 

 

人工成本上升 8.1%，佔收比增長 0.4 個百分點，主要因為公司適當增加了人才激勵和引進

力度，以及對基層員工的績效激勵。 



 

其他經營費用增長 9.5%，佔收比上升 0.3 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移動網間結算支出同比增

長 67.9%，達到 58 億元。 

 

幻燈片 25 - 統籌資源，優化配置，促進企業有效益規模發展 

目前，公司的核心業務如移動、寬帶及信息服務等處於快速增長期，我們的成本管控要遵循

兩個目標，一是促進業務規模化發展；二是持續提升效益。為此，我們確定的成本投入策略

包括以下幾個要點： 

 

第一、優化成本配置，促進增量收入，穩定存量收入，提高成本使用效率； 

 

第二、合理管控成本，提升終端補貼效益，控制行政費用和非生產性支出； 

 

第三、成本投入支撐業務的規模發展，引入效益激勵機制，提升人才隊伍競爭力； 

 

第四、優化投資結構，加大光纖寬帶的戰略性投入，提高資產和網絡資源利用率。 

 

 

幻燈片 26 - 優化投資結構，支撐戰略轉型 

2010 年，公司的資本支出結構進一步得到優化，顯現出以下特點： 

 

第一，加快實施光進銅退和推進光纖到戶建設，支撐寬帶業務規模化發展，寬帶及互聯網投

資同比增長 34.3%，佔比上升到 64.2%； 

 

第二，繼續嚴格控制基礎設施及其他投資，投資同比下降 7.0%，佔比降至 16.6%； 

 

第三，聚焦重點行業信息化應用項目，突出投資效益與風險控制，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投資

同比下降 11.7%，佔比降至 13.9%； 

第四，加大固網、移動 IT 平台的整合和綜合使用，IT 及支撐投資同比下降 11.3%，佔比降

至 2.9%； 

 

第五，保證投資效益，降低運營風險，僅保證現有網絡維持性投入，固網語音投資同比下降

35.4%，佔比降至 2.4%。 

 

 

幻燈片 27 - 盈利能力提升 

2010 年，公司效益明顯回升的標誌是 EBITDA 和淨利潤。其中，EBITDA 達到 885 億元，

同比增長 7.7%，淨利潤達到 153 億元，同比增長 15%。 

 

 

幻燈片 28 - 堅實的財務實力 

2010 年，我們的債務資本比率繼續下降至 23.6%，較去年底降低 7.9 個百分點。 

 

淨債務 EBITDA 比為 0.52 倍，較去年底的 0.86 倍下降 0.34。 

 



 

總體來看，公司堅實的財務實力，充足的自由現金流，支持長期可持續發展。 

 

 

幻燈片 29 - 財務管理創新，在轉型中提升價值 

在公司深化轉型中，我們將不斷推進傳統財務管理向現代企業價值管理轉變。主要措施包括： 

 

基礎業務：積極推進省級公司的財務集中核算，實施精細化管理，提升投入回報水平。 

 

新興業務：實施動態、適時的資源配置和靈活有效的業績考核。 

 

在內控方面：我們強化風險控制點管理，持續改進風險防範、評估機制，提高風險管理的專

業化和信息化水平。 

 

通過持續努力，以更佳的業績回報股東。 

 

 

幻燈片 30 

我們的介紹就到這裏，謝謝大家！ 

 

 

 

 

 

 

 

 

 

 

 

 

 

預測性陳述 

本文件中所包含的某些陳述可能被視為美國 1933 年證券法（修訂案）第二十七條 A 款和美國 1934 年證

券交易法（修訂案）第二十一條 E 款所規定的「預測性的陳述」。這些預測性陳述涉及已知和未知的風

險、不確定性以及其他因素，可能導致本公司的實際表現、財務狀況和經營業績與預測性陳述中所暗示

的將來的表現、財務狀況和經營業績有重大的出入。此外，我們將不會更新這些預測性陳述。關於上述

風險、不確定性和其他因素的詳細資料，請參見本公司最近報送美國證管會的 20-F 表年報和本公司呈報

美國證管會的其他文件。 

免責聲明 

我們努力保持本說辭內容的準確性，但有關說辭可能會與實際演講內容有所差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