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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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UNICOM (HONG KONG) LIMITED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762）

二 零一二年中期業績公告

要點：

收入 * : 人民幣 1,216.9億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20.0%。

本期盈利 * : 人民幣 34.3億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31.9%。

每股基本盈利 : 人民幣 0.146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31.5%。

EBITDA* : 人民幣 360.4億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12.5%。

*  剔除固話初裝費遞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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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報告書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公司收入增長繼續保持行業領先，業務結構持續改善，盈利能

力穩步提升，綜合實力不斷增強。

財務表現 1

上半年，公司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 1,216.9億元，同比增長 20.0%（剔除去年同期固

話初裝費遞延收入影響，除非特別說明，全文同上）。其中服務收入人民幣 1,023.9

億元，同比增長 13.3%。

在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公司盈利和經營現金流持續改善。EBITDA達到人民幣

360.4億元，同比增長 12.5%；淨利潤人民幣 34.3億元，同比增長 31.9%；每股基本

盈利人民幣 0.146元；經營現金流人民幣 355.4億元，同比增長 3.3%；資本性支出人

民幣 389.4億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公司淨債務資本比為 29.6%，債務資本結構保持穩健。

業務表現 1

面對複雜的宏觀經濟形勢和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上半年公司繼續緊抓產業發

展的良好機遇，加快重點業務的規模發展，收入持續快速增長，增速繼續保持行業

領先水平，服務收入同比增幅超出行業平均增幅 4.1個百分點；收入市場份額持續

提升；收入結構持續優化，移動業務對服務收入的貢獻達到 59.1%，非語音業務收

入對服務收入的貢獻達到 52.3%。

移動業務在轉型升級中實現規模快速發展

上半年，公司實現移動服務收入人民幣 604.8億元，同比增長 23.4%。移動用戶同

比增長 20.7%，達到 21,924.9萬戶；移動用戶ARPU同比提高 2.8%，為人民幣 48.1

元；移動服務收入中，非語音業務收入貢獻達到 40.6%，3G收入貢獻達到 44.5%，

移動業務在產業轉型升級中實現規模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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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積極推動 3G業務規模發展，上半年累計淨增 3G用戶 1,751.1萬戶，3G用戶總

數達到 5,753.0萬戶；用戶ARPU和手機用戶月戶均數據流量繼續保持行業領先水

平，分別為人民幣 91.8元和 138.3MB;3G服務收入同比實現翻番，達到人民幣 269.0

億元，規模效應逐步顯現。

在 3G用戶快速增長的同時，合約用戶滲透率快速提升。繼去年成功首推千元智

能手機並帶動用戶快速增長後，上半年公司進一步完善 3G戰略終端體系，推動

WCDMA智能手機性價比及滲透率大幅提升，為公司強化合約銷售、實現 3G業務

規模效益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公司 3G用戶中合約

用戶佔比達到 47.7%，較去年底提升 12.3個百分點，3G用戶結構進一步優化。

配合營銷政策的不斷完善，公司在渠道銷售能力上進一步尋求突破，聚焦核心門

店，通過優化銷售流程、強化激勵、推廣體驗式營銷等措施，全面激發銷售活力。

上半年公司 3G業務社會渠道銷售貢獻達到 60%，名單營業廳單廳銷量同比提高

37%。公司著眼未來積極打造電子商務平台，推出網上專售產品擴大電子渠道影響

力，網上營業廳上半年營業額突破人民幣 150億元。

公司積極開展流量經營，不斷豐富應用商店、手機音樂、手機閱讀等內容資源，提

升內容吸引力；通過在營業廳推廣 3G輔助營銷系統、開展熱點內容推送等措施，

積極培育用戶數據業務使用習慣，促進流量提升。

GSM業務方面，由於競爭的不斷加劇和數據業務替代的影響，上半年公司GSM業

務面臨較大壓力，服務收入同比下降 6.3%，達到人民幣 335.8億元。收入下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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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包括語音、短信等在內的傳統GSM業務的下降。GSM手機上網、信息導航等

業務收入同比快速增長，其中手機上網業務收入同比增長 16.2%。

固網寬帶業務增長帶動固網業務保持穩定

上半年，受固網寬帶收入增長拉動，公司固網服務收入同比增長 1.5%，達到人民幣

415.0億元，其中，非語音業務收入貢獻達到 69.0%，業務結構持續改善。

借助寬帶中國戰略實施的有利契機，公司積極推進寬帶普及和提速工程，深入開

展提速營銷。上半年固網寬帶用戶累計淨增 487.6萬戶，達到 6,052.7萬戶；固網寬

帶服務收入同比增長 13.0%，達到人民幣 194.0億元，佔固網服務收入的比例達到

46.7%，固網寬帶業務已成為固網業務的第一大收入支柱。本地電話業務 2繼續下

滑，上半年實現服務收入人民幣 150.7億元，同比下降 14.7%，降幅逐步趨緩。

公司繼續積極推廣以固網寬帶為核心的「沃家庭」融合業務，向家庭用戶提供一體化

的信息服務，提升固網價值。

行業應用帶動集團客戶業務快速增長

公司聚焦移動OA、政府執法、汽車信息化、監測監控和股票機等重點行業應用，

借助在重點行業領域不斷增強的影響力，積極推動重點客戶戰略項目合作，推廣中

小企業綜合信息通信解決方案，上半年重點行業應用用戶突破 1600萬戶，集團客戶

收入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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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建設

為全力保障市場發展需求，抓住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上半年公司加快WCDMA目標網

建設，拓展3G網絡廣度覆蓋，完善城區深度覆蓋，新增3G基站4.3萬個，HSPA＋覆

蓋城市擴大至77個；加快推進固網寬帶光纖接入網建設，鞏固和提升寬帶網絡競爭優

勢，上半年固網寬帶接入端口同比增長29.3%，20M以上接入速率端口佔比44%。

展望

下半年，公司將按照年初既定發展策略，加快重點業務規模發展，持續提升發展效

率，增強盈利能力，努力實現公司發展規模和效益水平的更大突破。具體經營舉措

包括：

第一，緊抓戰略發展機遇，推動持續快速增長。全面提升銷售、網絡和服務能力，

實現 3G、固網寬帶等重點業務的規模快速發展，市場份額持續提升。

第二，優化發展模式，加快轉型升級步伐。加快推進 2G和 3G的融合發展，積極推

動流量經營，深化固網和移動業務的融合發展，強化公司差異化的競爭優勢，提升

競爭實力。

第三，加快目標網絡建設，保障市場發展需要。繼續加快 3G目標網建設，進一步

擴大HSPA＋覆蓋範圍，保持WCDMA的網絡領先優勢；加快光纖接入網建設，實

現城市區域高速率寬帶接入。下半年 3G和寬帶網絡的客戶體驗要明顯提升。

第四，持續提升管理水平，不斷增強盈利能力。進一步提高對網絡、營銷等各類資

源的精細化管理水平，深入開展降本增效，積極推動體制機制創新，強化各項基礎

管理，實現業績水平的持續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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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誠摯感謝股東、政府和社會各界對公司發展的支持，也向

為公司發展做出不懈努力的公司管理層和全體員工表示衷心感謝。

常小兵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註：

1. 全文收入及盈利同比數據均剔除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固話初裝費遞延收入人民幣 0.15億元的影響。

2. 本地電話業務包含本地語音、長途、固網增值和網間結算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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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概覽

收入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公司完成營業收入人民幣 1,216.9億元，其中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1,023.9億元，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 20.0%和 13.3%。

上半年移動營業收入完成人民幣 797.5億元，其中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604.8億元，比

上年同期增長 23.4%。移動增值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242.6億元，所佔移動服務收入比

重由上年同期的 35.3%上升至 40.1%。GSM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335.8億元，比上年

同期下降 6.3%。3G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269.0億元，所佔移動服務收入的比重由上年

同期的 26.9%上升至 44.5%。

上半年固網營業收入完成人民幣 415.3億元，其中固網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415.0億

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1.5%，固網非語音業務收入完成人民幣 286.4億元，所佔固網

服務收入比重由上年同期的 62.5%上升至 69.0%，其中寬帶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194.0

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13.0%，所佔固網服務收入比重由上年同期的 42.0%上升至

46.7%，本地電話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150.7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14.7%。

成本費用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公司共發生成本費用 2人民幣 1,171.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19.6%。

公司繼續擴大移動網絡覆蓋、提升網絡質量，加緊實施「寬帶中國」戰略，在網絡

能力穩步提升的同時，資產規模繼續加大，上半年折舊及攤銷發生人民幣 301.7億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 17.5億元，增長 6.2%，隨著網絡覆蓋擴大、資產規模增

加以及能源、物業價格上漲，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發生人民幣 156.4億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人民幣 16.1億元，增長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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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積極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優化調整營銷政策，實施終端、渠道與應用的拉

動，強化客戶維繫，進一步加快重點業務發展。上半年銷售費用發生人民幣 163.8

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 27.8億元，增長 20.4%。

公司持續優化 3G合約計劃政策，發揮終端優勢，大力發展 3G用戶，上半年銷售通

信產品成本發生人民幣 229.6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60.6%，同期銷售通信產品收入

為人民幣 193.0億元，同比增長 74.9%，銷售虧損為人民幣 36.6億元，其中 3G手機

補貼成本為人民幣 35.2億元。

隨著公司用戶規模擴大，網間去話量同步增長，上半年網間結算成本發生人民幣

91.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 13.9億元，增長 17.9%。

伴隨社會用工成本上升以及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基數上漲，上半年僱員薪酬及福

利開支發生人民幣 137.4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 12.2億元，增長 9.7%。

盈利情況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公司實現稅前利潤人民幣 45.7億元，淨利潤人民幣 34.3億元，

比上年同期增長 31.9%，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 0.146元。EBITDA3為人民幣 360.4

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12.5%，EBITDA佔服務收入的百分比為 35.2%。

經營現金流及資本開支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公司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為人民幣 355.4億元，比上年同期

增長 3.3%，資本開支為人民幣 389.4億元，自由現金流（即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減

資本開支）為人民幣 -34.0億元。



– 9 –

資產負債情況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公司的資產負債率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54.9%變化至 56.3%。債務資本率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34.2%變化至

35.4%。

附註 1. 全文除每股基本盈利外，收入及其他盈利數據均剔除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固話初裝費遞延收

入人民幣 0.15億元的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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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通

信產品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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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盈利產生重大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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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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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

財務業績。此合併業績是節錄自本集團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中所載列的未經審核簡

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中期業績已經審計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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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390,117 381,859
 預付租賃費 7,589 7,657
 商譽 2,771 2,771
 遞延所得稅資產 6,914 5,091
 以公允值計量經其他綜合收益
  入賬的金融資產 6 5,356 6,951
 其他資產 13,054 13,101

  
425,801 417,430

  
流動資產
 存貨及易耗品 5,780 4,651
 應收賬款 7 13,627 11,412
 預付賬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5,977 6,127
 應收關聯公司款 18 22
 應收境內電信運營商款 933 1,181
 短期銀行存款 121 30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625 15,106

  
45,081 38,803

  
總資產 470,882 456,233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股本 2,311 2,311
 股本溢價 173,472 173,472
 儲備 (21,308) (20,016)
 留存收益
  － 擬派 2011年末期股息 13 － 2,356
  － 其他 51,205 47,775

  
總權益 205,680 205,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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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借款 1,358 1,384

 中期票據 12,000 15,000

 可換股債券 8 11,222 11,118

 公司債券 7,000 7,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15 17

 遞延收入 1,705 1,801

 其他債務 226 88
  

33,526 36,40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預提費用 9 102,898 95,252

 應交稅金 2,002 1,232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 342 342

 應付關聯公司款 5,045 5,707

 應付境內電信運營商款 1,434 1,344

 短期融資券 10 38,000 38,000

 短期銀行借款 37,788 32,322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銀行借款 49 50

 一年內到期的中期票據 3,000 －
 應付股利 13 583 488

 遞延收入的流動部份 788 882

 一年內到期的其他債務 2,648 2,586

 預收賬款 37,099 35,722
  

231,676 213,927
  

總負債 265,202 250,335
  

總權益及負債 470,882 456,233
  

淨流動負債 (186,595) (175,12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9,206 24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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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每股數除外）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經重列

附註 二零一二年（附註 2(a)及 (b))
   

收入 11 121,690 101,418

網間結算成本 (9,151) (7,763)

折舊及攤銷 (30,172) (28,420)

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 (15,642) (14,035)

僱員薪酬及福利開支 (13,740) (12,523)

銷售通信產品成本 (22,955) (14,293)

其他經營費用 (24,163) (20,760)

財務費用 (2,047) (893)

利息收入 121 121

淨其他收入 624 601
  

稅前利潤 4,565 3,453

所得稅 5 (1,135) (836)
  

本期盈利 3,430 2,617
  

應佔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3,430 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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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0.15 0.11
  

每股盈利－攤薄（人民幣元） 14 0.14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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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經重列

二零一二年（附註2 (a)及 (b))
  

本期盈利 3,430 2,617
  

其他綜合（損失）╱收益

 經其他綜合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的

  公允值變動 (1,741)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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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102)
  

 經其他綜合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的

  公允值變動，稅後 (1,306) 307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 (6)
  

稅後本期其他綜合（損失）╱收益 (1,306) 301
  

本期總綜合收益 2,124 2,918
  

應佔總綜合收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2,124 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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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經重列

二零一二年（附註2 (a)及 (b))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淨現金 35,535 34,385

投資活動所支付的淨現金 (35,090) (36,524)

融資活動所產生╱（支付）的淨現金 3,074 (2,28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增加╱（減少） 3,519 (4,42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初餘額 15,106 22,59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末餘額 18,625 18,17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現金結餘 6 7

 銀行結餘 18,619 18,170
  

18,625 1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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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單位：除另有說明外，均以人民幣百萬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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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移動語音、WCDMA移動語音及相關增

值服務以下稱為「移動業務」。除移動業務外，上述其他業務以下統稱為「固網業務」。本公司及

其子公司以下簡稱為「本集團」。

本公司的股份於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二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其美國托存股份於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一日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

本公司的主要股東為中國聯通 (BVI)有限公司（「聯通BVI」）及中國聯通集團 (BVI)有限公司（「聯

通集團BVI」，前稱中國網通集團 (BVI)有限公司）。聯通BVI是被中國聯合網絡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A股公司」，一家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A股於二

零零二年十月九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控股持有。A股公司則被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集團有限

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國有企業，以下簡稱「聯通集團」）控股持有。聯通集團BVI是聯通集團

的全資子公司。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聯通集團是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

收購聯通新時訊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統稱為「二零一一企業合併」）

聯通寬帶在線有限公司（「寬帶在線」，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中國聯通運營公司」）的全

資子公司，中國聯通運營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與聯通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簽訂

了股權轉讓協議。根據該協議，寬帶在線同意以人民幣 1.58億元的現金總代價向聯通集團收購

聯通新時訊通信有限公司（「聯通新時訊」）的全部股權。該收購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完成。

2. 編製基準

本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乃按照國際會計

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 34「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國際會計準則 34與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的香港會計準則 34「中期財務報告」一致，因此本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亦按香港會

計準則 34編製。

本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未

經核數師審核，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摘自本公司二零一一年年

報內經審核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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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應當結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

務報表一併閱讀。本集團的金融風險管理（包括市場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性風險和資本風險管

理）政策已載列於本公司二零一一年年報中的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間，風險管理政策沒有重大改變。

本中期財務資料雖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閱。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

師事務所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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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資料的審閱」審閱了本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致董事會的

獨立審閱報告將載於寄送各股東的中期報告中。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中二零一一年比較數字因以下事項而重列：

(a) 共同控制下的企業及業務合併

因聯通新時訊收購前及收購後皆由聯通集團，即本集團的最終控股公司控制，因此二零

一一企業合併被視為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及業務合併。

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下，二零一一企業合併的會計處理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會

計指引第 5號「共同控制下業務合併的權益合併法之會計處理」（「會計指引第 5號」）以權益

合併法進行核算。隨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採納了《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以合併前賬

面價值法之會計政策核算共同控制下企業及業務合併，該政策亦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一

致。考慮到被收購企業在所呈報的所有期間內均處於共同控制下，因此所收購之資產及負

債按合併前之賬面價值法入賬並包含於本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中，從而視同所收購

之企業及業務一直是本集團之一部份並由最早呈報期間開始時反映。

(b) 採納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

根據二零一零年頒佈之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首次採納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規定，首次採納之實體可以根據原通用之會計準則對

其部份或所有資產及負債使用因私有化或首次公開發行等特定事件而確定之特定日期的公

允價值作為認定成本計量。若該計量日處於過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當日或之前，實體可於計量日將該等因特定事件而確定之公允價值作為其《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下之認定成本。若該計量日處於過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日之後，但處於實體首份《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財務報表涵蓋之期間，該等因特定事件而確定之公允價值可於特定事件發生時作為認

定成本。本修訂允許實體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後的首個年度應用因特定事件而確定之公

允價值作為認定成本並進行追溯調整。

本集團於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前已完成其首次公開發行及同一控制下業務合併，且

為該等交易目的已對固定資產進行重估。該等重估價值被視為因特定事件而確定之公允價

值。因此，隨二零一一年採納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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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該等因特定事件而確定之公允價值被作為其相關固定資產（除以成本模型計量的房屋

建築物及移動業務通信設備外）之認定成本並進行追溯調整。該等經重列後以認定成本計

量的資產將計提折舊及進行減值測試。

隨採納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因特定事件確定之公允價值被

視為認定成本，故其後無須遵循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16「固定資產」對固定資產公

允值進行重估。據此，本集團變更了會計政策並將所有的固定資產按成本減去累計折舊及

累計減值損失作計量。故此，於二零零六年和二零零八年重估時確定之重估增值或減值已

被沖銷，其折舊影響亦相應調整。

重列二零一一年比較財務資料匯總

關於二零一一企業合併和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1對二零一一年比較

財務資料的變更列示如下：

已呈報

二零一一

企業合併

採納

國際財務

報告

準則╱

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1 抵銷 經重列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經營成果：

 收入 101,400 18 － － 101,418

 本期盈利 2,652 9 (44) － 2,617

(c) 持續經營假設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出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 1,866億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1,751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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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億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尚未使用之額度約為人民幣 1,374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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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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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集團相信能夠通過短、中、長期方式籌集資金，並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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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乃按持續經

營基礎編製。

3. 重要會計政策

除下列所述外，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

下列經修訂的準則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財務年度首次強制執行且適用於本集團：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7（經修訂）「金融工具：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12（經修訂）「所得稅」

採納以上經修訂的準則並沒有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此外，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及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準則、經修訂的準則及詮釋，該等

新準則、經修訂的準則及詮釋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以後的財務年度開始生效且本集團亦無提

前採用。管理層正評估以上新準則、經修訂的準則及詮釋的影響，並將在日後報告期間按要求

採用相關新準則、經修訂的準則及詮釋。

4. 分部資料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已被認定為主要經營決策者。經營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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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為基礎進行辨別。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之前，移動業務和固網業務被辨別為本集團的主要經營分部，且主要經

營決策者以收入及可直接歸屬於經營分部的成本來評價經營分部的經營成果。

隨著內部成本管理模式從以業務種類進行管理改變為以職能部門進行管理，以及融合電信業務

的深入發展，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主要經營決策者開始將本集團視為一個整體而非以業

務之種類或地區角度進行資源分配和業績評估。因此，本集團只有一個經營分部，且無需列示

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大陸經營，所以沒有列示地區資料。在所有列報期間，本集團均沒有從單一

外部客戶取得佔本集團收入總額的百分之十或以上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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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香港所得稅乃根據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預計應課稅利潤按 16.5%（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16.5%）稅率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間，香港境外應課稅利潤的所得稅乃根據本集團所屬營運地區的適用稅率計算。本公司的子公

司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所適用的法定企業所得稅率為 25%（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2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經重列）
  

對本期預計的應課稅利潤計提的所得稅

 －香港 10 8

 －香港境外 2,515 1,733
  

2,525 1,741

遞延所得稅 (1,390) (905)
  

所得稅 1,135 836

  

6. 以公允值計量經其他綜合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企業發行的權益證券 5,356 6,951

  

按上市地方分析：

 中國上市 115 114

 非中國上市 5,241 6,837
  

5,356 6,951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以公允值計量經其他綜合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公允

值減少約人民幣 17.41億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增加約人民幣 4.09億

元）。扣除相關稅務影響後的公允值凈減少約人民幣 13.06億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凈增加約人民幣 3.07億元）已被記錄於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綜合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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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個月以內 9,889 8,556

一個月以上至三個月 1,259 1,009

三個月以上至一年 4,377 3,189

一年以上 3,211 2,168
  

18,736 14,922

減：壞賬準備 (5,109) (3,510)
  

13,627 11,412

  

本集團對除滿足若干特定信用評估標準規定以外的個人用戶所授予之信用期一般為自賬單之日

起 30天。本集團對公司用戶所授予之信用期是基於服務合同條款，一般不超過 1年。

由於本集團客戶數量龐大，故應收賬款並無重大集中的用戶信貸風險。

8. 可換股債券

已確認於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資產負債表內之可換股債券的計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負債部份之變動：

期初餘額 11,118 11,558

 減：已支付利息 (43) (45)

 加╱（減）：負債部份之匯兌損失╱（收益）影響 42 (264)

 加：估算之財務費用 105 107
  

期末餘額 11,222 11,356

  

負債部份之公允值已於發行可換股債券時釐定，以相同期限但沒有換股特點債券之市場利率計

算。剩餘數額，即面值（扣除直接發行成本）與負債部份之公允值之差額，貸記入歸屬於本公司

權益持有者項下之可換股債券儲備內。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可換股債券之負債部份金額約為人民幣 112.22億元（等值美元 17.74

億元），且是以現金流量並考慮直接發行成本之影響後按借貸年利率 1.90%來折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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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和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可換股債券

持有人並未將可換股債券轉換為本公司之股份，而億迅投資有限公司也未有將可換股債券贖

回。由於本公司自可換股債券發行以後派發股息，換股價由港幣 15.85元調整至港幣 15.58元。

9. 應付賬款及預提費用

應付賬款及預提費用的賬齡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個月以內 92,003 85,699

六個月至一年 6,984 5,483

一年以上 3,911 4,070
  

102,898 95,252

  

10. 短期融資券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聯通運營公司完成發行總金額為人民幣 150億元的二零一一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資券，期限為 366日，年利率為 5.23%。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中國聯通運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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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國聯通運營公司完成發行總金額為人民幣 150億元的二零

一一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資券，期限為 180日，年利率為 4.65%。該超短期融資券已於二零

一二年五月份全部償還。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中國聯通運營公司完成發行總金額為人民幣 150億元的二零一二年

第一期超短期融資券，期限為 60日，年利率為 3.88%。該超短期融資券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份

全部償還。

11. 收入

本集團提供服務的資費標準受不同政府機構監管，包括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中

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工信部」）和省級物價管理局。

收入按扣除營業稅及營業稅附加費後的淨值呈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相關營業稅及營業稅附加費約為人民幣 36.03億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約人民幣 30.6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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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主要組成部份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經重列）
  

移動業務服務收入合計 60,481 49,016

固網業務服務收入合計 41,504 40,918

其他服務收入 408 449
  

服務收入合計 102,393 90,383

銷售通信產品收入 19,297 11,035
  

外部顧客收入合計 121,690 101,418

  

12. 本公司與西班牙電信的相互投資

為加強本公司與西班牙電信之間的合作，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六日公告與西班牙電信訂立

戰略聯盟協議及認購協議，據此，雙方有條件地同意通過購買另一方的股份向另一方作出相等

於 10億美元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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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依照加強戰略聯盟協議完

成對西班牙電信庫存股份的購買。於二零一一年，西班牙電信已完成對本公司的 5億美元投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相關以公允值計量經其他綜合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金額約為人民幣

52.41億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68.37億元）。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以公允值計量經其他綜合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公允值減少約為人民幣 17.43億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增加約人民幣 4.08億元）。扣除相關稅務影響後的

公允值凈減少約為人民幣 13.07億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凈增加約人民

幣 3.06億元），已記錄於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綜合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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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息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年度股東大會上，本公司經股東批准派發二零一一年度末期股息

每普通股人民幣 0.10元，合計約人民幣 23.56億元（二零一零年度：約人民幣 18.85億元），並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留存收益扣減中反映。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

付股息約人民幣 5.83億元中約人民幣 5.51億元為應付聯通BVI的股息。

依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的規定，除非外商投資企業之海外投資者被視為中國居民企業，外商投

資企業在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向其於海外企業股東宣派股息便需繳納 10%之代扣所得

稅。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一日獲取了由中國國家稅務總局的批准，批准本公司自二零

零八年一月一日起被認定為中國居民企業。因此，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中國境

內子公司向本公司分配股利並未計提代扣所得稅，且在本集團之合併財務報表中，對其中國境

內子公司產生的累計尚未分配利潤也未計提遞延所得稅負債。

對於本公司的非中國居民企業股東，本公司在扣除非中國居民企業股東應付企業所得稅金額

後，向其分派股息。且在宣派該等股息時，重分類相關之應付股息至應付代扣所得稅。此要求

不適用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以個人名義登記的股東。

14.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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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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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所有潛在普通股股份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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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非攤薄性的潛在普通股股份來自於初步換股價為每

股港幣 15.85元的可換股債券，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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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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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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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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0 2,617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之估算財務費用 105 －
  

用來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盈利 3,535 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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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65 23,562

因股份期權而產生的攤薄數量 198 210

因可換股債券而產生的攤薄數量 902 －
  

用來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股份數量 24,665 23,772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15 0.11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元） 0.14 0.11

  

15. 關連交易

以下列表為本集團與聯通集團及其子公司之間進行的重大經常性交易。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
交易於正常業務中發生。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經重列）
  

與聯通集團及其子公司的交易：

 中國南方電信網絡租賃費 1,300 1,200

 電信增值服務支出 16 37

 房屋租賃支出 467 463

 通信資源租用支出 147 155

 工程設計施工服務支出 741 520

 共享服務支出 86 81

 設備採購服務支出 127 88

 末梢電信服務支出 621 584

 綜合服務支出 138 78

 綜合服務收入 5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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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或然事項

如以上附註 11所述，本集團提供服務的資費受制於不同政府機構管轄。於二零零八年，發改委

調查了中國聯通運營公司及中國網通集團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與中國聯通運營公司

合併）各自分支機搆的資費遵守情況。按管理層之評估及與工信部和發改委的持續溝通，管理層

認為本集團於調查期間內均遵守相關政府機構制定的政策。因本次調查導致本集團未來發生重

大現金流出的機會不大，故此，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沒有計

提任何撥備。

此外，於二零一一年，發改委對本集團寬帶互聯網業務的涉嫌壟斷進行調查。基於管理層的評

估及與發改委的持續溝通，管理層認為因本次調查導致本集團未來發生重大現金流出的機會不

大。故此，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和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沒有計提任何撥備。

17.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二日，中國聯通運營公司完成發行總金額為人民幣 150億元的二零一二年

度第一期短期融資券，期限為 365日，年利率為 3.45%。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股息。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用固定資產抵押給銀行作為貸款擔保（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購回、出售或贖回公司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均沒有購回、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股份。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已經與本公司管理層共同審閱本公司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準則和本公司的

內部控制程序，並已就本公司的財務申報事宜進行討論（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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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保持高水準之企業管治。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除以下方面，均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的要求：

(a) 根據守則條文A.2.1規定，公司董事長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及職責應有區分，而不

應由一人同時兼任。董事會理解守則條文A.2.1原則為將董事會的管理從公司的

日常經營管理中清晰區分，以確保權力和授權分佈均衡。

 本公司由常小兵先生出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並由陸益民先生出任本公司總

裁。常小兵先生一直負責主持本公司董事會和公司業務發展戰略和運營、管理

的所有重大事務，而陸益民先生則負責本公司日常運營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董事會認為於現階段常小兵先生與陸益民先生已在職能上達至上述職責區分的

目的，而該安排可更有效率地制定及實施本公司之策略，從而協助本公司進一

步有效地發展其業務。

(b) 根據守則條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按指定任期委任，並須接受重新選舉。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並非按指定任期委任，但需根據本公司的章程及細則於股東

大會上輪值告退，並經股東重選。本公司所有董事均輪值退任，至少每三年一

次。

(c) 根據守則條文A.6.7規定，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由於身處海外或需處理必不可

免的事務，一名非執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未能出席於二零一二年五月

二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按照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而制訂其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本公司已作出特定查詢，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有關之證券交易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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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大陸、香港及其他國家分別約有 215,450

名、180名及 70名在職員工，另於中國大陸約有 79,660名市場化臨時性用工。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僱員薪酬及福利支出約為人民幣 137.40億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 125.23億元）。本集團盡力保

持僱員薪酬水平符合市場趨勢並保持競爭力，僱員之薪酬乃根據本集團之薪金及花

紅制度因應僱員表現而釐定。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全面性的福利計劃及事業發展機

會，包括退休福利、住房福利、按個別需要提供的內部及外間培訓課程。

刊登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書

二零一二年度中期業績公告登載在本公司網頁www.chinaunicom.com.hk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網頁www.hkexnews.hk上。二零一二年度中期報告

書將於稍後時間在香港聯交所網頁及本公司網頁上登載，並寄發予股東。

以上所載二零一二年度中期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的法定財務報表，但資料乃節錄自將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度中期報告

書內的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資料。

前瞻性陳述

本公告中載列的某些陳述可能被視為是美國 1933年《證券法》（經修訂）第 27A條及

美國 1934年《證券交易法》（經修訂）第 21E條含義內的「前瞻性陳述」。該等前瞻性陳

述受制於已知及未知的風險、不確定性及其他因素，因而可能造成本公司的實際表

現、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與該等前瞻性陳述所暗示的任何未來表現、財務狀況或經

營業績存有重大不同。該等風險、不確定性及其他因素包括：中國電信行業及相關

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對電信服務需求的程度；電信行業競爭環境、監管環境及中

國政府監管和╱或行業政策的變化；資費下調政策的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

展和改革委員會對本公司提供給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的互聯網專線租用接入服務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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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價格進行反壟斷調查的結果；獲得資金的能力和條款及對資金的調動；本公司在

編製預期的財務信息和資本開支方案所使用的假設的變化；中國的政治、經濟、法

律和社會狀況的變化；以及將影響本公司業務方案及策略的執行和影響本公司經營

狀況及財務業績的其他因素。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常小兵、陸益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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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