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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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首三季度主要財務及運營數據 

－ 2016 年首三季度，本集團全力搶補基礎短板，公司經營開始向好。移動業務扭轉經營困

局已初見成效，期內移動出賬用戶達到 2.62074 億戶，較去年底淨增 975.7 萬戶，成功扭

轉去年移動用戶連續多月下降的勢頭；其中 4G 用戶達到 8,890.6 萬戶，較去年底淨增

4,475.0 萬戶，單九月份 4G 用戶淨增達到 605.4 萬戶。期內移動服務收入止跌轉增，比

去年同期增長 0.1%，較今年上半年同比下降 0.6%持續改善。 

－ 2016 年首三季度，本集團的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1,827.52 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1.7%，升

幅較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長 1.4%持續提升。 

－ 2016 年首三季度，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盈利為人民幣 15.88 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80.6% ，但比去年下半年剔除鐵塔出售收益後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虧損約人民幣 33.63

億元已有明顯改善。 

－ 未來本集團將狠抓聚焦戰略落地，創新合作發展，全力推進業績逐步反轉。 

為便於股東、投資者和公眾人士進一步清楚瞭解本集團的運營狀況，中國聯合網絡通信(香港)

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各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宣佈

本集團 2016 年首三季度未經審核的若干主要財務及運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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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數據（摘自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的會計賬目）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 9 月 30 日止九個月期間 

 2016 年  2015 年 

移動業務服務收入 109,638  109,517  

固網業務服務收入 71,908  69,203  

其他服務收入 1,206  1,031  

服務收入合計 182,752  179,751  

銷售通信產品收入 24,387  32,162  

收入合計 207,139  211,913  

網間結算成本 (9,580)  (9,889) 

折舊及攤銷 (57,417)  (58,013) 

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 (38,626)  (29,261) 

僱員薪酬及福利開支 (27,825)  (26,654) 

銷售通信產品成本 (27,032)  (33,538) 

其他經營費用 (42,327)  (38,322) 

財務費用 (3,782)  (5,785) 

利息收入 728  237  

應佔聯營公司淨虧損 (65)  (868) 

應佔合營公司淨盈利/(虧損) 108  (18) 

淨其他收入 778  757 

稅前利潤 2,099  10,559  

所得稅 (510)  (2,378) 

本期盈利 1,589  8,181  

應佔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1,588  8,181  

 非控制性權益 1  - 

    

 

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 

 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 

總資産 595,301  610,346  

總負債 366,549  379,130  

總權益 228,752  23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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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數據 

 於 2016 年 9 月 30 日/ 

由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期間  

 於 2015 年 9 月 30 日/ 

由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期間 

移動出賬用戶數（百萬戶） 262.074  254.116 

其中： 4G 用戶數（百萬戶） 88.906  32.552 

移動出賬用戶淨增數（百萬戶） 9.757  (12.463) 

其中： 4G 用戶淨增數（百萬戶） 44.750  30.444 

手機上網總流量(億 MB) 9,987.8  4,749.5 

移動語音通話總分鐘數（億分鐘） 6,391.9  6,684.0 

固網寬帶用戶數（百萬戶） 75.050  71.692 

固網寬帶用戶淨增數（百萬戶） 2.720  2.902 

固網本地電話用戶數（百萬戶） 69.027  76.522 

固網本地電話用戶淨增數（百萬戶） (4.831)  (5.534) 

 
 

2016年首三季度，本集團全力搶補基礎短板，公司經營開始向好。移動業務扭轉經營困局已
初見成效，期內移動出賬用戶達到2.62074億戶，較去年底淨增975.7萬戶，移動出賬用戶
ARPU為人民幣47.0元，較去年全年平均略有上升；其中4G用戶達到8,890.6萬戶，較去年底淨
增4,475.0萬戶，單九月份4G用戶淨增達到605.4萬戶。4G用戶ARPU為人民幣79.3元。移動服務

收入止跌轉增，達到人民幣1,096.38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0.1%，較今年上半年同比下降0.6%
持續改善。 

 

2016年首三季度，整體固網業務保持良好發展，IDC、ICT、增值及綜合信息服務等增長型業
務繼續顯示良好的增長勢頭，有效抵銷了固網語音業務流失的影響。面對競爭對手在固網寬
帶業務領域的激烈競爭，本集團積極鞏固和提升寬帶業務「品質+服務」差異化競爭優勢。固
網寬帶用戶數達到7,505.0萬戶，較去年底淨增272.0萬戶，但固網寬帶接入ARPU較去年全年平
均有所下降。固網業務服務收入為人民幣719.08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3.9%。整體服務收入為
人民幣1,827.52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7%，升幅較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長1.4%持續提升。 

 

2016年首三季度，本集團適度加大成本投入，努力推動業績逐步反轉。期內銷售費用為人民
幣254.34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4.3%。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較去年同期上升32.0%，主要由
於鐵塔使用費用增加及能源、物業租金等成本投入加大。期內折舊及攤銷費用較去年同期減

少了1.0%，主要得益於去年10月底存量鐵塔資產出售所帶來的折舊節省，有效抵銷了網絡規
模擴大所導致的折舊增加。期內EBITDA為人民幣617.49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16.8%，
EBITDA佔服務收入比為33.8%。2016年首三季度，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盈利為人民幣15.88
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80.6%，但較去年下半年剔除鐵塔出售收益後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虧
損約人民幣33.63億元已有明顯改善。 

 

未來本集團將保持戰略定力，狠抓聚焦戰略落地，創新合作發展，加快提升能力，全力推進
業績逐步反轉。本集團將秉承工匠精神全力打造匠心網絡，移動網絡在重點區域加快形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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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優勢，固定寬帶網絡穩步實現光纖化，全面提升服務支撐保障能力；腳踏實地打好良性經

營基礎，加快4G發展驅動移動業務增長，以高品質應用提升寬帶產品價值，以重點領域創新
業務規模拓展，打造增長新動力；加快合作項目轉化、拓展合作廣度深度、擴大社會合作，
深入推進合作取得實效；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強企業文化建設，激發企業活力；深化提質
增效，提升企業精細化管理水平，持續提升股東價值。 

 

 

謹慎性陳述 

董事會謹此提醒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上述財務和業務數據乃按本集團內部數據及管理賬目

作出，此等數據並未有經過核數師的審閱或審核。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應小心以免不恰當地

依賴該等數據。本公司同時籲請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小心謹慎。 

 

承董事會命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翁順來 

公司秘書 

 

香港，2016 年 10 月 21 日 

 

 

本公告中所包含的某些陳述可能被視為美國 1933 年證券法（修訂案）第 27 條 A 款和美國
1934 年證券交易法（修訂案）第 21 條 E 款所界定的“預測性陳述”。這些預測性陳述涉及
已知和未知的風險、不確定性及其他因素，可能導致本公司的實際表現、財務狀況和經營
業績與預測性陳述中所暗示的將來表現、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有重大出入。此外，我們將
不會更新這些預測性陳述。關於上述風險、不確定性和其他因素的詳細資料，請參見本公
司最近報送美國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美國證管會”）的 20-F 表年報和本公司呈報美國
證管會的其他文件。 

於本公佈之日，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行董事：     王曉初、陸益民、李福申及張鈞安 

非執行董事：   Cesareo Alierta Izuel 

獨立非執行董事：  張永霖、黃偉明、鍾瑞明及羅范椒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