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China Telecom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728）

截至 2 0 1 2年 6月 3 0日止中期業績公佈

要點

— 經營收入達到人民幣1,380.21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4.8%；扣除移動終端銷售收入後，經
營收入為人民幣1,265.80億元，同比增長11.2%

— EBITDA為人民幣487.60億元，同比增長0.3%，EBITDA率為38.5%

—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88.14億元，每股基本淨利潤為人民幣0.11元

‧ 移動用戶數達到1.44億戶，比去年底淨增1,771萬戶，增長14.0%

 其中：3G用戶數達到5,096萬戶，比去年底淨增1,467萬戶，增長40.4%

‧ 有綫寬帶用戶數達到8,370萬戶，比去年底淨增689萬戶，增長9.0%

‧ 固定電話用戶數為1.67億戶，比去年底淨減少210萬戶，下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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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報告書

2012年上半年，我們牢牢把握住社會信息化進程加快趨勢，抓住移動互聯網蓬勃發展的寶貴機
遇，堅定不移地貫徹創新和服務雙領先的發展策略，全面推動移動、寬帶和信息化應用三大核
心業務的規模化發展，並全面啓動管理提升活動，著力優化企業運營機制，增強集約化運營能
力，公司戰略轉型和規模發展的前進步伐不斷加快，企業的長遠競爭力和價值穩步提升。

經營業績

2012年上半年公司收入增長迎來最好時期，經營收入達到人民幣1,380.21億元，同比增長14.8%；
扣除移動終端銷售收入後，經營收入為人民幣1,265.80億元，同比增長11.2%，收入增長高於行
業平均水平。業務結構持續優化，增長型業務收入佔比持續提升，已達到83.9%，傳統業務風
險進一步釋放，固話語音業務收入佔比已下降至16.1%。EBITDA1 為人民幣487.60億元，同比增
長0.3%，EBITDA率2為38.5%。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88.14億元，同比下降8.3%，公司認
為，利用引入iPhone機會擴大高端用戶市場，需要適當增加營銷投入，這對公司短期利潤帶來
壓力，但對於公司的長期持續增長和價值創造將發揮重要作用。公司每股基本淨利潤為人民幣
0.11元；資本開支為人民幣256.47億元，佔收入的比重為18.6%；自由現金流3達到人民幣85.48億
元。

董事會在考慮到公司現金流水平以及公司即將向母公司收購移動網絡資產等資金需求後，為保
留資金靈活性，決定本年度不派發中期股息。董事會在審議全年業績時，將積極審視末期股息
派發方案並向股東大會提出建議。

1 為方便投資者比較分析，EBITDA為扣除CDMA網絡容量租賃費前的金額。
2 EBITDA率計算方法為EBITDA除以不含移動終端銷售收入的經營收入。
3 自由現金流的計算方法為EBITDA扣减CDMA網絡容量租賃費、資本支出和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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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發展，實現規模突破

3G引領移動業務快速拓展

隨著移動互聯網應用和3G智能終端的日益豐富、用戶的3G使用習慣日漸養成，國內移動通信市
場2G向3G加速遷移的態勢進一步突顯。面對這一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我們積極調配資源、採
取有效措施全力推進移動業務的規模突破：上半年，移動服務收入實現人民幣425.56億元，同
比增長36.7%，增長勢頭強勁，行業領先；移動用戶淨增1,771萬戶，用戶總量達到1.44億戶，移
動用戶市場份額提升至13.8%；其中3G用戶淨增1,467萬戶，用戶總量達到5,096萬戶。手機3G流
量迅速提升，戶均流量達到111M，基地應用業務、號碼百事通業務和翼支付業務對流量拉動作
用明顯。公司移動業務的發展優勢日趨顯現，移動業務持續增長態勢勢不可擋。

上半年，我們秉承「終端引領、品牌為王、渠道制勝」的發展理念，創新發展模式，有效推動移
動業務特別是3G單產品的規模拓展：我們堅持3G智能機引領策略，強化與廠商合作，不斷豐富
千元大屏幕智能手機種類，同時兼顧市場對中高端智能機的需求，適時引入iPhone，進一步推
動高端市場整體突破；繼續推進營業廳的賣場化改造，強化互聯網手機的體驗式營銷，通過業
務演示和應用輔導等方式培養用戶對3G業務的使用習慣，激發使用流量，有效促進了3G手機戶
均流量的提升。我們繼續強化「天翼3G互聯網手機」的品牌宣傳，定位於商務白領、時尚青年等
重點人群市場，注重內涵填充，突出宣傳差異化的高端品牌形象；以「天翼飛YOUNG」品牌為
統領，積極開拓校園市場。我們繼續加強社會渠道建設，擴大對核心商圈覆蓋範圍；並在自有
營業廳引入民營機制，有效提升了店面的銷售能力；完善電子渠道建設，實施集約運營，促進
網上營業廳由服務型網站向銷售型的電子商務網站轉變。

寬帶提速助力規模化發展

上半年，我們抓住寬帶發展升級為國家戰略的良好機遇，加速推進「光寬帶」的滲透，努力打造
客戶感知良好的高品質網絡，並積極實施應用內容填充，深挖寬帶業務發展潛力，穩固寬帶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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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市場主導地位。上半年有綫寬帶業務實現收入人民幣333.69億元，同比增長12.1%；寬帶用
戶淨增689萬戶，用戶總量達到8,370萬戶，用戶市場份額繼續保持領先。

我們繼續堅持「提速度、填內容、樹品牌」的總體發展策略：大力推進「寬帶中國、光網城市」計
劃，加快重點區域的光纖化改造步伐，FTTH覆蓋家庭用戶約4,000萬戶，彰顯中國電信光網寬
帶的高端品質。我們深入推進「點亮光小區」市場營銷活動，加快主流客戶提速步伐，盡快將網
絡優勢轉化為市場優勢，4M及以上寬帶用戶佔比超過 60%。在寬帶提速的同時，我們積極拓展
基於高帶寬的在綫影視、視頻聊天、互動游戲等互聯網應用產品，引導高帶寬需求，為寬帶市
場的高速增長注入新的活力。

聚焦重點行業，加快拓展信息化應用

面對信息化應用市場這一掘之不盡的金礦，我們充分發揮自身的綜合優勢，關注客戶的核心需
求，以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為引領，聚焦智慧政府、智慧民生、智慧產業等三大領域，重點開
發翼機通、電子政務、交通物流、數字校園、旺鋪助手等行業信息化應用產品，並加快成熟產
品的規模化複製與推廣；同時將我們的移動、寬帶等基礎業務有機地融入行業應用當中，有效
帶動基礎業務的規模化發展。我們積極拓展雲服務市場，成立雲計算公司，集約運營全網雲業
務，完成了雲主機、雲存儲等基礎性產品上綫運營，大力推進雲計算在行業應用領域的拓展，
不斷提升我們行業信息化方案的解決能力。上半年固網增值和綜合信息服務實現收入人民幣
163.43億元，同比增長7.4%。

固網語音業務經營風險進一步釋放

我們採取有效措施強化固網存量的保有工作，努力減緩固網語音業務下滑趨勢，逐步釋放經營
風險。截至6月底固話用戶總量為1.67億戶，上半年淨減210萬戶。上半年固網語音業務實現收
入人民幣222.4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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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發展模式，促進管理提升

新三者轉型取得實質性進展

上半年，我們繼續扎實推進新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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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設，為公司長遠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我們加快智能化管道的商用進程，有綫寬
帶網絡已在部分省市實現了用戶的自助提速升級；移動網絡加快推進以業務識別和流量調度為
重點的智能化試點改造。我們積極推進綜合平台建設，加快實現平台的資源整合和開放運營，
提升產品的快速部署能力。我們繼續加大內容應用類產品的創新力度，基地業務用戶規模迅速
增長，活躍度不斷提升；天翼開放平台已聚合應用合作開發夥伴近400家，公司的內容應用拓
展已初見規模。

機制創新、激發活力

我們遵循互聯網業務的發展規律，積極推進機制體制創新，努力構建適合新興業務發展的新
體系。我們在天翼視訊公司嘗試引入民營資本，深化市場化運作，激發發展活力，打造具有市
場競爭力的專業化公司。我們成立產品孵化基地，並與創投公司合作，做活機制，激發員工的
創業激情，培育新的業務增長點。我們善用社會資源，注重與互聯網應用龍頭企業、重點行業
應用系統開發商的對外合作，積極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共同拓展信息化應用市場。我們整合海
外運營機構，組建中國電信國際有限公司，實現客戶界面統一、資源全球調配的集約化運營模
式，統籌拓展海外市場。

注重流量經營、提升發展質量

我們在擴大用戶規模的同時，加快實現從傳統的話務量經營向信息流量經營轉變，切實提升發
展質量：努力打造移動互聯網產品的新體系，以「天翼雲桌面」搶佔用戶第一接觸點；繼續擴大
基地業務用戶規模，激活流量需求；各渠道協同推進，實施流量精確營銷，努力提升用戶活躍
度，拉升戶均使用流量；加快號碼百事通、翼支付等業務的發展，促進流量彙聚。上半年移動
數據業務收入達到人民幣192.67億元，同比增長46.7%，移動數據業務收入佔移動服務收入比重
達到45.3%，領先同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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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集約能力，深化精確管理

為適應移動互聯網業務的發展規律，我們加強了營銷體系、IT支撑、物資採購等統籌協調和集
約運營，以「一點接入，全網運營」為目標，最大限度提升全網運營效率。我們強化在品牌宣
傳、產品優化、資費標準、終端管理和服務提升等五方面統籌規劃和集約管理，形成合力拓展
市場；進一步完善IT體系架構，為業務集約運營做好支撑；加大物資集中採購的力度，有效節
約了單位投資成本。我們繼續深入推進劃小核算單元工作，聚焦市場營銷和網絡建設等關鍵領
域，努力提升銷售成本和網絡投資的使用效率。

收購移動網絡，促進企業價值提升

今年我們將按照法定程序完成向母公司收購CDMA網絡資產的工作，實現移動資產與業務的一
體化運營。收購CDMA網絡資產將有利於提高移動業務整體經營效率，提升未來盈利能力，統
籌協調移動網絡投資建設、運營管理和升級規劃工作，正確把握向新技術演進的時機，促進移
動業務更好地發展。

公司治理和社會責任

我們始終致力於保持高水準的公司治理水平，持續提高公司透明度，確保公司健康發展，努
力提升企業價值。我們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持續努力得到資本市場的廣泛認可，並在上半年獲
得多項嘉許，其中包括：連續兩年被《FinanceAsia》評選為「亞洲最佳管理公司」第一名；再次被
《Euromoney》評選為「亞洲最佳管理公司」第一名，成為首家連續三年獲此殊榮的公司；連續三
年獲《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評選為「亞洲區最佳公司」等獎項。

我們堅持誠信經營，並努力維護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提倡多贏的價值鏈合作，以促進行業整
體的良好發展。我們積極參與抗擊新疆地震、四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為神舟九號發射、上合
組織峰會提供通信保障，獲得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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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當前，縱觀中國移動通信市場變化，2G向3G遷移的大勢方興未艾，全國現有的近9億2G用戶都
已成為我們3G業務的潛在用戶群，寬帶業務發展空間仍然巨大，社會信息化需求日益旺盛；同
時我們也面臨著行業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技術進步對傳統業務替代等新的挑戰。

我們將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努力實現全業務發展的新突破。今年下半年，公司將堅定不移地
推進創新和服務雙領先的發展策略，堅持不懈地加快移動3G業務、寬帶業務和信息化應用等三
大核心業務的規模化發展，努力提升全業務的收入市場份額；並深入開展管理提升活動，著力
提升創新、服務、集約和運營等四項能力，打造產品、服務、網絡和終端的差異化優勢，努力
實現用戶價值和企業價值的雙提升。

最後，本人借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向全體股東和廣大客戶一直以來所給予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
謝，並對張晨霜先生、李進明先生、苗建華先生、徐蔡燎先生和韓芳女士在擔任本公司董事和
監事期間做出的卓越貢獻表示感謝，同時歡迎柯瑞文先生加入我們的董事會團隊。

王曉初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中國北京

2012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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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績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12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期間未經審核的合併業績。此未經審核的合併業績是節錄自本集團2012年中期報告
內所載的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表。

合併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除每股數字外，以百萬元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2年 2011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重列）

經營收入 4 138,021 120,222
經營費用
 折舊及攤銷 (24,540) (25,668)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31,258) (25,501)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29,309) (22,207)
 人工成本 (21,453) (19,237)
 其他經營費用 (19,009) (13,374)

  

  經營費用合計 (125,569) (105,987)
  

經營收益 12,452 14,235
財務成本淨額 5 (873) (1,309)
投資收益 79 4
應佔聯營公司的收益 11 43

  

稅前利潤 11,669 12,973
所得稅 6 (2,797) (3,316)

  

本期利潤 8,872 9,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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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2年 2011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重列）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公允價值的變動 (109) (130)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公允價值的變動的
  遞延稅項 27 32
 換算中國大陸境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
  滙兌差額 (10) (35)
 應佔聯營公司的其他綜合收益 — (1)

  

稅後的本期其他綜合收益 (92) (134)
  

本期綜合收益合計 8,780 9,523
  

股東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8,814 9,616
 非控制性權益股東應佔利潤 58 41

  

本期利潤 8,872 9,657
  

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8,722 9,482
 非控制性權益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58 41

  

本期綜合收益合計 8,780 9,523
  

每股基本淨利潤 7 0.11 0.12
  

股數（百萬股） 80,932 8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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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2012年6月30日
（以百萬元列示）

2012年 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重列）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淨額 261,738 268,904
 在建工程 28,309 18,448
 預付土地租賃費 25,926 26,280
 商譽 29,919 29,918
 無形資產 6,358 7,715
 所擁有聯營公司的權益 963 985
 投資 735 648
 遞延稅項資產 9 3,015 3,070
 其他資產 3,224 3,602

  

  非流動資產合計 360,187 359,570

流動資產
 存貨 4,599 4,843
 應收所得稅 2,538 2,425
 應收賬款淨額 10 22,713 18,471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5,576 4,666
 原限期為三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 5,199 1,80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3,073 27,372

  

  流動資產合計 73,698 59,581
  

   資產合計 433,885 41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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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重列）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短期貸款 5,873 9,187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貸款 10,071 11,766
 應付賬款 11 50,084 44,359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71,232 59,375
 應付所得稅 533 482
 一年內攤銷的遞延收入 1,754 2,093

  

  流動負債合計 139,547 127,262
  

   淨流動負債 (65,849) (67,681)
  

   資產合計扣除流動負債 294,338 291,889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貸款 31,125 31,150
 遞延收入 2,312 2,712
 遞延稅項負債 9 891 1,117

  

  非流動負債合計 34,328 34,979
  

   負債合計 173,875 162,241
  

權益
 股本 80,932 80,932
 儲備 178,239 175,190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合計 259,171 256,122
 非控制性權益 839 788

  

  權益合計 260,010 256,910
  

   負債及權益合計 433,885 41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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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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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2日獲董事會授權簽發的中期財務報表
反映本集團於2012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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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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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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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期間公司組織結構的變化及呈報基準

根據本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公司控股附屬公司中衛國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中衛國脈」）於2011年4月28日
達成的收購協議及2012年3月獲得的相關政府機構的審批，本公司將持有的號百商旅電子商務有限公司（「號
百商旅」，本公司的子公司，主要經營電子商務及預訂服務），100%的股權出售給中衛國脉。中衛國脈發行
21,814,894股普通股（約佔該公司增發後總股本的4.1%）作為收購對價支付予本公司。號百商旅的出售交易已
於2012年4月30日完成。

本公司以人民幣0.48億元的收購對價向中衛國脉收購其持有的數字集群業務（以下稱為「第六被收購業務」）（以
下稱為「第六次收購」）。第六次收購已於2012年4月30日完成。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中國電信（香港）國際有限公司（主要經營國際網絡增值服務）於2012年6月15日更名為中
國電信國際有限公司。

由於本集團及第六被收購業務均在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的共同控制下，因此，在與聯合經營法類似的基準下，
第六次收購以共同控制下企業的合併處理。相應地，第六被收購業務的資產和負債按歷史金額計算，而本集
團在第六次收購前的合併財務報表亦因合併第六被收購業務的經營成果及資產與負債而重新編製。本集團就
第六被收購業務應支付的對價於合併權益變動表中作為權益交易反映。

本集團於2011年下半年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的修訂，並追溯調整了2011年年度財務報表中的比
較數字。有關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的修訂的會計政策變更的具體內容已包含在本集團2011年年度
財務報表中。由於2011年中期財務報表尚未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的修訂，本期合併綜合收益表中
相關比較數字已予重列，以反映此會計政策變更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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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反映了第六被收購業務以及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的修訂所作的追溯調整對本集團於上年度報
告的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合併經營成果以及於2011年12月31日的合併財務狀況的影響：

本集團
（於上年度
已報告）

第六
被收購業務

會計政策
變更

本集團
（重列）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期間的合併綜合收益表：
 經營收入 120,208 14 — 120,222

 折舊及攤銷 25,412 4 252 25,668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25,490 9 2 25,501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22,205 2 — 22,207

 其他經營費用 13,373 1 — 13,374

 所得稅 3,380 — (64) 3,316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9,808 (2) (190) 9,616

 綜合收益合計 9,715 (2) (190) 9,523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淨利潤 0.12 — — 0.12

於2011年12月31日的
 合併財務狀況表（附註）：
 資產合計 419,115 36 — 419,151

 負債合計 162,237 4 — 162,241

 權益合計 256,878 32 — 256,910

附註：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的修訂對合併財務狀況表的影響已經反映在本集團2011年年度財務報
表中。

3 分部報告

經營分部是一家企業的組成部份，該部份從事的經營活動能產生收入及發生費用，並以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
審閱用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的內部財務資料為基礎進行辨別。在所列示期間內，由於本集團以融合方
式經營通信業務，因此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只有一個經營分部。本集團位於中國大陸境外的資產及由中國境外
的活動所產生的經營收入均少於本集團資產及經營收入的百分之十。由於金額不重大，所以本集團沒有列示
地區資料。本集團沒有從任何單一客戶取得的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的百分之十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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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收入

經營收入是指提供電信服務而取得的收入。本集團的經營收入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2年 2011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列）

固網語音 (i) 22,241 26,462

移動語音 (ii) 23,289 18,002

互聯網 (iii) 42,825 36,150

增值服務 (iv) 14,902 12,554

綜合信息應用服務 (v) 11,791 9,818

基礎數據及網元出租 (vi) 7,682 6,998

其他 (vii) 15,291 10,140

一次性初裝費收入 (viii) — 98
  

138,021 120,222
  

附註：

(i) 指向用戶收取的固網電話服務的月租費、本地通話費、國內長途、國際及港澳台長途、網間結算收入及
一次性裝機費攤銷額的合計金額。

(ii) 指向用戶收取的移動電話服務的月租費、本地通話費、國內長途、國際及港澳台長途及網間結算收入的
合計金額。

(iii) 指向用戶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的收入。

(iv) 主要指向用戶提供包括來電顯示、短信、七彩鈴音、互聯網數據中心、虛擬專網等增值服務而取得的收
入的合計金額。

(v) 主要指向用戶提供號百信息服務以及IT服務及應用業務等而取得的收入的合計金額。

(vi) 主要指向用戶提供基礎數據傳輸服務及向租用本集團電信網絡和設備的其他國內電信運營商和企業用
戶收取的租賃費收入的合計金額。

(vii) 其他經營收入主要包括銷售、租賃、維修及維護設備而取得的收入。

(viii) 指一次性收取的固網服務的初裝費攤銷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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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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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發生的利息支出 1,286 1,610

減：資本化的利息支出* (175) (141)
  

淨利息支出 1,111 1,469

利息收入 (216) (179)

滙兌虧損 22 59

滙兌收益 (44) (40)
  

873 1,309
  

* 在建工程利息資本化適用的年利率 1.4%–6.4% 1.0%–5.2%
  

6 所得稅

損益中的所得稅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列）

計提的中國所得稅準備 2,919 2,606

計提的其他稅務管轄區所得稅準備 24 17

遞延稅項 (146) 693
  

2,797 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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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稅務支出與實際稅務支出的調節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附註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列）

稅前利潤 11,669 12,973
  

按法定稅率25%計算的預計所得稅支出 (i) 2,917 3,243

中國大陸境內附屬公司及分公司收益的稅率差別 (i) (81) (26)

其他附屬公司收益的稅率差別 (ii) (11) (7)

不可抵扣的支出 (iii) 157 248

非應課稅收入 (iv) (45) (112)

稅率變更的影響 9(i) 138 —
其他 (v) (278) (30)

  

實際所得稅費用 2,797 3,316
  

附註：

(i) 除部份附屬公司及分公司是按15%優惠稅率計算所得稅外，本公司及其於中國大陸境內的附屬公司及分
公司根據中國大陸境內有關所得稅法律和法規按應課稅所得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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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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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及介乎於12%至35%的稅率計提所得稅準備。

(iii) 不可抵扣的支出是指超出法定可抵稅限額的各項支出。

(iv) 非應課稅收入是指不需要繳納所得稅的各項收入。

(v) 其他主要包括本期間稅務部門批准的可抵扣的以前年度研發費加計扣除及物業、廠房及設備處置損失。

7 每股基本淨利潤

截至2012年及2011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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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4億元
及人民幣96.16億元除以股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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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

8 股息

根據2012年5月30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069506

元（相等於港幣0.085元），合計約人民幣56.25億元已獲宣派，其中人民幣52.35億元已於2012年7月20日派發。

根據2011年5月20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071208

元（相等於港幣0.085元），合計約人民幣57.63億元已獲宣派並於2011年6月30日派發。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中期股息。

9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已在合併財務狀況表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及遞延稅項負債的組成部份和本期變動如下：

資產 負債 淨額
2012年 2011年 2012年 2011年 2012年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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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列） （重列）

流動
準備及減值損失，主要為
 應收款呆壞賬 1,169 1,011 — — 1,169 1,011

非流動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01 1,145 (334) (425) 767 720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745 914 (454) (562) 291 352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 — — (103) (130) (103) (130)
      

遞延稅項資產╱（負債） 3,015 3,070 (891) (1,117) 2,124 1,953
      



– 18 –

2012年1月1日
餘額

在綜合收益表
確認 處置附屬公司

2012年6月30日
餘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列）

流動
準備及減值損失，主要為
 應收款呆壞賬 1,011 160 (2) 1,169

非流動
物業、廠房及設備 720 47 — 767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352 (61) — 291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 (130) 27 — (103)
    

遞延稅項資產淨額 1,953 173 (2) 2,124
    

附註：

(i) 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部份在中國西部地區運營的分公司獲得了稅務機關的批准，採用15%的所
得稅優惠稅率。相應地，預計將於2012年6月30日後轉回的遞延稅項資產和遞延稅項負債會因稅率的變
更而進行調整。稅率變更的影響為人民幣1.38億元，在合併綜合收益表中確認。

10 應收賬款淨額

應收賬款淨額分析如下：

2012年 2011年
附註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列）

第三方 22,987 18,040
中國電信集團 (i) 1,791 1,803
其他中國電信運營商 668 570

  

25,446 20,413
減：呆壞賬準備 (2,733) (1,942)

  

22,713 18,471
  

附註：

(i)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除外）簡稱為「中國電信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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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向用戶提供電信服務而產生的應收賬款在一般情況下於賬單發出後30日內到期繳付。

應收電話及互聯網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2年 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12,276 10,872
一至三個月 2,846 2,120
四至十二個月 1,701 1,444
超過十二個月 960 432

  

17,783 14,868
減：呆壞賬準備 (2,605) (1,797)

  

15,178 13,071
  

應收其他電信運營商和企業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2年 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列）

即期：一個月內 2,593 2,763
一至三個月 2,072 899
四至十二個月 2,300 1,287
超過十二個月 698 596

  

7,663 5,545
減：呆壞賬準備 (128) (145)

  

7,535 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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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分析如下：

2012年 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列）

第三方 38,370 34,749
中國電信集團 10,974 8,911
其他中國電信運營商 740 699

  

50,084 44,359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項是按照與第三方交易條款相似的合約條款償還。

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2012年 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列）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付款 10,921 13,075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內到期 12,790 11,610

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內到期 12,972 8,054

六個月以上到期 13,401 11,620
  

50,084 44,359
  

12 財務狀況表日後事項

本公司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於2012年8月22日訂立收購協議。收購協議將於若干條件達成後生效。根據收購
協議，本公司擬收購中國電信集團公司通過網絡資產分公司所持有位於中國除西藏自治區外30個省、直轄市
及自治區的若干 CDMA 網絡資產及相關負債。初步對價為人民幣84,595.41百萬元。最終對價將會按照 CDMA 

網絡資產及相關負債在資產評估基準日（即2012年3月31日）翌日至交割日（包括當日）的期間的價值變動進行
調整。該收購預計於2012 年年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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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四十段，除了在此已作
披露外，本公司確認有關附錄十六第三十二段所列事宜的現有公司資料與本公司2011年年報所
披露的資料並無重大變動。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
上市證券。

董事和監事在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和淡倉

於2012年6月30日，本公司各位董事、監事在本公司或其相關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
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分）的股份、股本衍生工具的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概無擁有任何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在存置之權益登記冊中記錄、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的規定需要通知本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權益或淡
倉。

於2012年6月30日，本公司未授予本公司董事、監事或其配偶或未滿十八歲子女認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關法團的股份或債權證的任何權利，且以上各人亦未行使認購上述股份或債權證的任
何權利。

董事和監事之變更

2012年3月20日，張晨霜先生因年齡原因辭去本公司執行董事、執行副總裁的職務。2012年5月
30日，柯瑞文先生，本公司執行副總裁，獲2011年度股東週年大會通過批准擔任本公司董事職
務。2012年8月22日，李進明先生因年齡原因辭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的職務。苗建華先生因年齡
原因辭去本公司監事職務，徐蔡僚先生和韓芳女士因工作調動原因亦辭去本公司監事職務。陳
良賢先生已獲提名為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邵春保先生和胡靖先生已獲提名為本公司監事。上
述提名須待特別股東大會批准後生效。

自2011年年報發出之日起本公司董事或監事之個人簡歷變更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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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曉博士，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獲委任為Amex Resources Limited董事會非執行主席。史美
倫女士，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獲委任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金融發展局籌備小組主席及不再擔
任世界經濟論壇2011年銀行和資本市場行業議程理事會成員，並已退任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
公司及塔塔諮詢服務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除上述外，本公司董事或監事並無其他資料需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作出披露。各董事和
監事簡歷可於本公司網址(www.chinatelecom-h.com)瀏覽。

在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重大權益與淡倉

截至2012年6月30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權益登記冊的記錄，有權在
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5%或以上投票權的人士（不包括董事、監事）在本公司之股
份或股本衍生工具的相關股份中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佔類別
發行股本
的比例

佔發行
總股份
的比例 身份

（%） （%）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 57,377,053,317 內資股 85.57% 70.89% 實益擁有人
（好倉）

廣東省廣晟資產經營 5,614,082,653 內資股 8.37% 6.94% 實益擁有人
 有限公司 （好倉）

JPMorgan Chase & Co. 1,627,739,289 H股 11.73% 2.01% 97,454,207股為
（好倉）  實益擁有人；

 382,958,000股為
 投資經理；及

1,147,327,082股為
 保管人—法團╱
 核准借出代理人

12,741,386 H股 0.09% 0.02% 實益擁有人；
（淡倉）

1,147,327,082 H股 8.27% 1.42% 保管人—法團╱
（可供借出  核准借出代理人
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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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佔類別
發行股本
的比例

佔發行
總股份
的比例 身份

（%） （%）

Commonwealth Bank of 1,253,898,681 H股 9.04% 1.55%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Australia （好倉）

Blackrock, Inc 1,109,471,194 H股 7.99% 1.37%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好倉）

80,992,925 H股 0.58% 0.10%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淡倉）

RFS Holdings B.V. 907,191,530 H股 6.54% 1.12%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好倉）

1,180,327,134 H股 8.51% 1.46%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淡倉）

除上述披露之外，截至2012年6月30日，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權益登
記冊中，並無任何其他人在本公司之股份或股本衍生工具的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持有淡倉的
任何記錄。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人員及本公司的國際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共同審閱本集團採
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已就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2012年6月30日
止期間的中期報告）進行討論。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高度重視企業管治。我們持續推動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的健全，加強信息披露，提高公司
透明度，不斷發展企業管治實務，最大程度地維護股東利益。

本公司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董事長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一直由同一人擔任。本公司
認為，通過董事會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監管，以及公司內部有效的制衡機制的制約，由同一人
兼任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的安排可以達到提高公司決策及執行效率、有效抓住商機的目的，而
且國際上不少領先企業也是執行類似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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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以外，本公司在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
規守則》（有效至2012年3月31日）及《企業管治守則》（2012年4月1日起生效）所載列的守則條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以規範董事
的證券交易。經向所有董事做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在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
期間均已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中期報告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將於稍後時間發送予股東並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的網頁(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的網站(www.chinatelecom-h.com)上登載。

預測性陳述

本公告所包含的某些陳述可能視為美國一九三三年證券法（修訂案）第27條A款和美國一九三四
年證券交易法（修訂案）第21條E款所界定的「預測性陳述」。這些預測性陳述涉及已知和未知的
風險、不確定性及其他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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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所暗示的將來表現、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有重大出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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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管
理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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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董事會包括王曉初（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杰（總裁兼首席運營
官）、吳安迪（執行副總裁兼財務總監）、張繼平、楊小偉、孫康敏、柯瑞文（皆為執行副總裁）、
吳基傳、秦曉、謝孝衍、史美倫、徐二明（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