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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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移動通信服務、固網及智慧家庭服務、產業數字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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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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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

八月十日獲董事會授權簽發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反映本集團於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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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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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需按本中期財務
資料為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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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包含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和若干附註。這些附註說明了二零二零年年度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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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簡明合併中期財務

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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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明合併

中期財務資料應當結合本公司2020年年度的財務報表一併閱讀。本公司的金融風險管理政策已載列於本

公司2020年年報的財務報表中。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該等政策沒有重大改變。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亦由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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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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續）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出流動資產約人民幣1,741.01億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1,871.26億元）。管理層綜合考慮了本集團如下可獲得的資金來源：1）本集團從經營活動

中持續取得的淨現金流入；2)未動用信貸額度為人民幣2,711.45億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2,443.26億元）; 3）本集團從國內資本市場、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獲得的融資渠道。基於以上考慮，董

事會認為本集團有足夠的資金以滿足營運資金承諾、預計的資本開支和償債。因此，本集團截至於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乃按持續經營基礎編製。

2A. 本期重大事項

為把握數字化發展機遇，完善公司治理，拓寬融資渠道，加快改革發展，推動戰略落地，實現高質量發

展，本公司於2021年4月就A股發行向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提交申請材料，申請A股

發行並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於2021年7月29日，中國證監會正式書面通知本公司，本公司A股發

行已獲核准，有效期為核准發行之日起12個月內。

本公司與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於2021年3月26日訂立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以人民幣38.97億元（約

合港幣46.95億元）的轉讓對價出售且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同意購買本公司所持有的天翼電子商務有限

公司的全部股權。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中國電信國際有限公司分別與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

及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中國電信集團廣華物業公司於2021年3月26日訂立協議，據此，

本公司及中國電信國際有限公司分別同意以人民幣1.31億元（約合港幣1.58億元）及人民幣0.44億元（約合

港幣0.53億元）的轉讓對價出售且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廣華物業公司分別同意購買本

公司所持有天翼融資租賃有限公司75%的股權和中國電信國際有限公司所持有天翼融資租賃有限公司

25%的股權。2021年4月完成出售兩家附屬公司後，天翼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及天翼融資租賃有限公司不

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本集團因處置上述兩家附屬公司取得的人民幣22.18億元收益載列於簡明合併綜

合收益表的投資收益及其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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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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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因採用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外，本集團在編製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

料時已貫徹採用編製二零二零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量方法。

 採用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在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於本期間強制生效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佈下列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和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此外，本集團提前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 — 「2021年6月30日之後的新冠肺炎疫情相關
租金減讓」。

本期採用上述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沒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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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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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應收賬款淨額

應收賬款淨額分析如下：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第三方 35,993 23,688

中國電信集團 (i) 1,499 1,784

中國鐵塔 (ii) 39 23

其他中國電信運營商 694 441

38,225 25,936

減：信用損失準備 (6,126) (4,434)

32,099 2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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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8,685 7,068

一至三個月 2,991 1,601

四至十二個月 1,894 1,481

超過十二個月 1,478 921

15,048 11,071

減：信用損失準備 (3,499) (2,438)

11,549 8,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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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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7,961 5,331

一至三個月 6,163 2,785

四至十二個月 5,819 3,801

超過十二個月 3,234 2,948

23,177 14,865

減：信用損失準備 (2,627) (1,996)

20,550 12,869

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銀行存款及庫存現金 34,549 23,193

原限期為三個月以內的定期存款 581 491

35,130 23,684

7. 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

短期貸款包括：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從銀行取得的貸款 — 無抵押 4,871 4,831

超短期融資券 — 無抵押 — 11,999

中國電信集團貸款 — 無抵押 9,855 11,164

短期貸款合計 14,726 27,994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所有短期貸款加權年平均利率為3.3%（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8%）。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從銀行取得的貸款及其他貸款之年利率為2.0%至4.4%（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至4.4%），一年內到期償還；從中國電信集團取得的貸款之年利率為3.1%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1%），一年內到期償還。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027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

7. 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續）

長期貸款包括：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從銀行取得的貸款 — 無抵押 (i) 6,916 7,351

其他貸款 — 無抵押 1 1

中期票據 — 無抵押 (ii) 4,997 4,996

公司債券 — 無抵押 (iii) 2,000 2,000

中國電信集團貸款 — 無抵押 (iv) 4,000 11,000

長期貸款合計 17,914 25,348

減：一年內到期部份 (6,132) (1,126)

一年以上到期部份 11,782 2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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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從銀行取得的貸款及其他貸款的合同年利率為1.08%至2.30%（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8%至2.30%），於二零三六年或以前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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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九日發行面值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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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日向上海證券交易所合格投資者發行面值人民幣20.00億元，期限為三年的公司債券，發行年利率

為2.90%。該公司債券並無抵押，將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九日到期。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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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400.00億元，年利率為3.80%的長期貸款，於三至五

年內償還。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二零二零年以及本年上半年分別部份償還該貸款人民幣30.00億元、137.00億

元、123.00億元以及人民幣70.00億元。

本集團的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均沒有任何財務限制條款。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未動用信

貸額度為人民幣2,711.45億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43.2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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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分析如下：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第三方 86,589 83,254

中國電信集團 19,935 19,272

中國鐵塔 7,172 4,344

其他中國電信運營商 800 708

114,496 10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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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付款 21,901 17,261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內到期 25,044 24,451

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內到期 35,263 30,965

六個月以上到期 32,288 34,901

114,496 10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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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已在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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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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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及主要為信用損失的減值損失 2,553 2,069 — — 2,553 2,069
物業、廠房及設備等 3,883 5,299 (25,378) (24,067) (21,495) (18,768)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847 791 — — 847 791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2 5 (1) (4) 1 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 — — (126) (137) (126) (137)

7,285 8,164 (25,505) (24,208) (18,220) (16,044)

2021年 
1月1日餘額

在簡明合併綜合 
收益表確認 處置附屬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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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及主要為信用損失的減值損失 2,069 493 (9) 2,553
物業、廠房及設備等 (18,768) (2,698) (29) (21,495)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791 56 — 847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1 — — 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 (137) 10 1 (126)

(16,044) (2,139) (37) (1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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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經營收入

在以往年度，本集團將經營收入列示為客戶合同收入和其他來源收入。其中，客戶合同收入包括語音、

互聯網、信息及應用服務、通信網絡資源及設施服務、商品銷售及其他收入。隨著本集團「雲改數轉」戰

略的深入實施，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內對收入的列示進行了重新分類。新的列示方法將經營收入分為服

務收入和出售商品收入及其他。服務收入包括移動通信服務收入、固網及智慧家庭服務收入、產業數字

化服務收入及其他服務收入。此列示方法修改沒有對以往任何年份披露的經營收入、經營費用、淨利潤

或淨資產構成影響。比較數據已進行重新分類以與本期的列示保持一致。

 收入的分解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商品或服務的類型

服務收入

移動通信服務收入 (i) 93,342 87,326

固網及智慧家庭服務收入 (ii) 57,350 54,525

產業數字化服務收入 (iii) 50,113 42,911

其他服務收入 (iv) 2,697 2,348

出售商品收入及其他 (v) 15,735 6,693

經營收入合計 219,237 193,803

與客戶合同產生的收入 216,555 191,589

其他來源收入及其他 2,682 2,214

經營收入合計 219,237 193,803

收入確認的時間

在某一時點確認 14,044 5,329

在一段時間內確認 205,193 188,474

經營收入合計 219,237 19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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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經營收入（續）

 收入的分解（續）

附註：

(i) 指本集團向用戶收取的包括移動通話、移動互聯網接入、來電顯示、短信等移動服務收入的合計金額；

(ii) 指本集團向用戶收取的包括固定電話、寬帶互聯網接入、天翼高清、智慧家庭應用服務等固網服務收入的合計金額；

(iii) 指本集團向用戶收取的包括互聯網數據中心、雲服務、數字化平台服務、專線服務等服務收入的合計金額；

(iv) 主要指本集團出租物業收入及其他收入的合計金額；

(v) 指本集團向用戶出售移動終端設備及固網通信設備收入及政府補助。

11.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運行維護費 37,848 33,539

能耗費 8,109 7,410

網絡資源使用及相關費用 (i) 12,668 11,473

其他 5,284 5,276

63,909 57,698

附註：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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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由指數或利率決定的可變租賃付款額及非租賃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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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由指數或利率決定的可變租賃付款額

及非租賃組成部份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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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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25,255 23,799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14,430 11,713

39,685 35,512

13. 其他經營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網間互聯結算支出 (i) 6,059 5,804

商品銷售成本 (ii) 13,682 4,888

捐贈 — 2

其他 (iii) 814 748

20,555 1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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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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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財務成本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短期和長期貸款利息支出 749 1,162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701 745

減：資本化的利息支出* (53) (59)

淨利息支出 1,397 1,848

利息收入 (306) (280)

匯兌虧損 325 525

匯兌收益 (337) (521)

1,079 1,572

* 在建工程利息資本化適用的年利率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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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計提的中國所得稅準備 3,281 1,367

計提的其他稅務管轄區所得稅準備 119 88

遞延稅項 2,149 2,720

5,549 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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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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稅前利潤 23,415 18,246

按法定稅率25%計算的預計所得稅支出 (i) 5,854 4,562

中國大陸境內附屬公司及分公司收益的稅率差別 (i) (334) (279)

其他附屬公司收益的稅率差別 (ii) (41) (37)

不可抵扣的支出 (iii) 695 273

非應課稅收入 (iv) (309) (205)

其他 (v) (316) (139)

所得稅費用 5,549 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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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聯營公司的收益及其他各項收入。

(v) 其他主要包括結算以前年度所得稅匯算清繳差異以及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其他稅務優惠。

16. 股息

根據二零二一年五月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期末股

息為每股人民幣0.104269元（相當於港幣0.125元），合計人民幣84.39億元已獲宣派，已於二零二一年六

月一日派發。

根據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期

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114441元（相當於港幣0.125元），合計人民幣92.62億元已獲宣派，已於二零二零

年七月三十一日派發。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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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每股基本淨利潤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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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3億元及人民幣139.49億元除以發行股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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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列示如下：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訂約但未執行

物業 1,519 1,202

電信網絡廠房及設備 18,442 18,997

19,961 2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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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權

益工具、應收賬款、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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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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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貸款及以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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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允價值計量（續）

包含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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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全部被分

類為第一層級的金融工具。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上市股權證券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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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億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38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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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第三層級的非上市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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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到4.9%之間（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到4.9%）。本集團於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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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賬面金額 公允價值 賬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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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14 17,875 25,348 25,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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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工程施工和設計服務 (i) 5,569 5,785

接受末梢服務 (ii) 10,158 8,769

網間互聯結算收入 (iii) 24 28

網間互聯結算支出 (iii) 64 56

接受後勤服務 (iv) 1,649 1,440

集中服務交易淨額 (v) 533 181

房屋租賃收入 (vi) 17 17

房屋租賃相關費用 (vii) 196 189

使用權資產增加 (vii) 198 203

租賃負債利息費用 (vii) 10 7

提供IT服務 (viii) 434 235

接受IT服務 (viii) 1,252 864

採購電信設備及物資 (ix) 1,441 1,369

出售電信設備及物資 (ix) 1,827 748

互聯網應用渠道服務 (x) 32 38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貸款的利息支出* (xi) 310 501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價款 (xii) 4,072 —

支付與數字金融業務相關服務 (xiii) 207 —

其他* (xiv) 120 113

中國電信集團在中國電信財務的淨存款* (xv) (1,472) 204

中國電信財務支付中國電信集團存款利息 

支出* (xv) 83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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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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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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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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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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與向中國電信集團租入房屋相關的交易金額。房屋租賃相關費用包括短期租賃和低價值資產租賃費用、並非由指數或

利率決定的可變租賃付款額及非租賃組成部份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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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等。

(xi) 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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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與向中國電信集團出售附屬公司收取的對價（附註2）。

(xiii) 指已付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就提供支付與數字金融業務相關服務的費用。

(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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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服務區內

相關省際幹線傳輸光纖及土地使用權的費用。

(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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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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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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應收賬款 1,499 1,784

合同資產 88 49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735 1,189

應收中國電信集團款項總額 2,322 3,022

應付賬款 19,935 19,272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9,842 11,279

合同負債 162 217

租賃負債 496 489

短期貸款 9,855 11,164

長期貸款 4,000 11,000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項總額 44,290 53,421

應收╱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項，除短期貸款、長期貸款、包含於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中的於財務

公司存放存款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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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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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聯方交易（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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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鐵塔資產租賃相關費用 (i) 5,982 5,777

使用權資產增加 (i) 1,435 1,434

租賃負債利息費用 (i) 329 419

提供IT服務 (ii) 17 15

附註：

(i) 指與租賃鐵塔資產相關的金額。鐵塔資產租賃相關費用包括並非由指數或利率決定的可變租賃付款額及非租賃組成部

份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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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應收賬款 39 23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103 138

應收中國鐵塔款項總額 142 161

應付賬款 7,172 4,344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646 1,192

合同負債 5 3

租賃負債 16,951 19,798

應付中國鐵塔款項總額 25,774 2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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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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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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3,412 3,147

離職後福利 561 442

3,973 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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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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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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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7億元（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29.81億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應付定額供款退休計劃的供款為人民幣7.32億元（二零二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7.4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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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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