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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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中期業績公佈年中期業績公佈年中期業績公佈年中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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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概況總體概況總體概況總體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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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發展重點如下： 

 

1. 儘管受到“營改增”影響，公司基本面保持堅穩，收入表現優於行業平均； 

 

2. 4G 競爭力快速提升，增長勢頭持續加強；  

 

3. 鐵塔共享助力公司迅速高效建設 4G 網絡，為 4G 發展贏得寶貴時間，同時預計

將可提升行業和公司長遠價值； 

 

4. 面對“提速降費”，公司努力適應監管政策，力爭締造多贏； 

 

5. 緊抓“互聯網＋”機遇，深化戰略轉型，為股東創造更多價值。 

 

燈片燈片燈片燈片 6：：：：基本面堅穩基本面堅穩基本面堅穩基本面堅穩 

儘管受到五個月的“營改增”同比影響，公司的基本面仍然保持堅穩。 

 

上半年經營收入為 1650 億元，服務收入為 1470 億元，同比保持平穩。  

 

EBITDA 為 507 億元，同比上升 0.4%；EBITDA 率為 34.5%，上升 0.1 個百分點。淨

利潤為 110 億元，同比下降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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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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利潤持續雙位數增長淨利潤持續雙位數增長淨利潤持續雙位數增長淨利潤持續雙位數增長 

剔除“營改增”的稅務影響，公司上半年的備考服務收入同比增長 5%，備考淨利潤同比

增幅達到 11% ，淨利潤保持雙位數的增幅，充分顯示出公司經營基本面發展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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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動收入表現優於行業平均拉動收入表現優於行業平均拉動收入表現優於行業平均拉動收入表現優於行業平均 

上半年，公司持續加快創新合作，新興業務保持快速發展。流量、ICT 及互聯網應用

均維持良好增長勢頭，新興業務整體收入接近 500 億元，同比增長超過 20%，佔服務

收入比例達到 34%，上升 6 個百分點。 

 

在新興業務快速增長的驅動下，公司服務收入增幅高於全行業平均增長率約 4 個百分

點。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9：：：：4G 競爭力快速提升競爭力快速提升競爭力快速提升競爭力快速提升    增長勢頭持續加強增長勢頭持續加強增長勢頭持續加強增長勢頭持續加強 

今年 2 月底獲得 FDD 牌照之後，公司以“新網絡、新應用、新融合、新業態” 加快發

展，4G 業務的競爭力和增長勢頭持續加強。 

 

我們抓住鐵塔公司今年全面投入運營的契機，積極發揮 4G國際主流技術和頻譜優勢，

快速高效建設 4G 網絡，並在 8 月份推出了國內最高速的 LTE-A 天翼 4G+ 服務。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0：：：：展望鐵塔共享可提升長遠價值展望鐵塔共享可提升長遠價值展望鐵塔共享可提升長遠價值展望鐵塔共享可提升長遠價值 

我們預期鐵塔公司能夠通過鐵塔共享、規模運營，以及政策支持帶來的效益創造價值，

令公司在多個方面受益。 

 

其中最關鍵是讓我們能夠更快速、高效建設 4G 網絡，為 4G 發展贏得寶貴時間和節省

資本開支。 

 

我們會繼續努力，爭取儘早達成鐵塔資產出售和租賃的協議，並及時公佈。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1：：：：投資聚焦投資聚焦投資聚焦投資聚焦 4G 和光寬帶和光寬帶和光寬帶和光寬帶    持續增強網絡優勢持續增強網絡優勢持續增強網絡優勢持續增強網絡優勢 

資本支出方面，公司聚焦 4G 和光寬帶，持續增強網絡優勢。上半年，鐵塔公司為公

司承建約 6 萬個鐵塔，其中 70%建於其他運營商的存量塔之上，高效解決了優質站址

短缺問題，有效節省了投資。 

 

得益於鐵塔投資節省及加強集中採購，公司可以在全年資本支出預算維持不變的情況

下，增加網絡建設。4G 基站將較原計劃額外多建 5 萬個，全年新增 33 萬個，年底將

達到 51 萬個。全年新增光纖到戶（FTTH）覆蓋家庭 5300 萬戶，達到近 1.8 億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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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2：：：：提速降費提速降費提速降費提速降費 

為貫徹落實政府提速降費的政策要求，公司從 5 月份開始推出多項舉措，對公司經營

收入和利潤造成一定壓力。 

 

我們在降低單位價格的同時，鼓勵客戶提升數據使用量和帶寬，薄利多銷。 

 

上半年，用戶移動數據使用量和使用帶寬顯著提升，但移動 ARPU 及有線寬帶 ARPU

均有所下降。在資費下降的情況下，整體用戶規模的持續增長，拉動了移動和有線寬

帶收入的增長。 

 

未來，我們會密切跟進並努力適應有關監管政策，力爭締造多贏。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3：：：：緊抓緊抓緊抓緊抓 “互聯網互聯網互聯網互聯網+”機遇機遇機遇機遇    加快企業全面轉型提升價值加快企業全面轉型提升價值加快企業全面轉型提升價值加快企業全面轉型提升價值 

展望未來，受益於“中國製造 2025”和國家“互聯網＋”行動計劃等宏觀政策，公司在產

業互聯網、家庭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等方面機遇眾多、發展空間廣闊；雲計算、大數

據、物聯網、電子金融以及各類應用將推動行業和企業迅速發展。 

 

我們將緊抓機遇，堅持創新規模發展，全面深化改革，深化互聯網化運營，激發企業

活力，實現規模突破和效率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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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業務表現業務表現業務表現業務表現 

謝謝王董事長。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下面我來介紹公司 2015 年上半年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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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業務加速發展業務加速發展業務加速發展業務加速發展 

上半年公司 4G 業務加速發展：4G 終端用戶淨增 2200 萬戶，達到 2900 萬戶，7 月份

4G用戶單月淨增更達到500萬戶；4G用戶ARPU為86元，大幅高於移動總體ARPU；

4G 月戶均流量 700MB，較去年底約 600MB 進一步提升。 

 

在4G業務的有力拉動下，上半年公司移動服務收入達到623億元，半年環比增長7%，

成功扭轉去年下半年移動服務收入因“營改增”和優化營銷模式而下降的情況。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7：：：：移動數據業務持續快速增長移動數據業務持續快速增長移動數據業務持續快速增長移動數據業務持續快速增長 

公司以 4G 為牽引，推進移動數據業務的快速規模增長。上半年移動數據收入為 374

億元，同比增長 18%，其中手機上網收入達到 225 億元，同比增幅超過 40%；3G/4G

手機上網總流量增長 77%，3G/4G 月戶均流量突破 300MB，增幅超過 40%。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18：：：：寬帶提速推動業務持續發展寬帶提速推動業務持續發展寬帶提速推動業務持續發展寬帶提速推動業務持續發展 

上半年，公司有線寬帶業務保持健康發展：有線寬帶用戶數淨增 261 萬戶，達到 1.1

億戶；收入同比增長 3.2%，達到 376 億元。 

 

公司充分發揮多年來積累的網絡優勢，全程全網加快端到端提速，以 50Mbps、 

100 Mbps為主流產品，填充高清內容和信息化應用，同時力推光寬帶和 4G融合發展，

有效提升用戶規模和價值。 

 

上半年，公司在寬帶領域引入民資約 20 億元，加快接入網建設，積極合作開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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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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固網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收入同比增長 5%，達到 210 億元。 

 

其中 IDC 業務呈現強勁增長勢頭，收入同比增幅達到 23%。公司構建了全國最大規模

的“8+2+X”雲資源佈局，超過 10 萬個機架已投入服務，持續打造領先的雲計算與大數

據服務能力。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0：：：：加快創新加快創新加快創新加快創新  持續增強差異化競爭優勢持續增強差異化競爭優勢持續增強差異化競爭優勢持續增強差異化競爭優勢 

上半年，公司在新興業務領域加快創新，持續增強差異化競爭優勢。易信、翼支付和

NFC 等差異化產品在規模拓展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 

 

同時，公司聚焦自身優勢資源，持續加快天翼安全、悅 me、愛 WiFi 等差異化產品的

能力儲備。 

 

下一步，公司將堅持開放合作，持續強化生態圈競爭優勢，緊抓 “互聯網+”商機，推

動傳統行業升級，並在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新技術應用領域加快探索，創造新

的收入和利潤。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1：：：：近期經營工作聚焦點近期經營工作聚焦點近期經營工作聚焦點近期經營工作聚焦點 

未來，公司將按照既定的戰略部署，創新發展，卓越執行，打好規模經營、流量經營

和數據經營的“組合拳”，實現業務和用戶規模突破。同時，持續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加

快互聯網化轉型，進一步提升企業活力和運營效率。 

 

我們將全力推動行業格局向有利的方向轉變，持續提升收入和用戶市場份額，不斷為

股東創造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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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財務表現財務表現財務表現財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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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3：：：：主要財務指標主要財務指標主要財務指標主要財務指標 

2015 年上半年，儘管受到“營改增”影響，公司的基本面保持穩健。經營收入為 1650

億元，同比下降 0.6%；經營費用為 1478 億元，同比下降 0.3%；淨利潤為 110 億元，

同比下降 4.0%。自由現金流為 105 億元。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4：：：：優化資源分配優化資源分配優化資源分配優化資源分配    推動業務持續發展推動業務持續發展推動業務持續發展推動業務持續發展 

上半年，公司在適度成本管控的前提下，優化成本資源分配，推動業務持續發展。 

 

公司經營費用佔收比為 89.6%，同比基本持平。其中： 

 

網運成本佔收比為 23%，同比上升 4.9 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公司適度加大網絡運

營投入，為 3G、4G 以及有線和無線寬帶的協同發展打造競爭優勢，此外，經營性租

賃費也有所增長。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佔收比為 15%，同比下降 7.1 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公司優

化發展和營銷模式，進一步加強營銷費用管控，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和企業效益。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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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將投資向高增長、高效益業務傾斜，提升公司的網絡優勢和投資回報： 

 

上半年資本開支為 367 億元，其中 4G 資本開支為 178 億元，寬帶及互聯網資本開支

為 124 億元。 

 

上半年新增 14 萬個 4G 基站，總量達到 32 萬個；新增 FTTH 覆蓋家庭 4200 萬戶，

達到 1.65 億戶。 

 

下半年公司將繼續重點投資 4G、光寬帶以及城域、骨幹等承載網絡的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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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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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來，公司努力優化發展及營銷

模式，加強成本及採購管理，強化供應商稅務資質管控，提升增值電信業務收入佔比

以降低銷項增值稅的平均稅率。這些舉措有效減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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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公司未來利潤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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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債務資本比為 23.5%，比一年前下降 2.3 個百分點，淨債務 EBITDA 倍數為

0.66 倍，比一年前下降 0.13 倍，公司繼續保持了穩健的資本結構和堅實的財務實力，

將有力支撐企業持續規模發展。 

 

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幻燈片 28：：：：深化財務轉型深化財務轉型深化財務轉型深化財務轉型  強化價值管理強化價值管理強化價值管理強化價值管理 

未來，公司將積極深化轉型，強化價值管理。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持續優化預算、資源配置和業績考核的“三位一體”預算管理機制； 

 

2. 持續推進集中開放 MSS 系統建設，促進管理變革； 

 

3. 強化成本管理、優化成本結構、促進降本增效； 

 

4. 加強資產盤活預算管控；  

 

5. 加強對劃小承包和新興業務的集約財務支撐；  

 

6. 強化內控建設，有效防範風險。 

 

通過以上措施，公司將全面提升財務管理水平，推動企業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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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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