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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之中期業績公佈

要點

‧ 經營收入達到人民幣395.36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7.2%

‧ EBITDA為人民幣230.57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0.2%，EBITDA率為58.3%

‧ 淨利潤達到人民幣92.60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9.2%，淨利潤率為23.4%

‧ 固定電話主線數達到6,220萬戶，比去年年底增長9.4%

‧ 寬帶用戶數達到256萬戶，比去年年底增長85.8%

董事長報告書

今年上半年，本公司核心業務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公司的財務業績良好。我們把加快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深入徧實地實施各項戰略
措施，提升公司管理水平，並根據市場變化不斷調整經營策略，實現了本公司各項主要業務健康、穩定的發展。

財務業績

上半年受惠於本公司固定電話用戶基礎的繼續擴大、寬帶用戶的快速增長和增值業務的發展，我們的收入繼續穩定增長，實現經營收入
人民幣395.36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7.2%。我們通過強化各種管理措施，進一步提高了資源的利用效率，經營費用繼續得到控制，為人
民幣273.38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5.3%。上半年實現  EBITDA 人民幣230.57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0.2%，EBITDA 率達到58.3%；實現
淨利潤人民幣92.60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9.2%，淨利潤率達到23.4%；完成資本支出人民幣95.53億元。

業務分析

今年上半年本地電話業務用戶數量持續快速增長，無線市話用戶數量比重上升；寬帶業務繼續高速增長，對收入增長的拉動作用日益明
顯；長途業務基本穩定；固網增值業務和新業務獲得較大發展。

本地電話業務

作為本公司支柱產品的本地電話業務上半年平穩增長，收入達到人民幣184.88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5.5%，佔總經營收入的比重為46.8%。

本公司的本地電話用戶數量持續快速增長。新增534萬戶，截至6月底，總用戶數達到6,220萬戶，較去年年底增長9.4%，不斷壯大的本地
電話用戶群為本公司各項業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上半年我們繼續加大對投資效益較好的公話用戶和政企用戶的發展力度，新增
用戶103萬戶，佔新增用戶總量的19.4%，用戶結構得到了進一步優化。

無線市話業務作為本地電話的延伸和補充，以其資費實惠、個人通信等特點吸引了一批特定的客戶群體，截至2003年6月底，無線市話
用戶總量達到537萬戶，佔總用戶的比重為8.6%。無線市話設備價格持續下降，投資效益較好。

今年上半年本地通話費收入為人民幣112.3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5%。本地語音通話總次數（不含撥號上網）為887億次，較去年同期
增長3.9%；由撥號上網所帶來的本地通話總次數為220億次，較去年同期下降16.2%。

提高本地話務量是本公司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我們將通過營銷渠道的建設進一步加強話務量經營，同時做好產品捆綁和資費套
餐設計，加快公話業務和卡類業務的發展，開發新的增值業務，以推動本地電話業務收入的增長。

互聯網和基礎數據業務

本公司上半年互聯網業務發展取得了良好的成績。在寬帶業務發展的拉動下，互聯網業務收入達到人民幣26.6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60.3%，佔總經營收入的比重為6.8%，較去年同期上升了2.3個百分點，對本公司收入的貢獻不斷增大。

本公司高度重視寬帶業務發展，繼續實施積極的市場拓展策略，推動寬帶業務的高速增長。我們針對不同客戶群推出了「網絡快車」
（ADSL）、「寬帶通」（LAN）、「天翼通」（WLAN）等多種寬帶接入產品，拉動寬帶用戶數迅速增加。上半年新增寬帶用戶118萬戶，截至
6月底，寬帶用戶總數已達到256萬戶，較去年年底增長85.8%。本公司堅持優質優價的寬帶資費策略，寬帶用戶的戶均收入基本保持穩
定。隨著規模經營和集中採購力度的加大，寬帶每線投資成本進一步降低，投資回報率得到提升。

在積極發展寬帶接入的同時，我們還注重寬帶上網應用內容的協作開發，繼續加大「互聯星空」的整合力度，強化與信息內容提供商、
計算機終端廠商的合作，初步形成了用戶、應用內容提供商和電信運營商多贏的產業鏈條。

截止6月底，本公司窄帶上網用戶數達到1,170萬戶，較去年年底增長0.7%。上半年上網時長為161億分鐘，較去年同期下降20.9%，下降
的主要原因是窄帶業務高端用戶向使用寬帶業務轉移。窄帶業務對於培養用戶使用互聯網的習慣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上網便捷」等特
點也滿足了特定消費群的需要。我們將針對窄帶與寬帶業務的互動關係，實現兩者的協調發展。

本公司基礎數據業務繼續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勢頭，業務收入達到人民幣9.74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5.1%，佔總業務收入的比重為2.5%。
DDN、FR、ATM 的出租標準端口數分別較去年同期增長了41.5%、54.3%和20.7%。

長途業務

我們採取了更為靈活和有效的長話營銷策略以應對日趨激烈的長途市場競爭。本公司國內長途傳輸總量為191億分鐘，較去年同期增長
16.8%；市場佔有率為52.6%，與去年下半年相比基本保持穩定。國內長途收入為人民幣69.85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2.3%，收入降幅在我
們預期之內。國內長途收入佔總經營收入的比重為17.7%，較去年同期下降1.7個百分點，國內長途業務的經營風險進一步得到釋放。

本公司國際和香港、澳門、台灣長途業務收入達到人民幣16.68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4.2%；國際長途傳輸量為7.12億分鐘，較去年同期
增長16.7%；市場份額較去年下半年上升4.4個百分點，達到63.4%，市場地位得以穩固。

網元出租、網間結算和增值業務

本公司網元出租業務收入為人民幣14.09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9.4%，佔總業務收入的比重為3.6%。截至6月底，本公司2M數字電路的總
出租量為8.80萬條，較去年年底下降6.8%，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網元出租業務的需求結構發生比較大的變化：國內其他運營商隨著
自有網絡的逐步完善，對本公司長途電路的租用量在逐步減少；而非運營商集團客戶無論是用戶數量還是總的電路租用量則呈現良好的
增長態勢，部份抵消了其他運營商退租的不利影響，使網元出租業務的風險得到進一步釋放。

本公司網間互聯收入為人民幣22.53億元，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佔總業務收入的比重為5.7%。一方面本地它網來話收入較去年同期有
所增長，另一方面長途互聯收入和長途互聯支出均有所下降。總體看來，網間互聯結算淨收入較去年同期有所增長。

本公司的固網增值業務獲得較大發展。本公司繼續加大來電顯示業務的推廣力度，使其滲透率在今年上半年提高了5.2個百分點。我們
還抓住時機繼續推進電話聲訊信息服務、「家加e」、「新視通」、「17901全能打」等增值業務的發展，同時開發了「電話QQ」、「伴我行」等
新的增值業務產品。上半年本公司增值業務收入有所提高，佔總收入的比重也相應加大。

總結與展望

總體看來，今年上半年本公司業務經營態勢良好：本地電話用戶數量增長較快，無線市話發展效益顯著，寬帶業務高速增長，長途等競
爭性業務的風險進一步釋放，市場地位得以鞏固。公司財務狀況穩健，經營成本得到優化，經營效益穩步提升，自由現金流充裕。而從
外部環境來看，我們所面臨的市場競爭形勢仍然嚴峻：移動業務對本地話務量的替代作用逐步顯現，長途市場的競爭仍較激烈。面對新
的經營形勢，我們將緊緊抓住國內通信市場需求旺盛的發展機遇，加大經營機制轉變力度，落實公司既定的發展戰略舉措，在上半年取
得良好業績的基礎上，繼續鞏固擴大各項業務的良好發展勢頭，下半年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繼續推進經營機制轉變，實施管理體制創新。我們將繼續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客戶為中心、以效益為目標」的經營模式，強
化管理科學高效、資源集中調度、市場反應靈敏、考核激勵有效的新型高效運行機制，以改革為動力，促進企業更好地發展。

第二、根據市場變化及時調整和完善經營策略。我們將繼續推進四個營銷渠道的建設，形成銷售與維護相結合、覆蓋全部客戶群的服務
網絡體系，以主動營銷促進話務量的增長，以優質的服務贏得用戶的忠誠度，以新產品、新業務的開發與推廣培育新的電信消費市場，
保持業務收入以較快的速度繼續增長。

第三、堅持為股東創造價值的經營目標。在保持收入較高增長的同時，我們將確保成本增長低於收入增長；同時進一步優化成本結構和
投資結構，提高投資回報率。

第四、深化人力資源改革，實施人才戰略。我們將採用市場化的機制，引入企業所需的人才；加大績效考核、薪酬激勵和監督約束的力
度，建立一流的員工隊伍。

第五、加快企業信息化建設。通過  MBOSS 系統的建設和完善，我們將實現對財務管理和經營分析的有力支撐，加大對前端業務分析
系統的開發力度，以此來提升公司的市場反應速度和客戶服務水平，為營銷渠道建設提供支撐。

我們將繼續秉承「股東價值最大化」的原則，推進公司各項業務的發展，力爭以優良的業績回報廣大股東。

周德強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中國深圳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日

集團業績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
業績。

合併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以百萬元列示）

2003年 200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已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淨額 145,344 149,165
　在建工程 22,706 20,319
　預付土地租賃費 2,630 2,644
　所擁有聯營公司的權益 429 429
　投資 261 270
　遞延稅項資產 5,322 5,118
　其他資產 6,386 6,405

　　非流動資產合計 183,078 184,350

流動資產
　存貨 1,153 1,066
　應收賬款淨額 3 7,431 5,961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1,747 1,736
　三個月以上到期的定期存款 405 1,3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 17,835 16,423

　　流動資產合計 28,571 26,502

　　　資產合計 211,649 210,852

2003年 200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已經審核）

負債及股東權益

流動負債
　短期貸款 16,745 19,175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貸款 1,852 2,219
　應付賬款 5 11,850 14,399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2,056 10,266
　應付所得稅 2,036 3,842
　一年內攤銷的遞延收入 6,972 7,726

　　流動負債合計 51,511 57,627

　　　淨流動負債 (22,940) (31,125)

　　資產合計扣除流動負債 160,138 153,225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貸款 4,937 4,853
　遞延收入 19,580 21,612
　遞延稅項負債 851 618

　　非流動負債合計 25,368 27,083

　　　負債合計 76,879 84,710

少數股東權益 1,175 1,134

股東權益
　股本 75,614 75,614
　儲備 57,981 49,394

　　股東權益合計 133,595 125,008

　　　負債及股東權益合計 211,649 210,852

合併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除每股數字外，以百萬元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3年 2002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已經審核）

經營收入 6 39,536 36,868

經營費用
　折舊及攤銷 (10,859) (10,030)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9,693) (10,019)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5,476) (4,517)
　其他經營費用 (1,310) (1,404)

　　經營費用合計 (27,338) (25,970)

經營收益 12,198 10,898

財務成本淨額 7 (176) (421)

投資收益 2 1

應佔聯營公司的收益 — 9

未計所得稅及少數股東權益的利潤 8 12,024 10,487

所得稅 9 (2,743) (1,965)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的利潤 9,281 8,522

少數股東權益 (21) (39)

股東應佔利潤 9,260 8,483

每股基本淨利潤 11 0.12 0.12

加權平均股數 75,614 68,317

合併股東權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以百萬元列示）

法定 股東權益
股本 資本公積 股本溢價 重估盈餘 盈餘公積 公益金 其他儲備 留存收益 合計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2003年1月1日餘額 75,614 20,955 3,362 4,144 8,121 1,624 3,984 7,204 125,008
淨利潤 — — — — — — — 9,260 9,260
股息 10 — — — — — — — (673) (673)
已實現重估增值 — — — (4) — — — 4 —
已實現土地使用權
　攤銷的遞延稅項 — — — — — — (52) 52 —

2003年6月30日餘額 75,614 20,955 3,362 4,140 8,121 1,624 3,932 15,847 133,595

（已經審核）

2002年1月1日餘額 — — — 4,154 — — 4,059 89,272 97,485
淨利潤 — — — — — — — 8,483 8,483

2002年6月30日餘額 — — — 4,154 — — 4,059 97,755 105,968

合併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以百萬元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3年 2002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已經審核）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a) 14,516 17,449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資本支出 (11,347) (11,101)
　投資所支付的現金 (4) (36)
　預付租賃款所支付的現金 (17) (26)
　報廢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收到的現金 18 59
　到期日在三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增加額 (168) (364)
　到期日在三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到期額 1,079 473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10,439) (10,995)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融資租賃所支付的本金 — (22)
　取得銀行借款所收到的現金 17,900 10,112
　償還銀行借款所支付的現金 (20,585) (16,192)
　少數股東投入的現金 20 —
　分配予中國電信的現金 — (1,594)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2,665) (7,69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412 (1,2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初餘額 16,423 3,88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期末餘額 17,835 2,640



(a) 未計所得稅及少數股東權益的利潤與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的調節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3年 2002年
人民幣 人民幣

（已經審核）

未計所得稅及少數股東權益的利潤 12,024 10,487
　調整：
　折舊及攤銷 10,859 10,030
　計提的呆賬準備 319 171
　投資收益 (2) (1)
　應佔聯營公司的收益 — (9)
　利息收入 (119) (67)
　利息支出 616 656
　未實現的㶅兌（收益）／損失 (28) 193
　退廢和報廢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損失 109 434
　應收賬款增加 (1,789) (1,485)
　存貨（增加）／減少 (87) 363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50) 578
　其他非流動資產減少／（增加） 50 (327)
　應付賬款減少 (417) (386)
　預提費用和其他應付款增加 818 774
　遞延收入減少 (2,786) (2,979)

經營產生的現金流量 19,517 18,432
　收到的利息 119 67
　支付的利息 (613) (662)
　取得的投資收益 13 —
　支付的所得稅 (4,520) (388)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14,516 17,449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 主要業務、公司組織結構及編製基準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上海市、廣東省、江蘇省和浙江省的固
定電信和相關服務。本集團為家庭用戶和商業用戶提供綜合性的固定電信服務，包括本地電話、國內長途、國際長途電話服務、互聯網和基礎數據、
網元出租以及其他相關服務。

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日在中國成立，乃屬於中國電信集團公司重組（「重組」）的一部分。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中國電信」和其附屬公司（本公司
除外）以下簡稱「中國電信集團」）是由信息產業部監管和受其制定的條例制約的國有企業。本中期財務報表包括了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的財務資料，其所列示的本集團業績，假設了本集團於該期間已經存在，並且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重組時由中國電信向本公司注入上述業
務。

本中期財務報表是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  「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的披露要求。本中期財務報表反映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的財務狀況及本集團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的經營業績
和現金流量，但這並不一定預示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預期的經營業績及現金流量。

董事會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十日授權簽發本中期財務報表。本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以及由本公司的國際核數師畢馬
威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核數準則》第700號  —  「中期財務報告的審閱」進行了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致董事會的獨立審閱
報告載於本公司中期報告的第6頁。

在中期財務報表中有關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該財政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而是源自該財務報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法定財務報表可於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索取。本公司的國際核數師已在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核數師
報告中對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

本集團在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已貫徹採用編製二零零二年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

2 分部報告

業務分部是本集團負責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可區分的組成部份，而其風險與報酬均有別於其他分部。在本報告期間，本集團只有一個提供固定電信服
務的經營性分部。所有本集團的經營活動均在中國境內進行。

3 應收賬款淨額

應收賬款淨額分析如下：

2003年 200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經審核）

應收賬款 8,110 6,440
減：呆賬準備 (679) (479)

7,431 5,961

因向家庭及商業用戶提供固定電信服務而產生的應收賬款在賬單發出後30日內到期繳付。電信服務會在用戶欠費90天以上停止。

應收電話及互聯網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03年 200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經審核）

即期：一個月內 5,967 5,036
一至三個月 401 352
四至十二個月 408 309
超過十二個月 244 130

7,020 5,827
減：呆賬準備 (652) (439)

6,368 5,388

應收其他電信運營商和其他電信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03年 200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經審核）

即期：一個月內 758 363
一至三個月 130 109
四至十二個月 142 85
超過十二個月 60 56

1,090 613
減：呆賬準備 (27) (40)

1,063 573

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03年 200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經審核）

銀行存款及庫存現金 12,912 11,574
三個月以內到期的定期存款 4,923 4,849

17,835 16,423

5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包括：

2003年 200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經審核）

第三方 9,203 11,505
中國電信集團 2,647 2,894

11,850 14,399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的款項按正常商業條款償付。

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2003年 200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經審核）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付款 1,639 1,715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內到期 3,356 2,701
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內到期 4,625 3,329
六個月以上到期 2,230 6,654

11,850 14,399

6 經營收入

所有列示期間的經營收入是提供固定電信服務而取得的收入扣除了營業稅及政府附加費等之後的淨額。本集團的經營收入主要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3年 2002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經審核）

一次性初裝費收入 (i) 2,768 3,058
一次性裝機費收入 (ii) 573 467
月租費 (iii) 6,676 6,083
本地通話費 (iv) 11,239 10,967
國內長途 (iv) 6,985 7,148
國際長途 (iv) 1,668 1,601
互聯網 (v) 2,669 1,665
基礎數據 (vi) 974 846
網間結算 (vii) 2,253 2,272
網元出租 (viii) 1,409 1,555
其他 (ix) 2,322 1,206

39,536 36,868

附註：

(i) 指一次性收取的固定服務的初裝費攤銷額。

(ii) 指一次性收取的固定服務的裝機費攤銷額。

(iii) 指每月向使用本集團電話服務的用戶收取的費用。

(iv) 指向用戶提供電話服務收取的通話費。

(v) 指提供互聯網連接服務的收入。

(vi) 指提供基礎數據傳輸服務的收入。

(vii) 指向國內及國外電信運營商收取的連接本集團固定通信網絡以傳送通話的網間互聯結算收入。

(viii) 指向租用本集團固定電信網絡的其他國內電信運營商和商業用戶收取的租賃費收入。本集團收取的電路出租費是按出租的電路條數和每條出
租電路租賃費計算的。本集團與其客戶的租賃協議通常以一年為期限。

(ix) 其他經營收入主要包括本集團向客戶提供電信增值服務、銷售及維修客戶終端設備等而取得的收入。

7 財務成本淨額

財務成本淨額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3年 2002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經審核）

發生的利息支出 616 656
減：資本化的利息支出* (298) (386)

淨利息支出 318 270
利息收入 (119) (67)
㶅兌虧損 — 218
㶅兌收益 (23) —

176 421

*在建工程利息資本化率 4.2%－5.4% 4.4%－5.6%

8 未計所得稅及少數股東權益的利潤

未計所得稅及少數股東權益的利潤已扣除：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3年 2002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經審核）

員工費用 5,091 3,393
網間互聯結算支出 1,289 1,391

9 所得稅

合併損益表中的所得稅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3年 2002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經審核）

計提的中國所得稅準備 2,714 2,169
遞延稅項 29 (204)

2,743 1,965

除本集團部分附屬公司及分公司是按15%優惠稅率計算所得稅外，本集團根據中國有關所得稅法律和法規按應課稅所得的33%法定稅率計算中國所得
稅準備。

10 股息

根據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決議，本公司宣佈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008897元，共
人民幣6.73億元，並於二零零三年七月十日派發。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中期股息。

11 每股基本淨利潤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每股基本淨利潤是按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92.60億元及本公司於本期間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股數，即
75,614,186,503股計算。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每股基本淨利潤是按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84.83億元及68,317,270,803股計算，並假
設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日成立時發行的68,317,270,803股股份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已發行。

攤薄之每股淨利潤並未列出，因於各期間內並沒有具潛在攤薄性之普通股。

12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列示如下：

2003年 2002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經審核）

已授權及已訂約
　—  物業 963 800
　—  通信網絡廠房及設備 2,634 3,439

3,597 4,239

已授權但未訂約
　—  物業 1,126 1,359
　—  通信網絡廠房及設備 4,652 3,640

5,778 4,999

13 關聯方交易

在日常業務中與中國電信集團進行的主要關聯交易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3年 2002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經審核）

電信設備及物資採購 (i) 45 87
工程施工、設計和資訊技術服務 (ii) 985 1,112
提供社區服務 (iii) 571 622
提供後勤服務 (iv) 409 419
經營租賃費用 (v) 181 184
集中服務費用 (vi) 144 339
網間互聯結算收入 (vii) 99 151
網間互聯結算支出 (vii) 280 392

附註：

(i) 指本集團從中國電信集團購入的電信設備及物資。

(ii) 指中國電信集團為本集團提供的網絡工程施工、設計和資訊技術服務。

(iii) 指本集團已付或應付中國電信集團就提供文化、教育、衛生和其他社區服務的費用。

(iv) 指本集團已付或應付中國電信集團就提供輔助性服務如修理及維護電信設備以及某些客戶服務的費用。

(v) 指本集團已付或應付中國電信集團的業務場所及省際傳輸光纖租賃費用。

(vi) 指中國電信向本集團收取的關於共用集團服務和國際電信設備相關的費用淨額。

(vii) 指本集團應收及應付中國電信的國內長途電話的網間互聯結算收入及支出。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上述與關聯方進行的交易是按日常業務及一般的商業條款或按相關協定進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上述意見。

供美國存托股份股東參考的補充資料
本公告中所包含的某些陳述可能被視為《美國1933年証券法》（修訂案）第27條A款和《美國1934年証券法》（修訂案）第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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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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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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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易管理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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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在某些重大方面與美國公認會計準則有差異。現將對淨利潤和股東權益有重大影響的差異
列示如下。以下列示的美國公認會計準則調節是作為補充資料之用，並不是基本中期財務報表的一部份，也沒有經過獨立審核或審閱。

(a)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重估

由於重組，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進行重估。重估減值淨額已經反映在二零零一年的合併財務報表。因重估增值
直接導致股東權益增加人民幣41.54億元，增加值反映在某些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值在歷史成本基礎上的調增；因重估減值計入損益的金額為人
民幣119.30億元，減值額反映在某些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值在歷史成本基礎上的減少。

根據美國公認會計準則，除非已經記錄資產耗蝕準備，否則物業、廠房及設備以歷史成本抵減累計折舊列示。根據美國公認會計準則，如果資產的
賬面價值超過其將來由使用和報廢而產生的未折現之現金流量，則應計提資產耗蝕準備。由於本集團重組重估而造成賬面價值減少的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將來未折現現金流高於這些物業、廠房及設備歷史成本賬面價值，所以，上述資產的資產耗蝕虧損準備在美國公認會計準則下是不恰當的。
相應地，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下，由於本集團重組而直接記入股東權益的重估盈餘和記入損益的費用會基於美國公認會計準則予以沖回。

然而，由於重估減值淨額屬於可抵稅項目，因而根據美國公認會計準則產生了與重估減值淨額有關的遞延稅項負債，同時減少股東權益。

(b)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報廢

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報廢已被重估的資產時，相關的重估增值由重估盈餘轉至留存收益。按照美國公認會計準則，報廢資產所產生的收益及損
失是根據該資產的歷史賬面價值確認到當期損益。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與美國公認會計準則計算的淨利潤及股東權益的調節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與美國公認會計準則的重大差異對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淨利潤的影響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03年 2003年 2002年

美元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附註）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算的淨利潤 1,119 9,260 8,483
按美國公認會計準則作出的調整：
　已重估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92) (767) (823)
　報廢已重估物業、廠房及設備 (3) (23) —
　美國公認會計準則調整的遞延稅項影響 31 260 271

按美國公認會計準則計算的淨利潤 1,055 8,730 7,931

按美國公認會計準則計算的每股基本淨利潤 0.014美元 人民幣0.12元 人民幣0.12元

按美國公認會計準則計算的
　每股美國存托股份基本淨利潤* 1.39美元 人民幣11.55元 人民幣11.61元

* 每股美國存托股份基本淨利潤是按每股美國存托股份相等於100股H股計算的。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與美國公認會計準則的重大差異對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股東權益的影響如下：

2003年 2003年 2002年
6月30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美元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附註）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算的股東權益 16,139 133,595 125,008
按美國公認會計準則作出的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重估減去少數股東權益 640 5,297 6,087
　美國公認會計準則調整的遞延稅項影響 (215) (1,779) (2,039)

按美國公認會計準則計算的股東權益 16,564 137,113 129,056

附註：為了方便讀者，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金額已按照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確定的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午的人民幣電㶅買入價即
1美元兌換人民幣8.2776元的㶅率換算為美元。但這並不代表人民幣金額已於或可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或任何其他日期按這個㶅率或任何其他㶅
率兌換成美元。

管理層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表現進行的討論及分析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四十六段第二節，除了在此已作披露外，本公司確認有關附錄十六第三十二段所列事宜的現有公司資料與
本公司二零零二年年報所披露的資料並無重大變動。

股份的買賣或贖回

在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均未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股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人員及本公司的國際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共同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已就本集團的內部
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進行討論。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除了審核委員會的一名成員譚明先生不是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這一事實之外，任何董事概無獲悉任何資料合理地顯示本公司現在或於期
內未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最佳應用守則之規定。譚明先生是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的職工代表，並且
他的委任符合美國（本公司另外的上市地）法規的有關規定。

中期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四十六段第一節至第六節所規定的所有資料的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將於稍後時間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網頁（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的網頁（www.chinatelecom-h.com）〕上登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