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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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之未經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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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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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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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附註 2(a)）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360,844 366,060
　預付租賃費 7,569 7,607
　商譽 2,771 2,771
　遞延所得稅資產 5,803 4,840
　以公允值計量經其他綜合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 7,907 6,214
　其他資產 12,245 11,753

397,139 399,245

流動資產
　存貨及易耗品 4,386 3,728
　應收賬款，淨值 11,281 9,286
　預付賬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6,027 5,115
　應收關聯公司款 31 50
　應收境內電信運營商款 1,166 1,261
　短期銀行存款 320 2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778 22,495

37,989 42,208

總資產 435,128 441,453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股本 2,311 2,310
　股本溢價 173,472 173,436
　儲備 (19,544) (18,273)
　留存收益
　－擬派2010年末期股息 － 1,885
　－其他 50,761 46,483

總權益 207,000 20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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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經重列
九月三十日 （附註 2(a)）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借款 1,414 1,462
　中期票據 15,000 15,000
　可換股債券 11,204 11,558
　公司債券 7,000 7,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15 22
　遞延收入 1,938 2,171
　其他債務 157 162

36,728 37,37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預提費用 88,994 97,659
　應交稅金 1,758 1,484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 346 229
　應付關聯公司款 5,051 5,191
　應付境內電信運營商款 1,239 873
　短期融資券 23,000 23,000
　短期銀行借款 33,595 36,727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銀行借款 51 58
　應付股利 479 431
　遞延收入的流動部份 964 1,042
　一年內到期的其他債務 2,614 2,637
　預收賬款 33,309 28,906

191,400 198,237

總負債 228,128 235,612

總權益及負債 435,128 441,453

淨流動負債 (153,411) (156,02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3,728 24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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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每股數除外）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期間

二零一零年

經重列

附註 二零一一年（附註 2(b)）

收入 155,933 126,420

網間結算成本 (11,972) (10,151)

折舊及攤銷 (42,941) (40,543)

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 (21,523) (19,342)

僱員薪酬及福利開支 (19,431) (17,195)

其他經營費用 (54,418) (32,887)

財務費用 (1,006) (1,307)

利息收入 180 62

淨其他收入 840 504

稅前利潤 5,662 5,561

所得稅 (1,399) (1,310)

本期盈利 4,263 4,251

應佔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4,263 4,251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盈利

　的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基本（人民幣元） 4 0.18 0.18

每股盈利－攤薄（人民幣元） 4 0.18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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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期間

二零一零年

經重列

二零一一年 （附註 2(b)）

本期盈利 4,263 4,251

其他綜合損失：

　經其他綜合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值變動 (1,674) (1,098)

　經其他綜合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值變動之

稅務影響 417 268

　經其他綜合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值變動，稅後 (1,257) (830)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14) (32)

稅後本期其他綜合損失 (1,271) (862)

本期總綜合收益 2,992 3,389

應佔總綜合收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2,992 3,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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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期間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淨現金 53,296 58,653

投資活動所支付的淨現金 (a) (56,597) (56,924)

融資活動所（支付）／產生的淨現金 (4,416) 1,0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減少）／增加 (7,717) 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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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78 10,59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現金結餘 6 7

　銀行結餘 14,772 10,584

14,778 10,591

(a)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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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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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事項外，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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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提前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金融工

具」。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9要求實體將其金融資產分類為兩種計量類別：

以公允值計量或以攤銷成本計量。此釐定必須在首次確認時決定，分類視乎實體管理其金

融工具的業務模式和此金融工具約定的現金流量特點。

於採納該準則之日，本集團：

‧ 將權益性投資工具撥歸以公允值計量；

‧ 作出了不可撤回之選擇，將此等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僅確認於其他綜合收益。因此，

所有後續公允值變動或處置的收益／損失將不會確認於損益表；及

‧ 將可供出售公允值儲備的結餘重分類至投資重估儲備。

由於新準則僅影響以公允值計量經損益入賬的金融負債的會計處理，而本集團並無此類金

融負債，因此對本集團金融負債的會計處理並無影響。詳情請參閱本公司二零一一年中期

報告中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3(a)。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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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手機終端所有權轉移至客戶

時，本集團確認為出售手機終端相關收入。此外，通信服務收入按移動通信服務的實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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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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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手機終端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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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的收入、稅前利潤、

本期盈利和每股盈利分別增加人民幣11.31億元、人民幣11.31 億元、人民幣9.83 億元和人

民幣0.04元；以及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的預收賬款餘額減少人民幣13.56億元。二零一

零年比較數字已相應重列。

(c) 持續經營假設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出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1,534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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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循環銀行信貸額度和短期融資券註冊額度約為人民幣2,021億元，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

十日，尚未使用之額度約為人民幣1,495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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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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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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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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二零一零年十月持續關連交易的續期

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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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戰略聯盟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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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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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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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薄性的潛在普通股股份的影響作出調整後的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

平均數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所有潛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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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所有潛在普通股股份是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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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的股份期權。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未包括在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採用的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中的非攤薄性的潛在普通股股份來自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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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經修訂後的股份期權計劃下授予的行使價為港幣

15.42元的股份期權已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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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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期間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經重列

分子（人民幣百萬元）：

用來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盈利 4,263 4,251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之估算財務費用 161 －

用來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盈利 4,424 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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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63 23,562

因股份期權而產生的攤薄數量 217 134

因可換股債券而產生的攤薄數量 900 －

用來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股份數量 24,680 23,696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18 0.18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元） 0.18 0.18

5. 報告期後事項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完成發行總金額為人民幣80億元的二零

一一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資券，期限為366日，年利率為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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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覽1

二零一一年首三季度，公司保持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良好態勢。

收入

二零一一年首三季度，公司完成營業收入人民幣1,559.18億元，其中服務收入為人民

幣1,377.95億元，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23.5%和13.2%。

移動業務繼續快速增長。二零一一年首三季度，移動業務完成營業收入人民幣

939.64億元，其中服務收入為人民幣758.88億元，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44.8%和

25.6%。移動增值業務收入為人民幣273.33億元，所佔移動服務收入比重由上年同期

的31.4%上升至36.0%。移動用戶累計淨增2,160.8萬戶，達到18,903.4萬戶。移動平

均每用戶每月收入（「ARPU」）為人民幣47.4元，同比增長9.0%。

GSM業務發展平穩，完成服務收入人民幣536.96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0%，累計

淨增用戶543.8萬戶，達到15,880.4萬戶，ARPU為人民幣38.1元，平均每月每用戶通

話分鐘數（「MOU」）為258.8分鐘。3G業務持續快速增長，完成服務收入人民幣

221.92億元，所佔移動服務收入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12.0%上升至29.2%，累計淨增

用戶1,617.0萬戶，達到3,023.0萬戶，ARPU為人民幣115.0元，MOU為658.0分鐘，

平均每用戶每月數據流量為270M。

固網業務保持平穩。二零一一年首三季度，固網業務完成營業收入人民幣612.86億

元，其中服務收入為人民幣612.39億元，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2.2%和2.3%。固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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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業務收入為人民幣385.75億元，所佔固網服務收入比重由上年同期的54.6%上升

至63.0%。

寬帶服務收入完成人民幣260.9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8.1%，所佔固網服務收入比

重由上年同期的36.9%上升至42.6%，累計淨增用戶731.3萬戶，達到5,453.7萬戶，

ARPU為人民幣56.9元。本地電話服務收入完成人民幣261.29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4.8%，本地電話用戶累計流失206.0萬戶，達到9,457.5萬戶，ARPU為人民幣26.2

元。

成本費用

受網絡資產規模擴大、業務發展加快、通脹壓力加大等因素影響，公司成本繼續面

臨上漲壓力，二零一一年首三季度，公司共發生成本費用2人民幣1,502.71億元，比

上年同期增長24.3%。

公司進一步優化網絡覆蓋、提升網絡質量，隨著資產規模增長以及能源、物業基礎

價格上漲，首三季度折舊及攤銷費用發生人民幣429.4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

幣23.98億元，增長5.9%，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發生人民幣215.23億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人民幣21.81億元，增長11.3%。

公司繼續加大業務營銷力度，首三季度銷售費用發生人民幣206.34億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人民幣35.24億元，增長20.6%，3G手機補貼成本發生人民幣41.56億元，比

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28.90億元。

受通脹壓力加大、社會平均工資及保險水平上漲以及考核激勵等因素的影響，首三

季度人工成本發生人民幣194.3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22.36億元，增長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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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情況

二零一一年首三季度，公司實現稅前利潤人民幣56.47億元，淨利潤人民幣42.48億

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1%，每股基本盈利 1為人民幣0.181元。EBITDA3為人民幣

485.74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1%，EBITDA率（即EBITDA佔營業收入的百分比）為

31.2%。

附註1：全文除每股基本盈利外，其他收入及盈利數據均剔除固話初裝費遞延收入因素影響（二零一一年

首三季度為人民幣0.15億元，上年同期為人民幣1.69億元）。

附註2：包括網間結算成本、折舊及攤銷、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僱員薪酬及福利開支、其他經營費

用、財務費用、利息收入及淨其他收入。

附註3： EBITDA反映了在計算財務費用、利息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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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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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班牙電信已根據加強戰略聯盟協議的條款完成購買本公司的普通股。

根據加強戰略聯盟協議，本公司和西班牙電信進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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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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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小兵先生已根據

加強戰略聯盟協議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份獲委任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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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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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性陳述

董事會謹此提醒投資者，上述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

財務資料及財務概要乃按本集團內部數據及管理帳目作出，此等數據和賬目並未有

經過核數師的審閱或審核。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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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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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