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年中期業績及 CDMA 網絡收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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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年上半年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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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重點 

2012 上半年，公司發展進入歷史上最好時期。經過幾年的戰略轉型和科學發展，

公司形成了較為成熟的發展模式，業務增長步伐顯著加快。 

 
公司發展亮點可概括為： 

  3G 引領移動業務快速增長，收入增長高於行業平均水平 

 寬帶業務加速光纖化演進，固網收入轉為正增長 

 正確把握時機，開展移動網絡收購，提升公司價值 

 

幻燈片 6 – 良好收入增長, 助力長遠價值提升 

上半年，公司完成經營收入 1380 億元，同比增長 14.9%。剔除移動終端銷售收入

後，為 1266 億元，同比增長 11.3%。 

 

EBITDA 為 488 億元，同比增長 0.5%，EBITDA 率為 38.5%。 

 

公司淨利潤實現 88 億元，同比下降 7.4%。 

 
用戶發展情況是： 

 移動用戶淨增 1771 萬戶，達到 1.44 億戶，其中 3G 用戶淨增 1467 萬戶，

達到 5096 萬戶 

 寬帶用戶淨增 689 萬戶，達到 8370 萬戶 

 固定電話用戶為 1.67 億戶。 

 



 
 

幻燈片 7 – 公司經營按計劃穩步推進 

這裡，再回顧一下上半年公司的 KPI 表現： 

 數據表明公司各項業績指標完成情況良好，尤其是在移動用戶規模擴張的同

時，基本保持了 ARPU 值的穩定，移動 ARPU 值為 52.4 元，3G ARPU 值約

74 元，移動業務基本實現了有效益的規模發展。固網業務收入同比增長

1.9%，實現止跌回升。 

 

需要指出的是，公司在今年 3 月正式推出了 C 網版的 iPhone 手機，並為此適當增

加了營銷投入，對公司短期利潤帶來壓力。但目前有效的投入，是為了在移動高端

市場取得突破，在發展和盈利能力上取得突破，促進公司長期價值的提升。 

 

幻燈片 8 – 戰略轉型不斷深化, 成效逐步顯現 

今年上半年，公司的全業務收入增幅首次超出行業的平均水平。受收入的拉動，公

司的收入結構得到進一步優化。 

 

公司增長型業務的收入比重達到 83.9%，較 2010 年提升了 12.4 個百分點。 

 

移動業務成為公司第一大收入來源，收入占比達到 39.2%，較 2010 年提升 14.6 個

百分點；有線寬帶的收入占比達到 24.2%。 

 

收入結構中，固網語音業務的比重，已從 2010 年的 28.5%降至 16.1%；小靈通收

入僅占 0.3%。 

 
公司整體抗風險能力進一步得到增強。 

 

幻燈片 9 – 適時收購 C 網, 交易公開公正 

下面，對公司收購移動網絡的情況做一下介紹。 

 

本次收購項目從今年 3 月開始啟動，已完成了前期準備工作。上午的董事會審議

了收購的方案，擬提交特別股東大會審議。 

 

資產收購標的，包括母公司擁有並分佈於總部及 30 省的 CDMA 移動網絡資產，及

相應的負債。 

 



 
 

經與母公司商定的初步對價為 846 億元。 

 

收購資產的交割日訂於 2012 年 12 月 31 日。考慮到從資產評估日 2012 年 3 月 31

日至交割日之間會發生資產價值變動，需相應建立價格調整機制，對價調整額最多

不會超過 30 億元。 

 

對價將以首付款加延期付款方式支付。首期支付款按對價的約 30%計算，約為 255

億元。延期支付的遞延對價，在資產交割日後的 5 年內向母公司支付。 

 

此項收購將提交今年 10 月召開的特別股東大會批准。 

 

幻燈片 10 – 收購 C 網可為公司帶來重大利益 

董事會認為，此項收購至少將在以下幾個方面，為公司帶來重大利益。 

 一是，節省快速增長的網絡容量租賃費，促進公司租賃費後 EBITDA 的顯著

增長，為股東創造更大價值。 

 二是，大幅減少與母公司之間的關連交易金額，實現業務與資產的一體化運

營，公司運作將更加規範和透明。 

 三是，收購後，公司將直接控制移動網絡的投資決策，整體提升移動投資和

業務運營的效率。 

 

幻燈片 11 – 節省快速增長的租賃費, 提升未來盈利能力 

關於本次收購對公司成本、利潤的影響，我們提供以下情況供大家參考： 

 目前的網絡租賃費是與移動服務收入掛鉤計算的，由於公司的移動服務收入

快速增長，網絡租賃費也迅猛增加，其增速明顯高於網絡折舊及維護成本的

增速，我們預測網絡租賃費在今年將會超過網絡折舊及維護成本。 

 

 今年上半年，收購標的的租賃費已達到 113 億元，而折舊與維護費用分別

為 72 億元和 36 億元，且收購不會在今年增加財務費用。因此，如兩項成

本相抵，會給公司帶來正面效益。 

 
因此，我們相信完成收購後，可節省未來快速增長的租賃費，提升公司未來的盈利

能力。 

 

 



 
 

幻燈片 12 – 高效益的資本支出投入, 促進未來現金流提升 

本頁介紹本次收購對公司現金流的影響。 

 
收購後，移動網絡資本支出將由上市公司承擔，會對公司現金流產生一定影響。但

從以往幾年移動資本支出的走勢來看，我們的移動資本支出已進入比較穩定的階

段，今後一段時間不會有大的增幅。  

 

今年上半年收購標的的資本支出約為 70 億元，而租賃費已高於資本支出和網絡維

護費用約 7 億元。據此，我們相信：收購後，隨著移動服務收入快速增長以及有

效的資本支出管控，公司可以保障未來現金流穩步提升。 

 

幻燈片 13 – 以創新服務雙領先帶動規模發展, 創造更大價值 

經過對環境和形勢的綜合判斷和分析，公司認為： 

 中國的移動通信市場仍然處於 3G 業務良好發展時期，2G 向 3G 的演進是未

來幾年移動市場的主流 

 寬帶市場是會出現新的競爭，但仍將保持良好的發展勢頭 

 移動互聯網、雲計算和物聯網將帶給我們越來越多的機會 

 
所以說，我們正面臨難得的黃金發展期。 

 
我們將堅定不移地貫徹“創新和服務雙領先＂的發展策略，全面推動移動、寬帶和

信息化應用三大核心業務的規模化發展，穩步提升企業長期價值。 

 
我的介紹就到這裡，下面，請楊杰先生介紹業務的發展情況。 

 

 

演講者: 楊杰先生 -總裁兼首席運營官 

 

幻燈片 14  

謝謝王董事長。女士們，先生們，下午好！下面由我來介紹公司 2012 年上半年的

業務表現。  

 

 



 

 

幻燈片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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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兩大業務, 一個是移動業務, 一個是固網業務。 

 

首先看移動業務, 上半年收入完成 540 億, 增長 43.2%, 占公司收入比重 39.2%。 

 

第二大塊固網業務, 今年上半年, 固網業務可以說出現了一個可喜的變化, 由負轉

正, 上半年固網業務收入的增長是正的 1.9%, 占公司收入比重 60.8%。 

 

基本上, 這兩大業務是四六的比例。 

 

幻燈片 16 – 3G 引領移動業務快速增長 

2012 年上半年，公司 3G 業務繼續引領移動業務快速增長。移動用戶淨增 1771 萬

戶，總量達到 1.4 億戶，用戶市場份額升至 13.8%。3G 用戶達到 5096 萬戶，淨增

1467 萬戶，3G 用戶占整體移動用戶的比例已達到 35.3%。上半年移動服務收入為

426 億元，同比增長 36.7%，增長勢頭保持強勁。   

 

隨著移動互聯網應用和 3G 智能終端的日益豐富，用戶的 3G 使用習慣日漸養成，

移動市場 2G 向 3G 遷移的步伐加快。我們一方面要把握好這一歷史性機遇；更重

要的是，要運用移動業務經營方法，撐握移動業務發展規律，堅持 3G 智能機引領

策略，提高集約化運營和差異化的服務能力，加快 3G 應用的普及速度，加大移動

單產品的銷售力度，繼續以 3G 為抓手拉動移動業務規模突破。 

 

幻燈片 17 – 移動數據占比持續增長領先同業 

今年上半年，公司移動數據業務增長強勁，實現收入 193 億元，同比增長 46.7%，

占移動服務收入比已提升至 45.3%。3G 手機用戶每月戶均流量達到 111MB，較去

年提升 4.7%。  

 
我們始終認為，公司移動業務發展要雙輪驅動，一是靠規模經營，拓展用戶基礎；

二是靠流量經營，創造移動互聯網經營優勢。移動數據收入增長直接反映了流量經

營的成果。 

 

 



 
 
搞好流量經營，我們要堅持以下策略 

 一是繼續以 3G 智能機為引領，擴大智能機用戶規模 

 二是以自營和合作兩種方式，加大應用的推廣力度 

 三是堅持體驗式營銷，強化 3G 輔導，促進用戶形成良好的手機流量使用習

慣。 

 

幻燈片 18 – 固網業務企稳回升 

上半年，公司固網業務收入為 839 億元，同比增長 1.9%，實現止跌回升。固網業

務中，寬帶、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持續增長，固網語音業務收入降幅繼續收窄，經

營風險進一步釋放。 

 
下半年，固網發展重點仍將聚焦於增長型的有線寬帶和綜合信息服務，資源進一步

向這兩方面傾斜。我們還將積極探索將固網語音業務更多地融入綜合套餐服務，以

減緩固網語音收入流失。  

 

預計全年及未來 2-3 年的固網收入可以繼續保持平穩發展。 

 

幻燈片 19 – 推動寬帶業務快速發展，提升競爭力 

上半年，寬帶業務保持快速增長。寬帶業務收入達到 334 億元，同比增長 12.1%；

寬帶用戶淨增 689 萬戶，達到 8370 萬戶，同比增長 19.4%，用戶 ARPU 為 69.3

元。  

 
下半年，我們將抓住信息化進程對寬帶業務的巨大需求和國家鼓勵寬帶發展的有利

政策，堅持“提速度、填內容、樹品牌＂的總體發展策略，積極推進“寬帶中國、

光網城市＂計劃，加快重點區域的光纖化改造，努力將網絡優勢轉化為市場優勢，

進一步推動寬帶持續規模發展。  

 
在寬帶提速的同時，我們也將積極拓展基於高帶寬的在線影視、視頻聊天、互動遊

戲等互聯網應用產品，引導高帶寬需求，為寬帶市場的高速增長注入新的活力，確

保全年寬帶用戶淨增 1300 萬戶以上。  

 

幻燈片 20 – 固網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收入持續增長 

上半年，固網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繼續穩定發展，實現收入 163 億元，同比增長

7.4%。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公司雲計算業務規劃指引下，我們對 IDC 業務實施集



 
約式的管控，初步得到了較大成果。上半年 IDC 業務收入達到 29 億元，同比增長

42.8%。 

 
目前，公司雲計算商業應用已全面啟動，以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為先導，聚焦智

慧政府、智慧民生、智慧產業等三大領域，重點開發行業信息化應用產品，加快成

熟產品的規模化複製與推廣，保持綜合信息服務的發展勢頭。 

 

幻燈片 21 – 2012 年下半年經營工作聚焦點 

上半年公司良好的經營業績，充分證明當前公司執行的發展策略是正確、有效的。

下一步，公司將繼續堅定不移地執行“以創新和服務雙領先帶動規模發展＂方針，

狠抓 3G、有線寬帶、行業應用三項重點業務，努力提升創新、服務、集約和運營

四種能力，全面完成發展目標。  

 
我們的工作將聚焦於以下幾點，力求有所突破：  

 提升品牌和新產品的集約運營能力。  

 統籌單產品與融合產品並行發展。  

 強化細分市場的差異化經營優勢。  

 自營與廣泛的外部合作相結合，共同拉動流量經營。  

 加大 3G 智能機引領力度，提升營銷成本的投入產出效益。  

 
下面請財務總監吳安迪女士介紹本公司的財務狀況。 

 

 

演講者: 吳安迪女士 - 執行副總裁兼財務總監 

 

幻燈片 22  

謝謝楊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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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主要財務指標 

2012 年上半年，公司經營收入為 1380 億元，同比增長 14.9%；經營費用為 1256

億元，同比增長 18.5%；淨利潤為 88 億元，同比下降 7.4%；自由現金流為 85 億

元。 

 

 

 



 
 

幻燈片 24 – 成本結構 

今年上半年，公司支出經營費用 1256 億元，占收比為 91.0%，同比上升 2.8 個百

分點。下面對成本的使用情況做一下介紹：  

 

網運成本同比上升 22.6%，占收比較去年同期上升 1.5 個百分點。上升的主要原因

是網絡容量租賃費隨移動服務收入增長，達到 118 億元。如剔除這項支出實際的

網運成本增幅與收入增幅基本同步。 

 

 

人工成本同比上升 11.5%，低於收入增長，占收比較去年同期下降 0.5 個百分點，

人工成本管控取得到較好效果。 

 

SG&A 同比上升 32.0%，占收比較去年同期增長 2.7 個百分點。增長較快的原因是

為促進移動和寬帶業務的規模發展而加大了營銷資源投入。其中，手機補貼成本為

115 億元，同比增長 50.2%，占移動服務收入比為 27.1%。 

 

其他經營費用增長 42.1%。原因主要是：移動終端採購量增加使採購成本支出上

升，此項支出達 108 億元；另外，由於移動用戶及話務量增加使移動網間結算支

出也有所增加。 

 

折舊及攤銷同比下降 4.4%，占收比下降 3.6 個百分點。 

 

幻燈片 25 – 前瞻性投入鞏固網絡優勢, 支撐業務持續快速發展 

2012 年上半年，公司完成資本開支 256 億元，全年資本開支預算將控制在 540 億

元以內。  

 
上半年，公司嚴格按照優化資源配置原則安排資本支出，投資結構更為優化。 

 

第一，寬帶及互聯網投資為 181 億元，同比增長 21.2%，占比為 70.4%，有效保障

了寬帶網絡的光纖化演進，提升寬帶接入網的領先優勢，支撐寬帶業務更好發展。 

 

第二，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投資為 33 億元，同比增長 58.6%，占比為 12.9%。這

類投資更加聚焦開發重點行業信息化應用項目，加快推進雲資源池、雲數據中心的

建設，支撐移動互聯網業務快速上線和普及。 



 
 

第三，IT 及支撐方面的投資為 7 億元，同比上升 41.7%，占比升至 2.7%。 IT 方面

投資主要用於綜合業務和支撐平台及 IT 系統的升級和優化，促進公司集約化和精

確化運營管理水平的不斷提升。 

 

第四，固網語音投資約為 3 億元，同比下降 26.4%，占比降至 1.3%，投資政策上

明顯體現出“有保有壓＂原則，既保證滿足固定網絡維持性投資的需求，又降低了

投資風險。  

 

幻燈片 26 – 充裕債務融資空間為收購移動網絡打下良好基礎 

今年上半年，公司繼續調整債務結構，使債務資本比率下降至 15.2%，為收購移動

資產及負債，留下了充裕空間。 

 

如果假定收購在今年上半年完成，增加負債為 846 億元，公司債務資本比為

33.3%，淨債務/EBITDA 比為 0.96，均在比較合理的範圍內。 

 

幻燈片 27 – 規模發展、提升未來盈利能力、創造價值 

全面總結上半年工作，使我們更加明確了今後的努力方向。我們的各方面工作都將

緊密圍繞規模發展、盈利提升展開。  

 
今後，公司重點工作將集中在幾個方面： 

  

第一，實現 3G、寬帶用戶規模擴張，實現用戶份額突破。 

 

第二，規模與質量並重，保持收入持續增長。  

 

第三，優化成本及投資結構，強化分析，提升資源使用效益。  

 

第四，持續完善內控建設，防範公司運營風險。  

 

第五，完成 C 網資產收購，提升未來盈利能力，為股東創造長期價值。  

 

幻燈片 28  

我們的介紹就到這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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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