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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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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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之未經

審核簡明合併業績。

集團業績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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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經重列
附註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2（a））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355,566 366,060
　預付租賃費 7,591 7,607
　商譽 2,771 2,771
　遞延所得稅資產 4,649 4,840
　按公允價值計量經其他綜合收益／
　　損失入賬的金融資產 2(a) 10,377 6,214
　其他資產 11,611 11,753

392,565 399,245

流動資產
　存貨及易耗品 4,294 3,728
　應收賬款，淨值 9,816 9,286
　預付賬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7,327 5,115
　應收關聯公司款 50 50
　應收境內電信運營商款 1,377 1,261
　短期銀行存款 268 2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649 22,495

47,781 42,208

總資產 440,346 441,453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股本 2,310 2,310
　股本溢價 173,436 173,436
　儲備 (17,675) (18,273)
　留存收益
　－擬派2010年末期股息 1,885 1,885
　－其他 46,647 46,483

總權益 206,603 20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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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經重列
附註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2（a））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借款 1,469 1,462

　中期票據 15,000 15,000

　可換股債券 11,496 11,558

　公司債券 7,000 7,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64 22

　遞延收入 2,092 2,171

　其他債務 168 162

37,289 37,37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預提費用 87,184 97,659

　應交稅金 1,382 1,484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 257 229

　應付關聯公司款 4,868 5,191

　應付境內電信運營商款 1,022 873

　短期融資券 24,000 23,000

　短期銀行借款 41,165 36,727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銀行借款 53 58

　應付股利 407 431

　遞延收入的流動部份 1,024 1,042

　一年內到期的其他債務 2,630 2,637

　預收賬款 32,462 28,906

196,454 198,237

總負債 233,743 235,612

總權益及負債 440,346 441,453

淨流動負債 (148,673) (156,02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3,892 243,216



– 4 –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每股數除外）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

二零一零年

經重列

附註 二零一一年 （附註2（b））

收入 49,026 40,522

網間結算成本 (3,673) (3,080)

折舊及攤銷 (14,057) (13,168)

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 (6,835) (6,228)

僱員薪酬及福利開支 (6,264) (5,767)

其他經營費用 (17,553) (10,290)

財務費用 (536) (464)

利息收入 59 18

淨其他收入 66 44

稅前利潤 233 1,587

所得稅 (67) (378)

本期盈利 166 1,209

應佔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166 1,209

每股盈利－基本（人民幣元） 4 0.01 0.05

每股盈利－攤薄（人民幣元） 4 0.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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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

二零一零年

經重列

二零一一年 （附註2（b））

本期盈利 166 1,209

其他綜合收益／（損失）：

　經其他綜合收益／（損失）入賬的金融資產的

　　公允價值變動 797 (1,268)

　經其他綜合（收益）／損失入賬的金融資產的

　　公允價值變動之稅務影響 (199) 315

　經其他綜合收益／（損失）入賬的金融資產的

　　公允價值變動，稅後 598 (953)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2) (7)

稅後本期其他綜合收益／（損失） 596 (960)

本期總綜合收益 762 249

應佔總綜合收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762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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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淨現金 11,711 18,544

投資活動所支付的淨現金 (a) (14,962) (17,153)

融資活動所產生／（支付）的淨現金 5,405 (3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增加 2,154 1,06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初餘額 22,495 7,82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末餘額 24,649 8,88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現金結餘 7 9

　銀行結餘 24,642 8,880

24,649 8,889

(a)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之投資活動所支付的淨現金已扣減因

二零零八年出售CDMA業務相關所收到的現金約人民幣51.2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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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

1. 一般資料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是於二零零零年二月八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的主營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

司的子公司主營業務為主要在中國提供移動和固網語音及相關增值服務、寬帶及其他互聯網相

關服務、信息通信技術服務以及商務及數據通信服務。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為「本集

團」。

2. 編製基準

除以下事項外，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資料採用

之編製基準和重要會計政策及會計估計與編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一致：

(a) 提前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

本集團已提前採納並追溯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9「金融工具」，以及對其他相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相應修訂。在

採納此準則時，本公司作出了不可撤回的選擇，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的變動僅確

認於其他綜合收益／損失中，公允價值後續的損益不會記錄於損益表中。採納此準則對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財務資料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b) 提供服務及貨品銷售收入的確認

本集團向顧客提供捆綁手機終端及通信服務的優惠套餐。在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度以前，本

集團採用剩餘價值法來計算分配至手機終端的銷售收入。在此方法下，本集團以合同總金

額減去未來通信服務的公允值作為手機終端的銷售收入。於手機終端擁有權轉移至客戶時，

本集團確認為出售手機終端相關收入。此外，服務收入乃按用戶實際使用量而確認。銷售

手機終端之成本於損益表內立即確認為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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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度，本集團向新用戶推出了更具吸引力的優惠套餐，並成功吸引了大量新增

手機優惠套餐用戶。考慮到該優惠套餐的手機終端和通信服務對用戶而言均具有獨立的價

值，且其公允值具有客觀及可靠的證據，為了向財務報表使用者提供可靠、更相關的信息，

本集團決定自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度起對該優惠套餐採用相對公允價值法核算並追溯調整至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在相對公允價值法下，該優惠套餐的合同總金額按照手機終端和通

信服務公允值在兩者之間進行分配。銷售手機終端收入於該手機終端的所有權轉移至客戶

時予以確認。通信服務收入按移動通信服務的實際用量予以確認。銷售手機終端之成本於

收入確認時於損益表內立刻確認為費用。詳情請參閱本公司二零一零年年報中財務報表附

註2.24(a)。

該等會計政策變更導致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三個月期間的收入、稅前

利潤、本期盈利和每股盈利分別增加人民幣1.07億元、人民幣1.07億元、人民幣0.80億元和

人民幣0.003元；以及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預收賬款餘額減少人民幣1.11億元。比

較數字已相應重列。

(c) 持續經營假設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出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1,487億元（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560億元）。考慮到當前全球經濟環境，以及本集團在可預

見的將來預計的資本支出，管理層綜合考慮了本集團如下可獲得的資金來源：

‧ 本集團從經營活動中持續取得的淨現金流入；

‧ 循環銀行信貸額度約為人民幣1,058億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使用之循

環銀行信用貸額度約為人民幣790億元；及

‧ 考慮到本集團的信貸記錄，從國內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獲得的其他融資渠道。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優化融資戰略，兼顧短、中、長期資金需求，適當安排融資組合以保

持合理的融資成本。

基於以上考慮，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有足夠的資金以滿足營運資金和償債所需。因此，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乃按持續經營

基礎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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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持續關連交易的續期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九日續延了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生效的持續關連交易。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二零一零年年報中財務報表附註39.1(d)。

3. 本公司與西班牙電信增加額外投資的協議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西班牙電信簽訂戰略聯盟協議：(a)西班牙電信將以總代

價5億美元，向第三方購買本公司普通股股份；及(b)本公司將購買西班牙電信本身庫存擁有的

21,827,499股普通股股份（「西班牙電信庫存股份」），購買上述全部西班牙電信庫存股份的總代價

為374,559,882.84歐元。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已依照戰略聯盟協議完成對西班牙

電信庫存股份的購買。詳情請參見"加強與西班牙電信戰略聯盟的協議"部份。

4.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的每股基本盈利是按照本公司權益持有

者應佔盈利除以各期間發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二零一一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是按照本公司權益持有

者應佔盈利除以各期間就所有可能攤薄普通股的影響作出調整後的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所有可能普通股股份是來自於(i)經修訂後

的股份期權計劃下授予的股份期權；(ii)經修訂後的特殊目的股份期權計劃下授予的股份期權；

及(iii)可換股債券。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所有可能普通股股份是來自於

(i)經修訂後的全球發售股份前的股份期權計劃下授予的股份期權；(ii)經修訂後的股份期權計劃

下授予的股份期權；及(iii)經修訂後的特殊目的股份期權計劃下授予的股份期權。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非攤薄性的可能普通股股份來自於(i)經修訂後的

股份期權計劃下授予的行使價為港幣15.42元的股份期權及(ii)初步換股價為每股港幣15.85元的

可換股債券，其並未包括在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中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中。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非攤薄性的可能普通股股份來自於(i)經修訂後的全球發售股份前股份

期權計劃下授予的行使價為港幣15.42元的股份期權及(ii)經修訂後的股份期權計劃下授予的行使

價為港幣15.42元的股份期權，其並未包括在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中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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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了每股基本盈利與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期間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經重列

分子（人民幣百萬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盈利 166 1,209

分母（百萬股）：

用來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發行在外的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量 23,562 23,562

因股份期權而產生的攤薄數量 190 112

用來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股份數量 23,752 23,674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01 0.05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元） 0.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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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覽

二零一一年一季度，本公司移動業務收入增長更加強勁、寬帶互聯網收入繼續保持

較快增長，用戶結構、消費結構和收入結構持續優化，整體業務發展呈現更快增長

勢頭。

收入

二零一一年一季度，本公司營業收入達到人民幣490.3億元，其中通信服務收入為人

民幣432.2億元，剔除固話初裝費遞延收入因素影響後（以下簡稱"調整後"）（附註

1），營業收入、通信服務收入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21.2%、11.9%。

移動業務營業收入（附註2）完成人民幣284.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2.0%，通信服務

收入為人民幣232.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5.0%，平均每月每戶通話分鐘數(MOU)

為283.0分鐘，平均每月每戶收入(ARPU)為人民幣45.5元。其中，3G業務完成通信

服務收入人民幣56.8億元，所佔移動業務通信服務收入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8.5%上

升至24.4%, MOU為630.8分鐘，ARPU為人民幣117.2元。

固網業務營業收入（附註2）完成人民幣203.6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0.7%，調整後通

信服務收入為人民幣199.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0.1%。其中，寬帶業務通信服務收

入達到人民幣84.4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8.4%，寬帶ARPU為人民幣58.0元。

成本費用及其他

二零一一年一季度，本公司共發生成本費用及其他（包括財務費用、利息收入及淨其

他收入）人民幣487.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5.3%。其中，折舊及攤銷發生人民幣

140.6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8.9億元，增長6.8%；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發

生人民幣68.4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6.1億元，增長9.8%；銷售費用發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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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67.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11.0億元，增長19.3%；銷售通信產品成本發生

人民幣71.8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92.1%，銷售虧損為人民幣20.4億元，其中3G終

端銷售虧損（"3G手機補貼成本"）為人民幣19.0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18.0億

元。

盈利情況

二零一一年一季度，本公司實現稅前利潤人民幣2.3億元，淨利潤人民幣1.7億元，每

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007元，調整後淨利潤為人民幣1.5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6.5%；調整後 EBITDA（附註 3）為人民幣 146.9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6%,

EBITDA率（即調整後EBITDA佔調整後營業收入的百分比）為30.0%。

進一步信息

本公司3G和固網寬帶業務的收入持續快速增加，但是由於折舊及攤銷、網絡、營運

及支撐成本和銷售費用，特別是3G終端補貼支出增長較快，從而使本公司二零一一

年上半年的盈利與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相比較可能發生較大幅度變化。

本公告亦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刊發。

附註1： 為保持收入及盈利數據可比性，對本期及上年同期數據中所包含的不可比因素加以剔除調

整作額外分析目的：

(1) 二零一一年一季度固話初裝費遞延收入人民幣0.13億元，二零一零年一季度固話初裝費

遞延收入人民幣0.75億元。

附註2： 從外部顧客取得的收入，不包括分部間收入。

附註3: EBITDA反映了在計算利息收入、財務費用、淨其他收入、所得稅、折舊及攤銷前的本期盈

利。由於電信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開支和財務費用可能對具有類似經營成果的公司

盈利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我們認為，對於像我們這樣的電信公司而言，EBITDA有助於對

公司經營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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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後EBITDA反映了剔除固話初裝費遞延收入等不可比影響因素後實現的EBITDA。由於

從現金流量及持續經營角度而言，上述不可比影響因素並不被視為本公司的營運表現，因

此，本公司相信剔除上述不可比影響因素的調整後EBITDA不僅可向管理層及投資者提供更

有意義的補充信息，也便於他們評價公司的營運表現及流動性。

雖然EBITDA及調整後EBITDA在世界各地的電信業被廣泛地用作為反映經營業績、財務能

力和流動性的指標，但是由於在公認會計準則下並不存在EBITDA及調整後EBITDA的標準

定義，因此在考察公司的經營業績、財務能力和流動性時，應與在公認會計準則下的類似

指標一併考慮，且不應被視為可替代或優於在公認會計準則下的財務表現指標。此外，我

們的EBITDA及調整後EBITDA也不一定與其他公司的類似指標具有可比性。

加強與西班牙電信戰略聯盟的協議

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Telefónica S.A.（「西班牙電信」）訂立了一份加強

戰略聯盟的協議（「加強戰略聯盟協議」）。

根據加強戰略聯盟協議，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從西班牙電信收購西班

牙電信股本中每股1.00歐元的21,827,499股普通股，總購買價為374,559,882.84歐

元，而西班牙電信同意於加強戰略聯盟協議簽署日後九個月內，以從第三方收購的

方式，購買本公司股本中每股港幣0.10元的普通股，總對價為500,000,000美元。

根據加強戰略聯盟協議，本公司和西班牙電信同意加強雙方之間現有的戰略聯盟，

並深化在採購、流動服務平台、跨國客戶服務、批發載波、漫遊、技術／研發、國

際業務發展、合作和最佳實務共享等方面的合作。此外，西班牙電信同意在其下次

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委任本公司指定的人士出任西班牙電信董事會的董事。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刊發之公告。



– 14 –

謹慎性陳述

董事會謹此提醒投資者，上述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之未經審

核財務資料及財務概覽乃按本集團內部數據及管理賬目作出，此等數據和賬目並未

有經過核數師的審閱或審核。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的財務資

料摘錄自本集團未經審核的財務資料並經重列；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財務資料摘錄自本集團二零一零年年報內的經審核財務報表並經重列。

投資者應小心以免不恰當地依賴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之財務數

字、數據及比較數值。本公司同時籲請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小心謹慎。

於本公佈之日，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 常小兵、陸益民、佟吉祿及李福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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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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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