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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Telecom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728）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之中期業績公佈

要點

含一次性初裝費收入的攤銷額 不含一次性初裝費收入的攤銷額

－ 經營收入達到人民幣1,078.17億
元

－ 經營收入達到人民幣1,075.52億
元，比去年同期增長4.9%

－ EBITDA為人民幣460.24億元，
EBITDA率為42.7%

－ EBITDA為人民幣457.59億元，
比去年同期增長5.6%，EBITDA
率為42.5%

－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
90.76億元，每股基本淨利潤為
人民幣0.112元

－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
88.11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
4.7%，每股基本淨利潤為人民
幣0.109元

• 固定電話用戶數為1.81億戶，比去年年底淨減少749萬戶，下降4.0%

• 有線寬帶用戶數達到5,833萬戶，比去年年底淨增487萬戶，增長9.1%

• 移動用戶數達到7,452萬戶，比去年年底淨增1,843萬戶，增長32.9%

• 3G用戶數達到718萬戶，比去年年底淨增311萬戶，增長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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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報告書

2010年上半年，我們深入推進「聚焦客戶的信息化創新」戰略，以全業務融合拓展
市場，以差異化經營創造優勢，公司發展取得喜人成績：移動業務繼續保持迅猛
發展勢頭，經營規模不斷擴大，手機終端的市場供給情況明顯改善，有線寬帶和
綜合信息服務業務的市場領先地位得到鞏固，業務結構進一步優化，盈利能力顯
著提升，全業務經營步入可持續發展的健康軌道。

經營業績

2010年上半年公司經營按計劃穩步推進。經營收入達到人民幣1,078.17億元。扣
除初裝費因素的影響後，經營收入為人民幣1,075.52億元，同比增長4.9%，其中
移動服務收入為人民幣227.70億元，同比增長77.7%；非語音收入佔比進一步提
升，達到56.3%，其中有線寬帶接入收入佔總收入比重達到24.5%，整體業務結構
得到進一步優化，抗風險能力進一步增強；EBITDA1,2為人民幣457.59億元，同比
增長5.6%，EBITDA率為42.5%；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2為人民幣88.11億元，同比
增長4.7%，並較去年下半年增長81.3%，盈利能力顯著提升，為業績改善創造了
良好開局；每股基本淨利潤2為人民幣0.109元；資本開支為人民幣179.18億元，同
比增長5.2%；自由現金流3達到人民幣185.91億元。

考慮到公司的發展機遇，為保留資金靈活性，董事會決定本年度不派發中期股
息。董事會在審議全年業績時，將積極審視末期股息派發方案並向股東大會提出
建議。

1 為方便投資者比較分析，EBITDA為扣除CDMA網絡容量租賃費前的金額。

2 計入初裝費攤銷收入後的EBITDA為人民幣460.24億元，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
90.76億元，每股基本淨利潤為人民幣0.112元。

3 自由現金流的計算方法為扣除初裝費攤銷收入後的EBITDA扣減CDMA網絡容量租賃費、
資本支出和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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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拓展，優化業務結構

在新的形勢下，為創新發展模式，實現科學發展，我們集中資源積極推進全業務
融合經營的發展模式：全力打造多業務融合的套餐產品和營銷服務體系，加快產
品開發，開展應用合作，以豐富的業務品種不斷填充融合經營內涵，同時建立支
撐全業務經營的網絡架構和IT支撐能力，進一步深化精確管理、優化資源配置水
準。經過不懈努力，我們的融合經營模式有效地帶動了移動、寬帶等業務的快速
增長，移動、寬帶、綜合信息服務的收入佔比顯著提升，同時固網語音業務經營
風險進一步釋放。

我們充分發揮融合捆綁經營優勢，移動業務良性發展局面基本形成。上半年淨增
移動用戶1,843萬戶，移動用戶總量達到7,452萬戶，其中3G用戶總量為718萬戶，
移動用戶融合率超過50%。移動用戶的市場份額接近10%，較2008年底提升5個百
分點。移動語音話務量呈逐月遞增趨勢，同比翻番，且用戶ARPU較去年基本保
持穩定。

我們把有線寬帶業務作為深化融合經營和拓展移動互聯網業務的根基。上半年我
們打造「天翼寬帶」品牌，將有線和無線寬帶有機融合；將60%以上資本開支投
入到寬帶網絡建設，加快帶寬提速，並通過提升寬帶服務質量和推廣差異化應用
等手段，積極拓展用戶規模。上半年淨增有線寬帶用戶487萬戶，用戶總量達到
5,833萬戶，有線寬帶接入收入達到人民幣263.02億元，同比增長15.6%。

我們始終將大力發展綜合信息服務業務作為戰略轉型的重點，努力為用戶提供豐
富的行業應用和公共應用產品，滿足市場不斷增長的需求。上半年，固網增值和
綜合信息服務實現收入為人民幣137.13億元。

隨著以移動、寬帶和信息應用為標誌的現代通信業務的快速發展，傳統固網語音
業務面臨更大挑戰。為此，通過為客戶提供有針對性的捆綁融合等措施，我們努
力減緩固網語音收入的下滑；通過對小靈通業務實施主動有序遷轉，有效釋放經
營風險，以及嚴格控制有關投入等措施，確保公司的整體經營效益。上半年公司
小靈通用戶淨減少761萬戶，截至六月底固定電話用戶總量為1.81億戶。

差異化經營，打造新的競爭優勢

我們堅持差異化經營，針對政企和公眾客戶市場，細化差異化營銷舉措，積極擴
大用戶規模，促進收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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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政企用戶市場，我們充分發揮多年來在行業應用方面積累的優勢，以差異化
產品拓展中高端客戶，與國內政府機構及大型企業廣泛開展戰略合作，重點聚焦
政務、交通物流、翼機通、數字醫院等行業領域，加大行業應用產品的開發力
度，並通過打造標杆客戶，發揮示範效應，加快ICT業務規模化複製和推廣。截
至6月底「商務領航」用戶規模達到485萬戶，較年初增長11.2%。

針對公眾用戶市場，我們以強化對外內容和應用合作為主要手段，借助合作夥伴
的核心產品價值，提供更加豐富的移動互聯網應用類產品。上半年，移動支付、
「天翼閱讀」、移動定位等新產品陸續上市，「189郵箱」、「天翼LIVE」和「天翼視
訊」等產品的用戶數成倍增長。我們將進一步突出互聯網手機概念，聚焦流量經
營，開放智能管道與平台，廣泛與社會優秀的互聯網內容提供商、核心行業應用
集成商等開展深層合作，努力為用戶提供豐富的內容和應用，積極推動公司向更
高價值的移動互聯網應用業務轉型。

強化基礎，推動全業務發展

我們努力打造精品網絡。我們進一步加快帶寬提速，在城市地區普遍實現4M以上
帶寬接入能力基礎上，20M以上帶寬接入能力的覆蓋率達到44%。為抓住市場機
遇，下一步我們將進一步加大光纖寬帶特別是光纖到戶(FTTH)方面的投入，促進
寬帶用戶發展，不斷鞏固和提升核心競爭能力。我們不斷優化EVDO網絡，覆蓋
所有縣以上城市及2萬多鄉鎮，並加快Wi-Fi熱點建設和優化佈局，保持網絡覆蓋
的領先優勢，為移動互聯網的流量經營提供優質的承載能力。

我們進一步強化對外合作。我們強化與手機廠商的合作，努力改善手機終端供
應，滿足應用適配需求，終端瓶頸問題得到有效緩解；我們加強營銷渠道規劃，
大力推動社會渠道的規模化發展，社會渠道發展移動用戶的佔比和手機終端銷售
佔比均已超過50%。

我們持續推進精確管理，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加大寬帶和光纖接入的投入；堅
持成本資源向高增長、高價值業務傾斜；有效盤活資產，提高資本使用效率；深
化資金集中管理，節約財務費用，促進盈利水平提升。

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

我們始終致力於保持高水準的公司治理水平，持續提高公司透明度，確保公司健
康發展，努力提升企業價值。我們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持續努力得到資本市場的廣
泛認可，並在上半年獲得多項嘉許，其中包括：被《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
雜誌評選為「亞洲區最佳公司治理企業」，在《Finance Asia》舉辦的亞洲最佳公司
評選中獲得中國區「最佳管理公司」和亞洲區「電信業最佳管理公司」等獎項，公
司股票獲選進入恒生可持續發展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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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國內通信行業的主導運營商之一，我們模範地履行社會責任，積極投身青海
玉樹抗震救災和南方省區的抗洪搶險活動，應急搶險隊伍率先趕赴災區，率先恢
復受災地區固網和移動通信服務，為救災活動提供有力的通信保障；我們作為綜
合信息服務夥伴，全力支撐上海世博會，優秀的通信保障能力贏得了參會各方的
高度讚揚。

未來展望

隨著移動互聯網和三網融合時代的到來，公司迎來又一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和巨
大的發展空間，同時我們也面臨著電信行業競爭更加激烈的嚴峻挑戰。我們將繼
續深化融合經營，注重攻防結合，一方面聚焦客戶需求，加快推動寬帶接入、移
動業務特別是3G業務的發展，另一方面做好在網客戶和傳統業務的保有工作，努
力實現移動、寬帶、固網語音、增值和綜合信息服務等四大支柱業務的全面協調
和可持續發展。

在此基礎上，我們將充分發揮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規模最大、3G品牌認知度最
高、3G網絡覆蓋最廣的領先優勢，在做好做精網絡基礎設施的同時，聚焦移動互
聯網流量經營，開放業務平台，在應用和終端領域加強合作，打造差異化競爭新
優勢，努力開創全業務經營新局面，不斷為股東創造更多價值。

王曉初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中國北京
201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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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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合併業績。此未經審核合併業
績是節錄自本集團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內所載的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表。

合併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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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2009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經營收入 3 107,817 103,146

經營費用
 折舊及攤銷 (25,839) (26,029)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22,812) (20,133)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19,752) (17,595)
 人工成本 (17,196) (16,351)
 其他經營費用 (8,398) (8,719)

 經營費用合計 (93,997) (88,827)

經營收益 13,820 14,319
財務成本淨額 4 (1,855) (2,268)
投資收益 9 50
應佔聯營公司的收益 28 25

稅前利潤 12,002 12,126
所得稅 5 (2,885) (3,071)

本期利潤 9,117 9,055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公允價值的變動 (115) 60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公允價值的變動的遞延稅項 27 (15)
換算中國大陸境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的
 匯兌差額 13 (1)
應佔聯營公司的其他綜合收益 5 –

稅後的本期其他綜合收益 (7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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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0年 2009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本期綜合收益合計 9,047 9,099

股東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9,076 9,004
 非控制性權益股東應佔利潤 41 51

本期利潤 9,117 9,055

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9,015 9,048
 非控制性權益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32 51

本期綜合收益合計 9,047 9,099

每股基本淨利潤 6 0.11 0.11

加權平均股數 80,932 8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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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以百萬元列示）

2010年 200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淨額 271,384 286,328
 在建工程 19,032 11,567
 預付土地租賃費 5,405 5,517
 商譽 29,921 29,922
 無形資產 10,876 12,311
 所擁有聯營公司的權益 1,023 997
 投資 607 722
 遞延稅項資產 8 12,233 12,898
 其他資產 4,790 5,322

  非流動資產合計 355,271 365,584

流動資產
 存貨 2,571 2,628
 應收所得稅 2,140 1,714
 應收賬款淨額 9 19,722 17,438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4,308 3,910
 原限期為三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 1,259 4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325 34,804

  流動資產合計 56,325 60,936

   資產合計 411,596 42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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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200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短期貸款 34,667 51,650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貸款 10,768 1,487
 應付賬款 10 36,351 34,321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51,360 52,193
 應付所得稅 657 395
 一年內到期的融資租賃應付款 18 18
 一年內攤銷的遞延收入 2,795 3,417

  流動負債合計 136,616 143,481

   淨流動負債 (80,291) (82,545)

   資產合計扣除流動負債 274,980 283,039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貸款 42,524 52,768
 遞延收入 4,466 5,045
 遞延稅項負債 8 2,426 2,613

  非流動負債合計 49,416 60,426

   負債合計 186,032 203,907

權益
 股本 80,932 80,932
 儲備 143,784 140,800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合計 224,716 221,732
 非控制性權益 848 881

  權益合計 225,564 222,613

   負債及權益合計 411,596 42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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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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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
年八月二十五日獲董事會授權簽發的中期財務報表反映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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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預期的經營業績及現金流量。

除了因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更新）－「合併財務報表及單獨財務報表」而導致「少
數股東權益」於本中期財務報表中變更為「非控制性權益」的財務報表表述變更外，本集
團在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時已貫徹採用編製二零零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

本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本中期財務報表亦由本公司的
國際核數師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
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了審閱。

2 分部報告

經營分部是一家企業賺取收入及產生費用的商業活動的組成部份，並以主要經營決策者定
期審閱用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的內部財務資料為基礎進行辨別。在所列示年度內，
由於本集團以融合方式經營通信業務，因此管理層認為本集團沒有經營分部。本集團位於
中國境外的資產及由中國境外的活動所產生的經營收入均少於本集團資產及經營收入的百
分之一。由於金額不重大，所以本集團沒有列示地區資料。

3 經營收入

經營收入是指提供電信服務而取得的收入。本集團的經營收入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0年 2009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固網語音 (i) 32,915 41,060
移動語音 (ii) 14,102 9,051
互聯網 (iii) 31,114 24,528
增值服務 (iv) 10,849 10,347
綜合信息應用服務 (v) 7,153 5,928
基礎數據及網元出租 (vi) 6,066 5,528
其他 (vii) 5,353 6,112
一次性初裝費收入 (viii) 265 592

107,817 10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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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指向用戶收取的固網電話服務的月租費、本地通話費、國內長途、國際及港澳台長
途、網間結算收入及一次性裝機費攤銷額的合計金額。

(ii) 指向用戶收取的移動電話服務的月租費、本地通話費、國內長途、國際及港澳台長
途及網間結算收入的合計金額。

(iii) 指向用戶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的收入。

(iv) 主要指向用戶提供包括來電顯示、短信、電話回鈴（七彩鈴音）、互聯網數據中心、
虛擬專網等增值服務而取得的收入的合計金額。

(v) 主要指向用戶提供系統集成及咨詢服務以及號百信息服務，包括熱線查詢及預訂服
務等而取得的收入的合計金額。

(vi) 主要指向用戶提供基礎數據傳輸服務及向租用本集團電信網絡和設備的其他國內電
信運營商和企業用戶收取的租賃費收入的合計金額。

(vii) 其他經營收入主要包括銷售、租賃、維修及維護設備而取得的收入。

(viii) 指一次性收取的固網服務的初裝費攤銷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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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2009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發生的利息支出 2,172 2,710
減：資本化的利息支出* (137) (185)

淨利息支出 2,035 2,525
利息收入 (139) (134)
匯兌虧損 69 16
匯兌收益 (110) (139)

1,855 2,268

* 在建工程利息資本化適用的年利率 1.3%-4.6%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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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損益中的所得稅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0年 2009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計提的中國所得稅準備 2,353 2,321
計提的其他稅務管轄區所得稅準備 27 25
遞延稅項 505 725

2,885 3,071

預計稅項與實際稅項支出的調節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0年 2009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稅前利潤 12,002 12,126

按法定稅率25%計算的預計所得稅支出 (i) 3,001 3,032
中國大陸境內附屬公司及分公司收益的稅率差別 (i) (333) (286)
其他附屬公司收益的稅率差別 (ii) (10) (15)
不可抵扣的支出 (iii) 458 682
非應課稅收入 (iv) (227) (340)
其他稅務優惠 (4) (2)

實際所得稅費用 2,885 3,071

附註：

(i) 除部份附屬公司及分公司是按15%或22%優惠稅率計算所得稅外，本公司及其於中國
大陸境內的附屬公司及分公司根據中國大陸境內有關所得稅法律和法規按應課稅所
得額的25%法定稅率計提中國所得稅準備。

(ii) 本公司於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其他國家的附屬公司以其各自稅
務管轄區的應課稅所得及介乎於12%至35%的稅率計提所得稅準備。

(iii) 不可抵扣的支出是指超出法定可抵稅限額的各項支出。

(iv) 非應課稅收入主要是指不需要繳納所得稅的各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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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基本淨利潤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每股基本淨利潤分別是按本公司
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90.76億元及人民幣90.04億元除以發行股數80,932,368,321股計算。

攤薄之每股淨利潤並未列示，因於列示的各期間內並沒有具攤薄潛能之普通股。

7 股息

根據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074514元（相等於港幣0.085元），合計人民幣60.31億
元已獲宣派，其中人民幣56.08億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派發。

根據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074963元（相當於港幣0.085元），合計人民幣60.67億
元已獲宣派並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派發。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中期股息。

8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已在合併財務狀況表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及遞延稅項負債的組成部分和本期變動如下：

資產 負債 淨額
2010年 2009年 2010年 2009年 2010年 200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流動
準備及主要為應收款
 呆壞賬的減值損失 1,125 931 – – 1,125 931
非流動
物業、廠房及設備 4,444 5,145 (1,634) (1,748) 2,810 3,397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1,136 1,229 (686) (732) 450 497
土地使用權 5,528 5,593 – – 5,528 5,593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 – – (106) (133) (106) (133)

遞延稅項資產╱（負債） 12,233 12,898 (2,426) (2,613) 9,807 1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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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2010年
1月1日 在綜合 6月30日
餘額 收益表確認 餘額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流動
準備及主要為應收款呆壞賬的減值損失 931 194 1,125
非流動
物業、廠房及設備 3,397 (587) 2,810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497 (47) 450
土地使用權 5,593 (65) 5,528
可供出售股權證券 (133) 27 (106)

遞延稅項資產淨額 10,285 (478) 9,807

9 應收賬款淨額

應收賬款淨額分析如下：

2010年 200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第三方 20,663 17,767
中國電信集團 (i) 985 917
其他由國家控制的中國電信運營商 1,005 827

22,653 19,511
減：呆壞賬減值準備 (2,931) (2,073)

19,722 17,438

附註：

(i)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除外）簡稱為「中國電信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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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向用戶提供電信服務而產生的應收賬款在一般情況下於賬單發出後30日內到期繳付。

應收電話及互聯網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0年 200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11,419 10,895
一至三個月 2,799 2,067
四至十二個月 1,675 1,514
超過十二個月 1,170 499

17,063 14,975
減：呆壞賬減值準備 (2,779) (1,920)

14,284 13,055

應收其他電信運營商和其他企業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0年 200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1,946 1,918
一至三個月 1,372 1,071
四至十二個月 1,601 922
超過十二個月 671 625

5,590 4,536
減：呆壞賬減值準備 (152) (153)

5,438 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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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分析如下：

2010年 200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第三方 27,736 26,402
中國電信集團 8,061 7,526
其他由國家控制的中國電信運營商 554 393

36,351 34,321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項是按照與第三方交易條款相似的合約條款償還。

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2010年 200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付款 11,220 11,321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內到期 7,877 7,472
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內到期 7,639 5,641
六個月以上到期 9,615 9,887

36,351 3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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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四十
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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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資料與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年報所披露的資料並無重大變動。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和監事在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和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位董事、監事在本公司或其相關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分）的股份、股本衍生工具的相
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概無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在存置之
權益登記冊中記錄、或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的規定需要通知本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未授予本公司董事、監事或其配偶或未滿十八
歲子女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關法團的股份或債權證的任何權利，且以上各人亦
未行使認購上述股份或債權證的任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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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重大權益與淡倉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權益
登記冊的記錄，有權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行使或控制行使5%或以上投票權的人士
（不包括董事、監事）在本公司之股份或股本衍生工具的相關股份中的權益或淡倉
如下：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佔類別
發行股本
的比例

佔發行
總股份
的比例 身份

(%) (%)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 57,377,053,317
（好倉）

內資股 85.57% 70.89% 實益擁有人

廣東省廣晟資產經營
 有限公司

5,614,082,653
（好倉）

內資股 8.37% 6.94% 實益擁有人

Capit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Company

1,254,424,000
（好倉）

H股 9.04% 1.55% 投資經理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1,251,386,000
（好倉）

H股 9.02% 1.55%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Blackrock, Inc 1,082,330,096
（好倉）

H股 7.78% 1.34%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6,894,000
（淡倉）

H股 0.05% 0.009%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RFS Holdings B.V. 907,191,530
（好倉）

H股 6.54% 1.12%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180,327,134
（淡倉）

H股 8.51% 1.46% 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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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股份類別

佔類別
發行股本
的比例

佔發行
總股份
的比例 身份

(%) (%)

JPMorgan Chase & Co. 836,367,442
（好倉）

H股 6.03% 1.03% 66,266,579股為
 實益擁有人；
 135,780,000股為
 投資經理；及
 634,320,863股為
 保管人－法團╱
 核准借出代理人

19,969,782
（淡倉）

H股 0.14% 0.025% 實益擁有人

634,320,863
（可供借出
的股份）

H股 4.57% 0.78% 保管人－法團╱
 核准借出代理人

除上述披露之外，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規定須存置之權益登記冊中，並無任何其他人在本公司之股份或股本衍生工具
的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持有淡倉的任何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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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中期報告）進行討論。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高度重視企業管治。我們持續推動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的健全，加強信息披
露，提高公司透明度，不斷發展企業管治實務，最大程度地維護股東利益。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董事長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一直由
同一人擔任。本公司認為，通過董事會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監管，以及公司內部
有效的制衡機制的制約，由同一人兼任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的安排可以達到提高
公司決策及執行效率、有效抓住商機的目的，而且國際上不少領先企業也是執行
類似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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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以外，本公司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列的守則條文。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以規範董事的證券交易。經向
所有董事做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在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期間均已遵守該守則。

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告將於稍後時間發送予股東並
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網頁(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的網站 
(www.chinatelecom-h.com)上登載。

預測性陳述

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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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董事會包括王曉初（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尚冰（總
裁兼首席運營官）、吳安迪（執行副總裁兼財務總監）、張繼平、張晨霜、楊小
偉、楊杰、孫康敏（皆為執行副總裁）、李進明（非執行董事）、吳基傳、秦曉、謝
孝衍、史美倫及徐二明（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