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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重點

20156

（重列）
20166

（重列）
2017

    

經營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331,517 352,534 366,229    

EBITDA1（人民幣百萬元） 94,113 95,162 102,171    

EBITDA率2 32.1% 30.7% 30.9%    

淨利潤3（人民幣百萬元） 20,058 18,018 18,617    

資本開支（人民幣百萬元） 109,094 96,817 88,712    

自由現金流4（人民幣百萬元） (21,533) (7,648) 7,267    

債務權益比5 38.4% 35.7% 32.0%    

每股淨利潤（人民幣元） 0.2478 0.2226 0.2300    

每股股息（港元） 0.095 0.105 0.115
    

1 EBITDA計算方法為經營收入減去經營費用加上折舊及攤銷。
2 EBITDA率計算方法為EBITDA除以服務收入。
3 淨利潤為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4 自由現金流的計算方法為EBITDA扣減資本支出和所得稅。
5 權益為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6 以前年度的部份數字因收購衛星通信業務及陝西中和恒泰保險代理有限公司而相應追溯調整並重列。詳情請參閱

列載於本年報內經審核的合併財務報表附註1。

如需要更多資料，
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chinatelecom-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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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1 

（人民幣百萬元）

每股股息
（港元）

經營收入
（人民幣百萬元）

淨利潤 3

（人民幣百萬元）

366,229

18,617

102,171

0.115

0.095

0.105

331,517
352,534

18,018

20,058

94,113

9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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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2015年、2016年、2017年主要經營數據：

單位 2015 2016 2017

2017年較
2016年的
變化率

      

移動用戶數 百萬戶 197.90 215.00 249.96 16.3%      

其中：4G用戶數 百萬戶 58.46 121.87 182.04 49.4%      

移動語音通話總分鐘數 十億分鐘 667.5 720.6 769.2 6.7%      

手機上網總流量 kTB 554.7 1,277.0 3,597.0 181.7%      

4G用戶月均流量(DOU) MB╱月╱戶 751 1,029 2,012 95.5%      

有線寬帶用戶數 百萬戶 113.06 123.12 133.53 8.5%      

其中：光纖寬帶(FTTH)用戶數 百萬戶 70.99 105.99 126.17 19.0%      

天翼高清用戶數 百萬戶 40.38 61.33 85.76 39.8%      

物聯網連接數 百萬個 0.98 14.19 44.30 212.2%      

翼支付月均活躍用戶數 百萬戶 3.51 16.21 33.00 103.6%      

固定電話用戶數 百萬戶 134.32 126.86 121.80 -4.0%      

固定電話本地語音通信總次數 十億次 110.9 93.4 75.1 -19.6%
      

世界
互聯網
大會

世界互聯網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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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公司加快推進網絡智能化、業務生

態化和運營智慧化，聚焦五大生態圈規模發

展，收入增長勢頭良好，業務結構持續優

化，用戶規模不斷擴大，綜合實力顯著增強。

2017年主要業務表現

一、 經營收入穩步增長，業務結構持
續優化

2017年，公司實現經營收入人民幣

3,662億元，較上年增長3.9%；服務

收入人民幣3,310億元，較上年增長

6.9%。收入結構持續優化，新興業務

收入佔比46%，較上年提升6.4個百分

點；其中，手機上網和新興 ICT業務收

入分別較上年增長33%和20%，成為

收入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落實提速降費　推廣六模全網通終端行動發佈會

連續三年 
高於行業平均

6.9%

服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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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移動業務勢頭強勁，規模發展創
六年新高

2017年，公司移動用戶淨增3,496萬

戶，達到 2.50億戶；市場份額達到

17.6%，較上年底提升1.4個百分點；

其中4G用戶淨增6,017萬戶，達到1.82

億戶。

2017年，4G發展進入規模擴張、價值

釋放階段，公司把握市場發展規律，抓

住終端升級、多卡需求、互聯網應用引

發流量爆發式增長等市場機遇，積極

創新發展模式，採取多業務融合、「全

網通」終端引領、翼支付紅包等靈活的

組合策略，推動規模發展駛入快車道，

移動用戶淨增實現同比翻番。積極釋放

流量價格彈性，推出大流量套餐和互聯

網卡套餐，擴大流量消費，提升流量價

值，實現量收同步增長，手機上網總流

量同比增長182%，手機上網收入同比

增長33%。加快推進「全網通」終端普

手機上網 
總流量

182%

4G

移動用戶數 
（百萬戶）

移動 寬帶

4G FTTH

有線寬帶用戶數 
（百萬戶）

249.96 133.53

215.00
123.12

182.04

126.17

121.87

105.99

16.3% 8.5%

49.4%

19.0%

2016 2016201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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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推動六模「全網通」獲得國際標準認

證，聚合產業鏈深化終端運營，2017

年全行業「全網通」銷量同比增長超過

20%1，佔手機銷量比近80%1，其中

中國電信「全網通」終端銷量超過1.3億

部，同比增長近70%，進一步拓展了移

動業務發展空間。

新高，體現了良好的抗壓性和成長性。

公司以智慧家庭為突破口，緊盯智能家

居、視頻娛樂、家庭組網等日益增長的

市場需求，推出光寬、天翼高清、智能

組網、家庭雲等多業務的融合模式，加

速構建智慧家庭生態圈。秉承領先發展

理念，持續深化「寬帶中國 •光網城市」

戰略，率先實現全光覆蓋和千兆引領，

優化網絡架構，保障端到端優質上網

體驗。加快裝維響應速度，推廣「當日

裝、當日修、慢必賠」服務標準，制定

行業首個高清視頻服務標準，提升用戶

服務感知，公司固定上網滿意度保持行

業領先。

100Mbps+ 
帶寬用戶佔比近

50%

64%

天翼高清用戶 
佔有線寬帶用戶比達到

三、 寬帶品牌差異化優勢突顯，抗壓
性和成長性增強

2017年，公司有線寬帶用戶淨增1,041

萬戶，達到1.34億戶，其中百兆及以上

用戶佔比近50%；天翼高清用戶淨增

2,443萬戶，達到8,576萬戶。

2017年，在寬帶競爭日益嚴峻、市場

格局面臨變化的情況下，公司寬帶業務

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用戶淨增創近五年

1　數據來自賽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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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態化運營成效顯著，新興業務
發展動能強勁

2017年，新興ICT生態圈收入同比增長

20%。其中， IDC業務收入同比增長

20%，雲業務收入同比增長62%，大

數據業務收入同比增長88%。物聯網生

態圈收入同比增長近200%。

2017年，雲和大數據、物聯網市場進

入爆發期，政務雲和智慧城市市場迎來

規模擴張，公司加快新興業務拓展，整

合雲、大數據等智能平台，聚合內容、

解決方案和應用等合作夥伴，為企業

用戶提供 ICT能力開放雲平台，聚焦政

務、教育、健康醫療、工業互聯網四大

重點行業，加大開放合作，拓展信息化

應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充分發揮物

聯網NB-IoT網絡先發優勢和800MHz頻

段深度覆蓋、高上線率的先天優勢，全

面升級物聯網開放平台。率先發佈NB-

IoT模塊白皮書，以模組補貼、項目牽

引等多種方式促進產業鏈上游加速成

熟，已有30個品牌34個型號的NB-IoT

通信模組具備量產能力。積極向智慧城

市、白色家電、畜聯網等垂直領域拓

NB-IoT新一代物聯網在青島正式商用

物聯網收入

200%

大數據業務收入

88%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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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聯合業內領先合作夥伴率先發佈智

能應用和產品，打造新一代物聯網新標

杆。推動消費金融發展模式創新，推出

翼支付紅包和橙分期產品，與基礎業務

相互借力、協同發展。借助線下渠道拓

展消費環境，提升用戶消費頻次，翼支

付活躍用戶、活躍商戶、交易額規模快

速做大。

五、 深化渠道運營，渠道銷售與服務
能力穩步提升

公司持續推進渠道專業化運營，有效拓

展渠道規模，強化渠道協同，渠道銷售

與服務能力顯著增強。實體渠道聚焦商

圈、社區、農村三大佈局，強化重點區

域網點覆蓋，優化渠道佈局，建設社區

IDC業務收入

20%

雲業務收入

62%
翼支付累計交易額 

人民幣15,600億

清單化銷售體系，推進渠道積分落地，

提升門店效能，有效支撑了經營發展基

本面。2017年實體渠道有銷網點同比

增加兩萬家，自有廳單店銷量同比提升

26%。電子渠道推進O2O協同運營，

通過互聯網卡合作、精準營銷等銷售模

式創新，進一步提升線上銷售能力，線

上銷量佔總銷量比達到13%。政企渠道

加強直銷體系建設，打造銷售、支撑、

服務一體化團隊，提升新興業務銷售能

力。拓展新型服務渠道，深入開展服務

注智，推出視頻直播客服、微信客服、

智能客服機器人等智能化服務手段，全

面提升客戶服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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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精品網絡基本建成，網絡領先優
勢進一步確立

公司加快4G、全光網和物聯網精品網

絡建設和網絡智能化推進步伐，建成

國內首張、全球最大的LTE-FDD 4G網

絡，基站總數達到117萬套站，全國人

口覆蓋率達到98%。建成全球最大的光

纖到戶網絡，城區及鄉鎮住宅已基本實

現光網全覆蓋；在超過150個重點城市

按需部署千兆光網，有效保障光網領先

優勢。依托800MHz LTE低頻網絡，率

先低成本建成全球首張全覆蓋的NB-IoT

網，成為智能家居、智慧城市和智能製

造等萬物互聯的主要承載網絡。基本建

成統一運營的雲基礎設施和大數據平台

等，有力支撑生態圈新興業務規模發

展。

國內首張、全球最大的

全球首張

全球最大

LTE-FDD 4G網絡

全覆蓋的 NB-IoT網

FTTH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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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展望

2018年是公司進一步創建競爭優勢、促進

轉型升級的關鍵之年。公司將繼續加強戰略

引領，深入推進網絡智能化、業務生態化和

運營智慧化，加快五大生態圈發展，打造差

異化競爭優勢，實現規模和收入新突破。在

智能連接生態圈，公司落實全業務融合策

略，整合大流量、「全網通」、翼支付紅包、

高品質寬帶、4K高清、智慧家庭應用等差異

化優勢，進一步加快4G和光寬規模發展，

推動基礎業務發展再提速。加強流量經營和

存量經營，優化流量與內容相結合的流量經

營模式，實現客戶價值提升。在智慧家庭生

態圈，公司加速天翼高清規模發展和價值變
現，推動家庭雲、智能組網、智能音箱、視

頻監控、統一賬號等重點應用快速上量、快

速迭代、快速加載，加快生態落地。在互聯

網金融生態圈，公司融合基礎業務優勢，做

大翼支付交易規模、活躍用戶和活躍商戶規

模，擴展支付場景，增強支付能力，做優客

戶體驗。在物聯網生態圈，公司發揮4G專

網和低頻NB-IoT網絡優勢，聚焦智慧城市、

垂直行業、個人消費三類市場，打造使能平

台優勢，搶佔物聯網應用市場，實現規模突

破。在新興 ICT生態圈，公司以雲引領重點

天翼 

高清

有線寬帶╱ 

百兆光寬移動╱ 

4G

三重打包融合率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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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建立「兩T」2融合發展優勢，變裸連接

為雲網融合、物雲融合，以雲帶動移動、專

線、衛星發展，實現融合式發展、差異化競

爭與生態化協同。

2018年，公司加快推進運營智慧化，著力創

建 IT、大數據、渠道、客戶服務等支撑使能

優勢。面向企業內部和客戶打造數字化能力

開放運營平台，聚合全網 IT、數據、平台等

標準能力，圍繞典型應用場景，加大在市場

營銷、客戶服務、產品開發和網絡運營等領

域的應用力度，促進提質增效，優化客戶體

驗；建立以需求為中心、以大數據應用為驅

2 兩T：指DICT和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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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線上線下融合的新型綜合渠道體系，提

升渠道銷售服務能力；構建全國統一的人工

智能平台，開展「主動服務、智慧預警」，持

續提升服務效率。建立產品質量、運營質量

和服務質量監控體系，持續完善品質管理體

系，確保全部產品和服務品質優勢。

公司將以CTNet2025為指引，深入推進網絡

智能化，打造4G網、全光網、物聯網三張

精品基礎網絡，創建綜合網絡優勢。4G網

絡實現「四領先一確保」，做到廣域覆蓋適度

領先、連續覆蓋相對領先、淺層覆蓋絕對領

先、深度覆蓋針對性領先，確保用戶對4G

國際信息通信展覽會

網絡有全新的體驗感知，支撑VoLTE高清語

音業務的規模商用。強化寬帶網絡端到端梳

理，鞏固光網覆蓋優勢，確保家庭寬帶和政

企接入的絕對優勢。持續優化NB-IoT網絡，

加快引入eMTC，打造高品質物聯網絡。統籌

規劃雲╱IDC基礎設施和CDN佈局，按計劃推

進SDN╱NFV部署。積極推動公司轉型升級戰

略穩步實施，有力支撑業務規模發展，不斷

提高企業發展質量和效益，促進企業價值、

客戶價值和員工價值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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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2017年，公司在轉型升級戰略引領下，深

化改革創新，加速規模發展，發展動能不斷

積蓄，效率和效益有效提升，整體經營業

績穩健增長。2017年，經營收入為人民幣

3,662.29億元，較2016年1增長3.9%；服務

收入2為人民幣3,310.44億元，較2016年增長

6.9%。經營費用為人民幣3,390.09億元，較

2016年增長4.2%；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人

民幣186.17億元，較2016年增長3.3%，每

股基本淨利潤為人民幣0.23元；EBITDA3為人

民幣1,021.71億元，較2016年增長7.4%，

EBITDA率4為30.9%，較去年提升0.2個百分

點。

經營收入

2017年，公司創新融合發展，有效應對市

場競爭，用戶規模加速增長，收入結構持

續優化，經營收入穩步增長。2017年經營

收入為人民幣3,662.29億元，較2016年增

長 3.9%。其中：移動業務收入為人民幣

1,805.35億元，較2016年增長4.8%；固網業

務收入為人民幣1,856.94億元，較2016年增

長3.0%。

1 2017年本集團收購了衛星通信業務及陝西中和恒泰保險代理有限公司。作為共同控制下企業合併，以前年度比較數字
已予重列。詳情請參閱本年度經審核的合倂財務報表附註1。

2 服務收入為經營收入減去「移動商品銷售收入」（2017年：人民幣267.59億元；2016年：人民幣346.12億元）、「固網商
品銷售收入」（2017年：人民幣64.46億元；2016年：人民幣59.02億元）和「其他非服務收入」（2017年：人民幣19.80億
元；2016年：人民幣22.08億元）。

3 EBITDA計算方法為經營收入減去經營費用加上折舊及攤銷。由於電信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開支、債務水平和
財務費用可能對具有類似經營成果的公司淨利潤產生重大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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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雖然EBITDA在世界各地的電信業被廣泛地用作為反映經營業績、借債能力和流
動性的指標，但是按公認會計原則，它不作為衡量經營業績和流動性的尺度，也不代表經營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量。
此外，我們的EBITDA也不一定與其他公司的類似指標具有可比性。

4 EBITDA率計算方法為EBITDA除以服務收入。

EBITDA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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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2016年和2017年各項經營收入的金額和他們的變化率：

分別截止至各年度12月31日
（除百分比數字外，單位皆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7年 2016年 變化率

（重列）
    

語音 61,678 70,185 -12.1%

互聯網 172,554 150,449 14.7%

信息及應用服務 73,044 66,881 9.2%

通信網絡資源服務及網絡設施出租 19,125 17,781 7.6%

其他 39,828 47,238 -15.7%    

經營收入合計 366,229 352,534 3.9%
    

語音

2017年，受到OTT等移動互聯網業務替代的

持續影響，語音業務收入為人民幣616.78億

元，較2016年下降12.1%，佔經營收入的

比重為16.8%。其中固網語音收入為人民幣

222.63億元，較2016年下降14.3%；移動語

音收入為人民幣394.15億元，較2016年下降

10.8%。語音收入風險進一步釋放，收入結

構持續改善。

互聯網

2017年，互聯網業務收入為人民幣1,725.54

億元，較2016年增長14.7%，佔經營收入的

比重為47.1%。公司進一步深化融合經營，

強化應用填充，優化網絡和服務質量，鞏固

寬帶市場主導地位，在寬帶用戶規模發展的

同時，努力保護企業價值。截至2017年底，

有線寬帶用戶達到1.34億戶，淨增1,041萬

戶。有線寬帶接入收入為人民幣767.44億

元，與2016年基本持平。公司立體佈局4G

發展，積極推進全網通終端普及，創新推出

大流量產品，持續打造4G精品網絡，為移動

業務發展提供高速增長新動能，有效驅動移

動數據流量與收入快速增長，移動互聯網接

入收入為人民幣929.61億元，較2016年增長

31.5%，其中手機上網收入為人民幣908.65

億元，較2016年增長33.1%。

手機上網收入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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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及應用服務

2017年，信息及應用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730.44億元，較2016年增長9.2%，佔經營

收入的比重為20.0%。其中：固網信息及應

用服務收入為人民幣520.37億元，較2016

年增長17.3%，主要是得益於 IDC業務、雲

業務、大數據業務和天翼高清業務的快速

發展。移動信息及應用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210.07億元，較2016年下降6.7%，主要是

信息查詢類等傳統增值業務收入下降導致。

通信網絡資源服務及網絡設施出租

2017年，通信網絡資源服務及網絡設施出租

業務收入為人民幣191.25億元，較2016年增

長7.6%，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5.2%。其中

固網通信網絡資源服務及網絡設施出租業務

收入為人民幣188.35億元，較2016年增長

7.0%。主要是IP-VPN業務和數字電路服務業

務收入良好增長。

其他

2017年，其他業務收入為人民幣398.28億

元，較2016年下降15.7%，佔經營收入的

比重為10.9%。移動商品銷售收入為人民幣

267.59億元，較2016年下降22.7%，主要是

隨著全網通終端的大力推廣普及，通過開放

渠道銷售的終端數量提升，公司集採力度減

小導致終端銷售收入下降。

經營費用

公司持續優化成本結構，合理資源配置，支撑規模發展。2017年，經營費用為人民幣3,390.09

億元，較2016年增長4.2%；經營費用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92.6%，較2016年增長0.3個百分點。

下表列示2016年和2017年各項經營費用的金額和他們的變化率：

分別截至各年度12月31日
（除百分比數字外，單位皆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7年 2016年 變化率

（重列）
    

折舊及攤銷 74,951 67,942 10.3%

網絡運營及支撑成本 103,969 94,156 10.4%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58,434 56,426 3.6%

人工成本 56,043 54,504 2.8%

其他經營費用 45,612 52,286 -12.8%    

經營費用合計 339,009 325,31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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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及攤銷

2017年，折舊及攤銷為人民幣749.51億元，

較2016年增長10.3%，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

20.5%。增長主要原因是公司從2017年10

月1日起將部份固定資產的會計折舊年限由

10年變更為5年，相應增加折舊費用人民幣

40.45億元。同時，公司近幾年持續大規模投

資建設4G和光寬網絡，新增資產折舊增加大

於存量資產折舊的減少。

網絡運營及支撑成本

2017年，網絡運營及支撑成本為人民幣

1,039.69億元，較2016年增長10.4%，佔經

營收入的比重為28.4%。增長主要原因是為

提升網絡能力和質量，鐵塔租賃費用以及修

理費有所增加。同時，公司加強成本管控，

增幅得到有效控制。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2017年，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為人民幣

584.34億元，較2016年增長3.6%，佔經營

收入的比重為16.0%。銷售費用為人民幣

503.45億元，較2016年增長5.3%。公司持

續優化營銷模式，適度加大渠道費用投入，

同時終端補貼成本大幅下降，整體營銷費用

使用效率有效提升。其中第三方佣金及服務

支出為人民幣362.73億元，較2016年增長

17.9%；廣告及宣傳等銷售費用為人民幣

140.72億元，較2016年下降17.6%，其中，

終端補貼為人民幣47.07億元，較2016年下

降49.8%。

人工成本

2017年，人工成本為人民幣560.43億元，

較2016年增長2.8%，佔經營收入的比重為

15.3%。有關僱員的人數、酬金政策以及培

訓計劃的詳情參見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

度報告中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其他經營費用

2017年，其他經營費用為人民幣456.12億

元，較2016年下降12.8%，佔經營收入的比

重為12.4%。移動終端設備銷售支出為人民

幣254.88億元，較2016年下降22.5%，主要

是隨著移動終端銷售收入下降，支出同比下

降。



044

財務概覽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成本淨額

2017年，財務成本淨額為人民幣32.91億

元，較2016年增長1.7%。2017年匯兌淨損

失為人民幣1.34億元，匯兌損益的變動主要

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變動的影響所致。

盈利水平

所得稅

公司的法定所得稅率為25%。2017年，所

得稅費用為人民幣61.92億元，實際稅率為

24.8%。實際稅率與法定稅率存在差異的主

要原因是部份子公司和處於西部地區的部份

分公司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執行的稅率低於

法定稅率。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2017年，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

186.17億元，較2016年增長3.3%。

會計估計變更

自2016年6月實施轉型升級戰略以來，公司

加速構建新一代網絡，對資產的高性能和快

速迭代的要求也不斷提高。本年內公司經過

評估，認為隨著視頻業務的高清化快速發

展，IT技術快速演進和設備更新迭代加快，

企業信息系統設備、IPTV設備和CDN設備的

預計使用年限發生了變化。為確保固定資產

會計折舊年限更加符合資產實際使用情況，

本公司決定對上述資產的會計折舊年限由

10年變更為5年，以進一步夯實資產質量、

提升業務市場競爭力、促進公司的長期持續

發展。上述變更自2017年10月1日起開始執

行。此等會計估計變更相應增加2017年折舊

費用人民幣40.4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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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

2017年，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為人民幣

49.08億元，2016年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

減少為人民幣74.63億元。

資本支出及現金流量

資本支出

2017年，公司繼續加強資本支出管控力度，

持續優化投資結構，利用大數據實施精準投

資，提升投資效率和效益。2017年資本支出

為人民幣887.12億元，較2016年下降8.4%。

下表列示2016年和2017年現金流情況：

分別截至各年度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2017年 2016年

（重列）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96,502 101,135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85,263) (99,043)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16,147) (9,55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 (4,908) (7,463)
   

2017年，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入為人

民幣 965.02億元，淨流入較 2016年下降

4.6%，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與經營活動有關的

支出有所增長。

2017年，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流出為人

民幣 852.63億元，淨流出較 2016年下降

13.9%，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資本開支有所減

少。

2017年，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流出為人

民幣 161.47億元，淨流出較 2016年上升

69.0%，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償還本年到期的

收購移動網絡資產的遞延對價金額高於新取

得的借款。

資本開支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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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金

公司一貫堅持穩健審慎的財務政策和嚴格

的資金管理制度。2017年底，營運資金（即

總流動資產減總流動負債）為短缺人民幣

2,038.58億元，比2016年（短缺）減少短缺人

民幣411.41億元，短缺減少主要是償還本年

到期的收購移動網絡資產的遞延對價。截至

2017年12月31日，未動用信貸額度為人民幣

1,547.93億元（2016年：人民幣1,612.29億

元）。考慮到經營活動淨現金流入保持穩定以

及良好的信貸信用，公司有足夠的營運資金

滿足生產經營需要。2017年底，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為人民幣194.10億元，其中人民幣現

金及現金等價物佔81.6%（2016年：81.8%）。

資產負債情況

2017年，公司財務狀況繼續保持穩健。截

至2017年底，總資產由2016年底的人民幣

6,525.58億元增加至人民幣6,611.94億元，

增長 1.3%；總債務由 2016年底的人民幣

1,125.28億元減少至人民幣1,043.77億元。

總債務對總資產的比例由2016年底的17.2%

下降至15.8%。

債務

於2016年底和2017年底的債務分析如下：

分別截至各年度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2017年 2016年

   

短期貸款 54,558 40,780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貸款及應付款 1,146 62,276

長期貸款 48,596 9,370

融資租賃應付款項（含一年內到期的部份） 77 102   

總債務 104,377 11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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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總債務為人民幣1,043.77億元，

較2016年底減少了人民幣81.51億元，主要

原因是公司開展資金集約化管理，有效壓降

付息債規模。總債務中，人民幣貸款、美

元貸款和歐元貸款分別佔99.4%（2016年：

99.4%）、0.4%（ 2016年：0.4%）和 0.2%

（2016年：0.2%）。債務中固定利率貸款佔

99.5%（2016年：44.3%），其餘為浮動利率

貸款。

於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

無抵押任何資產作債務之抵押品（2016年：

無）。

公司大部份業務獲得的收入和支付的費用都

以人民幣進行交易，因此公司並無任何外匯

波動引致的重大風險。

於中國鐵塔的投資

2017年，公司持有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鐵塔」）27.9%的股權，其年內表現請

參考本年度經審核的合併財務報表附註9。公

司未來可通過中國鐵塔獲得更多的基礎網絡

資源；同時作為中國鐵塔股東之一，預計未

來可獲益於中國鐵塔利潤和價值的提升。

合約承諾

（人民幣百萬元） 總額

2018年
1月1日至

2018年
12月31日內

2019年
1月1日至

2019年
12月31日內

2020年
1月1日至

2020年
12月31日內

2021年
1月1日至

2021年
12月31日內

2022年
1月1日至

2022年
12月31日內 其後

        

短期貸款 55,682 55,682 – – – – –

長期貸款 58,543 2,725 2,716 22,719 1,942 21,951 6,490

經營性租賃承諾 69,766 20,680 19,563 16,730 6,631 3,376 2,786

資本承諾 11,246 11,246 – – – – –        

合約承諾總額 195,237 90,333 22,279 39,449 8,573 25,327 9,276
        

附註： 短期貸款、長期貸款包括已確認及未確認的應付利息，上述列示金額並未折現。

啟動建設雄安國家骨幹網暨5G創新示範網 管理層與青島政府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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