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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年度業績公佈

. 營運收入為人民幣5,604億元，增長6.1%

. EBITDA為人民幣2,536億元，增長1.0%

. 股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1,293億元，增長2.7%

. 客戶總數達到7.10億戶，增長9.3%

.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 1.778港元，連同已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 1.633港元，二零一二年全

年股息為每股3.411港元，全年利潤派息率為43%

董事長報告書

尊敬的股東：

二零一二年，國民經濟總體增長平穩，信息通信業快速發展，為本集團發展帶來正面推

動。同時，我們也面臨移動通信普及率不斷提高、行業競爭進一步加劇、新技術新業務特

別是互聯網對傳統通信業務的影響和替代效應日益凸顯帶來的嚴峻挑戰。本集團加快推進

戰略轉型，深入推動改革創新，深化實施管理提升，保持了持續健康發展，經營業績平穩

增長，市場地位和盈利能力繼續保持行業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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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二零一二年，本集團營運收入實現平穩增長，達到人民幣 5,604億元，比上年增長6.1%；盈

利能力繼續保持同行業領先水平，股東應佔利潤達到人民幣1,293億元，比上年增長 2.7%，
股東應佔利潤率達到 23.1%；EBITDA達到人民幣 2,536億元，比上年增長 1.0%，EBITDA率

達到45.3%；每股基本盈利達到人民幣6.43元，比上年增長2.6%。本集團一貫穩健的資本結

構以及強勁的現金流，為抵禦風險、實現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業務發展

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本集團繼續大力提升質量，改善服務，深化創新，努力拓展市場，
保持了業務平穩發展。二零一二年，淨增客戶 6,073萬戶，客戶規模達到 7.10億戶；其中 3G
客戶淨增3,672萬戶，總數達到8,793萬戶，繼續保持規模優勢。語音業務繼續發展，客戶總

通話分鐘數達到 41,923億分鐘，比上年增長 7.8%。數據業務快速發展，其中，無線上網業

務高速增長，其流量比上年增長 187.6 %，收入比上年增長 53.6 %，佔營運收入比重達到

12.2%，成為收入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集團客戶經營效果顯著，集團客戶擴大至 346萬家；
集團信息化業務保持良好增長勢頭，集團專線累計達到78.1萬條。

我們堅持「質量是通信企業的生命線」和「客戶為根，服務為本」的理念，網絡質量客戶綜合

滿意度保持了領先優勢，產品質量和業務支撐水平也得到進一步提升。我們繼續優化客戶

服務界面，客戶感知不斷改善；強化信息安全，保護消費者權益。客戶滿意度保持行業領

先，客戶升級申訴率全行業最低。

戰略轉型

我們積極推動戰略轉型，在深化四網協同發展、加強基礎設施資源積累、拓展移動互聯網

領域三個方向取得了進展。

四網協同初見成效，網絡能力和覆蓋水平持續提升，流量承載結構逐步優化，為推動流量

經 營 提 供 有 力 保 障 。 GSM 網 絡 覆 蓋 和 語 音 質 量 優 勢 繼 續 保 持 。 協 助 母 公 司 推 進 3G
(TD -SCDMA) 網絡建設， 3G網絡實現了縣級以上城市和部分鄉鎮的覆蓋，在大中城市實現

了連續覆蓋，利用率不斷提高。WLAN精細化管理不斷加強，熱點區域覆蓋水平顯著提

– 2 –



升，有效發揮了對流量的分流作用。配合母公司開展 15城市TD -LTE擴大規模試驗；在杭

州、廣州、深圳建設具備試商用能力的網絡，在杭州開展的體驗活動客戶反應良好；政府

部門對TD -LTE進展給予高度評價，明確表示大力支持、加快發展。在香港推出了TD -LTE /
LTE FDD融合網絡服務；TD -LTE國際化進程日益加快，「全球TD -LTE發展倡議」(GTI)已有

51家運營商和44家製造商加入，14個商用網絡已正式推出，產業規模不斷擴大。

我們增強了基礎設施資源積累，加快形成後發優勢。城域傳送網、公共互聯網以及 IDC等

基礎資源能力有了新提升。我們堅持高起點、差異化、效益為先，發揮與母公司的協同效

應，有選擇的發展業務，以集團專線、 IDC、融合通信和高端家庭寬帶為重點的全業務產

品體系初步形成。

我們圍繞「構築智能管道，搭建開放平臺，打造特色業務，展現友好界面」的策略，積極推

動移動互聯網發展。二零一二年，移動應用商場客戶數和下載量大幅提升；戰略性入股科

大訊飛，召開全球開發者大會，加快移動互聯網佈局；在手機支付、雲服務、位置服務、

智能語音門戶等新領域推出了一批特色產品。繼續推動「無線城市」規模發展，構建了「統

一平臺、分省接入、集中運營、集中管理」的運營體系。物聯網應用領域和規模持續擴

大，發展前景廣闊。

改革創新

二零一二年，我們以管理集中化、運營專業化、機制市場化、組織扁平化、流程標準化為

目標，深入推進改革創新。

繼續推進在終端銷售、集團客戶、國際業務、物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等領域的專業化運營。

終端公司聚合產業鏈合作夥伴，推動終端機型豐富、產品質量提升，促進渠道進一步扁平

化，產品競爭力和銷售業績大幅提升。國際公司正逐步形成全球網絡能力，建立具有後發

優勢的國際網絡和平臺，提供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國際業務保持穩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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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建設集中化、標準化的共享基礎設施，全國性數據中心、呼叫中心、倉儲物流系統的

建設初見成效。推動可共享基礎設施和資源的集中組織、生產和服務，充分發揮規模優

勢，實現降本增效。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增強內生動力，提升核心競爭力。同時，在組織

體制、激勵機制、管理模式和人才體系等方面穩步實施改革，努力構建與戰略轉型相匹

配，適合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組織體制和激勵機制，不斷激發組織活力。

企業管治

本公司秉持誠信、透明、公開、高效的企業管治原則，採取一套完整的架構和措施，確保

良好的企業管治。二零一二年，根據香港交易所《企業管治守則》和《上市規則》一系列條款

新修訂的要求，我們及時採取相應措施，加強了企業管治。我們持續優化法律風險管理體

系，強化了對公司創新發展和體制改革的法律支撐。嚴格規範經理人員和員工的行為；完

善內審內控體系，關注公司經營管理的熱點、難點問題，進一步強化對採購、合作運營等

重點領域的審計監督力度，構建和完善風險防控體系，保障公司規範、安全、高效運營。

社會責任

本集團一貫注重履行社會責任。二零一二年，我們積極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將社會責任

充分融入公司日常運營，努力發揮信息通信技術的推動作用，創造經濟、社會與環境綜合

價值。我們致力保障通信網絡和信息安全，在應急搶險，保障通信方面全力以赴。助力縮

小數字鴻溝，自二零零四年始，支持母公司積極推進「村村通電話工程」，累計為 11.1萬個

邊遠鄉村解決了基礎通信問題。致力節能減排，深入推進「綠色行動計劃」，推廣成熟技

術，創新節能應用，二零一二年，單位業務流量耗電比上年下降 15%。繼續助力公益，依

托中國移動慈善基金會，持續開展各項公益活動：累計培訓 4.8萬名中西部農村中小學校

長；建設 1,694所愛心圖書館、 674間多媒體教室；救助 593名貧困先天性心臟病兒童。在歷

時五年的「中國溫暖12 •1」項目中，累計為逾1.5萬名愛滋病致孤及特困兒童提供了生活和教

育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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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辭任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徐龍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辭去本公司執行董事的職務。在

此，我謹代表董事會，就徐龍先生對本公司作出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並深表謝意。

公司榮譽

我們的努力得到各界的認同和贊譽。二零一二年，本公司再度入選《金融時報》「全球五百

強」，排名由上年的第十六位躍居第八位；在《福布斯》雜誌「全球二千領先企業榜」排名由

上年的三十四位上升到三十一位；「中國移動」品牌連續第七年入選明略行和《金融時報》發

佈的「BRANDZ™100全球最強勢品牌」排名，列全球第十位，位居中國品牌之首。中國移動

連續第五年作為中國內地唯一企業成功入選道 •瓊斯全球可持續發展指數，連續第三年入選

恒生可持續發展指數，並獲香港上市公司商會頒發「可持續發展卓越大獎」。二零一二年，
穆迪公司和標普公司都保持了本公司等同於中國國家主權級的企業債信評級，分別為Aa3 /
前景正面和AA- /前景穩定。

公司股息

基於二零一二年全年平穩的經營業績以及考慮到公司未來的長期發展，按照二零一二年全

年 43%的利潤派息計劃，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派發

末期股息每股 1.778港元，連同已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 1.633港元，全年股息每股共 3.411港
元。

二零一三年，考慮到各項相關因素，包括公司整體財務狀況、現金流產生能力和未來持續

發展的需要，本公司計劃二零一三年全年的利潤派息率為43%。

董事會相信本公司持續平穩的經營業績與強勁的現金流產生能力，將為公司未來發展提供

充足的支持，同時為股東帶來良好的回報。

展望未來

中國經濟發展繼續保持平穩增長，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

步發展，國家實施擴大內需、拉動消費政策等，將給信息服務業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國

家鼓勵自主創新技術，政府全力支持TD -LTE作為新一代無線寬帶技術，其產業化、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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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國際化步伐進一步加快。信息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以移動寬帶、智能終端和雲平臺

構建的移動互聯網時代已經到來，信息服務已經廣泛融入個人生活和各行各業。這些，都

為我們帶來發展機遇。

同時，信息通信領域正發生顛覆性變革，技術持續創新，新業務不斷湧現，新業態加快形

成。隨著通信市場飽和度的日益提升，通信運營商之間的同質競爭更加激烈；互聯網業務

異質替代日益凸顯，跨行業競爭也日趨激烈。公司市場地位面臨挑戰，發展的下行壓力進

一步加大。

公司發展處在特殊的戰略機遇期和關鍵的戰略轉型期。面對機遇與挑戰，我們將圍繞「移

動改變生活」的戰略願景，繼續做好戰略轉型、改革創新、健康發展三篇文章，全面提升

網絡能力、營銷能力、管理能力和隊伍能力。我們將深化推動四網協同發展，增強基礎設

施資源能力積累；積極提升開發移動互聯網特色產品能力，進一步加強存量經營，推動流

量經營，做好集客經營，加大終端銷售，增強市場營銷支撐；繼續推進管理提升，促進降

本增效。我們將著力創業布局，創新發展，加快轉變方式、調整結構，提高發展質量和效

益，推進公司戰略轉型和持續健康發展。

同時，我們將遵循積極謹慎的原則，尋找合適的投資機會，拓展更廣泛的通信市場。

我們將堅持不懈，努力為投資者創造價值。

奚國華

董事長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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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績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的綜合業績。

綜合收益表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運收入（營業額） 4
語音業務 368,025 364,189
數據業務 166,348 139,330
其他 26,040 24,480

560,413 527,999

營運支出
電路租費 9,909 5,188
網間互聯支出 25,140 23,533
折舊 100,848 97,113
人工成本 31,256 28,672
銷售費用 104,906 96,830
其他營運支出 5 137,832 125,364

409,891 376,700

營運利潤 150,522 151,299
其他收入淨額 2,208 2,559
營業外收入淨額 615 571
利息收入 12,661 8,413
融資成本 (390) (565)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5,685 4,306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1) (1)

除稅前利潤 171,300 166,582
稅項 6 (41,919) (40,603)

本年度利潤 129,381 125,979

本年度其他收益：
境外企業的財務報表匯兌差額 (6) (311)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益 (16) (229)

本年度總收益 129,359 12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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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續）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股東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東 129,274 125,870
非控制性權益 107 109

本年度利潤 129,381 125,979

股東應佔總收益：

本公司股東 129,252 125,332
非控制性權益 107 107

本年度總收益 129,359 125,439

每股盈利 – 基本 7 (a) 人民幣6.43元 人民幣6.27元

每股盈利 – 攤薄 7 (b) 人民幣6.36元 人民幣6.20元

EBITDA（人民幣百萬元）1 253,646 251,025

本公司股東股息之詳情載列在附註8內。

1 本公司對 EBITDA的定義為未扣除稅項、應佔合營公司虧損、應佔聯營公司利潤、融資成本、利息收

入、營業外收入淨額、折舊及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前之本年度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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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以人民幣列示）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30,509 408,165
在建工程 55,507 56,235
預付土地租賃費 14,244 12,798
商譽 36,894 36,894
其他無形資產 924 818
聯營公司權益 48,343 43,794
合營公司權益 6 7
遞延稅項資產 13,544 10,913
受限制的銀行存款 5,418 122
其他金融資產 127 127

605,516 569,873

流動資產
存貨 7,195 7,944
應收賬款 9 11,722 9,165
其他應收款 8,605 19,483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15,913 12,854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02 170
預付稅款 153 91
受限制的銀行存款 – 32
銀行存款 331,997 246,68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0,906 86,259

446,593 382,68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123,896 116,266
應付票據 1,159 1,616
遞延收入 57,988 51,75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03,774 92,362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39 285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6 33
融資租賃承擔 68 68
稅項 10,856 10,861

297,796 273,244

淨流動資產 148,797 109,44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結轉 754,313 67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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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以人民幣列示）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承前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54,313 679,314

非流動負債

帶息借款 (28,619) (28,617)
遞延收入（不包括即期部分） (334) (261)
遞延稅項負債 (51) (17)

(29,004) (28,895)

資產淨值 725,309 650,41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142 2,140
儲備 721,305 646,924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權益 723,447 649,064
非控制性權益 1,862 1,355

總權益 725,309 65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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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已經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所有適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國

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所有各個適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和詮釋）而編製。《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各個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和詮釋以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是一致的，因此該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公司條例》和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

2. 會計政策的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了多項新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含《國際會計準則》和詮

釋）。這些準則在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提前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因

這些準則變化而於其後頒佈了多項類似的新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含《香港會計準

則》和詮釋），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具有相同的生效日期，而且與國際會

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內容一致。上述修訂均沒有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影響。本集團在當

期會計期間並無採用任何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3. 分部報告

經營分部是本集團可賺取收入及產生費用的商業活動的組成部分，本集團的經營分部是以主要經營決策

者定期審閱的以進行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為目的的內部財務報告為基礎而確定。在所呈列的期間內，由

於本集團僅從事移動電信及相關業務，因此本集團整體作為一個經營分部。由於本集團絕大部分經營業

務於中國內地（ 就該財務報表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內地不包括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

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進行，所以本集團沒有列示地區資料。本集團位於中國內地以外的

資產及由中國內地以外的活動所產生的營運收入均少於本集團資產及營運收入的5%。

4. 營運收入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在中國內地及香港提供移動電信及相關服務。

營運收入包括語音業務收入、數據業務收入及其他營運收入。語音業務收入包括語音通話業務收入（包

括通話費及月租費）和語音增值業務收入。數據業務收入主要包括短信及彩信業務收入、無線上網業務

收入和應用及信息服務收入。其他營運收入主要是指網間互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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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營運支出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維護費用 39,184 35,096

呆賬減值虧損 4,504 3,548

存貨減值虧損 313 87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68 54

經營租賃費用 12,752 11,23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 3

物業、廠房及設備註銷 2,818 5,853

核數師酬金 101 96

其他（註） 78,091 69,392

137,832 125,364

註： 其他由辦公室費用、業務費、差旅費、業務招待費、頻率佔用費、諮詢及專業費用、低值易耗品

攤銷、勞務費及其他雜項費用組成。

6. 稅項

綜合收益表所示的稅項為：

2012年 2011年

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本年稅項

本年度按估計應課稅利潤提撥的香港利得稅準備 (i) 191 112

本年度按估計應課稅利潤提撥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準備 (ii) 44,325 41,693

44,516 41,805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的產生和轉回 (iii) (2,597) (1,202)

41,919 40,603

(i)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應評稅利潤以 16.5 %（二零一一年：

16.5%）計算。

(ii)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準備是根據相關的中國所得稅法規，按本

集團的應評稅利潤以法定稅率25%（二零一一年：24%至25%）計算。

(iii) 本集團的遞延所得稅是按照暫時性差異預期實現或轉回期間適用的稅率來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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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本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是按照本年度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129,274,000,000元（二零一一年：人

民幣 125,870,000,000元）及本年度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20,090,824,422股（二零一一年：

20,068,193,892股）計算如下：

股份加權平均數

2012年 2011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於1月1日已發行股份 20,072,065,571 20,065,423,246

行使認股權的影響 18,758,851 2,770,646

於12月31日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20,090,824,422 20,068,193,892

(b) 每股攤薄盈利

本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是按照本年度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129,274,000,000元（二零一一年：人

民幣 125,870,000,000元）及股份加權平均數 20,341,515,930股（二零一一年： 20,315,252,412股）計算如

下：

股份加權平均數（攤薄）

2012年 2011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於12月31日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20,090,824,422 20,068,193,892

根據本公司的認股權計劃發行被視為無代價股份的影響 250,691,508 247,058,520

於12月31日的股份加權平均數（攤薄） 20,341,515,930 20,315,25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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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本年度股息：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宣派及支付一般中期股息每股港幣1.633元（折合約人民幣1.331元）

（ 2011年：港幣1.580元（折合約人民幣1.314元）） 26,842 25,857

於結算日後建議分派一般末期股息每股港幣1.778元

（折合約人民幣1.442元）（ 2011年：港幣1.747元

（折合約人民幣1.416元）） 28,979 28,441

55,821 54,298

建議分派的一般末期股息乃以港元宣派，並以港幣1元＝人民幣0.81085元（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公佈的結算匯率）折算。由於一般末期股息乃於結算日後宣派，故此並未確認於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負債項內。

9.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減值虧損後餘額，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30天以內 7,696 5,979

31天至60天 1,606 1,447

61天至90天 882 732

90天以上 1,538 1,007

11,722 9,165

應收賬款主要由移動電話用戶及電信運營商的賬款結餘組成。移動電話用戶的賬款結餘自賬單發出日期

起計一個月內到期付款。移動電話用戶的賬款結餘如已逾期或超過信貸額度，則需先行償還所有結欠，

才可繼續使用有關移動電信服務。 90天以上應收賬款的增長主要源自於與其他電信運營商及集團客戶信

用結算期間的款項。

應收賬款數額預期可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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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主要包括網絡擴充項目開支、維護及網間互聯支出的應付款。

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須於以下未來期間支付：

1個月或按通知 102,676 95,744

2個月至3個月 6,847 6,984

4個月至6個月 5,554 5,237

7個月至9個月 4,176 3,736

10個月至12個月 4,643 4,565

123,896 116,266

所有應付賬款預期可於一年內或接獲要求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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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核數、內部監控及財

務報表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進行磋

商。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期間內（在經修訂的《企業管治守則》於二零

一二年四月一日生效前後），本公司已全面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內的所有守則條文。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及附屬公司均沒有購入、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日（星期四）上午十時正在香港金

鐘道 88號太古廣場香港港麗酒店會議廳召開（「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召開股東週年

大會之通告、隨附之通函及代表委任表格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寄

交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將於以下期間暫停辦理：

i.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五）至三十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以確定股東

出席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為符合資格出席二零一三年股東

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務請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的股票在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

三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給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室）；及

ii.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星期四）至十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以確定股東獲發二

零一二年末期股息之權利。為合乎收取二零一二年末期股息的資格，務請將所有過戶

文件連同有關的股票在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給本公司的

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
樓1712至17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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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股東於二零一三年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二零一二年末期股息將大約於二零一三年六月

二十六日派發予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股權登記日」）在股東名冊內已登記的股東。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

實施條例》及《關於境外註冊中資控股企業依據實際管理機構標準認定為居民企業有關問題

的通知》，本公司向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二零一二年末期股息時，需代扣代繳10%的企業所

得稅，並以本公司為扣繳義務人。對於在股權登記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所有以非個人

名義登記的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企業代理人或受託人如證券

公司、銀行等，或其他組織及團體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本公司將扣除10%的企業所

得稅後派發二零一二年建議末期股息；對於在股權登記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所有自然

人股東，本公司將不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任何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的依法在中國境內成立，或者依照外國（地區）法律成立但實際

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居民企業（如《企業所得稅法》中所定義），如不希望本公司代扣代繳

上述 10%的企業所得稅，請在二零一三年六月五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向香港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呈交其主管稅務機關所出具以證明本公司毋須就其所享有之股息代扣代

繳企業所得稅之文件。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頁公佈年報

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年度之年報，將在適當時間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披露易網站

http: / /www.hkexnews.hk上登載。

上列綜合財務資料節錄自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

表，但本身並非法定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

表（ 包 括 無 保 留 意 見之核 數 師 報 告 ）將 會 送交公 司 註 冊 處 ，並將 可 於 本 公 司之網 址

http: / /www.chinamobileltd.com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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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陳述

本公佈中所包含的某些陳述可能被視為經修訂的《美國 1933年證券法》第 27A條和經修訂的

《美國 1934年證券交易法》第 21E條所規定的「前瞻性的陳述」。這些前瞻性陳述涉及已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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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經營業績與前瞻性陳述中所暗示的將來的表現、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有重大的出入。關

於上述風險、不確定性和其他因素的進一步資料，請參見本公司最近報送美國證券交易委

員會的20 -F表年報和本公司呈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其他文件。

於本公佈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由奚國華先生、李躍先生、薛濤海先生、黃文林女士、沙躍

家先生及劉愛力先生擔任執行董事及由羅嘉瑞醫生、黃鋼城先生及鄭慕智博士擔任獨立非

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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