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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股東：

2018年上半年，面對複雜嚴峻的行業形勢，

我們保持戰略定力，統籌兼顧，卓越執行，成

功實現企業發展新突破。立足當前，我們抓住

用戶空間擴展、流量紅利釋放、信息化融合發

展的寶貴機遇，堅持積極拓展和有效防禦，基

礎業務規模加快突破，新興業務增長持續強

勁，收入增幅行業領先，盈利水平穩步提升。

著眼未來，我們面對數字經濟時代智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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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蓬勃商機，堅定推進「三化」轉型，持續

深化改革創新，積極佈局5G發展，傾力為股

東創造新的價值空間。

經營業績

上半年，公司經營收入達到人民幣1,930億

元。其中，服務收入 1達到人民幣1,776億元，

同比增長7.0%（若剔除執行《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15號》對本期的影響，同比增長8.5%），

連續多年高於行業平均。新興業務收入 2佔服

務收入比為51.2%，同比提升6.1個百分點，

收入結構持續優化。EBITDA3達到人民幣559

億元，EBITDA率 3為31.5%，同比基本保持穩

定。淨利潤 4達到人民幣136億元，同比上升

8.1%，每股基本淨利潤為人民幣0.168元，實

現持續良好增長。資本開支為人民幣329億

元，同比下降19.9%，繼續合理管控。自由現

金流 5達到人民幣184億元，同比大幅提升。

董事會在充分考慮公司盈利情況、現金流水

平及未來發展資金需求後，為保留資金靈活

性，決定本年度不派發中期股息。董事會將在

審議全年業績時，積極考慮股東回報需求，綜

合審視末期股息派發方案並向股東大會提出

建議。

創新融合推動規模新突破

上半年，公司準確把握市場需求的變化，堅持

積極的市場策略，加快產品創新，推進融合升

級，實現規模新突破。

加快產品創新。我們緊抓大流量發展機遇，面

向中高端用戶推出一系列豐富的大流量套餐

產品，與多家知名互聯網公司深度合作，面向

年輕用戶群推出眾多互聯網卡產品，充分滿

足不同細分市場需求。積極通過對外合作豐

富終端品類，全網通AI手機首批上市17款，

行業全網通終端銷量佔比為78%。豐富有線

寬帶產品形態，全面推出隨選寬帶、日租型寬

帶等產品，積極開拓家庭第二條寬帶、酒店和

公寓寬帶等細分市場，有效拓展用戶增長空

間。與此同時，在智能應用生態圈 6領域進一

步加快產品創新，培育新的增長引擎。

推進融合升級。堅持以優勢業務為核心，實現

多業務間融通互促和價值提升。在移動、光寬

和天翼高清業務融合的基礎上，全面推進「大

流量+百兆寬帶+智慧家庭」融合升級，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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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業務收入為包含流量、互聯網應用及 ICT等業務的收入。

3 EBITDA計算方法為經營收入減去經營費用加上折舊及攤銷；EBITDA率計算方法為EBITDA除以服務收入。

4 淨利潤為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5 自由現金流的計算方法為EBITDA扣減資本支出和所得稅。

6 智能應用生態圈包括智慧家庭生態圈、DICT生態圈、物聯網生態圈和互聯網金融生態圈。DICT為綜合三大類技術

（通信技術、信息技術、雲和大數據技術）的融合型智能應用服務。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 004

董事長報告書

1.41億戶，淨增709萬戶，亦創歷史新高，其

中百兆寬帶用戶佔比達到56%，同比增長19

個百分點。

智能應用生態圈對公司增量服務收入的貢獻

超過50%。天翼高清收入增長29.8%，用戶

淨增1,254萬戶，達到9,830萬戶，滲透率達

到70%。IDC收入保持20%的增速，雲和大數

據收入合計增幅達120%。物聯網業務加速

突破，收入增長近90%，連接數淨增近3,000

萬，同比翻番，達到7,419萬。互聯網金融（翼

支付）平均月度活躍用戶超過3,770萬戶，同比

增長34%，個人賬戶交易額同比增長近90%。

轉型改革促進能力再提升

上半年，公司加快推進網絡智能化、業務生態

化、運營智慧化（「三化」轉型），持續全面深化

改革，全方位促進綜合競爭力再提升。

進一步強化網絡能力。在投資規模連續降低

的情況下，網絡基礎能力提升取得新進展，

綜合用戶體驗保持行業領先。依托高、低頻

協同的優質全覆蓋4G網絡，繼續完善高鐵、

綜合產品競爭能力的同時，有效提高用戶黏

性，寬帶用戶離網率穩中有降。寬帶用戶三重

融合率 7達到59%，同比提升13個百分點。面

對十分激烈的價格競爭，作為智慧家庭業務

的入口，有線寬帶業務既實現了自身的有效

防禦，又支撐了智慧家庭業務的快速發展。智

慧家庭對寬帶業務的價值貢獻持續提升，寬

帶接入ARPU為人民幣47.2元，寬帶綜合ARPU8

為人民幣52.5元，保持行業領先。

實現規模新突破。上半年，移動和寬帶規模增

長創歷史新高，智能應用生態圈成為收入增

長生力軍。

移動服務收入達到人民幣836億元，同比增

長10.3%，繼續保持雙位數增長，其中手機上

網收入同比增長26.5%。移動用戶達到2.82

億戶，淨增3,166萬戶，為上年同期的兩倍以

上，創歷史新高，淨增市場份額達到46.5%，

總體市場份額提升至18.9%。其中，4G用戶

達 到2.17億 戶，淨 增3,527萬 戶，滲 透 率 達

到77%。手機上網總流量強勁增長近四倍。

固網服務收入達到人民幣940億元，同比增

長4.2%，增幅有所提升。有線寬帶用戶達到

7 三重融合率為寬帶用戶中同時使用移動和天翼高清業務的用戶比例。

8 寬帶綜合ARPU計算方式為智慧家庭及寬帶接入的月均收入合計除以平均寬帶用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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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城鎮家庭為本公司有線寬帶業務服務區範圍內的城鎮家庭。

家庭雲、智能家居等已逐步成為智慧家庭的

核心應用。在DICT方面，充分發揮雲網融合優

勢，加快突破雲產品能力，緊抓企業上雲的發

展機遇，實現政府雲服務和重點行業標桿客

戶項目突破，確立公司在DICT服務領域的主

力軍地位。在物聯網方面，強化集約運營，加

快平台能力建設，加強生態合作，在做大連接

規模的基礎上，向數據運營服務延伸，探索商

業模式的創新。在互聯網金融方面，堅持差異

化發展，以翼支付紅包為主要切入點，與基礎

業務深度融合，並與互聯網合作夥伴推廣聚

合分期模式，有力拉動用戶增長，提升用戶黏

性。

持續提升智慧運營能力。以打造企業中台為

核心，以大數據為驅動，深化精確營銷、精細

服務、精益網運和精確管理，提升企業科學決

策能力與運營管理效率。大數據平台能力逐

步增強，聚合和開放共享全網 IT、網絡、平台

能力，支撐企業敏捷運營；大數據應用取得

成效，大數據採集處理量達到130TB╱天，同

比提升86%，平台調用次數達到5億次╱月，

為去年同期的10倍。打造新一代集團級支撐

系統，全網實現業務受理提速，客戶感知有效

提升。打造高效聯動的綜合渠道體系，加強實

體、政企、社會合作及互聯網等全渠道協同，

高密度商圈等重點場景的深度覆蓋，並根據

用戶需求動態擴容，4G基站數達到120萬個，

網絡利用率為36%，有力支撐大流量發展。

有效益推進全光網建設，城鎮家庭 9光纖寬帶

(FTTH)基本完成全覆蓋，在170多個城市按需

部署千兆寬帶，IP城域網、骨幹網帶寬分別達

到500Tbps和170Tbps，保持行業領先優勢。加

快增強機器類通信 (eMTC)試點推廣，基本實

現4G、eMTC和NB-IoT高、中、低全速率物聯

網架構，按需提供差異化服務能力。持續推進

網絡雲化和智能化演進，穩步實施CTNet2025

網絡重構，基於軟件定義網絡 (SDN)技術推動

智能隨選專線和智能網關等重點新產品自主

研發及規模商用，在雲資源池和骨幹網佈署

SDN提升網絡運維效率；基於全網統一電信雲

(NFVI)標準試點開通全解耦的虛擬 IP多媒體子

系統 (vIMS)，為5G網絡全雲化奠定基礎。

加快五大生態圈能力突破。在智能連接方

面，緊抓用戶需求升級，堅持客戶價值經營，

深化融合，創新產品，強化終端、渠道及服務

優勢，規模發展能力持續加強。在智慧家庭方

面，加強內容和智能家居生態合作，與智能連

接生態優勢互補，依托天翼網關、智能機頂

盒、小翼管家APP三大交互入口，發揮用戶規

模、渠道與服務優勢，天翼高清、智能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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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開展規模組網試驗，重點推動高清視頻、

AR/VR、自動駕駛、無人機、工業互聯網等應

用試驗，開展5G與4G協同組網研究，為5G網

絡、應用和商業模式謀篇佈局。

作為下一代新興技術，5G將加速經濟社會數

字化轉型，極大促進物聯網、智能製造等重要

行業發展，創造出廣闊的連接空間，形成萬億

規模的新興產業。公司將堅持有效益發展的

總體原則，積極把握機遇，穩妥掌控節奏，堅

持開放合作，高效協同5G與4G的網絡資源和

服務能力，漸進式、有重點地開展5G網絡精

準投資建設，適時啟動5G規模商用。

公司治理和社會責任

我們始終保持高水平的公司治理，堅持依法

治企，高度重視風險管控，不斷提升公司透

明度，確保公司健康可持續發展。我們的努

力得到了資本市場的廣泛認可，連續八年獲

《Institutional Investor》評選為「亞洲最受尊崇企

業」，並獲《FinanceAsia》評選為「最佳管理公

司」及頒發「最受尊崇企業大獎（2009–2018）」

特別獎項，以表揚公司過去十年在整體企業

管治、投資者關係、企業社會責任等領域長期

持續的不懈追求和傑出成就。

公司作為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

會」的主力軍和網絡基礎設施的提供者，積極

拓展全方位客戶觸點，增強用戶的智能銷售

體驗。保持高水準服務品質，根據工信部上半

年測評結果，公司在手機上網、固定寬帶、客

戶綜合服務及移動語音等多項客戶滿意度方

面行業第一，  百萬用戶申訴率行業最低。推進

集約共享的智慧財務體系，不斷提升資源配

置的價值引領，加強風險防控，高效保障企業

健康可持續發展。

改革創新提升活力效率。公司不斷深化以「劃

小承包、專業化運營、倒三角支撐」為核心的

三維聯動改革。在建立約5.9萬個「劃小」單元

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商圈、社區、農村、校園

等不同的專業化場景，通過帶隊伍、做幫扶

等一系列新型的工作模式加強專業化運營水

平。持續推進流程優化，以一線經營人員對

管理支撐人員進行逆向考核等方式促進「倒三

角」支撐效率大幅提升。加快建立與轉型升級

相適應的經營體制和組織機制，著力打造管

理、技能和專業三支人才隊伍。通過不斷的改

革創新，基層創新實踐不斷湧現，企業活力和

效率大幅提升。

積極擁抱5G新時代

隨著技術標準的逐步確立，5G進程開始加

快。上半年，公司積極開展5G前瞻佈局儲

備。有序推進技術研究和應用研發，制定未來

技術演進路線，發佈5G技術白皮書。在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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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新技術新業態不斷湧現，行業價值面臨挑

戰，企業需要加快探索新業務發展模式和新

收入增長點。

展望未來，我們充滿信心。我們將緊抓難得

機遇，積極應對各種挑戰。堅持規模發展，順

應市場變化規律，優化競爭策略。堅持卓越

執行，持續能力提升，優化客戶體驗。堅持改

革創新，優化體制機制，提升企業活力與效

率。我們將堅定戰略方向，深化供給側結構性

改革，推進「三化」轉型，打造「萬物互聯、人

機交互、天地一體」的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

構建信息技術與各行各業的融合化生態，提

升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向「建設網絡強國、打

造一流企業、共築美好生活」三大目標闊步前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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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全體

員工的努力付出致以衷心感謝，並對劉愛力

先生、史美倫女士在擔任本公司董事期間作

出的卓越貢獻表示感謝！

2018年8月20日

楊杰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中國北京

2018年8月20日

履行社會責任。進一步貫徹落實「提速降費」

政策，於2018年7月1日起，取消流量漫遊費，

惠及廣大用戶。積極維護網絡和信息安全，營

造清朗的網絡空間。推進節能減排，促進綠色

發展。積極踐行「一帶一路」倡議，建成首條中

尼跨境光纜和中巴陸地直達光纜。圓滿完成

博鰲亞洲論壇等重大會議及活動的通信保障

任務，全力參與抗洪救災，贏得社會各界高度

好評。

未來展望

隨著「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建設的

推進，中國已逐步進入數字化改造舊動能、培

育壯大新動能的關鍵時期，5G、人工智能、

大數據等各種新技術的快速發展，必將助力

產業快速升級，推動數字經濟發展邁上新台

階，通信信息行業面臨難得的發展機遇。從行

業整體看，市場需求為基礎業務發展帶來新

的空間，國內移動與寬帶市場仍有較大增長

潛力，流量需求將呈現爆發式增長；在信息

化與新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融合、

信息化與政府管理和社會服務融合、信息化

與實體經濟融合、網信軍民融合的共同推動

下，新興業務必將持續高速發展。與此同時，

市場競爭日益激烈，行業增長空間持續被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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