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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之中期業績公佈

要點

— 經營收入為人民幣1,938.03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7%；其中服務
收入為人民幣1,871.10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2.5%

— EBITDA為人民幣 631.54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0.2%

—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139.49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0.3%，
每股基本淨利潤為人民幣0.172元

— 規模價值拓展5G，5G套餐用戶達到3,784萬戶，移動用戶ARPU較去
年下半年企穩回升

— 智慧家庭佈局成效顯現，寬帶接入ARPU較去年下半年增長4.6%，
寬帶綜合ARPU顯著回升

— 搶佔數字經濟新風口，產業數字化 1收入為人民幣429億元，全網雲 2

收入約為人民幣67億元，收入規模業界領先

— 推進雲化改革，佈局數字化轉型，推動企業高質、高效的可持續健
康發展

1 產業數字化包括 IDC、行業雲、組網專線、物聯網、互聯網金融業務、集成等信息
化業務。

2 全網雲包括行業雲、家庭雲及與雲直接相關的接入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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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報告書

尊敬的各位股東：

2020年上半年，公司積極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疫情」），主動迎接
科技融合創新，把握數字經濟加速發展的寶貴機遇，發揮新型基礎設施
資源優勢，以客戶為中心，拓展5G和雲等綜合信息服務，深入推進雲化
改革，打造數字化平台，佈局數字化轉型，加快轉換發展動能，全面提質
增效，推動高質量發展，經營業績保持堅實，在綜合智能信息服務的新
征程上不斷邁出堅實步伐。

總體業績

2020年上半年，公司經營收入為人民幣1,938億元，同比增長1.7%，服務
收入 3為人民幣 1,871億元，同比增長 2.5%。其中，移動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905億元，同比增長2.5%，增幅繼續保持行業領先；固網服務收入為人民
幣966億元，同比增長2.4%。EBITDA4為人民幣632億元，同比下降0.2%。淨
利潤 5為人民幣 139億元，同比增長 0.3%，每股基本淨利潤為人民幣 0.172

元。資本開支為人民幣431億元，自由現金流 6為人民幣 95億元。

3 服務收入計算方法為經營收入減去移動商品銷售收入、固網商品銷售收入和其他
非服務收入。

4 EBITDA計算方法為經營收入減去經營費用加上折舊及攤銷。
5 淨利潤為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6 自由現金流的計算方法為EBITDA扣減資本支出、所得稅和不含土地的使用權資

產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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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在充分考慮股東回報、公司盈利情況、現金流水平及未來發展資
金需求後，決定不派發中期股息。董事會相信，公司將持續努力為股東
創造良好價值，董事會將積極考慮股東回報需求，綜合審視年度股息派
發方案並向股東大會提出建議。

業務發展

2020年上半年，突發的疫情對公司經營發展帶來影響和挑戰，同時也催
生了社會信息化新需求。公司積極應對壓力，充分把握生產生活的網絡
化、智能化和數字化趨勢，加快5G規模商用，拓展綜合信息服務，努力推
動規模效益發展，經營業績逐月向好，以客戶為中心的價值經營體系成
效顯露。

5G引領規模拓展，用戶價值企穩回升。公司發揮網絡共建共享成效，迅速
在超過50個重點城市實現5G網絡連續覆蓋，率先實現業界領先的5G商用
網速，聚焦AR/VR、雲游戲、超高清等應用，廣泛開展創新合作，引入超過
千部超高清、VR影視內容，上線數百部雲游戲，推出「天翼雲AR」產品，
打造「雲賞中國」等眾多VR直播內容，持續推廣「5G+權益+應用」的5G會員
服務模式，牽引 4G用戶升級，促進個人客戶價值提升，5G業務贏得良好
開局，移動業務市場地位進一步鞏固提升。

上半年，公司移動用戶達到3.43億戶，淨增790萬戶，5G套餐用戶達到3,784

萬戶，天翼超高清、雲游戲、雲VR等5G應用用戶快速增長，5G業務持續
拉動移動用戶價值增長，移動用戶ARPU較去年下半年實現企穩回升，同
比降幅逐步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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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家庭佈局成效顯現，寬帶業務價值重塑。公司把握在線教育、遠程
辦公、視頻娛樂等對於家庭信息化的需求升級，以5G+光寬+WiFi6再度提
升家庭千兆接入服務，加快智慧家庭產品服務體系的滲透，構建高品質
千兆接入叠加智家應用的綜合競爭力，驅動寬帶業務與智慧家庭形成融
合互促。

上半年，公司寬帶用戶達到 1.54億戶，有線寬帶接入收入達到人民幣353

億元，同比增長0.5%，扭轉下滑趨勢。天翼高清用戶達到1.14億戶，收入
為人民幣42億元，同比增長16.9%，智家應用及服務 7收入達到人民幣12億
元，同比增長131%，其中全屋WiFi用戶達到2,500萬戶，收入約人民幣8億
元，家庭雲和天翼看家收入分別同比增長約1.5倍和6.5倍。智慧家庭市場
的快速拓展，有效促進了寬帶業務價值重塑，上半年寬帶接入ARPU為人
民幣38.3元，較去年下半年增長4.6%，同比降幅顯著收窄，寬帶綜合ARPU8

達到人民幣44.2元，較去年下半年提升8.1%，回升至去年同期水平，智慧
家庭價值貢獻顯著提升。

新興技術加速融合創新，產業數字化拓展新空間。公司緊抓經濟社會數
字化轉型趨勢，聚焦數字政府、智慧城市、衛健行業、工業互聯網等細分
市場，加速5G、雲、大數據、物聯網和AI等新興信息技術的融合創新，發
揮雲網融合獨特優勢，構建數字化平台，擴大生態合作，加大雲網產品的

7 智家應用及服務包括全屋WiFi、家庭雲等業務。
8 寬帶綜合ARPU的計算方式為寬帶接入、天翼高清和智家應用及服務的月均收入

合計除以平均寬帶用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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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和運營，加快 5G行業應用在各個領域的成熟落地。公司助力數字政
府建設、賦能智慧城市，構建「1+2」智慧城市數字平台，研發「物雲融合」
產品，構建數字孿生智慧園區標準範式，打造智慧社區、智慧消防、智慧
工地、城市管網等數字化標桿示範項目；拓展5G+工業互聯網領域，積累
超過300多個應用場景，基於5G「超級上行」9、邊緣雲、物聯網和人工智能
技術，打造視頻檢測與控制雲平台、無人載重運輸、智能生產車間、信息
化智慧園區等一系列智能製造標桿行業應用。產業數字化領域市場拓展
能力顯著增強。

上半年，公司產業數字化收入為人民幣429億元，收入規模業界領先，同
比增長 5.1%，其中 IDC收入為人民幣145億元，同比增長11.9%，行業雲收
入為人民幣47億元，同比增長30.4%，組網專線收入為人民幣102億元，同
比增長 4.6%；物聯網收入為人民幣13億元，同比增長 15.5%，互聯網金融
收入為人民幣7億元，同比增長7.5%。

持續雲化改革，佈局數字化轉型，推動高質量發展

當前，雲網融合與新型基礎設施已成為數字經濟加速發展的重要基石。
上半年，公司全面推進雲網融合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深化機制體制創
新，積極開放合作，推動數字化轉型，加快打造新動能，為高質量發展儲
能蓄勢。

9 5G「超級上行」(UL Tx switching)由中國電信主導制定，於 2020年7月3日由 3GPP納入
5G R16全球統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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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雲網融合「新基建」，搶佔數字經濟新風口。公司加快推進「網是基
礎、雲為核心、網隨雲動、雲網一體」雲網融合戰略，持續構建天翼雲資
源、技術、生態、應用、安全、賦能的能力體系。

在基礎網絡方面，公司持續與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開展5G網絡共
建共享，上半年投資人民幣202億元，建成開通5G基站約8萬站，在用5G

基站接近21萬站，快速建立網絡覆蓋能力，有效降低網絡建設和運營成
本，200兆頻寬實現2.7Gbps峰值下行速率，5G速率客戶體驗領先。公司將
5G SA作為雲網融合的最佳實踐方式，持續強化技術能力創新，2019年在
深圳實現全球首發SA商用網絡能力基礎上，加快建設全國範圍的SA商用
網基礎。加快政企客戶高質量專線承載網絡（OTN）、CN2-DCI精品承載網
絡和天翼雲SD-WAN智能網絡建設，建成覆蓋全國的ROADM骨幹網絡，
實現網絡資源統一調度，進一步鞏固了領先的網絡優勢。

在雲資源方面，公司加快「2+4+31+X」的雲和 IDC一體化佈局，打造差異化
的競爭優勢。公司在內蒙古和貴州部署超大規模 IDC園區，滿足全國性大
型客戶需求；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川渝陝四個國內經濟最發達區
域，圍繞核心城市規模部署IDC，輻射周邊區域；在全國31省的重點城市，
整合省級雲資源池，滿足屬地化業務需求；在網絡邊緣，依托近6萬個機
樓和綜合接入局所資源，構建海量邊緣節點，發揮5G MEC技術特性，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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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工業互聯網、自動駕駛等應用場景的毫秒級低時延需求。目前，公司
IDC資源在國內數量最多、分佈最廣，總數超過600個，機架數量超過38萬
個，其中80%的機架部署於四個經濟發達區域，60%機架集中於超大型、
大型數據中心 10，流量導向突出、集約優勢顯著，全國平均機架利用率為
70%，高於行業平均、具備拓展空間。未來，公司將繼續加快在京津冀、
長三角、粵港澳、川渝陝的大型數據中心建設，發揮運營商獨具的互聯網
接入能力、豐富的產品體系、安全可靠的服務保障、雄厚的客戶資源，持
續鞏固 IDC領先優勢。

在雲應用方面，公司加快天翼雲核心技術的成果轉化，打造雲桌面、大
視頻、大數據和AI、IT PaaS、混合雲等數字化平台，聚焦企業上雲的典型
場景，聯合國內外應用頭部夥伴搭建產品和解決方案生態，針對政務、
醫療、教育、中小企業、金融行業、工業企業、智慧城市等行業，推出系
列雲應用和服務。啟動新一代雲網運營系統建設，實現「雲調網」帶寬自
助隨選和業務快速開通能力。今年7月，公司天翼雲榮獲「2020可信雲大
會」雲管和雲網類、基礎雲服務、工業行業服務等三項最佳實踐獎，智能
5G道橋管養系統、影視雲平台、智慧醫院雲服務、金融安防專屬雲、杭汽
輪混合雲項目獲選「十佳上雲」優秀案例。天翼雲服務現已遍及個人、家
庭和政企客戶，上半年全網雲 10業務保持快速增長，收入約為人民幣67億
元，規模進一步提升。

10 根據工信部對數據中心規模界定，超大型數據中心是指規模大於或等於10,000個標
準機架的數據中心；大型數據中心指規模大於或等於3,000個標準機架，小於10,000

個標準機架的數據中心。



– 8 –

深化機制體制改革，加強科技自主創新，繁榮產業生態合作。公司以客戶
需求為導向，啟動政企領域體系改革，針對衛健、數字政府、智慧城市、
工業互聯網、金融、中小企業、雲商合作 IDC、教育、交通物流等細分行
業，建立總部、省、市公司三級縱向一體化政企客戶信息服務事業群。突
破內部組織邊界，強化跨領域能力協同，增強雲化、平台化解決方案的
研發創新，引入市場化的考核激勵機制。

公司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推進研發體系扁平化改革，在新基建領域持續
取得關鍵技術突破，牽頭制定並在全球發佈《5G SA部署指南》，豐富和繁
榮5G SA生態環境；在3GPP R16標準中，主導完成10項技術標準制定，引領
完成 5G「超級上行」核心標準，成為5G R16標準的關鍵特性之一；在3GPP 

RAN，主導立項數位列全球運營商之首。自主研發輕量級UPF產品，高效
對接5G核心網，實現5G輕量化、低成本和靈活性部署，推動5G對於垂直
行業的賦能。加強天翼雲的自研能力，在基礎、平台和「雲+AI/5G/超高清」
的融合方面掌握一批核心技術，構建出天翼雲豐富的數字化平台與產品。

公司打造雲網一體的數字化平台，匯聚連接、雲、安全、支付、視頻、大
數據、AI等能力，賦能外部生態和客戶夥伴，構建產業鏈貫通和跨行業融
合的數字化生態體系。擴大生態合作，引入外部資本，互聯網金融公司與
銀聯雲閃付啟動全面戰略合作，實現條碼支付互聯互通，用戶、渠道和商
戶資源互通，啟動混合所有制改革第二輪戰略引資。聚焦5G內容、雲、智
家、安全、垂直行業等重點領域，加大與頭部企業的生態合作佈局，探索
建立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充分激發員工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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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數字化轉型，增強企業運營效率。公司發揮數字化平台的能力匯聚
效能，在對外賦能的同時，賦能內部管理和運營，拓展大數據和AI在營
銷、投資、運維、管理和服務等環節中應用，驅動智慧運營，促進提質增
效。

加快發展模式轉變，深化價值經營，提升全渠道運營能力，構建以客戶
為中心的線上線下數字化、一體化渠道體系，智能分析目標用戶個性化
需求，提升產品服務質量、推廣信息應用，持續壓降渠道費用、固網終端
等成本，有效提升市場拓展效能。公司的公眾客戶、手機上網、移動話音
滿意度均保持行業第一，客戶綜合滿意度繼續保持行業領先。

強化網絡精準投資與運營，通過關聯分析海量數據，準確規劃 5G基站建
設，動態擴容 4G基站，提升FTTH光端口利用率，借助AI技術開展移動基
站、IDC機房節能試點，持續推進能耗劃小，爭取國家電費優惠政策，加
強基站共站建設，提升鐵塔共享率，推進老舊設備退網，多措並舉強化
電費、鐵塔租金和修理費等成本管控；推進精細化價值管理，合理管控
項目賬期和盈利水平，盤活存量股權投資，提升股權投資收益，全面增
強資源投入產出效率。

公司治理和社會責任

高水準治理屢獲殊榮。公司堅持優良、穩健、有效的企業治理理念，始終
保持高水平的公司治理，不斷完善公司治理手段、規範公司運作，健全
內控制度，實施完善的治理和披露措施，確保企業運營符合本公司及其
股東的長期利益。在公司治理方面，我們的持續努力和出色表現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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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市場的廣泛認可和高度肯定，連續十年獲《Institutional Investor》評選為
「亞洲最受尊崇企業」，並獲得亞洲電信業最佳環境、社會、管治及最佳
投資者關係計劃兩個獎項第二名；在《FinanceAsia》舉辦的「2020年度亞洲
最佳管理公司評選」中，榮獲「亞洲最佳電信公司」第一名，「中國最佳環
境治理」、「中國最致力於社會事務」、「中國最佳投資者關係」三個獎項第
二名，以及「中國最佳企業管治」第三名；第十三次在《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舉辦的「亞洲最佳企業管治」評選中獲得「亞洲最佳公司－企業管治
典範」殊榮。

助力疫情防控，保障經濟社會發展，全面踐行企業社會責任。今年年初，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突發，公司全力做好通信和防疫應急保障工作，
為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快速開通5G服務，通過4K超高清5G雲直播醫院建
設，「雲監工」直播累計訪問量超過3億人次，並發直播訪問峰值超2,000萬
人，圓滿完成武漢醫院與其他省市醫院的視頻連線、遠程會診等重要保
障任務；開展「暖春行動」，發揮雲網融合優勢，推廣中小企業上雲、天翼
雲會議、教育上雲、醫院上雲等多項綜合信息服務，針對中小企業客戶開
展信息化服務專項扶持，幫扶中小微和個體工商戶減輕經營負擔，面向
渠道代理商等合作夥伴進行房租減免和業務扶持，支撐疫情防控和復工
復產；及時推出公益短信、來電名片、業務快速開通等20餘項服務舉措，
並在疫情防控期間，向醫衛人員免費提供多項綜合信息服務；加強員工
關愛，保護員工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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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當前國家經濟社會正在加快數字化轉型，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增長動力
加速轉換，通信行業現正處於新的歷史起點，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與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的融合創新，不斷催生出新的業態，以5G、數據中
心等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關鍵基石，將為我們創
造出巨大的縱深發展機遇。

公司將秉持新發展理念，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營發展，把握經濟社會
數字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的新趨勢，積極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助力網絡強國，維護網信安全，加快企業雲化改革與數字化轉型，強化
雲網融合優勢、構建數字化平台能力，加大科技創新力度，繁榮生態合
作，持續增強發展動力和活力，推動企業實現更高質量和效率的可持續
健康發展，加快向綜合智能信息服務運營商邁進，不斷為股東創造新的
價值。

最後，本人借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對全體股東和廣大客戶一直以來所給予
的支持、對全體員工的努力付出致以衷心感謝，同時歡迎李正茂先生、
邵廣祿先生加入我們的董事團隊！

柯瑞文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中國北京

2020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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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績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未經審核的綜合業績。此
未經審核的綜合業績是節錄自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中所載的未
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表。

合併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除每股數字外，以百萬元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經營收入 4 193,803 190,488

經營費用
折舊及攤銷 (44,176) (43,343)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57,698) (50,780)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25,997) (29,216)

人工成本 (35,512) (33,316)

其他經營費用 (11,442) (13,889)
  

經營費用合計 (174,825) (170,544)
  

經營收益 18,978 19,944

財務成本淨額 5 (1,572) (2,057)

投資收益 53 26

應佔聯營公司的收益 787 605
  

稅前利潤 18,246 18,518

所得稅 6 (4,175) (4,493)
  

本期利潤 14,071 1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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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 人民幣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
後續不能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投資的
公允價值變動 (141) 221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投資的
公允價值變動的遞延稅項 36 (55)

  

(105) 166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中國大陸境外附屬公司財務
報表的匯兌差額 88 19

應佔聯營公司的其他綜合收益 (4) (2)
  

84 17
  

稅後的本期其他綜合收益 (21) 183
  

本期綜合收益合計 14,050 1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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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股東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13,949 13,909

非控制性權益股東應佔利潤 122 116
  

本期利潤 14,071 14,025
  

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13,928 14,092

非控制性權益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122 116
  

本期綜合收益合計 14,050 14,208
  

每股基本淨利潤 7 0.17 0.17
  

股數（百萬股） 7 80,932 8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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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 2020年6月30日
（以百萬元列示）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淨額 395,246 410,008
在建工程 78,066 59,206
使用權資產 57,980 61,549
商譽 29,923 29,923
無形資產 15,933 16,349
所擁有聯營公司的權益 39,428 39,192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的金融資產 40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
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 1,317 1,458

遞延稅項資產 9 8,137 7,577
其他資產 4,484 4,687

  

非流動資產合計 630,554 629,949
  

流動資產
存貨 3,061 2,880
應收所得稅 1,025 1,662
應收賬款淨額 10 32,502 21,489
合同資產 794 474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21,548 22,219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的金融資產 – 39

短期銀行存款 2,580 3,62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943 20,791

  

流動資產合計 83,453 73,182
  

資產合計 714,007 70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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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短期貸款 12,012 42,527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貸款 3,936 4,444
應付賬款 11 122,439 102,616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67,381 48,516
合同負債 51,455 54,388
應付所得稅 296 243
一年內到期的租賃負債 11,703 11,569
一年內攤銷的遞延收入 314 358

  

流動負債合計 269,536 264,661
  

淨流動負債 (186,083) (191,479)
  

資產合計扣除流動負債 444,471 438,470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貸款 33,649 32,051
租賃負債 27,107 30,577
遞延收入 978 1,097
遞延稅項負債 9 22,322 19,078
其他非流動負債 593 627

  

非流動負債合計 84,649 83,430
  

負債合計 354,185 348,091
  

權益
股本 80,932 80,932
儲備 276,238 271,578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合計 357,170 352,510
非控制性權益 2,652 2,530

  

權益合計 359,822 355,040
  

負債及權益合計 714,007 70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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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表是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 34號》—「中
期財務報告」編製，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披
露要求。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八日獲董事會授權簽發的中期財務報表反映本集團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未經審核的財務狀況及本集團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
間的未經審核的經營業績和現金流量，但這並不一定預示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預期的經營業績及現金流量。

本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本中期財務報表亦由
本公司的國際獨立核數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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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審閱」進行了審閱。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中期財務報表是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的，但某些金融工具是以公允價值計
量。

除了因採用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所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外，本集團在編製
本中期財務報表時已貫徹採用編製二零一九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
及計量方法。

採用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在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於本期間強制生效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發佈的經修
訂的財務報告概念框架的引用及下列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和第8號》（修訂）—「重要性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業務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及《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修訂）—「利率基準改革」

此外，本集團提前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租
金減讓」。

除下文所述外，本期採用經修訂的財務報告概念框架的引用以及上述經修訂的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中期財務報表沒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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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租金減讓」
導致的會計政策變更及影響

會計政策

租賃

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租金減讓

對於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發的與租賃合同相關的租金減讓，同時滿足下列條件
的，本集團選擇採用實務變通，不評估是否發生租賃修改：

• 租賃付款額的變動導致修改後的租賃對價與付款額變動前的租賃對價相比基
本相等或有所減少；

• 租賃付款額的減少僅影響原定在2021年6月30日或之前到期應付的付款額；及

• 租賃的其他條款和條件無實質變化。

採用實務變通後，本集團對因租金減讓而導致的租賃付款額變動，採用與《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下租賃付款額變動並非租賃修改時相同的方式進行
會計處理。租賃付款額的免除或減免作為可變租賃付款額進行記錄。在減讓事項
發生的期間內，對相關租賃負債進行調整以反映免除或減免的金額，並將相應調
整計入損益。

過渡和影響匯總

本集團於本中期提前採用該修訂。採用該修訂對2020年1月1日的期初儲備沒有影
響。本集團在本中期的損益中確認的因租金減讓導致的租賃付款額變動的金額就
本中期財務報表而言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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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經營分部是一家企業的組成部份，該部份從事的經營活動能產生收入及發生費
用，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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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為基礎進行辨別。在所列示期間內，由於本集團以融合方式經營通信業務，因此
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只有一個經營分部。本集團位於中國大陸境外的資產及由中國
大陸境外的活動所產生的經營收入均少於本集團資產及經營收入的百分之十。由
於金額不重大，所以本集團沒有列示地區資料。本集團沒有從任何單一客戶取得
的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的百分之十或以上。

4 經營收入

收入的分解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商品或服務的類型

客戶合同收入
語音 (i) 20,803 23,529

互聯網 (ii) 103,215 98,895

信息及應用服務 (iii) 49,266 46,759

通信網絡資源及設施服務 (iv) 11,424 10,937

商品銷售及其他 (v) 6,881 8,668
  

小計 191,589 188,788

其他來源收入 (vi) 2,214 1,700
  

經營收入合計 193,803 190,488
  

收入確認的時間
在某一時點確認 5,329 7,166

在一段時間內確認 188,474 183,322
  

經營收入合計 193,803 190,488
  

附註：

(i) 指向用戶收取的電話服務的通話費、裝移機收入及網間結算收入的合計金額。

(ii) 指向用戶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而取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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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主要指向用戶提供互聯網數據中心、系統集成服務、天翼高清、來電顯示及短
信等服務而取得的收入的合計金額。

(iv) 指向其他國內電信運營商和企業用戶提供通信網絡資源及設施服務而取得的
收入。

(v) 主要包括銷售、維修及維護電信設備而取得的收入以及移動轉售業務收入。

(vi) 主要指出租物業收入及其他收入。

5 財務成本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的利息支出 1,162 1,514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745 804

減：資本化的利息支出* (59) (72)
  

淨利息支出 1,848 2,246

利息收入 (280) (210)

匯兌虧損 525 310

匯兌收益 (521) (289)
  

1,572 2,057
  

* 在建工程利息資本化適用的年利率 3.5%–4.4% 3.5%–4.4%
  

6 所得稅

損益中的所得稅包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計提的中國所得稅準備 1,367 1,941

計提的其他稅務管轄區所得稅準備 88 55

遞延稅項 2,720 2,497
  

4,175 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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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稅務支出與實際稅務支出的調節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稅前利潤 18,246 18,518
  

按法定稅率 25%計算的預計所得稅支出 (i) 4,562 4,630

中國大陸境內附屬公司及分公司收益的
稅率差別 (i) (279) (133)

其他附屬公司收益的稅率差別 (ii) (37) (55)

不可抵扣的支出 (iii) 273 446

非應課稅收入 (iv) (205) (141)

其他 (v) (139) (254)
  

實際所得稅費用 4,175 4,493
  

附註：

(i) 除部份附屬公司及分公司主要是按 15%優惠稅率計算所得稅外，本公司及其
於中國大陸境內的附屬公司及分公司根據中國大陸境內有關所得稅法律和法
規按應課稅所得額的25%法定稅率計提中國所得稅準備。

(ii) 本公司於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其他國家的附屬公司以其
各自稅務管轄區的應課稅所得額及介乎於8%至35%的稅率計提所得稅準備。

(iii) 不可抵扣的支出是指超出法定可抵稅限額的各項支出。

(iv) 非應課稅收入是指不需要繳納所得稅的各項收入。

(v) 其他主要包括結算以前年度所得稅匯算清繳差異以及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其
他稅務優惠。

7 每股基本淨利潤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每股基本淨利潤分
別是按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 139.49億元及人民幣 139.09億元除以發行股數
80,932,368,321股計算。

攤薄之每股淨利潤並未列示，因於列示的各年度內並沒有潛在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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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根據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114441元（相當於港幣0.125元），合計
人民幣92.62億元已獲宣派，已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一日派發。

根據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期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109851元（相當於港幣0.125元），合計
人民幣88.91億元已獲宣派，已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派發。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中期股息。

9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

已在合併財務狀況表確認的遞延稅項資產及遞延稅項負債的組成部份和變動如
下：

資產 負債 淨額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準備及主要為信用損失的
減值損失 2,321 1,953 – – 2,321 1,953

物業、廠房及設備等 5,087 4,862 (22,117) (18,831) (17,030) (13,969)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718 744 – – 718 744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11 18 (7) (13) 4 5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 – – (198) (234) (198) (234)

      

8,137 7,577 (22,322) (19,078) (14,185) (11,501)
      

2020年1月 在合併綜合 2020年6月
1日餘額 收益表確認 30日餘額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準備及主要為信用損失的減值損失 1,953 368 2,321
物業、廠房及設備等 (13,969) (3,061) (17,030)
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744 (26) 718
遞延收入及裝移機成本 5 (1) 4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 (234) 36 (198)

   

(11,501) (2,684) (1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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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淨額

應收賬款淨額分析如下：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第三方 36,197 24,438

中國電信集團 (i) 1,730 1,188

中國鐵塔 (ii) 7 5

其他中國電信運營商 950 550
  

38,884 26,181

減：信用損失準備 (6,382) (4,692)
  

32,502 21,489
  

附註：

(i) 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除外）簡稱為「中國電信集團」。

(ii) 本公司的聯營公司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為「中國鐵塔」。

按賬單日計算的應收電話及互聯網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9,393 7,545

一至三個月 2,759 1,777

四至十二個月 2,164 1,822

超過十二個月 1,810 1,002
  

16,126 12,146

減：信用損失準備 (4,030) (2,803)
  

12,096 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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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提供服務日計算的應收其他電信運營商和企業用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7,685 4,701

一至三個月 5,797 2,964

四至十二個月 5,461 3,768

超過十二個月 3,815 2,602
  

22,758 14,035

減：信用損失準備 (2,352) (1,889)
  

20,406 12,146
  

11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分析如下：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第三方 95,704 78,123

中國電信集團 19,494 19,531

中國鐵塔 6,628 4,312

其他中國電信運營商 613 650
  

122,439 102,616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及中國鐵塔款項按照與第三方交易條款相似的合約條款償還。

按到期日計算的應付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付款 16,465 17,546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內到期 21,560 17,273

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內到期 46,108 33,237

六個月以上到期 38,306 34,560
  

122,439 10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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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和監事在本公司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的權益和淡倉

於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各位董事及監事在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份）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
權證中概無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在存置之權益
登記冊中記錄、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的規定需要通知本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權益或淡倉。

於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未授予本公司董事、監事或其配偶或其任何未
成年子女（親生或收養）或代該等子女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股
份或債權證的任何權利，且以上各人亦未行使認購上述股份或債權證的
任何權利。

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自2019年年報日期以後的變動

本公司第六屆董事會董事任期於2020年5月26日召開的2019年度股東週年
大會（「2019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屆滿。柯瑞文先生、李正茂先生、邵廣祿
先生、陳忠岳先生、劉桂清先生、朱敏女士、王國權先生、陳勝光先生、
謝孝衍先生、徐二明先生、王學明女士及楊志威先生經 2019年度股東週
年大會選舉擔任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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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第六屆監事會監事任期於 2019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屆滿。隋以勛先
生、徐世光先生及尤敏強先生經2019年度股東週年大會選舉擔任本公司
第七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同時，張建斌先生及戴斌先生已由本公司
職工民主選舉為本公司第七屆監事會職工代表監事。第六屆監事會職工
代表監事楊建青先生及股東代表監事葉忠先生因年齡原因於2019年度股
東週年大會任期屆滿後退任本公司監事。

自本公司2019年年報日期之日起本公司董事和監事之個人簡歷資料變更
詳情如下：

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執行副總裁王國權先生不再擔任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市之號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職工代表監事張建斌先生現
任本公司法律部（合規管理部）副總經理，不再擔任本公司企業戰略部（法
律部）副總經理。

除上述外，本公司董事或監事並無其他資料需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 

(1)條 作 出 披 露。各 董 事、監 事 和 高 級 管 理 人 員 簡 歷 可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www.chinatelecom-h.com )瀏覽。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人員及本公司的國際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
計師行共同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已就本集團的風險管
理、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期間的中期報告）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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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高度重視企業管治。我們持續推動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的健全，加
強信息披露，提高公司透明度，不斷發展企業管治實務，最大程度地維
護股東利益。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公司董事長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
由同一人擔任。本公司認為，通過董事會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監督，以
及公司內部有效的制衡機制的制約，由同一人兼任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
的安排可以提高公司決策及執行效率、有效抓住商機，而且國際上很多
領先企業均採取了類似的做法。

除上述以外，本公司在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列的守則條文。

董事和監事遵守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了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以規範董事和監事的
證券交易。經向董事和監事作出書面查詢確認，本公司董事和監事已確
認在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間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有關進行證券
交易的標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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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報告

截至 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報告將於稍後時間發送予股東
並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網頁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的網站
(www.chinatelecom-h.com )上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柯瑞文

中國北京，2020年8月18日

預測性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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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規定的「預測性陳
述」。這些預測性陳述涉及已知和未知的風險、不確定性以及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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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美國證交會」）的20-F表年
報和本公司呈報美國證交會的其他文件。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柯瑞文（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李正茂（總裁兼首席運營官）；邵廣祿；陳忠岳、劉桂清、朱敏（財務總監）、
王國權（皆為執行副總裁）；陳勝光（非執行董事）；謝孝衍、徐二明、王學明、
楊志威（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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