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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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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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4：：：： 

 

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非常高興與大家見面並介紹公司的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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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瑞文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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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公司主要發展重點如下： 

  

1. 公司成功駕馭多項外部環境重大變化，基本面保持良好發展，收入和利潤持續

增長； 

 

2. 新興業務快速增長，拉動公司整體收入增幅行業領先；  

 

3. 以混合組網試驗為 4G 打下堅實基礎，公司將緊抓 LTE FDD 牌照發放及鐵塔資

源共享的關鍵契機，全速推進 4G 業務有效益規模發展； 

 

4. 雖然電信行業“營改增”短期對公司的經營帶來負面影響，但長期會有利於企業持

續發展； 

 

5. 公司積極推進深化改革，加快互聯網化轉型，為股東創造更多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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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6：：：：基本面持續良好發展基本面持續良好發展基本面持續良好發展基本面持續良好發展 

儘管受到”營改增”的影響以及 LTE 混合組網試驗的地域局限，2014 年公司的收入和利

潤依然實現了正增長。 

 

經營收入達到 3244 億元，同比增長 0.9%；為方便投資者分析，公司從原有”不含移動

終端銷售收入的經營收入”中，進一步剔除了固網出售商品收入和營業外收入，作為服

務收入。全年服務收入為 2874 億元，同比增長 3%。  

 

EBITDA 為 949 億元，EBITDA 率為 33% 。淨利潤為 177 億元，同比上升 0.8% 。

自由現金流達到 125 億元，同比上升 12%。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7：：：：剔除剔除剔除剔除「「「「營改增營改增營改增營改增」」」」稅務影響稅務影響稅務影響稅務影響    利潤增長勢頭持續強勁利潤增長勢頭持續強勁利潤增長勢頭持續強勁利潤增長勢頭持續強勁 

剔除”營改增”的稅務影響，公司 2014 年的備考服務收入同比增長 6%，備考淨利潤同

比增幅達到 22% ，充分顯示公司經營基本面發展良好，利潤增長勢頭保持強勁。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8：：：：新興業務快速發展新興業務快速發展新興業務快速發展新興業務快速發展    拉動收入增幅行業領先拉動收入增幅行業領先拉動收入增幅行業領先拉動收入增幅行業領先 

2014 年，公司加快創新與合作，新興業務實現重點突破。流量經營、ICT 及互聯網應

用均維持良好增長勢頭，新興業務收入達到 837 億元，同比增長 24%，佔服務收入比

例達到 29%，上升 5 個百分點。 

 

在新興業務的拉動下，公司服務收入增幅達到 3.1%，超過全行業平均增長率 4.4 個百

分點，自 2008 年電信行業重組以來首次躍居行業首位。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9：：：：LTE FDD 牌照發放燃點牌照發放燃點牌照發放燃點牌照發放燃點 4G 有效益規模發展有效益規模發展有效益規模發展有效益規模發展 

上個月，公司成功獲批 FDD 牌照，進入世界 4G 技術主流，迎來了全新的發展機遇。

我們將協同發揮網絡、終端、信息化應用及創新靈活等多重優勢，全速推進 4G 業務

有效益規模發展。 

 

2015 年，我們的 4G 網絡將在 2014 年建設的基礎上，實現全國縣城以上地區覆蓋，

其中 120 個重點城市深度覆蓋，充分發揮混合組網以及光寬帶+4G 的雙百兆融合網絡

優勢，確保網絡質量和客戶感知領先。 

  

公司將聯合產業鏈上下游豐富 4G 終端供應，持續提升性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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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0：：：：加大加大加大加大 4G 網絡投資網絡投資網絡投資網絡投資    聚焦打造質量領先網絡聚焦打造質量領先網絡聚焦打造質量領先網絡聚焦打造質量領先網絡 

2014 年，公司配合國家混合組網試驗批准進度，合理控制投資節奏、調整投資方向，

適度提前安排 4G 網絡配套建設，進一步提升城市光網接入能力。全年完成資本支出

769 億元，較預算節省 34 億元。 

 

2015 年，公司將加大 4G 投資，聚焦打造質量領先的網絡。全年資本支出計劃為 1078

億元，其中 4G 投資為 610 億元，年內將增加 20 萬個 4G 宏基站和 8 萬套室內分佈系

統。同時，公司還將配合互聯網業務及流量經營發展，加大光纖寬帶、綜合信息服務

和雲計算等方面的投入。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1：：：：鐵塔公司促進企業價值鐵塔公司促進企業價值鐵塔公司促進企業價值鐵塔公司促進企業價值提升提升提升提升 

2014 年，公司參與投資組建鐵塔公司。鐵塔公司的實質性運營可為公司帶來以下利益： 

  

1. 由於公司 3G 網絡具有低頻廣覆蓋優勢，擁有基站數目較少，可借助鐵塔公司

豐富的塔資源，以最具經濟效益的方式快速、大幅擴大公司基站覆蓋範圍和密

度，提升網絡競爭優勢，降低未來資本開支； 

 

2. 存量鐵塔資產得以有效盤活，加上鐵塔公司的共享效益，可有效提升公司長期

盈利能力； 

 

3. 作為鐵塔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公司將可從鐵塔公司未來利潤和價值提升中獲

益。 

  

我們會努力配合，力爭盡快完成存量鐵塔資產出售與交割。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2：：：：股息政策股息政策股息政策股息政策 

董事會在充分考慮股東回報、公司盈利情況、現金流水平和未來發展的資金需求後，

特別是今年需要對 4G 網絡加大投入，建議 2014 年度的股息為每股 0.095 港元，保持

股息穩定。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3：：：：深化改革深化改革深化改革深化改革    加快轉型加快轉型加快轉型加快轉型    提升價值提升價值提升價值提升價值 

2015 年，公司將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基礎業務領域，公司將全面深入推進劃小承

包，加強”倒三角”服務支撑體系，充分激發一線活力；在新興業務領域，公司將建立”

創新隔離區”，加強集約化運營，擴大與社會資本的開放合作。同時，公司將加快互聯

網化轉型，加快推出差異化產品與服務，加速打造新型中國電信，持續為股東創造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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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楊楊楊杰杰杰杰先生先生先生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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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謝謝王董事長。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下面我來介紹公司 2014 年的業務表現。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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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有效益發展移動業務有效益發展移動業務有效益發展移動業務有效益發展移動業務 

2014 年，公司積極推動用戶向 3G 和 4G 升級，3G/4G 用戶保持良好增長，淨增 1552

萬戶，3G/4G 用戶佔比達到 64%，提升 8 個百分點，同時，全年平均移動用戶數增長

約 7%，有效拉動了移動收入增長，保證了整體 ARPU 平穩，實現移動業務有效益發

展。 

 

儘管受到”營改增”的影響，以及公司年內進行了營銷模式的優化，全年移動服務收入實

現 1203 億元，同比增長 6%。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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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注重流量價值管理，不斷創新流量經營商業模式。全年，移動數據收入和流量持

續快速增長，收入達到 656 億元，同比上升 18%；手機上網流量收入達到 341 億元，

同比增長 49%；3G/4G 手機的每月戶均流量為 227 兆，同比增長近 20%。 

 

未來，公司將以 4G 為抓手，3G/4G 協同發展，強化應用拉動，創新流量產品，堅持

終端引領，發揮 4G 高網速特點，驅動用戶流量快速增長，推進移動業務規模發展。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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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固網業務表現堅穩，總體收入同比上升 1.4%，達到 1728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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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固網語音收入佔比進一步降低，小靈通用戶升級轉網基本完成，經營風險進一

步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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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9：：：：儘管競爭劇烈儘管競爭劇烈儘管競爭劇烈儘管競爭劇烈    寬帶持續健康發展寬帶持續健康發展寬帶持續健康發展寬帶持續健康發展 

儘管競爭進一步加劇，公司有線寬帶業務仍然保持健康發展。2014 年，有線寬帶接入

收入為 735 億元，同比增長 4%。全年有線寬帶用戶淨增 685 萬戶，達到 1.07 億戶。 

 

公司採取的舉措包括：積極發揮光纖網絡優勢，推動用戶全面提速；推出”悅 me”融合

產品，打造智慧家庭入口；拓展社會銷售渠道，並在接入網及駐地網領域嘗試與民間

資本的合作。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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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網增值業務方面，公司發揮卓越網絡資源、專業化團隊及品牌優勢，加強開放合作，

積極推動固網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發展。 

 

全年實現收入 380 億元，同比增幅為 11%，持續保持快速增長。其中公司重點培育的

IDC、iTV 和 IT 服務及應用業務成為拉動固網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收入增長的三大動

力。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1：：：：積極培育和實現互聯網應用價值積極培育和實現互聯網應用價值積極培育和實現互聯網應用價值積極培育和實現互聯網應用價值 

2014 年，公司持續強化由入口、內容和能力構成的互聯網應用發展體系，積極培育和

實現互聯網應用的價值。 

 

1. “易信”業務快速發展，成為公司重要的移動互聯網業務入口。 

 

2. 翼支付業務快速規模發展，用戶超過 1 億戶，全年交易額同比增長 1.6 倍，達

到 3500 億元，互聯網金融業務的探索取得明顯成效。 

 

3. 綜合平台逐步完善，並成為流量後向經營集約化運營平台。  

   

互聯網應用發展體系的強化，有力地帶動了基礎業務的發展，打造出差異化競爭優勢，

創造出新的收入和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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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2：：：：2015 年工作聚焦點年工作聚焦點年工作聚焦點年工作聚焦點 

未來，我們將繼續圍繞”規模和效益雙提升”這一主線，積極推進變革創新、開放合作、

提質增效，主要聚焦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1. 轉變發展模式，加快規模發展； 

 

2. 突破重點產品，塑造差異化競爭優勢； 

 

3. 推進互聯網化轉型，提升企業集約運營能力； 

 

4. 全面深化改革，激發組織人員活力。 

  

下面請柯瑞文先生介紹本公司的財務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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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演演演講者講者講者講者：：：：柯瑞文先生柯瑞文先生柯瑞文先生柯瑞文先生，，，，執行副總裁執行副總裁執行副總裁執行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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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公司經營收入為 3244 億元，同比增長 0.9%；經營費用為 2959 億元，同比

增長 0.6%，經營費用的增幅低於收入增幅；淨利潤為 177 億元，同比上升 0.8%。  

 

2014 年，結合”營改增”實施，我們優化了發展和營銷模式，進一步加強營銷費用特別

是手機補貼的管控，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全年手機補貼為 153 億元，同比下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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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企業效益促進企業效益促進企業效益促進企業效益 

2014 年，公司適度調整投入節奏，加強成本管控，優化資源配置，提升運營效益。 

 

公司經營費用為 2959 億元，佔收比為 91.2%，同比下降 0.3 個百分點。  

 

其中網運成本佔收比為 21%，上升 4.7 個百分點，主要原因包括：公司提升網絡維護

質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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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靈通全部資產報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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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公司完成資本開支 769 億元，通過高效投入，提升公司的網絡優勢和回報：  

 

1. 在移動網方面，公司有選擇、有節奏地在重點城市建設深度覆蓋的 4G 網絡；

2014 年底，4G 宏基站新增 6 萬個，達到 12 萬個，室內分佈系統近 6 萬套；  

 

2. 在寬帶及互聯網方面，城市地區 20 兆接入帶寬覆蓋率超過 90%，全網 FTTH

覆蓋家庭數超過 1.2 億戶；城域、骨幹等承載網絡的擴容有效支撑了有線、無

線寬帶及新興業務快速增長的流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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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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公司繼續保持了堅實的財務實力和穩健的資本結構。債務資本比為 27%，

比一年前下降 1.5 個百分點；淨債務 EBITDA 比為 0.9 倍，持續下降；自由現金流為

125 億元，同比提升 12%。  

 

公司堅實的財務基礎和良好的自由現金流，將有力支撑企業持續規模發展。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8：：：：營改增營改增營改增營改增－－－－短期負面短期負面短期負面短期負面，，，，長期有利於企業持續發展長期有利於企業持續發展長期有利於企業持續發展長期有利於企業持續發展 

電信行業:營改增:試點於 2014 年 6 月起實施。公司努力優化發展及營銷模式和套餐設

計，加強成本管控、採購和供應商稅務資質管理。”營改增”對公司利潤的月均負面影響

趨緩。 

 

公司將繼續採取多種措施，有效減緩”營改增”帶來的短期負面影響。隨著國家”營改增”

試點行業的不斷擴大，預計將有更多的經營成本和投資可獲得進項增值稅抵扣，長期

有利於利潤的提升。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9：：：：積極落實改革舉措積極落實改革舉措積極落實改革舉措積極落實改革舉措    全面提升企業效益全面提升企業效益全面提升企業效益全面提升企業效益 

未來，公司將積極落實各項改革舉措，全面提升企業效益。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

面：  

   

1. 堅持預算指引、資源配置和業績考核”三位一體”，強化規模效益雙驅動； 

 

2. 進一步加強成本管控，創新營銷模式，提升成本資源效益； 

 

3. 加強資金和資產管理，盤活資產，提升價值創造能力；  

 

4. 通過業務和資本層面推進開放合作，促進新興業務發展；  

 

5. 利用市場化機制，深化劃小承包，建立”倒三角”服務支撑系統，提升企業活力。 

   

通過以上措施，努力實現企業、客戶和股東價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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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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導致中國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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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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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