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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 經營收入達到人民幣1,904.88億元，其中服務收入為人民幣1,825.89億元，

比去年同期上升2.8%

— EBITDA為人民幣 632.87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13.3%。EBITDA率為

34.7%

—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達到人民幣 139.09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2.5%，

每股基本淨利潤為人民幣0.172元

— 移動用戶數達到3.23億戶，比去年底淨增2,048萬戶，其中：4G用戶數

達到 2.66億戶，比去年底淨增 2,371萬戶， 4G用戶佔移動用戶比達到

82%

— 有線寬帶用戶數達到1.50億戶，比去年底淨增439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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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報告書

尊敬的各位股東：

2019年上半年，國內通信行業面臨傳統業務日趨飽和、新興領域多元化競

爭不斷加劇等挑戰，而雲計算、 5G、AI等信息通信技術的日益成熟，為行

業開啟了新的空間，提供了新的發展動力源泉。面對新形勢，公司堅持新

發展理念，踐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網絡基礎和人才隊伍優勢，

穩步推進改革創新，企業能力、活力不斷增強，高質量發展取得初步成

效，經營業績保持健康穩健，未來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6月，第五代數

字蜂窩移動通信 (5G)業務牌照的正式發放，開啟了令人期待的 5G新時代，

數字經濟迎來了蓬勃發展的歷史性機遇。公司以市場為導向、客戶為中

心，全面加快推進5G規模商用前的佈局和儲備，積極務實加快5G規模商用

步伐，持續推動企業轉型和發展模式轉變，不斷推進高質量發展，努力為

股東創造新的價值。

總體業績

上半年，公司經營收入達到人民幣1,905億元，服務收入1達到人民幣1,826億元，

同比增長2.8%，繼續保持行業領先。其中，移動服務收入達到人民幣882億元，

同比增長 5.6%；固網服務收入達到人民幣 944億元，同比增長 0.3%；新興

業務收入 2佔服務收入比達到 55.4%，拉動服務收入增長 5.7個百分點，收入

結構持續優化，發展動能不斷壯大。EBITDA3達到人民幣 633億元，同比增

長13.3%。淨利潤 4達到人民幣139億元，同比增長2.5%，每股基本淨利潤為

1 服務收入計算方法為經營收入減去移動商品銷售收入、固網商品銷售收入和其他非

服務收入。
2 新興業務收入為包含流量、互聯網應用及DICT等業務的收入。
3 EBITDA計算方法為經營收入減去經營費用加上折舊及攤銷。
4 淨利潤為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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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0.172元。資本開支為人民幣 350億元，同比增長 6.3 %。自由現金

流 5保持強勁，為人民幣183億元。

董事會在充分考慮股東回報、公司盈利情況、現金流水平及未來發展資金

需求後，決定不派發中期股息。董事會將在審議全年業績時，積極考慮股

東回報需求，綜合審視股息派發方案並向股東大會提出建議。未來，公司

將努力為股東創造良好回報。

規模與發展動能持續提升

上半年，公司緊抓 4G業務寶貴時間窗口，持續拓展用戶規模；深耕雲網融

合，強化綜合競爭優勢，打造智慧家庭體系，推進DICT 6、物聯網蓬勃發

展，加速轉換發展動能。

用戶規模持續拓展，市場地位持續提升。公司堅持大流量和融合策略，持

續推動規模拓展，培育大流量使用習慣和價值空間，打造家庭信息化解決

方案，積極應對寬帶市場的激烈競爭。上半年，公司移動用戶達到3.23億戶，

淨增 2,048萬戶，淨增市場份額繼續保持行業領先，總體市場份額提升至

20.4 %，較去年底提升 0.8個百分點。其中， 4G用戶達到 2.66億戶，淨增

2,371萬戶，滲透率達到 82%，繼續保持行業領先。手機上網總流量實現翻

5 為了更客觀反映公司的自由現金流狀况，與以前年度的自由現金流口徑基本可比，

避免執行 IFRS16對自由現金流指標產生不可比的影響，將自由現金流的計算方法從

原公式「自由現金流=EBITDA扣減資本支出、所得稅」調整為「自由現金流=EBITDA

扣減資本支出、所得稅和不含土地的使用權資產折舊」。
6 DICT為綜合三大類技術（通信技術、信息技術、雲和大數據技術）的融合型智能應用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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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 4G用戶月均DOU達到 7.3GB，手機上網收入同比增長 11.5%。有線寬帶

用戶突破 1.50億戶，淨增 439萬戶，百兆及以上用戶佔比達到 69.6%，三重

打包融合率 7達到63.3%。

雲網融合引領，新動能迅速壯大。公司積極拓展鞏固雲網融合資源禀賦優

勢，深入挖掘、培育家庭和政企客戶市場信息化新需求，不斷豐富智慧家

庭應用體系，以雲網融合、物雲融合引領DICT和物聯網快速發展，同時探

索邊緣計算、網絡切片等新技術與信息化解決方案的有機融合。上半年，

公司天翼高清用戶達到1.11億戶，智能網關和家庭雲用戶分別達到6,180萬戶

和 3,215萬戶；DICT和物聯網業務合計拉動服務收入增長 3.0個百分點，其

中 IDC和雲業務收入分別同比增長 11.0 %和 93.2 %，物聯網收入同比增長

52.0%；互聯網金融收入同比增長112.2%，累計交易額同比增長40.4%。

聚焦發展提能力，改革創新增活力

上半年，公司圍繞高質量發展，夯實網絡基礎能力，提升客戶服務能力，

增強企業運營能力，激發企業員工活力。

強化網絡優勢，加快「雲改」8。公司持續開展 4G網絡精準覆蓋和動態擴

容， 4G基站達到 152萬套站，支撐VoLTE業務全面商用，保障大流量用戶

體驗；進一步鞏固寬帶接入品質優勢，在超過 180個城市按需部署千兆光

網；全面構建基於移動網、NB -IoT和光網的「泛物聯網」綜合優勢；推進網

絡基礎設施「雲改」，加快構建簡潔、敏捷、集約、開放和安全的新一代雲

7 三重打包融合率：以客戶證件為單位計算的寛帶客戶中同時使用移動和天翼高清業

務的客戶比例。
8 圍繞雲計算，在基礎設施、產品服務能力和銷售模式上推動業務、網絡等全面雲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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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網絡，聚焦重點區域按需精準建設， IDC機架數量達 34萬架，規模保持

行業領先；建設政企客戶高質量專線承載網絡 (OTN)，滿足行業客戶高質

量、高可靠、低時延的雲網需求；建成覆蓋全國的天翼雲資源池超過 100

個。公司公有雲 Iaa S市場份額排名全球第七，成為全球唯一躋身前十的電

信運營商 9。

以客戶為中心，推進有價值的規模發展。公司以規模為基礎，廣泛合作創

新，不斷豐富生態，搶佔通信消費向信息化解決方案演進所帶來的廣闊價

值空間。公司發揮用戶、網絡資源禀賦，加快智慧家庭應用創新，構建集

智能寬帶、平台、應用、安全和服務在內的產品服務體系，與智能家居頭

部企業深度合作，推出泛智能終端超過 100款，並持續探索家庭信息化解決

方案向社區和城市延展，推動智慧家庭、DICT、物聯網協同生態化發展；

以雲網為核心，優化DICT關鍵能力和核心應用平台，加快雲專網、混合雲

和廣域軟件定義網絡 (SD -WAN)的推廣，強化專線的智能、安全屬性，全面

提升DICT整體服務能力；聚焦高質量發展，構建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體

系，以客戶感知牽引服務質量提升，通過打造新服務體系、加大客戶服務

考核導向，樹立讓客戶放心和信賴的服務標桿，保持行業領先的服務水

平。探索新業態下渠道生態化拓展和場景化銷售的新模式，優化渠道激勵

機制，增強渠道銷售能力。上半年，公司用戶綜合滿意度和移動上網、固

定寬帶上網等滿意度指標均處於行業領先 10。

9 來源： IDC
10 來源：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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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大數據注智，提升運營效率。持續提升 IT能力，支撐高質量發展。逐

步啟用BSS 3.0系統，產品上線時間大幅縮短，市場快速反應能力顯著提

升；進一步縮短計費出賬時間，持續改善用戶體驗；聚焦「雲改」，超過 20

省已實現雲專網業務的分鐘級開通。不斷強化大數據應用能力，推動智慧

運營。大數據平台日採集數據 300TB，結合AI技術逐步應用於合同、財會

等領域，提高管理效率；聚焦成本、投資、稅費等重點資源效能提升，實

現異常成本智能識別、投資收益分析、產品生命周期精確管理；推進「四

精」應用 11，精準營銷和服務覆蓋2.4億用戶，助力一線人力資源精準配置，

支撐4G網絡動態擴容及未來網絡建設規劃。

改革引向縱深，激發企業活力。公司以高質量發展為導向，全方位深化改

革創新，提升能力、激發活力。以客戶為中心推動運營體系改革，持續深

化智慧家庭、物聯網、雲、DICT、互聯網金融能力中心建設和配套體制改

革，縱向打通數據能力共享通道，加快產品應用落地；面向新技術和新商

業模式，加快探索政企客戶運營體系和網絡運營、營銷服務等組織體系改

革，提高端到端的客戶響應速度和綜合信息服務提供能力，推動傳統產業

轉型升級；深化科技創新體系改革，持續加大新興技術領域研發投入，推

進首席專家隊伍建設，加快核心技術自主創新，在業內首次發佈《智慧家庭

白皮書》、《人工智能發展白皮書》等；深化「劃小承包、倒三角支撐、專業

化運營」三維聯動改革，充分調動員工積極性，推動「管理劃小」，進一步降

11 「四精」應用指精確管理、精準營銷、精細服務、精益網運。

– 6 –



本增效；積極推進下屬專業子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互聯網金融公司已

成功進入國企混改第四批試點和國企改革「雙百行動」名單。

合作創新、全面佈局，加快5G商用

隨著牌照的正式發放， 5G規模商用日益臨近，公司秉持能力共享、價值共

創、產業共贏的開放合作態度，全面加快5G佈局，積極搶佔5G產業風口。

在技術研發方面，公司積極打造 5G核心能力，推進 5G與雲計算、AI等技

術的融合創新。加快打造邊緣計算平台和網絡切片管理平台；聯合產業合

作夥伴發佈 5G「超級上行」解決方案，發佈全雲化、全光化的 5G行業雲網

方案；持續推動共建共享、低成本室內覆蓋、AI賦能 5G等核心技術創新，

努力提升公司的5G產業鏈地位。

在應用創新方面，公司廣泛開展合作創新，加快豐富和推進具備 5G特徵的

信息化解决方案在個人生活、家庭社區、政企客戶領域的落地。針對個人

市場，打造雲遊戲、雲VR等個人應用，探索「通信 +權益 +應用」的模塊

化、會員制等創新服務模式，打造差異化的市場競爭力，培育價值成長空

間；針對家庭市場，加快拓展「5G+千兆寬帶+雲」的智慧家庭應用，合作創

新 8K全景視頻、 4K巨幕影院、雲VR遊戲等 5G或千兆寬帶專屬產品，搶佔

智慧家庭制高點；針對政企客戶市場，深入挖掘DICT、物聯網與5G、邊緣

計算、AI的能力結合，構建 5G、雲網融合、雲邊協同優勢，打造「 5G+物

聯網+光網+雲」的差異化能力，以全新的 5G雲網解决方案滿足各行業數字

化轉型進程中的信息化新需求，公司已與超過400家企業客戶簽約，聯合進

行 5 G +行業應用創新，涵蓋交通、生態、醫療、直播、教育、旅遊等行

業，5G應用場景得到極大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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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絡建設方面，公司堅持獨立組網 (SA)方向，已率先實現SA組網下 4G與

5G互操作、異廠商互通、SA終端芯片與多廠家互通等多項業界領先成果。

綜合考慮技術、產業鏈和應用場景成熟度以及市場競爭等因素，初期將以

市場和客戶為導向在約 50個城市開展獨立╱非獨立 (SA /NSA)混合組網，在

重點城市的城區實現規模連片覆蓋。推動SA產業鏈成熟，公司將力爭在2020

年啟動面向SA的網絡升級，對外開放基於SA的邊緣計算、網絡切片等5G差

異化網絡能力。同時積極探索和推進 5G網絡基礎資源的共建共享，努力降

低網絡建設和運維成本，與國內外合作夥伴共促產業繁榮，共享發展成

果。

公司治理和社會責任

公司一貫秉承優良、穩健、有效的企業治理理念，始終保持高水平的公司

治理，堅持依法治企，高度重視風險管控，不斷提升公司透明度，確保公

司健康可持續發展。在公司治理方面，我們的努力得到了資本市場的廣泛

認可，獲《FinanceAsia》雜誌評選為中國區「最佳管理公司第一名」、「最佳投

資者關係第一名」、「最佳環境、社會及管治第一名」及「最佳增長策略第二

名」，並獲《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頒發「亞洲最佳公司—企業管治典範」

殊榮。公司在企業管治、社會責任、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出色表現，持續廣

泛獲得資本市場的高度肯定。

公司秉持「全面創新、求真務實、以人為本、共創價值」的核心價值觀，堅

持將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企業管治等方面的企業責任融入發展戰略、日

常生產經營和管理，積極履行對利益相關方的責任，持續提升企業綜合價

值。公司落實網絡強國建設，助力數字經濟發展，持續貫徹「提速降費」，

積極推進「攜號轉網」。認真落實行業監管政策，維護市場秩序與用戶權

益。維護網絡信息安全，營造清朗網絡空間。履行客戶責任，提升智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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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能效。推進節能減排，促進綠色發展。推進通信基礎設施共建共享，有

效減少重複建設。踐行「一帶一路」倡議，與多個沿線國家網絡的互聯互通

實現升級，為客戶提供優質的綜合信息服務。積極參與社會公益，多措並

舉踐行精準扶貧。全力投入防洪抗災通信保障，圓滿完成博鰲亞洲論壇、

「一帶一路」等重大會議活動的通信保障任務，贏得社會廣泛好評。

未來展望

在中國數字化轉型進程中， 5G的商用勢必推動新舊發展動能加速轉換，助

力數字經濟步入新的發展階段。在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的建設

進程中，通信信息產業將不斷向更為廣闊的價值空間延伸，迎來歷史性發

展機遇。同時，我們也看到， 5 G時代網絡演進和商業模式所面臨的新挑

戰，以及外部環境依然複雜多變、傳統消費市場趨於飽和的嚴峻形勢。

凡事預則立。儘管面臨諸多挑戰，公司對未來充滿信心，將堅持新發展理

念，不斷強化網絡基礎、客戶服務、智慧運營、人才隊伍等優勢，努力保

持經營業績穩定增長；充分發揮雲網融合及政企客戶資源禀賦等綜合優

勢，勇立 5G潮頭，以客戶為中心，強化價值導向，創新協同加快發展，秉

承開放合作的理念攜手產業夥伴共創5G新時代，以高質量5G引領高質量的

規模發展，向網絡強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邁出新的步伐，不

斷為股東創造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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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人借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對全體股東和廣大客戶一直以來所給予的

支持，對全體員工的努力付出致以衷心感謝，同時歡迎劉桂清先生、王國權

先生加入我們的董事會團隊！

柯瑞文

董事長、首席執行官、總裁及首席運營官

中國北京

201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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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績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未經審核的綜合業績。此未

經審核的綜合業績是節錄自本集團二零一九年中期報告中所載的未經審核

的中期財務報表。

合併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19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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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經營收入 4 190,488 193,029

經營費用

折舊及攤銷 (43,343) (36,701)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50,780) (54,184)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29,216) (29,048)

人工成本 (33,316) (32,649)

其他經營費用 (13,889) (21,290)

經營費用合計 (170,544) (173,872)

經營收益 19,944 19,157

財務成本淨額 5 (2,057) (1,514)

投資收益 26 39

應佔聯營公司的收益 605 477

稅前利潤 18,518 18,159

所得稅 6 (4,493) (4,528)

本期利潤 14,025 1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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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9年 2018年

人民幣 人民幣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

後續不能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投資的

公允價值變動 221 (308)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投資的

公允價值變動的遞延稅項 (55) 77

166 (231)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中國大陸境外附屬公司財務

報表的匯兌差額 19 64

應佔聯營公司的其他綜合收益 (2) (22)

17 42

稅後的本期其他綜合收益 183 (189)

本期綜合收益合計 14,208 13,442

– 12 –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9年 2018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股東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13,909 13,570

非控制性權益股東應佔利潤 116 61

本期利潤 14,025 13,631

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14,092 13,381

非控制性權益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116 61

本期綜合收益合計 14,208 13,442

每股基本淨利潤 7 0.17 0.17

股數（百萬股） 7 80,932 8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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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2019年6月30日

（以百萬元列示）

2019年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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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060 407,795

在建工程 76,751 66,644

使用權資產 62,540 –

預付土地租賃費 – 21,568

商譽 29,922 29,922

無形資產 13,849 14,161

所擁有聯營公司的權益 38,470 38,05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

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 1,060 852

遞延稅項資產 9 7,665 6,544

其他資產 3,848 4,840

非流動資產合計 628,165 590,377

流動資產

存貨 3,536 4,832

應收所得稅 55 121

應收賬款淨額 10 31,516 20,475

合同資產 1,119 478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23,717 23,619

短期銀行存款 3,500 6,81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356 16,666

流動資產合計 82,799 73,005

資產合計 710,964 66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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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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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17 49,537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貸款 1,144 1,139
應付賬款 11 111,818 107,887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61,604 43,497
合同負債 50,381 55,783
應付所得稅 727 601
一年內到期的租賃負債╱
融資租賃應付款 10,600 101
一年內攤銷的遞延收入 339 375

流動負債合計 274,530 258,920

淨流動負債 (191,731) (185,915)

資產合計扣除流動負債 436,434 404,462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貸款 37,542 44,852
租賃負債╱融資租賃應付款 32,438 115
遞延收入 1,297 1,454
遞延稅項負債 9 16,135 13,138
其他非流動負債 627 804

非流動負債合計 88,039 60,363

負債合計 362,569 319,283

權益

股本 80,932 80,932
儲備 264,851 262,137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合計 345,783 343,069
非控制性權益 2,612 1,030

權益合計 348,395 344,099

負債及權益合計 710,964 66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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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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六的披露要

求。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獲董事會授權簽發的中期財務報表反映本集團於二

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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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預期的經營業績及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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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國際獨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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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會計政策

本中期財務報表是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的，但某些金融工具是以公允價值計量。

除了因採用新的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所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外，本

集團在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時已貫徹採用編製二零一八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

計政策及計量方法。

採用新的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

在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下列於本期間強制生效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佈的新

的及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23號》—「所得稅不確定性的會計處理」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具有負補償的提前償付特徵」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計劃修改、縮減或結算」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在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中的長期權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2015–2017》

除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外，採用上述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及詮釋對本集團中期財務報表沒有重大影響。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及影響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取代了《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以及相關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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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

作為承租人

在組成部分中分攤合同對價

對於包含一項或多項租賃組成部分及非租賃組成部分的合同，本集團基於各租

賃組成部分的相對單獨價格與非租賃組成部分的單獨價格總和分攤合同對價。

短期租賃和低價值資產租賃

對於自租賃期開始日起租賃期為十二個月或更短時間，且不包含購買選擇權的

房屋、設備和其他資產的租賃，本集團應用短期租賃確認豁免。本集團同時對

低價值資產租賃採用確認豁免。短期租賃和低價值資產租賃的租賃付款額在租

賃期內按照直線法確認為費用。

使用權資產

除短期租賃和低價值資產租賃外，本集團於租賃期開始日（即標的資產可供使用

的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採用成本模式計量，並減去累計折舊和累

計減值損失，並在對租賃負債重新計量時進行調整。使用權資產的成本主要包

括租賃負債的初始計量金額、在租賃期開始日或之前支付的租賃付款額，及發

生的初始直接費用。

租賃負債

在租賃期開始日，本集團以該日尚未支付的租賃付款額的現值確認並計量租賃

負債。在對租賃付款額進行折現時，如果無法直接確定租賃內含利率，則採用

本集團的增量借款利率。

取決於指數或比率的可變租賃付款額採用租賃開始日的指數或比率進行初始計

量。不依賴於指數或比率的可變租賃付款額不包括在租賃負債和使用權資產的

計量中，並且在觸發支付的事件或情況發生的期間內確認為費用。

在租賃期開始日之後，租賃負債通過利息增加和租賃付款額減少進行調整。

(b) 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和影響匯總

本集團已追溯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於首次採用日（即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確認累積影響。首次採用日的累積影響調整期初儲備，比較信息未予

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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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9年 1月 1日，本集團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的過渡方法確認租賃

負債，視同自租賃期開始日已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並按首次採用

日相關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進行折現的賬面金額計量使用權資產。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的過渡規定，本集團無需就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的租賃過渡作出任何調整，但需要自首次採用日起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對該等租賃進行會計處理，比較信息未予重列。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合併財務狀況表金額已作出以下調整。未受影響的項

目未予列示。

已報告的

2018年

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下的

2019年
12月31日 1月1日
賬面價值 調整 賬面價值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 65,524 65,524

預付土地租賃費 21,568 (21,568) –

所擁有聯營公司的權益 38,051 (263) 37,788

遞延稅項資產 6,544 676 7,220

其他資產 4,840 (746) 4,094

流動資產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23,619 (518) 23,10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7,887 (100) 107,787

一年內到期的租賃負債 – 10,260 10,260

一年內到期的融資租賃應付款 101 (101) –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35,604 35,604

融資租賃應付款 115 (115) –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合計 343,069 (2,440) 340,629

非控制性權益 1,030 (3)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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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經營分部是一家企業的組成部份，該部份從事的經營活動能產生收入及發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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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為基礎

進行辨別。在所列示期間內，由於本集團以融合方式經營通信業務，因此管理層認

為本集團只有一個經營分部。本集團位於中國大陸境外的資產及由中國大陸境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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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由於金額不重

大，所以本集團沒有列示地區資料。本集團沒有從任何單一客戶取得的收入佔本集

團總收入的百分之十或以上。

4 經營收入

收入的分解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9 2018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商品或服務的類型

客戶合同收入

語音 (i) 23,529 26,679

互聯網 (ii) 98,895 96,010

信息及應用服務 (iii) 46,759 42,581

通信網絡資源及設施服務 (iv) 10,937 10,033

商品銷售及其他 (v) 8,668 16,233

小計 188,788 191,536

其他來源收入 (vi) 1,700 1,493

經營收入合計 190,488 193,029

收入確認的時間

在某一時點確認 7,166 14,852

在一段時間內確認 183,322 178,177

經營收入合計 190,488 193,029

附註：

(i) 指向用戶收取的電話服務的通話費、裝移機收入及網間結算收入的合計金額。

(ii) 指向用戶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而取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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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主要指向用戶提供互聯網數據中心、系統集成服務、天翼高清、來電顯示及短

信等服務而取得的收入的合計金額。

(iv) 指向其他國內電信運營商和企業用戶提供通信網絡資源及設施服務而取得的收

入。

(v) 主要包括銷售、維修及維護電信設備而取得的收入以及移動轉售業務收入。

(vi) 主要指出租物業收入及其他收入。

5 財務成本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9 2018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利息支出 1,514 1,769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804 –

減：資本化的利息支出* (72) (104)

淨利息支出 2,246 1,665

利息收入 (210) (145)

匯兌虧損 310 310

匯兌收益 (289) (316)

2,057 1,514

* 在建工程利息資本化適用的年利率 3.5%–4.4% 3.5%–4.4%

6 所得稅

損益中的所得稅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9 2018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計提的中國所得稅準備 1,941 3,363

計提的其他稅務管轄區所得稅準備 55 81

遞延稅項 2,497 1,084

4,493 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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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稅務支出與實際稅務支出的調節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19 2018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稅前利潤 18,518 18,159

按法定稅率25%計算的預計所得稅支出 (i) 4,630 4,540

中國大陸境內附屬公司及分公司收益的

稅率差別 (i) (133) (151)

其他附屬公司收益的稅率差別 (ii) (55) (31)

不可抵扣的支出 (iii) 446 172

非應課稅收入 (iv) (141) (37)

其他 (v) (254) 35

實際所得稅費用 4,493 4,528

附註：

(i) 除部份附屬公司及分公司主要是按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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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及介乎於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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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應課稅收入是指不需要繳納所得稅的各項收入。

(v) 其他主要包括結算以前年度所得稅匯算清繳差異以及其他稅務優惠。

7 每股基本淨利潤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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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9 . 0 9 億 元 及 人 民 幣 1 3 5 .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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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於列示的各年度內並沒有潛在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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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根據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 0.109851元（相當於港幣 0.125元），合計

人民幣88.91億元已獲宣派，已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派發。

根據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 0.093512元（相當於港幣 0.115元），合計

人民幣75.68億元已獲宣派，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派發。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中期股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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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和變動如下：

資產 負債 淨額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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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準備及主要為預期信用損失的

減值損失 2,300 1,925 – – 2,300 1,925

物業、廠房及設備等 5,337 4,580 (15,973) (13,022) (10,636) (8,442)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28 39 (20) (29) 8 1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 – – (142) (87) (142) (87)

7,665 6,544 (16,135) (13,138) (8,470) (6,594)

2018年

12月 31日

餘額

會計政策

變更

在合併綜合

收益表確認

2019年

6月 30日

餘額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準備及主要為預期信用損失的

減值損失 1,925 – 375 2,300

物業、廠房及設備等 (8,442) 676 (2,870) (10,636)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10 – (2) 8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 (87) – (55) (142)

(6,594) 676 (2,552) (8,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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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淨額

應收賬款淨額分析如下：

2019年

6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第三方 35,231 23,308

中國電信集團 (i) 1,754 1,327

中國鐵塔 (ii) 15 10

其他中國電信運營商 851 510

37,851 25,155

減：預期信用損失準備 (6,335) (4,680)

31,516 20,475

附註：

(i) 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除外）簡稱為「中國電信集團」。

(ii) 本公司的聯營公司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為「中國鐵塔」。

按賬單日計算的應收電話及互聯網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6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9,827 8,376

一至三個月 3,130 2,117

四至十二個月 2,403 1,932

超過十二個月 1,676 943

17,036 13,368

減：預期信用損失準備 (4,154) (2,898)

12,882 1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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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提供服務日計算的應收其他電信運營商和企業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6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7,409 3,318

一至三個月 5,387 2,300

四至十二個月 5,302 3,994

超過十二個月 2,717 2,175

20,815 11,787

減：預期信用損失準備 (2,181) (1,782)

18,634 10,005

11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分析如下：

2019年
6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第三方 88,020 83,418

中國電信集團 19,426 20,983

中國鐵塔 3,643 2,850

其他中國電信運營商 729 636

111,818 107,887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及中國鐵塔款項按照與第三方交易條款相似的合約條款償還。

按到期日計算的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6月30日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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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8 20,619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內到期 25,192 14,568

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內到期 32,458 36,067

六個月以上到期 35,460 36,633

111,818 10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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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2019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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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6月 30日，本公司各位董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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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的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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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所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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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6月30日，本公司未授予本公司董事、監事或其配偶或其任何未成

年子女（親生或收養）或代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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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自2018年年報日期以後的變動

自本公司 2018年年報日期之日起本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之資料

變更詳情如下：

2019年5月 22日，本公司總裁兼首席運營官柯瑞文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

長兼首席執行官。

2019年8月 19日，本公司執行副總裁劉桂清先生及王國權先生獲本公司特別

股東大會批准擔任本公司董事職務。

本公司監事葉忠先生現擔任浙江省農業投資發展基金有限公司董事長、

總經理。

除上述外，本公司董事或監事並無其他資料需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B (1)條

作出披露。各董事和監事簡歷可於本公司網址（www.chinatelecom-h.com）瀏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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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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關黃陳方會計

師行共同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已就本集團的風險管理、

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

期報告）進行討論。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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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董事長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由同一人

擔任。本公司認為，通過董事會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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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國際上很多領先企業均

採取了類似的做法。

除上述以外，本公司在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列的守則條文。

遵守董事和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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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監事的證券

交易。經向董事和監事作出書面查詢確認，本公司董事和監事已確認在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間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有關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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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截 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止 六 個 月中期 報 告 將 於 稍 後 時 間 發 送予股 東並在

香 港 聯 合交易 所 有 限 公 司 的 網 頁 (www . h k e x n ew s . h k ) 及 本 公 司 的 網 站

（www.chinatelecom-h.com）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首席執行官、總裁及首席運營官

柯瑞文

中國北京，201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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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條

A款和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修訂案）第21條E款所規定的「預測性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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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有重大出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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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美國證交會」）的 20 -F表年報和本公司呈報

美國證交會的其他文件。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柯瑞文（董事長、首席執行官、總裁

及首席運營官）、高同慶、陳忠岳、劉桂清、朱敏（財務總監）、王國權（皆

為執行副總裁）、陳勝光（非執行董事）、謝孝衍、徐二明、王學明、楊志威

（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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