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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之年度業績公佈

要點

– 經營收入達到人民幣3,243.94億元，比去年增長0.9%；服務收入為
人民幣2,873.79億元，比去年增長3.1%

– EBITDA為人民幣948.53億元，EBITDA率為33.0%

–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達到人民幣176.80億元，比去年增長0.8%，每
股基本淨利潤達到人民幣0.22元

• 移動用戶數達到1.86億戶，淨增4萬戶
其中：3G/4G用戶數達到1.19億戶，淨增1,552萬戶，比去年增長15.1%

• 有線寬帶用戶數達到1.07億戶，淨增685萬戶，比去年增長 6.8%

• 固定電話用戶數為1.44億戶，淨減少 1,224萬戶，比去年下降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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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報告書

2014年，面對多項外部環境重大變化，公司迎難而上，堅持既定戰略方
向，積極靈活調整經營部署，加速推進發展模式轉變，努力實現了經營業
績的平穩增長；緊抓4G發展機遇，以混合組網優勢推動56個試點城市的
4G業務良好發展；扎實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解放企業生產力，發
展活力不斷迸發；積極推進互聯網化轉型，加速基礎業務的改造升級和
新興業務的市場化拓展；堅持變革創新，加大開放合作力度，提質增效；
參與投資設立鐵塔公司，近期成功獲批4G(LTE FDD)牌照，企業迎來全新
的發展機遇。

經營業績

2014年，公司加快改革和轉型，儘管受到「營改增」的影響以及 4G混合組
網試驗的地域局限，企業收入和利潤依然實現了平穩增長。經營收入達
到人民幣3,244億元，同比增長0.9%；服務收入 1為人民幣2,874億元，同比
增長 3%，實現自2008年運營商重組以來收入增幅首次躍居行業第一；新
興業務佔服務收入比達到29%，較去年同期提高5個百分點，業務結構持
續快速優化。EBITDA2為人民幣949億元，EBITDA率 3為33%。本公司股東應
佔利潤為人民幣 177億元，同比增長0.8%，每股基本淨利潤為人民幣 0.22
元。資本開支為人民幣769億元，自由現金流 4為人民幣 125億元。

2014年6月，「營改增」政策開始在電信行業試點，雖然短期影響負面，但
公司預期長期將有利於企業持續發展。公司努力優化發展及營銷模式，
加強成本、採購和供應商稅務資質管理，相關負面影響已經有所趨緩。未
來，隨著試點行業的不斷擴大，預計公司可獲得更多進項增值稅抵扣，
加上公司收入結構的持續優化，長期將有利於利潤的提升。

1 服務收入計算方法為經營收入減去移動商品銷售收入、固網商品銷售收入和其他非服務
收入。

2 EBITDA計算方法為經營收入減去經營費用加上折舊及攤銷。
3 EBITDA率計算方法為EBITDA除以服務收入。
4 自由現金流的計算方法為EBITDA扣減資本支出和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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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在充分考慮股東回報、公司盈利情況、現金流水平及未來發展的
資金需求後，決定向股東大會建議仍按照相當於每股0.095港幣的標準宣
派2014年度股息，保持派息水平與去年相同。未來，公司將在努力提升盈
利的同時，為增加派息創造條件。

迎難而上，堅持創新，確保實現穩步增長

基礎業務加速轉型升級

2014年，公司高效統籌4G和3G在網絡和目標市場的協同，以4G精彩亮相
帶動移動業務持續發展。聚焦重點高流量城市，加快推進4G網絡建設，
持續增強網絡質量優勢；積極培育4G終端產業鏈，引入時尚品牌，終端
種類持續增加；推出個人定制、一卡雙號等創新型產品，優化低門檻、大
流量、可分享、可自選的套餐設計，持續提升客戶體驗；4G集約運營進一
步加快市場響應速度，成為移動業務運營模式轉型的重要里程碑。全年
實現移動服務收入人民幣1,203億元，同比增長約6%，居行業首位。在競
爭對手全面推出 4G服務及加強營銷推廣、市場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公司
移動用戶全年基本持平，淨增4萬戶，用戶總量達到1.86億戶，其中3G/4G
用戶淨增約1,552萬戶，達到1.19億戶，佔移動用戶比約為64%，用戶結構
持續優化。

2014年，隨著有線寬帶市場的競爭進一步加劇，公司加速創新，轉變業務
發展模式，不斷挖掘業務增長的新驅動力。持續發揮光纖網絡優勢，推
動用戶全面提速，以 50Mbps、100Mbps帶寬為主流產品，並將加快推動端
到端提速，在全網範圍內打造比較優勢；利用「悅me」融合產品打造智慧
家庭入口，以智能終端和應用為載體，實現單一功能性業務向一體化融
合產品的演進升級；推出速通卡、預付費卡等標準化快銷產品，實現寬
帶業務的社會化銷售。全年實現有線寬帶業務收入人民幣735億元，同比
增長約 4%，有線寬帶用戶總量達到 1.07億戶，淨增約 685萬戶，其中光纖
到戶 (FTTH)用戶數達到4,261萬戶，用戶佔比約為40%，同比提高13個百分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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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業務實現重點突破

創新流量經營商業模式，持續提升流量價值。優化營銷模式，注重流量
價值管理，與主流互聯網企業資源共享，不斷拓展流量規模；依托綜合
平台，推出流量 800、流量寶等創新型後向流量產品，搭建流量資源交易
平台，持續豐富流量產品形態和交易模式；深入優化智能管道，增強定
向識別等流量經營核心能力，推出針對視頻、音樂、遊戲等業務的4G定
向流量產品，滿足用戶個性化需求。全年實現手機上網流量收入人民幣
341億元，同比增長近50%，3G/4G手機上網總流量同比增長56%，3G/4G手
機用戶每月戶均流量達到227MB，同比提升 19%，3G/4G手機流量ARPU佔
3G/4G手機ARPU比為40%。

持續優化由入口、內容和能力構成的互聯網應用發展體系。充分發揮入
口型應用的流量吸引效用，加快規模拓展，易信業務已成為公司重要的
移動互聯網業務入口，開創了公司互聯網業務獨立運營的新模式；翼支
付業務加速成長，成為全國覆蓋最廣的民生繳費平台，以「添益寶、天翼
貸」等產品推動互聯網金融市場探索，業務範圍不斷拓寬，2014年實現用
戶數過億，行業排名前五，交易額超過人民幣3,500億元，同比增長1.6倍；
依托綜合平台聚合各類優質應用的開發者和互聯網企業，在開發者、企
業和用戶之間發揮橋樑紐帶作用，提供網絡、能力、應用的垂直一體化
服務，構建移動互聯網行業新生態圈。

聚焦信息化應用，進一步提升信息通信技術服務 (ICT)業務競爭能力。以
「智慧城市」為引領，充分發揮政企渠道的傳統合作優勢，持續加強城市
安全、交通、政務等領域的信息化建設；加快標杆型行業應用的規模複製
推廣，聚焦校園、商客、農村等市場重點突破；推進互聯網數據中心 (IDC)
業務和雲計算服務的集約化運營，降本增效；加快大數據的全網數據滙
聚和資源整合，加速推進自身的數據能力向產品轉化，並與44家企業聯
合成立了中國企業大數據聯盟。2014年，公司 ICT服務收入實現人民幣239
億元，同比增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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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進戰略轉型，持續打造差異化優勢

全面深化改革邁出堅實步伐

在基礎業務領域，全面推廣劃小核算單元，開展經營承包，通過下放經營
權、明確責權利，不斷提高一綫人員的經營自主權，激發員工活力；試點
推進「倒三角」服務支撐體系，通過跨專業協同運作，提升市場響應速度
和資源配置效益，建立更加扁平、高效的運營體系。在新興業務領域，尊
重移動互聯網發展規律，建立創新隔離區，按照與基礎業務相對隔離的
原則，持續完善市場化的人才管理機制和互聯網化的資源配置及財務管
理機制；加強集約化運營，建立並優化內部競爭機制，推進新興業務的
快速發展。

互聯網化轉型全面啟動

依托公司已有自身優勢，通過互聯網化運作，進一步提升企業市場競爭
力。全面集約統籌自有優勢資源，快速推出「雲堤」（防分布式網絡安全攻
擊產品）、安全手機等差異化產品；充分利用易信、微信等新型移動互聯
網社交媒介，採用事件營銷、體驗營銷等新方式，加快向互聯網化營銷方
式轉變；加強電子渠道集約力度，大力推進網廳與社會電商的合作，2014
年實現網上營業廳全國統一運營，4G業務互聯網銷售佔比達到11%；推
進客戶服務的互聯網化轉型，廣泛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客服手段，
推廣線上服務，降本增效。

開放合作增強生態圈競爭優勢

持續加大開放合作力度，打造生態圈競爭優勢。廣泛與芯片、終端、互聯
網應用等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合作，聚合各方優勢提升競爭實力；大力開
展渠道合作加速渠道社會化進程，農村、高校市場覆蓋及開放渠道的終
端銷售份額持續提升；在有線寬帶駐地網建設中嘗試引入民資和更加靈
活的機制，有效促進業務發展；積極開展移動業務轉售運營，全年已與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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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轉售商合作，借助轉售商在業務、服務、渠道、創新等方面的差異化優
勢，進一步提高網絡資源利用率和投資回報；參與投資組建鐵塔公司，
推進電信基礎設施共建共享，促進企業的經營效益和價值進一步提升。

提質增效強化高效運營

持續深化精確管理，加強現有資源的全面統籌和優化配置，進一步提升
企業運營效率和效益。優化營銷模式，提高營銷費用使用效率，2014年全
年銷售費用較上一年下降超過人民幣70億元；全面開展O2O協同運營，
在線上集約推廣加強客戶流滙聚，在線下整合實體門店提升效能；持續
優化網絡建設和資源調配，跨地域調撥盤活存量網絡資產，投資效率與
網絡資源利用率進一步提升；加快 IT支撐變革，持續優化採購流程，建立
增值稅制度體系，「營改增」政策實施實現平穩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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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視風險管控，持續
提升公司透明度和企業價值，確保公司健康有序發展。在公司治理方面，
我們的持續努力得到了資本市場的廣泛認可，2014年獲得了多項嘉許，
其中包括：連續兩年獲《Institutional Investor》評選為「亞洲最受尊崇企業第
一名」，連續四年獲《FinanceAsia》評選為「亞洲最佳管理公司」第一名；連續
五年獲《Euromoney》評選為「亞洲全方位最佳管理公司」等獎項。

我們堅持誠信經營，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維護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促
進整個價值鏈的健康拓展；積極推行綠色運營，進一步加強節能減排，
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圓滿完成APEC峰會、青奧會等重要通信保障任務和
抗震救災任務，贏得社會各界的高度好評。

未來展望

當前，國內經濟開始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創新成為未來發展的
主要驅動力。國內消費互聯網蓬勃發展，產業互聯網逐步興起，帶來巨
大的市場空間。4G牌照的發放將為行業發展帶來新契機，企業轉型發展
迎來新機遇。同時，國內通信行業日趨飽和，市場競爭逐步進入存量爭



– 7 –

奪時代。在新的行業生態環境下，跨界競合日益成為主流，既有運營模
式面臨嚴峻考驗。「營改增」政策雖然預期長期有利於企業發展，短期內
仍將對公司經營利潤產生較大影響。應對各種挑戰也將成為企業未來一
段時期內的新常態。

展望未來，我們充滿信心。我們將緊抓 4G牌照發放及鐵塔資源共享的關
鍵契機，加大投入，全面發力，全速推進移動業務特別是4G業務的有效
益規模發展；積極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加速運營與管理模式轉變，進一步
激發企業活力；加快互聯網化轉型，充分發揮電信既有優勢，開放合作，
強化生態圈競爭優勢，提升差異化運營能力，加速打造新型中國電信，
持續為股東創造價值。

最後，本人借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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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體員工的努力付出和貢獻表示感謝，並對
吳安迪女士、邵春保先生、杜祖國先生在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監事會
主席和監事期間做出的卓越貢獻表示感謝。

王曉初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中國北京

2015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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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績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此綜合業績是
節錄自本集團二零一四年年報中所載的經審核的合併財務報表。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除每股數字外，以百萬元列示）

2014年 2013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經營收入 4 324,394 321,584

經營費用
折舊及攤銷 (66,345) (69,083)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68,651) (53,102)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62,719) (70,448)
人工成本 (50,653) (46,723)
其他經營費用 (47,518) (54,760)  

經營費用合計 (295,886) (294,116)  

經營收益 28,508 27,468

財務成本淨額 5 (5,291) (5,153)

投資收益 6 670

應佔聯營公司的收益 34 103  

稅前利潤 23,257 23,088

所得稅 6 (5,498) (5,422)  

本年利潤 17,759 17,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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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2013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本年其他綜合收益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公允價值的變動 (54) 414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公允價值的變動的
遞延稅項 14 (104)

換算中國大陸境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
匯兌差額 3 (79)

應佔聯營公司的其他綜合收益 (3) 5  

稅後的本年其他綜合收益 (40) 236  

本年綜合收益合計 17,719 17,902  

股東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17,680 17,545
非控制性權益股東應佔利潤 79 121  

本年利潤 17,759 17,666  

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17,640 17,781
非控制性權益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79 121  

本年綜合收益合計 17,719 17,902  

每股基本淨利潤 7 0.22 0.22  

股數（百萬股） 80,932 8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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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百萬元列示）

2014年 2013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淨額 372,876 374,341
在建工程 53,181 44,157
預付土地租賃費 24,410 25,007
商譽 29,917 29,917
無形資產 8,984 8,045
所擁有聯營公司的權益 4,106 1,106
投資 972 1,026
遞延稅項資產 9 3,232 2,927
其他資產 4,053 3,930  

非流動資產合計 501,731 490,456

流動資產
存貨 4,225 6,523
應收所得稅 1,360 312
應收賬款淨額 10 21,562 20,022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10,581 7,569
短期銀行存款 1,379 2,28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436 16,070  

流動資產合計 59,543 52,783  

資產合計 561,274 54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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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2013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短期貸款 43,976 27,687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貸款 82 20,072
應付賬款 11 88,458 81,132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72,442 69,633
應付所得稅 307 371
一年內到期的融資租賃應付款 – 1
一年內攤銷的遞延收入 1,060 1,202  

流動負債合計 206,325 200,098  

淨流動負債 (146,782) (147,315)  

資產合計扣除流動負債 354,949 343,141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貸款及應付款 62,918 62,617
遞延收入 798 1,229
遞延稅項負債 9 1,125 631  

非流動負債合計 64,841 64,477  

負債合計 271,166 264,575  

權益
股本 80,932 80,932
儲備 208,251 196,809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合計 289,183 277,741
非控制性權益 925 923  

權益合計 290,108 278,664  

負債及權益合計 561,274 54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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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載於年度報告內的財務報表是按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的要求編製的。這些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例。

2. 新的及已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採用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了若干新的及已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這些準則於二零
一四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本集團採用以下於本年度生效的新的詮釋
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金融工具：列報－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抵銷」

•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的披露」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公告第21號》－「稅費」

本集團並未採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未生效的新的及修訂的準則或詮釋。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金融工具：列報－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抵銷」

該修訂澄清了與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抵銷有關的規定。特別是，該修訂澄清了主體「當
前對於所確認的金額具有法律上可執行的抵銷權」和「有意圖以淨額結算或同時結算資
產與負債」的條件。採用該修訂對本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披露沒有重大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的披露」

對於已分攤商譽或使用壽命不確定的無形資產的現金產出單元，在相應期間內並未確認
任何減值或減值的轉回的情況下，該修訂刪除了對該現金產出單元的可收回金額的披露
要求；另外，當一項資產或一個現金產出單元的可收回金額是使用公允價值減處置費用
確定時，該修訂要求增加披露內容，包括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
披露要求的公允價值層級、關鍵假設以及估值技術。採用該修訂對本集團的合併財務報
表披露沒有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公告第21號》－「稅費」

該詮釋將稅費定義為主體在未獲得任何特定商品或服務的情況下向政府支付的費用。
報告主體應在責任事件發生時確認一項負債。責任事件是指導致稅費支付的活動，其通
常在確立徵收稅費的法例中列明。採用該詮釋對本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披露沒有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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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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為基礎進行辨別。
在所列示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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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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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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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2013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固網語音 (i) 33,587 38,633

移動語音 (ii) 54,673 58,217

互聯網 (iii) 112,431 99,394

增值服務 (iv) 38,419 36,230

綜合信息應用服務 (v) 26,939 25,233

通信網絡資源服務及網絡設施出租 (vi) 17,332 17,586

其他 (vii) 41,013 46,291  

324,394 321,584  

附註：

在2014年6月1日前，本集團大部份的經營收入需按3%計繳營業稅，相關營業稅金會抵減
經營收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的《關於將電信業納入營業稅
改徵增值稅試點的通知》（財稅 [2014]43號）的規定，自2014年6月1日起，營業稅改徵增值稅
（「營改增」）試點服務行業範圍進一步擴大至電信業，基礎電信服務（包括語音通話、出租
或者出售網絡元素）的增值稅稅率為11%，增值電信服務（包括互聯網接入服務、短彩信、
電子數據和信息的傳輸及應用等服務）的增值稅稅率為6%，增值稅不包含於經營收入中。
隨著營改增的實施，自2014年6月1日起本集團不需要就電信業務支付3%營業稅。

(i) 指向用戶收取的固網電話服務的月租費、本地通話費、國內長途通話費、國際及港
澳臺長途通話費、裝移機收入及網間結算收入的合計金額。

(ii) 指向用戶收取的移動電話服務的月租費、本地通話費、國內長途通話費、國際及港
澳臺長途通話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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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取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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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指向用戶提供主要包括來電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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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指向用戶提供通信網絡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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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及維護設備而取得的收入以及移動轉售業務收
入。

5. 財務成本淨額

財務成本淨額包括：

2014年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發生的利息支出 5,958 5,840

減：資本化的利息支出* (308) (329)  

淨利息支出 5,650 5,511

利息收入 (304) (361)

匯兌虧損 21 61

匯兌收益 (76) (58)  

5,291 5,153  

*在建工程利息資本化適用的年利率 4.5%–6.0% 4.5%–5.8%  

6. 所得稅

損益中的所得稅包括：

2014年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計提的中國所得稅準備 5,237 5,590

計提的其他稅務管轄區所得稅準備 58 31

遞延稅項 203 (199)  

5,498 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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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稅務支出與實際稅務支出的調節如下：

2014年 2013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稅前利潤 23,257 23,088  

按法定稅率25%計算的預計所得稅支出 (i) 5,814 5,772

中國大陸境內附屬公司及分公司
收益的稅率差別 (i) (248) (216)

其他附屬公司收益的稅率差別 (ii) (31) (31)

不可抵扣的支出 (iii) 347 428

非應課稅收入 (iv) (243) (120)

稅率變更的影響 (v) – 4

其他 (vi) (141) (415)  

實際所得稅費用 5,498 5,422  

附註：

(i) 除部份附屬公司及分公司主要是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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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及介乎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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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在中國西部地區運營的分公司陸續獲得了稅務部門的批准，採用15%的所得稅
優惠稅率。相應地，獲得稅務部門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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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變更的影響在合併綜合收益表中確認。

(vi) 其他主要包括本年度稅務部門批准的以前年度研發費加計扣除及物業、廠房及設
備處置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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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基本淨利潤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淨利潤分別是按本公
司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176.80億元及人民幣175.45億元除以發行股數80,932,368,321股計算。

攤薄之每股淨利潤並未列示，因於列示的各年度內並沒有具攤薄潛能之普通股。

8. 股息

董事會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八日通過決議，建議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期末股息按相當於每股港幣0.095元計算，共計約人民幣60.85億元。此項建議尚
待股東週年大會審議批准。此項股息並未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
務報表中計提。

根據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076583元（相當於港幣0.095元），合計約人民幣61.98億
元已獲宣派，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八日派發。

根據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067135元（相當於港幣0.085元），合計約人民幣54.33億
元已獲宣派，已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九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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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如下：

資產 負債 淨額
2014年 2013年 2014年 2013年 2014年 2013年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準備及主要為應收款
呆壞賬的減值損失 1,156 1,071 – – 1,156 1,071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88 1,431 (773) (184) 1,015 1,247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288 425 (189) (270) 99 155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 – – (163) (177) (163) (177)      

遞延稅項資產╱（負債） 3,232 2,927 (1,125) (631) 2,107 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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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月1日
餘額

在合併
綜合收益
表確認

處置
附屬公司

2013年
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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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及主要為應收款
呆壞賬的減值損失 1,028 43 – 1,071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13 238 (4) 1,247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237 (82) – 155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 (73) (104) – (177)    

遞延稅項資產淨額 2,205 95 (4) 2,296    

2014年
1月1日餘額

在合併綜合
收益表確認

2014年
12月31日餘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準備及主要為應收款呆壞賬的
減值損失 1,071 85 1,156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47 (232) 1,015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155 (56) 99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 (177) 14 (163)   

遞延稅項資產淨額 2,296 (189) 2,107   

10. 應收賬款淨額

應收賬款淨額分析如下：

2014年 2013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應收賬款
第三方 22,853 21,293

中國電信集團 (i) 329 391

其他中國電信運營商 858 536  

24,040 22,220

減：呆壞賬準備 (2,478) (2,198)  

21,562 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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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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電話及互聯網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4年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11,273 11,887

一至三個月 2,600 2,438

四至十二個月 1,865 1,784

超過十二個月 660 488  

16,398 16,597

減：呆壞賬準備 (2,355) (2,122)  

14,043 14,475  

應收其他電信運營商和企業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4年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3,012 2,436

一至三個月 1,679 1,169

四至十二個月 1,924 1,302

超過十二個月 1,027 716  

7,642 5,623

減：呆壞賬準備 (123) (76)  

7,519 5,547  

應收賬款中不需作減值準備的賬款分析如下：

2014年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並未逾期 19,408 17,839  

逾期少於一個月 1,356 1,206

逾期一至三個月 798 977  

逾期金額 2,154 2,183  

21,562 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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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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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分析如下：

2014年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第三方 71,934 66,115

中國電信集團 15,667 13,905

其他中國電信運營商 857 1,112  

88,458 81,132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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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2013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付款 17,783 19,349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內到期 11,678 16,178

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內到期 14,825 15,396

六個月以上到期 44,172 30,209  

88,458 8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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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覽

概要

2014年，面對多項外部環境重大變化，本集團牢牢把握「變革創新、開放
合作、提質增效」的主綫，創新體制機制，優化客戶獲取方式，加快推進
全面深化改革，持續提升企業價值。2014年，本集團的經營收入為人民幣
3,243.94億元，較2013年增長 0.9%；服務收入 1為人民幣 2,873.79億元，同比
增長3.1%；經營費用為人民幣2,958.86億元，較2013年增長0.6%；本公司股
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 176.80億元，較2013年增長 0.8%，每股基本淨利潤為
人民幣0.22元；EBITDA2為人民幣 948.53億元，較 2013年下降1.8%, EBITDA
率 3為33.0%。

經營收入

2014年，儘管受到「營改增」的影響和LTE混合組網試驗的地域局限，本集
團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發展態勢，收入實現平穩增長。2014年經營收入為
人民幣 3,243.94億元，較2013年增長 0.9%。其中：移動業務收入為人民幣
1,516.11億元，較2013年增長0.3%；固網業務收入為人民幣1,727.83億元，較
2013年增長1.4%。

1 服務收入為經營收入扣除「移動商品銷售收入」（2014年：人民幣313.43億元；2013年：人民
幣374.35億元）、「固網商品銷售收入」（2014年：人民幣39.56億元；2013年：人民幣35.64億元）
和「其他非服務收入」（2014年：人民幣17.16億元；2013年：人民幣17.34億元）。

2 EBITDA計算方法為經營收入扣除經營費用加上折舊及攤銷費。由於電信業是資本密集
型產業，資本開支、債務水平和財務費用可能對具有類似經營成果的公司淨利潤產生重
大影響。因此，我們認為，對於像我們這樣的電信公司而言，EBITDA有助於對公司經營
成果的分析。雖然EBITDA在世界各地的電信業被廣泛地用作為反映經營業績、借債能力
和流動性的指標，但是按公認會計原則，它不作為衡量經營業績和流動性的尺度，也不
代表經營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量。此外，我們的EBITDA也不一定與其他公司的類似指標
具有可比性。

3 EBITDA率計算方法為EBITDA除以服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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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2013年和2014年本集團各項經營收入的金額和他們的變化率：

（除百分比數字外， 分別截至各年度12月31日
單位皆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4年 2013年 變化率

固網語音 33,587 38,633 (13.1%)
移動語音 54,673 58,217 (6.1%)
互聯網 112,431 99,394 13.1%
增值服務 38,419 36,230 6.0%
綜合信息應用服務 26,939 25,233 6.8%
通信網絡資源服務及網絡設施出租 17,332 17,586 (1.4%)
其他 41,013 46,291 (11.4%)  

經營收入合計 324,394 321,584 0.9%  

固網語音

2014年，固網語音業務收入為人民幣335.87億元，較2013年的人民幣386.33
億元下降13.1%，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10.4%。固網語音佔收比不斷下降，
經營風險進一步釋放。

移動語音

2014年，受到競爭對手推出4G服務、營改增、公司轉變經營模式以及移動
互聯網業務替代的影響，移動語音收入為人民幣546.73億元，較2013年的
人民幣582.17億元下降6.1%，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 16.9%。

互聯網

2014年，互聯網接入業務收入為人民幣1,124.31億元，較2013年的人民幣
993.94億元增長13.1%，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 34.7%。本集團在寬帶提速的
基礎上，填充各種信息化應用，利用「悅me」融合產品打造智慧家庭入口，
拓展高帶寬應用，截至 2014年底，本集團有線寬帶用戶達到 1.07億戶，有
線寬帶接入收入為人民幣734.85億元，較2013年增長3.8%。同時，本集團通
過打造差異化產品優勢，以及終端引領、應用拉動等手段，創新流量經營
模式，推出流量寶、流量800、定向流量包等產品，有效驅動移動數據流
量和收入快速增長，移動互聯網接入收入為人民幣378.09億元，較2013年
增長35.2%，其中手機上網收入為人民幣340.86億元，較2013年增長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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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務

2014年，增值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384.19億元，較 2013年的人民幣 362.30億
元增長6.0%，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11.8%。其中：固網增值服務收入為人
民幣184.28億元，同比增長11.8%，主要得益於公司重點培育的 IDC業務和
iTV業務快速發展。移動增值服務收入為人民幣199.91億元，較2013年增長
1.2%。

綜合信息應用服務

2014年，綜合信息應用服務收入為人民幣269.39億元，較 2013年的人民幣
252.33億元增長6.8%，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8.3%。其中：固網綜合信息應
用服務收入為人民幣196.19億元，同比增長10.3%，增長主要原因是本集
團聚焦信息化應用，加強開放合作，加快標杆型行業應用的規模複製推
廣，IT服務及應用快速增長。移動綜合信息應用服務收入為人民幣73.20
億元，較 2013年下降1.6%。

通信網絡資源服務及網絡設施出租

2014年，通信網絡資源服務及網絡設施出租業務收入為人民幣173.32億
元，較 2013年的人民幣175.86億元下降1.4%，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5.3%。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通信網絡資源服務及網絡設施出租業務收入適用的
增值稅稅率較高所致。移動通信設施出租業務收入為人民幣 4.63億元。

其他

2014年，其他業務收入為人民幣410.13億元，較2013年的人民幣462.91億元
下降11.4%，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12.6%。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移動終
端設備集約採購以及銷售減少。移動終端設備銷售收入為人民幣 313.43
億元，較 2013年下降16.3%。

經營費用

本集團持續加強資源的統籌管理，加大網絡維護及優化力度，提升網絡
支撐和服務能力，同時加強營銷成本的管控，提高營銷資源的使用效率，
促進企業有效益發展。2014年，本集團的經營費用為人民幣2,958.86億元，
較2013年增長0.6%，低於收入增幅；經營費用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91.2%，
較2013年下降0.3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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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2013年和2014年本集團各項經營費用的金額和他們的變化率：

（除百分比數字外， 分別截至各年度12月31日
單位皆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4年 2013年 變化率

折舊及攤銷 66,345 69,083 (4.0%)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68,651 53,102 29.3%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62,719 70,448 (11.0%)
人工成本 50,653 46,723 8.4%
其他經營費用 47,518 54,760 (13.2%)  

經營費用合計 295,886 294,116 0.6%  

折舊及攤銷

2014年，折舊及攤銷為人民幣663.45億元，較2013年的人民幣690.83億元下
降4.0%，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20.5%。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客戶關係價
值攤銷費用的節省。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2014年，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為人民幣686.51億元，較2013年的人民幣
531.02億元增長29.3%，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 21.2%。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公
司適度加大網運投入，為3G、4G以及有線和無線寬帶的協同發展打造競
爭優勢，以及經營性租賃費有所增長。另外，隨著更先進的移動網絡承
接小靈通服務，公司對小靈通全部資產進行了報廢處理。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2014年，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為人民幣 627.19億元，較2013年的人民幣
704.48億元下降11.0%，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 19.3%。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
集團加快營銷模式優化創新，加強營銷費用特別是終端補貼管控，提高
營銷資源使用效率。第三方佣金及服務支出為人民幣283.67億元，較2013
年增長11.2%；廣告及宣傳等銷售費用為人民幣261.22億元，較2013年下降
28.4%，其中終端補貼為人民幣153.40億元，較2013年下降32.7%。同時，本
集團繼續加強一般及管理費用的精細化管理，一般及管理費用較上年同
期下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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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成本

2014年，人工成本為人民幣506.53億元，較2013年的人民幣467.23億元增長
8.4%，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15.6%。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加大對一綫員工的
激勵力度。有關僱員的人數、酬金政策以及培訓計劃的詳情請參見截至
2014年12月 31日止年度報告中人力資源發展報告。

其他經營費用

2014年，其他經營費用為人民幣475.18億元，較2013年的人民幣547.60億元
下降13.2%，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14.6%。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移動終
端集約採購及銷售下降和移動網間結算支出的節省。移動終端設備銷售
支出為人民幣299.82億元，同比下降14.9%。

財務成本淨額

2014年，本集團財務成本淨額為人民幣52.91億元，較2013年的人民幣51.53
億元增長2.7%。增長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收購移動網絡資產的遞延對價利
率由去年的 4.83%上升到本年的6.25%（根據協議每年按照重點AAA企業5
年期中期票據估值中樞上浮0.05個百分點確定）。2014年匯兌淨收益為人
民幣0.55億元。

盈利水平

營業稅改征增值稅

2014年6月，「營改增」政策開始在電信行業試點，雖然短期影響負面，但
本集團預期長期將有利於企業持續發展。本集團努力優化發展及營銷模
式，加強成本、採購和供應商稅務資質管理，相關負面影響已經有所趨
緩。未來，隨著試點行業的不斷擴大，預計本集團可獲得更多進項增值
稅抵扣，加上本集團收入結構的持續優化，長期將有利於利潤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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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

本集團的法定所得稅率為25%。2014年，本集團所得稅費用為人民幣54.98
億元，實際稅率為23.6%。本集團實際稅率與法定稅率存在差異的主要原
因是部分子公司和處於西部地區的部分分公司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執行
的稅率低於法定稅率。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2014年，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176.80億元，較2013年的人民幣
175.45億元增長0.8%。

參與投資組建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

為推進電信基礎設施共建共享，提升企業的經營效益和價值，本公司、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及中國移動通信有限公司於 2014年7月簽署
了《中國通信設施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協議》，共同發起設立中國通
信設施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現更名為「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鐵
塔股份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100億元，其中本集團出資為人民幣
29.90億元，持股比例為29.9%，相關出資款已於2014年底前全部支付完畢。

資本支出及現金流量

資本支出

2014年，本集團配合國家LTE混合組網試驗批准進度，合理控制投資節
奏，調整投資方向，在做好混合組網試驗基礎上，適度提前安排4G網絡
配套建設和提升城市光網接入能力，確保投資效益。2014年本集團資本
支出為人民幣768.89億元，較 2013年的人民幣 799.92億元下降 3.9%。

現金流量

2014年，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為人民幣43.70億元，2013年的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為人民幣139.6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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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2013年和2014年本集團的現金流情況：

分別截至各年度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2014年 2013年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96,405 88,351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81,708) (107,948)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0,327) 5,63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減少） 4,370 (13,960)  

2014年，經營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入為人民幣964.05億元，較 2013年的人
民幣 883.51億元增加人民幣80.54億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經營收入增長
以及與經營活動相關的成本支出有所減少。

2014年，投資活動所用的淨現金流出為人民幣817.08億元，較 2013年的人
民幣1,079.48億元減少人民幣 262.40億元。現金淨流出減少的主要原因是
上年支付部分移動網絡資產收購款。

2014年，融資活動的淨現金流出為人民幣103.27億元，2013年融資活動的
淨現金流入為人民幣56.37億元，變動的原因是公司償還了部分短期貸款。

營運資金

本集團一貫堅持穩健審慎的財務政策和嚴格的資金管理制度。2014年底，
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即總流動資產減總流動負債）為短缺人民幣 1,467.82
億元，比2013年短缺人民幣1,473.15億元減少人民幣5.33億元。截至2014年
12月31日，本集團未動用信貸額度為人民幣1,304.88億元（2013年：人民幣
1,576.94億元）。考慮到公司經營活動淨現金流入保持穩定以及良好的信
貸信用，本集團有足夠的營運資金滿足生產經營需要。2014年底，本集團
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204.36億元，其中人民幣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佔93.1%（2013年：94.3%）。

資產負債情況

2014年，本集團財務狀況繼續保持穩健。截止2014年底，本集團的總資產
由2013年底的人民幣5,432.39億元增加至人民幣5,612.74億元；總債務由2013
年底的人民幣1,103.77億元降低至人民幣1,065.52億元。總債務對總資產的
比例由2013年底的20.3%下降至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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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

本集團於2013年底和2014年底的債務分析如下：

分別截至各年度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2014年 2013年

短期貸款 43,976 27,687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貸款 82 20,072
長期貸款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公司遞延對價 62,494 62,617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含一年內到期的部分） – 1  

總債務 106,552 110,377  

2014年底，本集團的總債務為人民幣1,065.52億元，較2013年底減少了人
民幣38.25億元，主要原因是償還了部分短期貸款和人民幣 200億元的中
期票據，同時新發行了人民幣190億元的超短期融資券。本集團的總債務
中，人民幣貸款、美元貸款和歐元貸款分別佔99.2%（2013年：99.1%）、0.5%
（2013年：0.5%）和0.3%（2013年：0.4%）。債務中固定利率貸款佔 41.3%（2013
年：43.3%），其餘為浮動利率貸款。

於2014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作債務之抵押品（2013年：
無）。

本集團大部分業務獲得的收入和支付的費用都以人民幣進行交易，因此
本集團並無任何外匯波動引致的重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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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買賣或贖回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均未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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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 •關黃陳方會
計師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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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制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報
告）進行討論。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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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維
護股東利益。

除了本公司於 2014年度內董事長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一直由同一人擔
任，本公司在2014年度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列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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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守董事和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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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規範董事和監事的證券交易。經向董事和監事作出特定查
詢後，本公司董事和監事已確認在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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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 –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1.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2015年5月27日舉行2014年度股東週年大會，為確定有權出
席股東週年大會的H股股東名單，本公司將由2015年4月27日至2015年
5月27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期間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H
股股東如欲出席股東週年大會，須於2015年4月24日（星期五）下午4時
30分前，將股票連同股份過戶文件一並送交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於2015年5月27日在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登記在冊的本公司H
股股東均有權出席是次股東週年大會。

2. 建議之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截至 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期末股息按相當於每股 0.095
港元（含稅）計算，合計約為人民幣 60.85億元。有關股息的方案將呈
交予將於2015年5月27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予以審議。如該股息藉
股東通過議案而予以宣派，末期股息將支付予於 2015年6月8日（星期
一）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本公司將於2015年6月3日（星期三）
至2015年6月8日（星期一）（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本公司H股股東如欲獲派發末期股息，而尚未登記過戶文件，
須於2015年6月2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或之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
股票交回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股息將以人民幣計值及宣派。內資
股的股息將以人民幣支付，H股的股息將以港幣支付。相關折算匯率
按股東大會宣派股息之日前一週的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
港幣平均賣出價計算。有關期末股息經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預計於
2015年7月17日前後支付。

根據 2008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中華人民共
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的規定，本公司將向於2015年6月8日名
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企業代理人或受托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
派發 2014年建議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 10%的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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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國稅函 [2011]348號規定及相關法律法規，如H股個
人股東為香港或澳門居民以及其他與中國簽訂10%股息稅率的稅收
協議的國家的居民，本公司將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如
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低於 1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
居民，本公司將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股息的個人所得稅。如H股個
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高於10%但低於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
的居民，本公司將按相關稅收協議實際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如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
民、與中國並沒有簽訂任何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以及在任何其他
情況下，本公司將按20%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本公司將根據2015年6月8日本公司股東名冊上所記錄的登記地址（「登
記地址」），確定H股個人股東的居民身份。如H股個人股東的居民身
份與登記地址不符或希望申請退還多扣繳的稅款，H股個人股東須
於2015年6月2日（星期二）或該日之前通知本公司並提供相關證明文
件，證明文件經相關稅務機關審核後，本公司會遵守稅務機關的指
引執行與代扣代繳相關的規定和安排。如H股個人股東在上述期限
前未能向公司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可按稅收協議通知的有關規定自
行或委托代理人辦理有關手續。

對於H股個人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及因H股個人股東的納稅
身份或稅務待遇未能及時確定或不準確確定而引致任何申索或對於
代扣機制或安排的任何爭議，本公司概不負責，亦不承擔任何責任。

就本公司向經上海證券交易所投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版上
市之本公司股票的投資者派付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之代扣代繳稅（如有）安排，本公司正與相關中國機構協商，本公司將
在有關安排定案後盡快作出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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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報告

截 至 2014年12月31日 止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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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
(www.chinatelecom-h.com)上登載。

預測性陳述

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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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條A款和美國 1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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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王曉初（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楊杰（總裁兼首席運營官）、張繼平、楊小偉、孫康敏、柯瑞文（皆為執行副
總裁）、朱偉（非執行董事）、謝孝衍、史美倫、徐二明、王學明（皆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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