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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全年業績公佈年全年業績公佈年全年業績公佈年全年業績公佈 

投資者簡布會投資者簡布會投資者簡布會投資者簡布會說說說說辭辭辭辭 (剪輯版本剪輯版本剪輯版本剪輯版本) 

 

 

演講者演講者演講者演講者：：：：王曉初先生王曉初先生王曉初先生王曉初先生，，，，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非常高興與大家見面並介紹公司 2013 年的業績情況。  

  

今天的介紹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我來介紹公司的總體概況，然後分別請楊杰先生和

吳安迪女士介紹公司的業務表現和財務表現。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5：：：：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2013 年公司主要發展亮點如下： 

  

1. 公司業務良好發展，業務結構持續優化；收入和淨利潤同時實現雙位數增長； 

 

2. 移動業務規模發展，用戶價值穩步提升，規模效益逐步顯現； 

 

3. 按計劃完成集中的城市網絡光纖化改造工程，在促進寬帶業務持續增長的同時，

長遠競爭力穩步增強； 

 

4. 配合國家政策，根據業務發展需要，積極穩妥投入 4G 網絡建設，打造高速、全國

覆蓋的 4G/3G 融合網絡優勢，提升經營效益；  

 

5. 緊抓機遇，全面深化改革，致力於打造一個“新型中國電信”。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6：：：：良好增長勢頭良好增長勢頭良好增長勢頭良好增長勢頭 

2013 年，公司的收入和淨利潤增長勢頭良好，同時實現雙位數增長。  

   

經營收入達到 3216 億元，同比增長 13.6%；不含移動終端銷售的經營收入為 2841 億

元，同比增長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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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於在 2012 年底從母公司收購 CDMA 網絡，2013 年公司大幅節省移動網絡租賃費，

EBITDA 和 EBITDA 率大幅提升：EBITDA 為 966 億元，同比上升 36.2%；EBITDA 率為 34%，

同比提升 6.6 個百分點 。  

 

淨利潤為 175 億元，同比上升 17.4% 。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7：：：：戰略轉型不斷深化戰略轉型不斷深化戰略轉型不斷深化戰略轉型不斷深化，，，，增長動力不斷加強增長動力不斷加強增長動力不斷加強增長動力不斷加強  

2013 年，公司持續深化戰略轉型，收入結構進一步優化，增長動力不斷增強。其中，

增長型業務的收入佔比迅速提高，達到 88%，拉動經營收入保持兩位數增長，超過行

業平均增幅及 GDP 增長水平。 

  

公司積極推動移動業務的規模發展，移動業務成為收入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收入佔比

接近一半。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8：：：：完成光纖網絡改造完成光纖網絡改造完成光纖網絡改造完成光纖網絡改造    將加快將加快將加快將加快 LTE 網絡建設網絡建設網絡建設網絡建設 

2013 年，公司的資本支出完成 800 億元，其中移動網絡投資為 294 億元，寬帶、互聯

網及其他投資為 506 億元。 

  

2013 年，公司按計劃完成了歷時三年、集中的城市網絡光纖化改造工程，同時結合 3G

業務發展和 4G 牌照發放情況，適當加大移動投入，啟動了 4G LTE 網絡熱點部署。 

  

2014 年，公司的移動和固網資本開支預算分別為 423 億元和 380 億元。 

  

在移動方面，我們將配合國家政策，根據業務發展需要，積極穩妥地投入 4G 網絡建設。 

  

在固網方面，我們將主要投入在承載網絡、寬帶接入網、提升網絡智能化水平及綜合

信息服務等方面。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9：：：：天翼天翼天翼天翼 4G 促進未來發展和效益促進未來發展和效益促進未來發展和效益促進未來發展和效益 

2013 年底，工信部發放了 4G 牌照。公司將按照“混合組網、資源共享”的策略組建

LTE 網，提升投資和經營效益。 

  

公司自 2014 年 2 月中旬開始在接近 100 個主要城市正式推出 4G 服務，首批推出的 4G

數據終端均支持 TD 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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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正在申請 FDD 試驗牌照，與此同時，將集中在重點城市擴大及加厚網絡深度覆蓋，

打造優質網絡，並加快推進天翼 4G 手機產業化，確保未來 4G 手機服務的卓越客戶感

知和投資效益。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0：：：：增加股息回饋股東增加股息回饋股東增加股息回饋股東增加股息回饋股東 

董事會在充分考慮股東回報、公司現金流水平和未來發展的資金需求後，建議提高 2013

年每股股息到 0.095 港元，同比增長 11.8%。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1：：：：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提高企業效益與效率提高企業效益與效率提高企業效益與效率提高企業效益與效率 

為了進一步提高企業的效益和效率，中國電信堅定不移地推進企業全面深化改革。 

  

在基礎業務領域，我們從基礎經營單元入手，自下而上地進行市場化改革，劃小核算

單元，鼓勵經營承包，激發員工活力。 

 

在新興業務領域，我們實施全方位的市場化：充分開放合作，與合作夥伴資源互補；

建立和完善相對隔離的運營體系，推進員工持股，建立市場化的管理和激勵約束機制，

提高企業競爭力。 

  

通過上述舉措，我們將持續完善分配機制，提升員工的活力和企業效率，不斷創造企

業增量價值，讓股東和員工共享發展收益。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2：：：：致力打造一個致力打造一個致力打造一個致力打造一個““““新型中國新型中國新型中國新型中國電信電信電信電信”””” 

展望未來，公司發展前景廣闊：  

 

國內移動互聯網呈現爆發式增長勢頭，4G 牌照發放開啟全新的發展空間，雲計算、大

數據、互聯網金融等信息化服務蓬勃興起，這些都為公司帶來巨大的發展空間。  

   

我們將緊抓機遇，加快發展，力爭用 5 年時間將流量經營、互聯網應用和 ICT 服務等

新興業務的收入佔比從目前的約 1/4 提升到約 1/2，努力打造一個“新型中國電信”，

不斷為股東創造新的價值。  

   

我的介紹就到這裡，下面，請楊杰先生介紹業務的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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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演演演講者講者講者講者：：：：楊杰先生楊杰先生楊杰先生楊杰先生，，，，總裁兼首席運營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3：：：： 

謝謝王董事長。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下面由我來介紹公司 2013 年的業務表現。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4：：：：分類收入分類收入分類收入分類收入 

本表列示了公司各項業務的收入和變化情況，下面將做具體的說明。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5：：：：移動業務規模發展移動業務規模發展移動業務規模發展移動業務規模發展，，，，收入增幅行業領先收入增幅行業領先收入增幅行業領先收入增幅行業領先  

2013 年，公司充分發揮 3G 網絡和服務優勢，快速拓展移動規模，流量經營成效顯著，

用戶價值有效提升。 

 

移動服務收入達到 1138 億元，同比增長 22.6%，收入增幅行業領先。 

 

3G 用戶淨增超過 3400 萬戶，用戶規模突破 1 億戶；移動用戶總規模達到 1.86 億戶。 

 

移動 ARPU 為 54.8 元，同比上升 1.7%，3G ARPU 為 71.5 元，與上年基本保持平穩。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6：：：：移動數據流量及收入持續快速增長移動數據流量及收入持續快速增長移動數據流量及收入持續快速增長移動數據流量及收入持續快速增長 

公司深入實施流量經營策略，通過終端引領和應用拉動，移動數據流量及收入實現快

速增長。 

  

2013 年 3G 手機上網收入達到 229 億元，同比增長 88%。3G 手機每月戶均流量達到

190MB，增幅達到 42%。3G 手機每月戶均流量 ARPU 為 23.7 元。 

  

2014 年的重點發展舉措有以下兩個方面： 

 

1. 在農村地區，我們將充分發揮 3G 網絡優勢，積極推廣 299 元等低端智能機，加快

發展； 

 

2. 在城市地區，配合合理的流量套餐設計，我們將提供高速優質的 4G/3G 融合服務，

在確保消費者放心消費的同時，提升數據流量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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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7：：：：固網業務表現堅穩固網業務表現堅穩固網業務表現堅穩固網業務表現堅穩  

2013 年，公司的固網業務表現堅穩。全年收入達到 1704 億元，同比上升 3.1%。 

 

公司積極發揮光纖網絡和信息化服務優勢，加快發展固網互聯網接入、增值及綜合信

息服務等增長型業務，有效抵銷固網語音收入下降。 

 

同時，我們持續加強固網、移動、信息化融合服務和套餐，促進多業務相互拉動，協

同發展。 

 

此外，固網語音收入佔比不斷下降，經營風險進一步釋放。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8：：：：儘管競爭加劇儘管競爭加劇儘管競爭加劇儘管競爭加劇，，，，寬帶保持良好增長寬帶保持良好增長寬帶保持良好增長寬帶保持良好增長 

在有線寬帶業務方面，我們充分發揮光纖網絡和服務優勢，雖然市場競爭日益加劇，

有線寬帶業務仍然保持了良好增長。有線寬帶收入達到 708 億元，同比增長 6.1%；用

戶規模突破 1 億戶。 

  

未來，我們將結合高速 4G/3G 移動網絡，發揮協同效益，為用戶提供穩定可靠、優質、

成本效益顯著的有線、無線融合高速寬帶接入服務。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9：：：：全面拓展固網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全面拓展固網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全面拓展固網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全面拓展固網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 

2013 年，公司積極拓展固網增值和綜合信息服務，大力發展 ICT、IDC 和 iTV 等重點業

務，促進與有線寬帶接入業務的相互拉動提升。  

   

固網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收入達到 343 億元，同比上升 11.6%；其中 ICT、IDC 和 iTV

業務收入增幅分別達到 20%、32%和 61%，成為增量收入的重要來源。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0：：：：創新合作創新合作創新合作創新合作，，，，互聯網發展體系初步形成互聯網發展體系初步形成互聯網發展體系初步形成互聯網發展體系初步形成 

2013 年，公司加大創新與合作力度，由業務入口、業務群和綜合平台三大部分構成的

中國電信互聯網發展體系初步形成：  

 

第一，積極探索合作模式。“易信” 產品推出僅半年多時間，用戶已接近 6000 萬戶，

成為公司重要的移動互聯網業務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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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數字娛樂、電子商務、信息服務三大業務群初步形成。“翼支付”業務 2013 年

交易額超過 1300 億元，實現新的突破。  

 

第三，持續加強統一帳號、定位等核心能力建設，加快能力對接和開放進程，集開發、

運營和營銷於一體的綜合平台架構日益成熟。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1：：：：深化轉型深化轉型深化轉型深化轉型，，，，差異化優勢顯著差異化優勢顯著差異化優勢顯著差異化優勢顯著 

經過多年持續的戰略轉型，公司已形成顯著的差異化優勢：  

   

1. 堅持“一去兩化新三者”，公司憑藉清晰有效的戰略和堅實的執行力，形成了強

大的運營優勢；  

2. 卓越的全業務融合經營能力、領先的信息化服務和創新的服務思維，構成了公司

領先的服務優勢；  

3. 依靠超高速有線與無線融合的接入網絡，以及領先的 IP 化全面覆蓋的光纖骨幹網

絡，公司鑄就了堅實的網絡優勢。  

   

憑藉這些差異化優勢，公司的核心競爭力進一步增強。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2：：：：卓越執行卓越執行卓越執行卓越執行，，，，持續提升企業價值持續提升企業價值持續提升企業價值持續提升企業價值 

2014 年，公司將牢牢把握“變革創新、開放合作、提質增效”三個關鍵詞，進一步轉

變企業發展方式，優化客戶獲取方式，擴大價值創造領域，打造互聯網化運營模式，

從而進一步加快推進規模發展，激發企業活力，提升企業的效率和效益。  

 

下面請財務總監吳安迪女士介紹本公司的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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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演演演講者講者講者講者：：：：吳安迪女士吳安迪女士吳安迪女士吳安迪女士，，，，執行副總裁兼財務總監執行副總裁兼財務總監執行副總裁兼財務總監執行副總裁兼財務總監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3：：：： 

謝謝楊總，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下面我來介紹公司今年的財務業績。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4：：：：主要財務指標主要財務指標主要財務指標主要財務指標 

2013 年，全年經營收入為 3216 億元，同比增長 13.6%；經營費用為 2941 億元，同比

增長 12.3%；淨利潤為 175 億元，同比上升 17.4%。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5：：：：加強成本管控加強成本管控加強成本管控加強成本管控，，，，提升企業效益提升企業效益提升企業效益提升企業效益  

2013 年，公司在加快發展的同時，加強成本管控，提升運營效益。  

   

公司經營費用為 2941 億元，佔收比為 91.5%，同比下降 1 個百分點。主要變化分析如

下：  

   

1. 折舊和攤銷佔收比為 21.5%，上升 4 個百分點，主要因為 2012 年底收購 C 網而承

擔移動網絡折舊及攤銷開支；  

 

2. 網運成本佔收比為 16.5%，大幅下降 6.8 個百分點，主要得益於收購 C 網而大幅節

省網絡容量租賃費；  

 

3. SG&A 佔收比為 21.9%，下降 0.4 個百分點，總額上升 11.6%，主要原因是公司增

加營銷投入，促進業務規模發展；  

 

4. 移動終端銷售支出及其他佔收比為 12.1%，上升 2.8 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公司增

加了對不同價位明星智能手機的集約採購及銷售，造成移動終端銷售支出上升。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6：：：：高效投入提升網絡優勢和回報高效投入提升網絡優勢和回報高效投入提升網絡優勢和回報高效投入提升網絡優勢和回報 

2013 年，公司完成資本開支 800 億元，資源繼續向高增長、高效益業務和地區傾斜。 

  

資本開支結構方面，投資重點仍然集中在寬帶及互聯網和移動網絡方面，包括按計劃

順利完成 2011-13 年集中的城市網絡光纖化改造工程，以及優化 3G 網絡、適時適度開

展 4G 網絡建設。 

 

 

 

 



 

第八頁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7：：：：堅實的財務實力堅實的財務實力堅實的財務實力堅實的財務實力 

公司的財務實力保持堅實，資本結構穩健。2013 年底，公司的債務資本比為 28.3%，

淨債務 EBITDA 比為 0.95 倍，基本保持平穩，有效支撐企業的持續發展。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8：：：：加強財務管理加強財務管理加強財務管理加強財務管理    提升企業效益提升企業效益提升企業效益提升企業效益 

未來，公司將進一步加強財務管理，提升企業效益。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以市場為導向，持續優化預算、資源配置和業績考核“三位一體”； 

 

2. 深入推進劃小核算單元工作，責權利高度統一； 

 

3. 積極探索有利於民間資本引入的財務體制和機制； 

 

4. 創新財務管理體制機制，促進新興業務快速發展； 

 

5. 強化資金和資產管理，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通過以上措施，努力實現企業、客戶和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9：：：： 

我們的介紹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第九頁 

 

 

預測性陳述預測性陳述預測性陳述預測性陳述 

本文件中所包含的某些陳述可能被視為美國 1933 年證券法（修訂案）第二十七條 A 款

和美國 1934 年證券交易法（修訂案）第二十一條 E 款所規定的「預測性的陳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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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財務狀況和經營

業績有重大的出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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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會的 20-F 表年報和本公司

呈報美國證管會的其他文件。 

 

免責聲明免責聲明免責聲明免責聲明 

我們努力保持本說辭內容的準確性，但有關說辭可能會與實際演講內容有所差別。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