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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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762）

公 佈

重 述 本 公 司 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及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各 年 度 的

財 務 報 表

本公司宣佈，由於需對就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從其母公司中國聯

合網絡通信集團有限公司及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其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併入中

國聯合網絡通信集團有限公司）收購中國南方21省固網業務一事進行的會計處理

作出修改，本公司已重述其截至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年

度的經審計財務報表。本公司過去在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零

七、二零零八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中，按歷

史成本或合併前賬面價值確認收購的業務，如同該業務在所呈報的各期間一直

是本公司業務的一部分，但沒有包括未收購的網絡資產、未承擔的有關負債和

有關費用等，而是在本公司財務報表附註中披露了該等信息。美國證券交易委

員會官員在對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度20-F表年報進行的定期審核中，對上述會計

處理提出了問題。本公司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官員進行了討論後，最終本公

司決定重述在收購完成前截至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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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財務報表，以計入有關的未包括資產與負債及費用，而不在財務報表附註中

披露該等信息。根據上述修訂，在收購完成後，未包含的資產與負債於二零零

九年一月被視作處置並記錄為儲備的轉出予聯通集團。因此，上述修訂僅影響

本公司二零零九年一月收購完成前的財務報表，對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沒有實質性影響，對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以後年度的財務報表沒有任何影響。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宣佈，由於需對就本公司於二

零零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從其母公司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集團有限公司（「聯通集團」）

及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其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併入聯通集團）收購中國南方21省

固網業務（「收購的業務」）一事（「收購」）進行的會計處理作出修改，本公司已重述

其截至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年度的經審計財務報表。本公

司過去在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編製的截至二零零七、二零零八及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財務報表」）中，按歷史成本或

合併前賬面價值確認收購的業務，如同該業務在所呈報的各期間一直是本公司業

務的一部分，但沒有包括未收購的網絡資產（定義見下文）、未承擔的有關負債和

有關費用等，而是在財務報表附註中披露了該等信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官員

（「SEC官員」）在對本公司2009年度20-F表年報進行定期審閱時，對上述會計處理

提出了問題。本公司與SEC官員進行了討論後，最終，本公司決定重述在收購完

成前之截至二零零七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各年度的財務報表，以計入

未包含的資產與負債以及相關的費用，而不在財務報表附註中披露該等信息，儘

管該等未包含的資產與負債在本次收購中未予收購或承擔。根據上述修訂，在收

購完成後，未包含的資產與負債於二零零九年一月被視作處置並記錄為儲備的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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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予聯通集團。因此，上述修訂僅影響本公司二零零九年一月收購完成前的財務

報表，對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沒有實質性影

響，對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以後年度的財務報表沒有

任何影響。

在收購中，本公司未收購中國南方的相關電信網絡（「網絡資產」），但向聯通新時

空移動通信有限公司（聯通集團的一家全資子公司）租賃上述資產以運營收購的業

務。在為收購確定會計政策時，本公司注意到IFRS下沒有關於共同控制下企業交

易的會計指引，特別是涉及只對業務而非相關資產的收購。有鑒於此，本公司依

據國際會計準則8－「會計政策、對會計估計及差錯的變更」第10、11及12段的原

則，制定和適用了其認為對收購適當的會計政策。本公司過去在根據IFRS編製的

財務報表中使用了合併前賬面價值法，按歷史成本或合併前賬面價值法確認收購

的業務，如同該業務在所呈報期間一直是本公司業務的一部分，並且(i)包括了直

接與收購的業務有關的所有資產、負債、收入及費用，但沒有包括未收購的網絡

資產和其他相關資產與負債（「未包括的資產與負債」）及相關的費用，及(ii)對上述

信息進行了補充，全面披露未包括的資產與負債和相關的費用。本公司還在財務

報表第4.2(b)條附註中披露了收購完成後支付的租賃費詳情。該等財務報表經獨立

註冊會計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核，並反映在其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八日出

具的審計報告中。

SEC官員在對本公司原以20-F表形式呈交的年報（含財務報表）進行的定期審核中，

對上述會計處理提出了問題。本公司與SEC官員就此進行了多次的討論（本公司的

審計師也參與了這些討論）。最終，本公司決定在收購完成前歷史期間的財務報

表中包括所有未包括的資產與負債及相關的費用，而不是在財務報表附註中披

露該等信息，並對財務報表進行了相應修改及重述（「重述」）。這樣，雖然本公司

在收購中沒有收購未包括的資產與負債，但本公司的收購完成前歷史時期財務報

表仍然呈列了與產生所呈報的收入相關的所有資產、負債和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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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僅會對以下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的各年度和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報表賬項
產生影響：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 二零零八

以前所 以前所
綜合損益表數據 呈報 調整 重述 呈報 調整 重述

（人民幣百萬元）
持續經營業務
折舊及攤銷 (47,625) (3,650) (51,275) (47,961) (3,886) (51,847)
其他經營費用 (36,353) (171) (36,524) (37,748) (249) (37,997)
財務費用 (3,241) (499) (3,740) (2,423) (846) (3,269)
固定資產減值損失 － (323) (323) (11,837) (657) (12,494)
淨其他收入 5,100 2 5,102 2,097 44 2,141

其他成本及
費用合計 (131,856) (4,641) (136,497) (150,139) (5,594) (155,733)

持續經營業務
稅前利潤 28,084 (4,641) 23,443 9,653 (5,594) 4,059

持續經營
業務盈利 20,909 (4,641) 16,268 7,825 (5,594) 2,231

年度盈利 21,565 (4,641) 16,924 35,398 (5,594) 29,804

年內本公司權益
持有人應佔盈利
的每股淨盈利
每股盈利
－基本
（人民幣元） 0.93 (0.20) 0.73 1.49 (0.24) 1.25
每股盈利
－攤薄
（人民幣元） 0.92 (0.19) 0.73 1.48 (0.24) 1.24

年內本公司權益
持有人應佔持續
經營業務盈利的
每股淨盈利
每股盈利
－基本
（人民幣元） 0.90 (0.20) 0.70 0.33 (0.24) 0.09
每股盈利
－攤薄
（人民幣元） 0.89 (0.19) 0.70 0.33 (0.24) 0.09

年內本公司權益
持有人應佔終止
經營業務盈利的
每股淨盈利
每股盈利
－基本
（人民幣元） 0.30 － 0.30 1.16 － 1.16
每股盈利
－攤薄
（人民幣元） 0.30 － 0.30 1.15 －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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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收購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完成，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綜合損益表本應包括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約人民幣3.34億元的相關費用。但是，考慮到該等金額並不重大，因此本公司沒

有對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表進行重述調整。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1)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綜合資產 以前所

負債表數據 調整前 調整 (2) 調整後 呈報 調整 重述

（人民幣百萬元）

固定資產 276,110 30,310 306,420 285,469 30,077 315,546

預付租賃費 8,063 744 8,807 7,863 875 8,738

其他資產 12,081 659 12,740 9,087 398 9,485

存貨及易耗品 2,815 1 2,816 1,092 55 1,147

預付賬款及

其他流動資產 4,314 867 5,181 2,715 161 2,876

總資產 334,087 34,348 368,435 348,752 31,566 380,318

儲備 76,275 1,106 77,381 (15,464) (10,494) (25,958)

應付最終控股

公司的長期貸款 － 27,213 27,213 － 35,652 35,652

應付賬款和

預提費用 49,312 12,019 61,331 67,509 6,345 73,854

應交稅金 4,990 101 5,091 11,307 63 11,370

總負債 155,571 39,575 195,146 141,025 42,060 183,085

附註：

(1)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報」的規定呈列二零零八年一月

一日的期初資產負債表數據，該準則要求一家實體在對其財務報表項目進行追溯性重述時，

呈列最早比較會計期期初的財務狀況。

(2) 對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綜合資產負債表數據的調整反映以下各項的影響：(i)按合併前賬面價

值法反映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從聯通集團收購的業務、天津市本地接駁電話業務和三家

子公司，及(ii)重述的影響。關於本公司收購收購的業務以及從聯通集團收購天津市本地電話

業務和三家子公司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報備的二零零九年度20-F表

年報（詳見http://www.se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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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 二零零八

以前所 以前所

其他財務數據 呈報 調整 重述 呈報 調整 重述

（人民幣百萬元）

持續經營業務經營

活動所生產的

淨現金流入 68,854 － 68,854 57,241 － 57,241

持續經營業務投資

活動所生產的

淨現金流出 (47,770) (6,975) (54,745) (54,742) (6,284) (61,026)

持續經營業務融資

活動所生產的

淨現金流出 (29,805) 6,975 (22,830) (35,070) 6,284 (28,786)

持續經營業務

的淨現金流出 (8,721) － (8,721) (32,571) － (32,57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的淨減少 (7,909) － (7,909) (2,426) － (2,426)

承董事會命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朱嘉儀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常小兵、陸益民、左迅生及佟吉祿

非執行董事： Cesareo Alierta Izuel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永霖、黃偉明、John Lawson Thornton、鍾瑞明及蔡洪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