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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 主要業務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提供一系列固定和移

動電信服務，包括語音、互聯網、通信網絡資源及設施服務、信息及應用服務以及其他相

關業務。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北京市、上海市、廣東省、江蘇省、浙江省、安

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廣西壯族自治區、重慶市、四川省、湖北省、湖南省、海南省、貴

州省、雲南省、陝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提供固網通

信及相關業務。本集團亦在中國大陸和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提供移動通信及相關服務。本

集團同時在亞太區、歐洲、非洲、南美洲及北美洲部份國家和地區提供國際電信服務，包

括網絡服務、互聯網接入及轉接、互聯網數據中心和移動虛擬網絡運營等服務。本集團於

中國大陸的運營由中國政府監管，並遵循相關法律法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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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披露要

求。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獲董事會授權簽發的中期財務報表反映本集團於二零一九

年六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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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預期的經營業績

及現金流量。

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 「中期財務報告」的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需按本中期

財務報表為基礎，對政策運用的影響以及資產和負債、收入和費用的呈報金額作出一些判

斷、估計和假設。估計的數值可能會有別於實際結果。

本中期財務報表包含合併財務報表和若干附註。這些附註說明了二零一八年年度財務報表

後發生的重要事項及交易，以理解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在這期間的變動。此中期

財務報表和其附註沒有包括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規定編製一整套財務報表所需的所有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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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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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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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3. 主要會計政策

本中期財務報表是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的，但某些金融工具是以公允價值計量。

除了因採用新的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所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外，本集團在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時已貫徹採用編製二零一八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量

方法。

採用新的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

在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下列於本期間強制生效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佈的新的及經

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 「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23號》 — 「所得稅不確定性的會計處理」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 —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償付特徵」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 — 「計劃修改、縮減或結算」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 — 「在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中的長期權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2015–2017》

除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 「租賃」外，採用上述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

對本集團中期財務報表沒有重大影響。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 「租賃」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及影響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

代了《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 — 「租賃」以及相關詮釋。

(a)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
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規定應用以下會計政策：

租賃定義
如果合同讓渡在一定期間內控制被識別資產使用的權利以換取對價，則合同為租賃合

同或包含租賃。

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下的定義，於租賃開始日或租賃修改日評估合

同是否為租賃合同或包含租賃。除非合同的條款和條件發生後續變化，否則不會重新

評估合同是否為租賃合同或包含租賃。

作為承租人
分攤合同對價

對於包含一項或多項租賃組成部分及非租賃組成部分的合同，本集團基於各租賃組成

部分的相對單獨價格與非租賃組成部分的單獨價格總和對合同對價進行分攤。

作為實務變通，當本集團合理預期對於具有類似特徵的租賃以組合為基準或以單項租

賃為基準進行會計處理對財務報表的影響不存在重大差異，則按組合基準進行會計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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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 「租賃」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及影響（續）

(a)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續）
作為承租人（續）

短期租賃和低價值資產租賃

對於自租賃期開始日起租賃期為十二個月或更短時間，且不包含購買選擇權的房屋、

設備和其他資產的租賃，本集團應用短期租賃確認豁免。本集團同時對低價值資產租

賃採用確認豁免。短期租賃和低價值資產租賃的租賃付款額在租賃期內按照直線法確

認為費用。

使用權資產

除短期租賃和低價值資產租賃外，本集團於租賃期開始日（即標的資產可供使用的日

期）確認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採用成本模式計量，並減去累計折舊和累計減值損

失，並在對租賃負債重新計量時進行調整。

使用權資產的成本包括：

• 租賃負債的初始計量金額；

• 在租賃期開始日或之前支付的租賃付款額，扣除收到的租賃激勵；

• 承租人發生的初始直接費用；及

• 承租人在拆卸及移除標的資產、復原標的資產所在場地或將標的資產恢復至租賃

條款和條件規定的狀態時估計將發生的成本。

本集團合理確定在租賃期結束時將取得相關租賃標的資產所有權的使用權資產，在租

賃期開始日至標的資產使用壽命結束的期間對使用權資產計提折舊。否則，在租賃期

開始日至使用權資產使用壽命結束與租賃期孰短的期間對使用權資產按直線法計提折

舊。

本集團在合併財務狀況表上將使用權資產作為單獨項目列報。

租賃負債

在租賃期開始日，本集團以該日尚未支付的租賃付款額的現值確認並計量租賃負債。

在對租賃付款額進行折現時，如果無法直接確定租賃內含利率，則採用本集團於租賃

期開始日的增量借款利率。

租賃付款額包括：

• 固定付款額（包括實質固定付款額），扣除應收的租賃激勵；

• 取決於指數或比率的可變租賃付款額；

• 本集團合理確定將行使購買選擇權時，該選擇權的行權價；及

• 租賃期反映出本集團將行使終止租賃選擇權的，行使該選擇權需支付的罰款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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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 「租賃」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及影響（續）

(a)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續）
作為承租人（續）

租賃負債（續）

取決於指數或比率的可變租賃付款額採用租賃期開始日的指數或比率進行初始計量。

不依賴於指數或比率的可變租賃付款不包括在租賃負債和使用權資產的計量中，並且

在觸發支付的事件或情況發生的期間內確認為費用。

在租賃期開始日之後，租賃負債通過利息增加和租賃付款額減少進行調整。

在下列情況下，本集團重新計量租賃負債（並對相關的使用權資產做出相應調整）：

• 租賃期發生變化或者對購買選擇權的評估發生變化的，於評估日採用修改後的折

現率對修改後的租賃付款額進行折現，以重新計量租賃負債。

• 租賃付款額隨市場租金率變動而變化時，按照變動後的租賃付款額和原折現率進

行折現，以重新計量租賃負債。

租賃修改

如果同時符合以下條件，本集團將租賃修改作為一項單獨的租賃進行會計處理：

• 該修改通過增加使用一項或多項標的資產的權利擴大了租賃範圍；且

• 租賃對價的增加額與所擴大範圍部分的單獨價格按特定合同情況進行適當調整後

的金額相當。

如果租賃修改未作為一項單獨的租賃進行會計處理，本集團於修改日根據租賃修改後

的租賃期採用修改後的折現率對修改後的租賃付款額進行折現，以重新計量租賃負

債。

稅務

就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關租賃負債的租賃交易的遞延稅項計量，本集團首先確

定稅務抵減項目應歸屬於使用權資產或歸屬於租賃負債。

本集團租賃交易的稅務抵減項目歸屬於租賃負債。本集團將《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 — 

「所得稅」的要求整體應用於租賃交易。與使用權資產和租賃負債相關的暫時性差異按

淨額進行評估。使用權資產折舊超過租賃負債本金付款額，導致淨可抵扣暫時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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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 「租賃」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及影響（續）

(a)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續）
作為出租人
在組成部分中分攤合同對價

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 「與客戶之間的

合同產生的收入」將合同中的對價分攤至租賃及非租賃組成部分。非租賃組成部分根

據其相對單獨銷售價格與租賃組成部分進行拆分。

可退還的租賃押金

收到的可退還的租賃押金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 「金融工具」進行會計處

理，並按公允價值進行初始計量。初始確認時對公允價值的調整被視為承租人的額外

租賃付款。

轉租賃

當本集團為中間出租人時，將原租賃和轉租賃作為兩項單獨的合同進行會計處理。轉

租賃根據原租賃產生的使用權資產而非標的資產，分類為融資租賃或經營租賃。

租賃修改

本集團自修改生效日開始將經營租賃的修改作為一項新的租賃進行會計處理，將與原

租賃有關的預付或預提租賃付款額視為新的租賃的租賃付款額的一部分。

(b) 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和影響匯總
租賃定義
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關於租賃的定義評估合同是否包含租賃。在應

用新租賃定義後，某些《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下的經營租賃由於其合同項下的資產的

組成部分不屬於被識別資產而不滿足《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租賃的定義。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已追溯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於首次採用日（即二零一九年一月

一日）確認累積影響。首次採用日的累積影響調整期初儲備，比較信息未予重列。

在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下的有限追溯調整法進行過渡時，本集團對於所有

租賃進行逐項分析，對於相關租賃合同分別採用以下實務變通：

i. 對於租賃期將於首次採用日起十二個月內結束的租賃不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

債；

ii. 對於類似經濟環境下具有類似剩餘期限的類似類別的標的資產的租賃進行組合，

應用單一折現率。具體而言，中國大陸某些通信鐵塔、房屋、設備和其他資產租

賃的折現率是以組合為基礎確定的；及

iii. 在確定本集團包含續租或終止租賃選擇權的合同的租賃期時，基於首次採用日的

事實和情況，使用了後見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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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 「租賃」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及影響（續）

(b) 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和影響匯總（續）
作為承租人（續）
本集團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作出的過渡期調整如下：

於2019年1月1日，本集團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方法确認租賃負債，

視同自租賃期開始日已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按首次採用日相關承租人

的增量借款利率進行折現的賬面金額計量使用權資產。

在確認租賃負債時，對於經營租賃，本集團已於首次採用日應用相關承租人的增量借

款利率。加權平均的承租人增量借款利率為3.6%。

2019年 

1月1日

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經營租賃承擔 65,805

減：確認豁免 — 短期租賃 (684)

確認豁免 — 低價值資產租賃 (85)

可變租賃付款額 (12,265)

對租賃定義的重新評估及租賃及非租賃成分的分配基準變化 (2,852)

49,919

減：未來利息費用合計 (4,271)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確認的與經營租賃有關的租賃負債 45,648

加：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融資租賃應付款 216

截至2019年1月1日的租賃負債 45,864

分類為

一年內到期部分 10,260

一年以上到期部分 3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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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 「租賃」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及影響（續）

(b) 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和影響匯總（續）

作為承租人（續）

截至2019年1月1日的使用權資產賬面金額組成如下：

使用權資產

附註 人民幣百萬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確認的 

與經營租賃有關的使用權資產 43,956

重分類自預付土地租賃費 (a) 21,568

65,524

按類別：

通信鐵塔及相關資產 27,354

土地 21,568

房屋 7,079

設備 9,311

其他 212

65,524

附註：

(a) 因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於首次採用日，預付土地租賃費人民幣215.68億元已重分類為使

用權資產。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規定，本集團無需就本集團作為出租人的租賃

的過渡作出任何調整，但需要自首次採用日起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該等

租賃進行會計處理，比較信息未予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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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 「租賃」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及影響（續）

(b) 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和影響匯總（續）

作為承租人（續）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合併財務狀況表金額已作出以下調整。未受影響的項目未予

列示。

已報告的

2018年

12月31日

《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 

第16號》下的 

2019年

1月1日

賬面價值 調整 賬面價值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 65,524 65,524

預付土地租賃費 (a) 21,568 (21,568) —

所擁有聯營公司的權益 38,051 (263) 37,788

遞延稅項資產 6,544 676 7,220

其他資產 4,840 (746) 4,094

流動資產

預付款和其他流動資產 23,619 (518) 23,10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7,887 (100) 107,787

一年內到期的租賃負債 — 10,260 10,260

一年內到期的融資租賃應付款 101 (101) —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35,604 35,604 

融資租賃應付款 115 (115) —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合計 343,069 (2,440) 340,629

非控制性權益 1,030 (3)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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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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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為基礎進行辨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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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應收賬款淨額

應收賬款淨額分析如下：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第三方 35,231 23,308
中國電信集團 (i) 1,754 1,327
中國鐵塔 (ii) 15 10
其他中國電信運營商 851 510

37,851 25,155
減：預期信用損失準備 (6,335) (4,680)

31,516 20,475

附註：

(i) 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除外）簡稱為「中國電信集團」。

(ii) 本公司的聯營公司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為「中國鐵塔」。

按賬單日計算的應收電話及互聯網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9,827 8,376
一至三個月 3,130 2,117
四至十二個月 2,403 1,932
超過十二個月 1,676 943

17,036 13,368
減：預期信用損失準備 (4,154) (2,898)

12,882 1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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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收賬款淨額（續）

按提供服務日計算的應收其他電信運營商和企業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7,409 3,318
一至三個月 5,387 2,300
四至十二個月 5,302 3,994
超過十二個月 2,717 2,175

20,815 11,787
減：預期信用損失準備 (2,181) (1,782)

18,634 10,005

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銀行存款及庫存現金 16,323 14,937
原限期為三個月以內的定期存款 3,033 1,729

19,356 16,666

7. 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

短期貸款包括：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從銀行取得的貸款 — 無抵押 8,581 12,881
超短期融資券 — 無抵押 17,498 27,992
其他貸款 — 無抵押 80 80
中國電信集團貸款 — 無抵押 11,758 8,584

短期貸款合計 37,917 49,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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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續）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的所有短期貸款加權年平均利率為3.1%（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2%）。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從銀行取得的貸款及其他貸款之年

利率為3.5%至4.4%（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至4.6%），一年內到期償還；超短

期融資券年利率為2.0%至3.3%（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至3.3%），並將於二零

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前到期償還；從中國電信集團取得的貸款之年利率為3.5%（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一年內到期償還。

長期貸款包括：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從銀行取得的貸款 — 無抵押 (i) 8,591 8,990

其他貸款 — 無抵押 1 1

中期票據 — 無抵押 (ii) 4,994 —

中國電信集團貸款 — 無抵押 (iii) 25,100 37,000

長期貸款合計 38,686 45,991

減：一年內到期部份 (1,144) (1,139)

一年以上到期部份 37,542 44,852

附註：

(i) 從銀行取得的貸款中包括本集團通過銀行取得的人民幣政府低息貸款（「低息貸款」），其年利率為1.08%至

1.20%。低息貸款以公允價值初始確認，並將其折價以實際利率法攤銷確認於損益中。該貸款的公允價值與

面值的差額作為政府補助確認於遞延收入中。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從銀行取得的貸款及其他貸款年利率為1.08%至2.00%（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00%至8.30%），於二零四八年或以前到期。

(ii)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發行面值人民幣30.00億元，期限為三年的中期票據，發行年利率為

3.42%，所產生的發行費用為人民幣0.03億元。該中期票據並無抵押，將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到

期。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九日，本集團發行面值人民幣20.00億元，期限為三年的中期票據，發行年利率為

3.41%，所產生的發行費用為人民幣0.03億元，該中期票據並無抵押，將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八日到期。

(iii)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從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取得年利率為3.8%的人民幣400.00億元的長

期貸款，於三至五年內償還。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和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分別部分償還該貸款人民幣30.00億

元和人民幣119.00億元。

本集團的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均沒有任何財務限制條款。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的未動用信貸額度為人民幣1,775.80億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506.9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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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分析如下：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第三方 88,020 83,418

中國電信集團 19,426 20,983

中國鐵塔 3,643 2,850

其他中國電信運營商 729 636

111,818 107,887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及中國鐵塔款項按照與第三方交易條款相似的合約條款償還。

按到期日計算的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付款 18,708 20,619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內到期 25,192 14,568

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內到期 32,458 36,067

六個月以上到期 35,460 36,633

111,818 10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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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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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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及主要為預期 

信用損失的減值損失 2,300 1,925 — — 2,300 1,925

物業、廠房及設備等 5,337 4,580 (15,973) (13,022) (10,636) (8,442)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28 39 (20) (29) 8 10

以公允價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其他 

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 — — (142) (87) (142) (87)

7,665 6,544 (16,135) (13,138) (8,470) (6,594)

2018年 

12月31日 

餘額

會計政策

變更

在合併綜合

收益表確認

2019年 

6月30日 

餘額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準備及主要為預期 

信用損失的減值損失 1,925 — 375 2,300

物業、廠房及設備等 (8,442) 676 (2,870) (10,636)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10 — (2) 8

以公允價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其他 

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 (87) — (55) (142)

(6,594) 676 (2,552) (8,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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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經營收入

收入的分解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9 2018

人民幣 人民幣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商品或服務的類型

客戶合同收入

語音 (i) 23,529 26,679

互聯網 (ii) 98,895 96,010

信息及應用服務 (iii) 46,759 42,581

通信網絡資源及設施服務 (iv) 10,937 10,033

商品銷售及其他 (v) 8,668 16,233

小計 188,788 191,536

其他來源收入 (vi) 1,700 1,493

經營收入合計 190,488 193,029

收入確認的時間

在某一時點確認 7,166 14,852

在一段時間內確認 183,322 178,177

經營收入合計 190,488 193,029

附註：

(i) 指向用戶收取的電話服務的通話費、裝移機收入及網間結算收入的合計金額。

(ii) 指向用戶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而取得的收入。

(iii) 主要指向用戶提供互聯網數據中心、系統集成服務、天翼高清、來電顯示及短信等服務而取得的收入的合計

金額。

(iv) 指向其他國內電信運營商和企業用戶提供通信網絡資源及設施服務而取得的收入。

(v) 主要包括銷售、維修及維護電信設備而取得的收入以及移動轉售業務收入。

(vi) 主要指出租物業收入及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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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9 2018
人民幣 人民幣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運行維護費 29,931 28,677
能耗費 6,775 7,054
網絡資源使用及相關費用 (i) 10,168 13,872
其他 3,906 4,581

50,780 54,184

附註：

(i)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網絡資源使用及相關費用中包含與租賃通信鐵塔及相關資產相關

的可變租賃付款額及非租賃組成部分的費用，以及與使用第三方提供的網絡資源相關的短期租賃和低價值

資產租賃費用、可變租賃付款額及非租賃組成部分的費用。

12. 人工成本

人工成本歸屬於以下功能：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9 2018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21,882 22,692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11,434 9,957

33,316 32,649

13. 其他經營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9 2018
人民幣 人民幣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網間互聯結算支出 (i) 6,289 6,226
商品銷售成本 (ii) 6,876 14,266
捐贈 1 3
其他 (iii) 723 795

13,889 2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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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經營費用（續）

附註：

(i) 網間互聯結算支出指因需使用其他國內及國外電信運營商的網絡來完成從本集團電信網絡始發的語音及數

據通信而向其他電信運營商支付的網絡使用費。

(ii) 商品銷售成本主要指銷售通信設備的成本。

(iii) 其他主要包括除增值稅、企業所得稅以外的稅金及附加。

14. 財務成本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9 2018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利息支出 1,514 1,769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804 —

減：資本化的利息支出* (72) (104)

淨利息支出 2,246 1,665
利息收入 (210) (145)
匯兌虧損 310 310
匯兌收益 (289) (316)

2,057 1,514

* 在建工程利息資本化適用的年利率 3.5%–4.4% 3.5%–4.4%

15. 所得稅

損益中的所得稅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9 2018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計提的中國所得稅準備 1,941 3,363
計提的其他稅務管轄區所得稅準備 55 81
遞延稅項 2,497 1,084

4,493 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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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所得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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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018
人民幣 人民幣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稅前利潤 18,518 18,159

按法定稅率25%計算的預計所得稅支出 (i) 4,630 4,540
中國大陸境內附屬公司及分公司收益的稅率差別 (i) (133) (151)
其他附屬公司收益的稅率差別 (ii) (55) (31)
不可抵扣的支出 (iii) 446 172
非應課稅收入 (iv) (141) (37)
其他 (v) (254) 35

實際所得稅費用 4,493 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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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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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主要包括結算以前年度所得稅匯算清繳差異以及其他稅務優惠。

16. 股息

根據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109851元（相當於港幣0.125元），合計人民幣88.91億

元已獲宣派，已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派發。

根據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093512元（相當於港幣0.115元），合計人民幣75.68億

元已獲宣派，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派發。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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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每股基本淨利潤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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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09億元及人民幣135.70億元除以發行股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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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普通股。

18.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列示如下：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已訂約但未執行

物業 1,608 1,103

電信網絡廠房及設備 12,958 14,200

14,566 15,303

19.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

本集團的金融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銀行存款、權益工具、應收賬款及包含於預付

款及其他流動資產中的金融資產。本集團的金融負債包括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應付賬

款、包含在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中的金融負債。本集團並無為買賣目的持有或發行的金

融工具。

公允價值計量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 「公允價值計量」，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分類是完全根據

對公允價值計量有重大影響的輸入數據的最低層級決定的。這些層級的定義如下：

• 第一層級： 公允價值以同一類別的金融工具的活躍市場報價（未經調整）進行計量

• 第二層級： 公允價值以相類似的金融工具的活躍市場報價，或根據可直接或間接觀察

的市場數據作為重要輸入的估值方法進行計量

• 第三層級： 公允價值計量所使用的估值方法，其重要輸入並不能從可觀察的市場數據

取得

基於本集團金融工具（長期貸款和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權益工具除外）的期限較短，所以其公

允價值與賬面金額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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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續）

本集團的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中的上市股權證券全部被

分類為第一層級的金融工具。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上市股權證券按中國股票

交易市場報價為基礎的市場公允價值為人民幣8.59億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6.38億元）。本集團的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中的其他股

權投資為非上市股權投資。

長期貸款的公允價值是採用本集團在現行市場可獲取的相同性質和期限的貸款之利率對未

來現金流量作出折現的方法估計的。長期貸款的公允價值的計量屬於第二層級。綜合考慮

外幣貸款後，用作估計長期貸款公允價值的折現率在1.0%到4.9%之間（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0%到4.9%）。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長期貸款的賬面金額和公允價值列示如下：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賬面金額 公允價值 賬面金額 公允價值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長期貸款 38,686 37,262 45,991 44,968

於所列示期間並沒有任何金融工具在第一層級、第二層級或第三層級之間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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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聯方交易

(a) 與中國電信集團的交易

本集團為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一家由中國政府擁有的公司）的所屬公司，與中國電

信集團的成員公司有重大的交易和業務關係。

在日常業務中與中國電信集團進行的主要交易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9 2018
人民幣 人民幣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工程施工和設計服務 (i) 6,177 7,544
接受末梢服務 (ii) 8,477 7,461
網間互聯結算收入 (iii) 49 23
網間互聯結算支出 (iii) 89 96
接受後勤服務 (iv) 1,373 1,317
集中服務交易淨額 (v) 49 346
房屋租賃收入 (vi) 16 18
房屋租賃相關費用 (vii) 235 272
提供 IT服務 (viii) 166 207
接受 IT服務 (viii) 753 624
採購電信設備及物資 (ix) 1,353 1,438
出售電信設備及物資 (ix) 626 1,942
互聯網應用渠道服務 (x) 50 129
中國電信集團貸款的利息支出* (xi) 770 1,046
其他* (xii) 92 92
中國電信集團在財務公司的淨存款* (xiii) 297 —

* 此等交易基於一般商業條款進行，而且均可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條或14A.90條的條款而獲得豁免遵

守有關申報、公告、獨立股東批准和╱或年度審核等要求。

附註：

(i) 指中國電信集團提供的工程施工、工程設計和監理服務。

(ii) 指已付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就提供輔助性服務如修理及維護電信設備及設施以及某些客戶服務的費

用。

(iii) 指已收及應收和已付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的本地電話及國內長途電話的網間互聯結算收入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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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聯方交易（續）

(a) 與中國電信集團的交易（續）

附註：（續）

(iv) 指已付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就提供文化、教育、衛生和其他社區服務的費用。

(v) 指本公司和中國電信集團就集中服務所分攤的相關費用淨額。金額代表已收╱應收的集中服務淨額。

(vi) 指向中國電信集團租出業務場所而產生的已收及應收中國電信集團房屋租賃費。

(vii)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金額包括與向中國電信集團租入房屋相關的短期租賃和低

價值資產租賃費用、可變租賃付款額及非租賃組成部分的費用共計人民幣1.42億元，使用權資產折舊

人民幣0.85億元和租賃負債利息人民幣0.08億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金額指向

中國電信集團租入業務場所而產生的已付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房屋租賃費。

(viii) 指中國電信集團提供及接受的 IT服務。

(ix) 指購自╱售予中國電信集團的電信設備及物資的金額及就中國電信集團提供採購服務而已付及應付的

佣金。

(x) 指已收及應收向中國電信集團提供主要包括通信通道和應用支撐平台及代計與代扣費服務等的互聯

網應用渠道服務的收入。

(xi) 指就從中國電信集團取得的貸款所已付及應付的利息（附註7）。

(xii) 指已付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主要就使用若干位於西藏自治區的CDMA移動通信網絡（「CDMA網絡」）設

施、服務區內相關省際幹線傳輸光纖及土地使用權的費用。

(xiii) 代表財務公司向中國電信集團提供的金融服務，包括貸款服務，存款服務和其他金融服務。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040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20. 關聯方交易（續）

(a) 與中國電信集團的交易（續）

應收╱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項列示如下：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應收賬款 1,754 1,327
合同資產 19 24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1,050 1,035

應收中國電信集團款項總額 2,823 2,386

應付賬款 19,426 20,983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8,415 2,171
合同負債 113 145
短期貸款 11,758 8,584
長期貸款 25,100 37,000
租賃負債 332 —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項總額 65,144 68,883

應收╱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項，除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外，均無附帶利息及抵押，並

且按照與第三方交易條款相似的合同條款償還。應付中國電信集團的短期貸款和長期

貸款的相關條款列載於附註7。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未對應收中國電信

集團款項計提重大預期信用損失準備。

(b) 與中國鐵塔的交易

與中國鐵塔進行的主要交易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9 2018
人民幣 人民幣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鐵塔資產租賃相關費用 (i) 9,216 7,841
提供 IT服務 (ii) 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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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聯方交易（續）

(b) 與中國鐵塔的交易（續）

附註：

(i)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金額包括與鐵塔資產租賃相關的可變租賃付款額及非租

賃組成部分的費用共計人民幣53.29億元，使用權資產折舊人民幣34.09億元和租賃負債利息人民幣

4.78億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金額指已付及應付中國鐵塔的鐵塔資產租賃及

相關費用。

(ii) 指向中國鐵塔提供 IT及其他末梢服務的服務費。

應收╱應付中國鐵塔款項列示如下：

2019年 2018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應收賬款 15 10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387 293

應收中國鐵塔款項總額 402 303

應付賬款 3,643 2,850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241 1,246

合同負債 34 —

租賃負債 25,642 —

應付中國鐵塔款項總額 30,560 4,096

應收╱應付中國鐵塔款項，均無附帶利息及抵押，並且按照與第三方交易條款相似的

合同條款償還。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未對應收中國鐵塔

款項計提重大預期信用損失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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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聯方交易（續）

(c) 關鍵管理人員的酬金

關鍵管理人員指那些有權力及責任直接或間接地計劃、指導及控制本集團的活動的人

士，包括本集團的董事及監事。

本集團的關鍵管理人員的酬金匯總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9 2018

人民幣 人民幣

千元 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3,512 2,855

離職後福利 505 348

4,017 3,203

上述報酬已在人工成本中反映。

(d) 離職後福利計劃的供款

按照中國法規，本集團為員工參與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組織安排的各種定額

供款退休計劃。本集團按員工工資薪金的13%至20%不等的比率，向退休計劃供款。

參加計劃的員工有權獲得相等於按其退休時薪金的固定比率計算的退休金。除上述退

休計劃外，本集團還參與補充定額供款養老保險計劃。此計劃的資產由獨立的外部管

理人管理，本集團按員工工資薪金的固定比率作出供款。除上述每年供款之外，本集

團對於這些計劃相關的退休金福利再無其他重大付款責任。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對上述退休計劃的供款為人民幣

37.58億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34.92億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付定額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為人民幣7.60億元（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7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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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聯方交易（續）

(e) 與其他與政府相關企業的交易

本集團是一家與政府相關的企業，並於現時在由與政府相關企業所主導的經濟體系下

運作。「與政府相關企業」是指中國透過政府部門、機關、附屬公司和其他機構直接或

間接控制的企業。

除了與母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附註20(a)）及中國鐵塔（附註20(b)）進行交易外，本集團與

其他與政府相關企業的單項不重大但合計重大的交易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 提供及接受服務，包括但不限於電信服務

• 銷售和採購商品、物業和其他資產

• 資產租賃

• 存款及借貸

• 使用公用事業

上述交易在本集團的日常業務中進行，其條款與非政府相關企業的交易條款相似。本

集團的電信服務和產品的價格是根據政府制定的資費標準（如適用）或透過商業協商釐

定的。本集團還為物資及服務採購制定了採購政策及審批程序。這些政策及審批程序

並不因交易方是否為與政府相關企業而有所影響。

本公司董事認為上述資料已對關聯方交易提供適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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