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年中期業績公佈分析師簡佈會說辭 (剪輯版本) 

 

演講者: 王曉初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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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年上半年的業績情況。 

 

今天的介紹分為兩個部分：首先，我來介紹公司的總體業績，然後請吳安迪女士介紹公司財

務表現。 

 

 

幻燈片 6 - 業績表現重點 

當前，公司主要採取兩方面措施推進業務發展。一是抓住良好的時機，做大、做強移動、寬

帶等基礎業務，加快發展速度，擴大市場份額；二是積極培育創新型業務，為未來創造新的

增長點。 

 

2011 年上半年，公司業績表現出幾個特點： 

• 3G 帶動移動業務強勁增長； 

• 寬帶規模進一步擴大； 

• 整體盈利能力穩步提升。 

 

 

幻燈片 7 - 良好的業績 

2011 年上半年，公司完成經營收入 1201 億元，同比增長 11.7%。剔除移動終端銷售收入後，

經營收入為 1137 億元，同比增長 7.8%。 

 

EBITDA 為 485 億元，同比增長 6%，EBITDA 率為 40.4%。淨利潤為 97 億元，同比增長

10.2%；自由現金流為 155 億元，仍然保持強勁。 

 

用戶發展方面，移動用戶達到 1.08 億戶，其中 3G 用戶快速增長，達到 2154 萬戶，較去年

底增長 75.3%；寬帶用戶達到 7009 萬戶；固定電話用戶為 1.72 億戶。移動加寬帶用戶總量

已經超過了固定電話用戶總量。 

 

 

幻燈片 8 - 分類收入 

本表列示了公司各項業務的收入和增長情況。 

 

 

幻燈片 9 - 收入增長驅動因素 

2011 年上半年，公司增長型業務抵補固網語音收入的流失後新增的收入為 126 億元。 

 



 

在增長型業務中，移動業務收入增加 127 億元，拉動收入增長 11.8 個百分點。以寬帶業務

為主的固網數據及其他業務收入增加 63 億元，拉動增長 5.9 個百分點。 

 

固網語音業務收入流失 65 億元，負拉動 6.0 個百分點。 

 

 

幻燈片 10 – 全業務收入結構優化取得實質性進展 

我們再從收入結構上做進一步分析： 

 

首先，移動語音、移動數據和固網數據業務持續增長，佔總收入的比重分別達到 15.0%、

16.5%和 46.5%，這幾項業務所代表的公司朝陽型業務佔總收入比達到 78.0%。 

 

其次，固網語音業務在總收入中的比重，已從去年同期的 30.6%降至 22.0%；其中，小靈通

收入佔比僅為 0.9%。小靈通業務的風險已基本得到釋放。 

 

因此我們認為：經過幾年的艱苦努力，公司的業務結構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形成了比較科

學、合理的比例關係，為長期有效益的發展打下了堅實的基礎。 

 

 

幻燈片 11 - 移動業務快速增長，規模效益顯現 

在移動業務領域，用戶數及收入發展良好，移動業務的規模效益顯現，促進整體盈利能力提

升。移動用戶淨增 1785 萬戶，總量達到 1.08 億戶，成為全球最大的 CDMA 運營商；移動

用戶市場份額達到 12%，同比提升 2.5 個百分點；移動服務收入實現 311 億元，同比增長

36.8%，用戶 ARPU 目前為 52.2 元。 

 

以上數據，充分說明公司的移動發展戰略得到明顯成效，今後公司將進一步強化以下措施： 

• 第一，深入實施差異化策略，打造移動互聯網和行業應用兩大系列產品。 

• 第二，加強對 3G 業務的投入，努力擴大 3G 網絡覆蓋範圍，提升用戶 3G 應用體驗，

增加對 3G 業務的補貼，促使 3G 用戶數快速提升。 

• 第三，在固移融合拓展基礎上，向更為尊重用戶選擇的“先選手機、再入套餐＂的

方式轉變，提高營銷效率。 

• 第四，繼續推動終端產業鏈的合作，聚焦智能終端，拓展社會渠道。 

 

 

幻燈片 12 – 3G 引領移動業務快速發展 

2011 年上半年，3G 市場開始升溫。3G 用戶淨增 925 萬戶，總量達到 2154 萬戶，3G 用戶

佔移動用戶比達到約 20%。 

 

我們在 3G 業務上重點實施了以下措施： 

• 第一，以豐富的移動寬帶內容和應用，推動流量經營，提升用戶使用移動互聯網業

務和行業應用的滲透率和活躍度。2011 年 6 月當月 3G 手機上網流量，較 1 月增長

78.3%。 

• 第二，堅持不懈地打造 3G 智能機優勢，做到 3G 智能終端的款型、功能、性價比和

市場影響力行業領先。2011 年上半年，公司 3G 終端款式約 400 款，比去年年底增



 

加近 100 款，超過其他技術制式的手機款數。 

• 第三，營銷政策向 3G 傾斜，將絕大多數的手機補貼用於 3G 業務。 

 

 

幻燈片 13 - 移動數據業務發展迅速 

2011 年上半年，在移動業務發展中最讓人欣慰的是：移動數據業務增長不斷加速，實現收

入 131 億元，同比增長 51.6%，佔移動服務收入比達到 42.2%，同比提升 4.1 個百分點。已

上線的 189 郵箱、天翼 Live、天翼視訊以及天翼空間等業務已開始對拉動收入增長起重要

作用。 

 

目前，我們的諸多新業務，如：移動支付、視訊、定位、閱讀、移動辦公、對講等，仍處於

播種期，隨著產品的成熟和應用的擴大，必將產生豐碩的成果。 

 

 

幻燈片 14 – 固網經營風險持續下降 

2011 年，固網業務收入實現 823 億元，同比下降 0.2%。固網業務中，寬帶、增值及綜合信

息服務繼續加快發展，固網語音業務收入降幅趨緩，穩定固網業務的工作收到成效。 

 

我們將持之以恆地做好固網語音業務保有工作，強化在網客戶的維繫，以融合經營提高客戶

黏性，通過挖潛穩定用戶價值。未來幾年，固網語音業務將越來越多融入綜合套餐服務，加

上有線寬帶、增值和綜合信息服務等增長型業務的發展，整體固網收入降幅有望進一步降低。 

 

 

幻燈片 15 – 有線寬帶繼續保持領先優勢 

2011 年上半年，寬帶用戶和收入增長都取得顯著提升，有線寬帶業務收入實現 298 億元，

同比增長 13.1%；有線寬帶用戶淨增 661 萬戶，達到 7009 萬戶，同比增長 20.2%，用戶 ARPU

為 74.3 元。 

 

下半年，為加快寬帶業務的規模發展，面對更加激烈的市場競爭，我們將繼續採取多種靈活

措施，具體包括： 

• 第一，通過增加用戶、加快提速等措施，確保實現全年淨增用戶超過 1200 萬戶的目

標。 

• 第二，加強天翼寬帶客戶端和 WiFi 拓展，加強賬號經營，鞏固寬帶產品優質品牌

地位，保持持續、快速的發展勢頭。 

• 第三，創新營銷模式，提高寬帶產品的吸引力和用戶滿意度。 

 

 

幻燈片 16 – 固網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持續增長 

2011 年上半年，固網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繼續穩定發展，實現收入 152 億元，同比增長

10.9%。重點發展的號百類信息服務收入達到 33 億元，同比增長 15.8%。 

 

對於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業務，我們將進一步細分用戶市場，根據個人 、家庭、政企用戶

的不同需求，提供差異化產品和服務，積極推進產品和應用的推廣和滲透，以有線和無線寬

帶網及綜合業務平台為支撐，高度重視基於 IDC 業務的雲計算服務，鞏固和提升綜合信息



 

服務的優勢。 

 

 

幻燈片 17 – 資本支出 

2011 年上半年，公司完成資本開支 210 億元，全年資本開支預算將控制在 500 億元以內。 

 

寬帶投資的比重佔總投資的 71%，公司寬帶網能力的提升，首先是為滿足當前寬帶用戶提

升寬帶速率的普遍需求，使用戶的網速更快，體驗更豐富。更重要的是為未來日益激烈的寬

帶市場競爭做好準備。隨著“寬帶中國·光網城市＂工程的推進，預計 2013 年，在公司的城

市服務區內將全面提供 20M 接入帶寬，鞏固和提升我們寬帶提供能力的市場領先地位。 

 

 

幻燈片 18 - 抓住移動互聯網機遇，推動全業務快速增長 

為更好地抓住移動互聯網機遇，公司確定了“智能管道主導者、綜合平台提供者、內容和應

用的參與者＂的戰略定位，並在逐步推進落實，努力將其轉化為客戶價值和企業價值。 

 

總體的發展思路是：堅持聚焦用戶的信息化創新戰略，憑藉綜合接入的全國性高速寬帶網

絡、日益豐富的數據終端、不斷湧現的具有吸引力的移動互聯網應用，以及卓越的 IT 及信

息服務能力，推動移動和寬帶業務的快速規模發展。 

 

 

幻燈片 19 - 抓住戰略發展機遇，實現跨越式發展 

我們把移動用戶規模突破 1 億戶大關看成是公司未來發展的啟動點。過去的三年，我們以天

翼品牌開拓市場，聚焦政企、家庭、個人等客戶群需求，規模推廣行業應用，不斷推出差異

化的移動互聯網產品，使公司的移動業務在市場立穩腳跟，奠定堅實的基礎。 

 

未來，我們將牢牢抓住 2G 向 3G 遷移和光進銅退的戰略機遇期，優化資源配置，調動全體

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力，實現移動、寬帶業務快速規模發展；同時，加大改革創新力度，以

八大產品基地為抓手，以移動互聯網創新產品為核心，培育新的業務增長點，以更好的業績

回報股東。 

 

我的介紹就到這裏，下面，請吳安迪女士介紹 2011 年上半年財務表現。 

 

 

演講者: 吳安迪女士 - 執行副總裁兼財務總監 

 

幻燈片 20  

謝謝王總，女士們，先生們，下午好。下面我來介紹公司今年上半年的財務業績。  

 

 

幻燈片 21 - 主要財務指標 

2011 年上半年，管理層審時度勢、抓住有利的市場機遇、堅持貫徹有效益規模發展的方針，

帶領全體員工實現了各項業務的快速發展，公司效益穩步提升。 

 



 

今年上半年經營收入為 1201 億元，同比增長 11.7%；經營費用為 1057 億元，同比增長

12.5%；淨利潤為 97 億元，同比增長 10.2%；EBITDA 為 485 億元，同比增長 6.0%。 

 

 

幻燈片 22 - 有效益的成本控制，促進業務持續增長 

2011 年上半年，公司支出經營費用 1057 億元，佔收比為 88%，同比上升 0.6 個百分點。從

成本使用結構看： 

 

SG&A 同比上升 12.4%，佔收比與去年同期基本持平。拉動 SG&A 增長較快的主要原因仍

然是營銷費用的增加，其中，手機補貼成本為 77 億元，同比增長 26%，佔移動服務收入比

重為 24.7%。 

 

網運成本同比上升 11.7%，佔收比與去年同期持平，其中網絡容量租賃費隨移動服務收入增

長較快，達到 87 億元，同比增長 36.6%。若剔除網絡租賃費，網運成本僅上升 2.1%。 

 

人工成本同比上升 11.9%，佔收比與去年同期持平，主要因為公司加大了各方面的人才引進

和考核獎勵的力度。 

 

終端銷售支出及網間互聯等費用同比增長 59.2%，佔收比同比上升 3.3 個百分點，主要是：

移動網間結算支出增長較快，以及移動終端採購加大造成移動出售商品支出大幅上升。 

 

折舊及攤銷同比下降 1.7%，佔收比同比下降 2.8 個百分點。 

 

 

幻燈片 23 - 優化投資結構，支撐戰略轉型 

2011 上半年，公司按照效益原則安排資本支出，超過 80%的投資用於支撐增長型業務的發

展，投資效益得到優化。主要特點是： 

 

• 第一，加快實施光進銅退和推進光纖到戶建設，支撐寬帶業務規模化發展，寬帶及

互聯網投資為 149 億元，同比增長 29.9%，佔比上升到 71%。 

• 第二，聚焦重點行業信息化應用項目，突出投資效益與風險控制，增值及綜合信息

服務投資為 21 億元，同比下降 26.3%，佔比降至 10%，投入產出效益得到較好提

升。 

• 第三，加大固網、移動 IT 平台的整合和綜合使用，IT 及支撐投資為 5 億元，同比

上升 15%，佔比降至 2.3%，公司將合理把握對 IT 的投資，促進精確化管理水平的

不斷提升。 

• 第四，保證投資效益，降低運營風險，確保現有固定網絡維持性投入，固網語音投

資約為 5 億元，同比下降 21.5%，佔比降至 2.2%。 

 

 

幻燈片 24 - 堅實的財務實力 

2011 年上半年，我們的債務資本比率繼續下降至 19.6%，同比下降 7.9 個百分點。 

 

淨債務 EBITDA 比為 0.30 倍，較去年同期的 0.66 倍下降 0.36。 



 

 

總體來看，公司增強資源統籌能力，持續優化債務結構，為收購 CDMA 網絡打下良好基礎。 

 

 

幻燈片 25 - 統籌資源配置，促進企業效益穩步提升 

當前，公司財務工作重點是堅持財務管理創新、統籌配置資源，支持朝陽型業務快速規模發

展： 

 

• 第一，我們將堅持積極有效的營銷成本配置。實施彈性、動態的資源配置，快速響

應業務發展需要；資源向收入增長快的地區傾斜，對政企行業應用、3G 業務等重點

業務實施專項激勵配置。 

• 第二，通過精確化管理，在有效控制網絡支撐成本的同時確保網絡運營質量；優化

債務結構，降低融資成本。 

• 第三，深化財務管理創新，提高綜合管理水平。積極推進省級財務集中核算，不斷

提高集約化管理水平。同時，建立適應新興業務發展的財務管理體制。 

• 第四，不斷優化投資結構，加大對寬帶網、IP 網和綜合平台建設的投入，提升規模

發展的支撐能力；建立資產生命週期價值管理體系，提高投資回報水平。 

 

 

幻燈片 26 - 深化轉型、機制創新、增強競爭力 

隨著戰略轉型的不斷深化，公司的發展活力不斷增強，公司將刻意進取、知難而進，重點抓

好幾項工作： 

 

• 第一，進一步解放思想、創新觀念，指引各級企業樹立“唯市場不唯預算＂的意識，

充分調動積極性，提升市場份額。 

• 第二，對創新業務實行更靈活、更加市場化的方法促進發展，通過多種方式激發創

新業務發展活力。 

• 第三，在產品開發、運營能力、營銷策略、管理規範等方面，加大集中運作的力度，

統籌資源，形成合力。 

• 第四，注重培養誠信意識，塑造誠信精神、加強誠信教育，提供高質量的產品和優

質服務，恪守承諾，對市場和客戶負責。 

• 第五，加強危機管理，不斷完善內控、風險防範和懲防三大體系，保障企業規範化

運營。 

 

 

幻燈片 27  

我們的介紹就到這裏，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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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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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