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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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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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Telecom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728）

2022年第一季度報告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
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截至 2022年3月31日止三個月的業績。本公告乃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IVA部而作出。

重要內容提示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
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
法律責任。

公司負責人、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保證季度
報告中財務報表信息的真實、準確、完整。

2022年第一季度財務報表是否經審計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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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財務數據

本公告所載財務資料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除特別註明外，以人民幣百萬元列示

項目

截至2022年
3月31日止
3個月期間
（「報告期」）

報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減
變動幅度 (%)

經營收入 119,629 11.94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7,223 12.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

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報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減
變動幅度 (%)

總資產 768,146 762,234 0.78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435,688 428,67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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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股東信息

截至報告期末，本公司股東總數 745,225戶（其中包括 743,588戶A股股東及
1,637戶H股股東），無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

截至報告期末，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如下：

單位：股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數量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條件

股份數量

質押、標記或
凍結情況

股份狀態 數量

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57,977,641,515 63.36 57,377,053,317 無 –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848,148,623 15.13 0 無 –

廣東省廣晟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5,614,082,653 6.14 5,614,082,653 無 –

浙江省財務開發有限責任公司 國有法人 2,137,473,626 2.34 2,137,473,626 無 –

福建省投資開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國有法人 969,317,182 1.06 969,317,182 無 –

江蘇省國信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957,031,543 1.05 957,031,543 無 –

蘇州高鐵新城經濟發展有限公司 未知 662,251,000 0.72 662,251,000 無 –

成都先進資本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市重大產業化項目
一期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未知 662,251,000 0.72 662,251,000 無 –

中國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551,876,000 0.60 551,876,000 無 –

國網英大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441,501,000 0.48 441,501,000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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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報告期末，前十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況如下：

單位：股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
條件流通股

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股份種類 數量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13,848,148,623 境外上市外資股 13,848,148,623

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 600,588,198 人民幣普通股 600,588,198

中國銀行－易方達穩健收益
債券型證券投資基金

94,479,441 人民幣普通股 94,479,441

中國工商銀行－上證50交易
型開放式指數證券投資
基金

33,274,600 人民幣普通股 33,274,600

全國社保基金零零六組合 22,745,700 人民幣普通股 22,745,700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有限責
任公司－中歐中小盤股票
型證券投資基金 (LOF)

18,202,568 人民幣普通股 18,202,568

孔繁興 17,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17,000,000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歐責任投資混合型證
券投資基金

16,885,454 人民幣普通股 16,885,454

顧佳偉 15,710,300 人民幣普通股 15,710,300

鄭生貴 15,447,056 人民幣普通股 15,447,056

註1：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為公司H股非登記股東所持股份的名義持有人。

註2：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東之間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

註3： 截至報告期末，股東孔繁興持有公司17,000,000股，全部通過信用證券賬戶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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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提醒事項

需提醒投資者關注的關於公司經營情況的其他重要信息

適用 □不適用

截至
2022年3月31日╱
由2022年1月1日
至2022年3月31日

期間

截至
2021年3月31日╱
由2021年1月1日
至2021年3月31日

期間

移動用戶數（萬戶） 37,954 35,625

移動用戶淨增數（萬戶） 711 523

5G套餐用戶數（萬戶） 21,075 11,123

5G套餐用戶淨增數（萬戶） 2,295 2,473

手機上網總流量（萬TB） 1,304.15 1,031.88

有線寬帶用戶數（萬戶） 17,311 16,155

有線寬帶用戶淨增數（萬戶） 340 302

固定電話用戶數（萬戶） 10,652 10,753

固定電話用戶淨增╱（減）數（萬戶） (12) (35)

註： 移動用戶及淨增數含5G套餐用戶及其淨增數。

2022年第一季度，公司搶抓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全面實施
「雲改數轉」戰略，以客戶為中心拓展綜合智能信息產品和服務，加大科技
創新力度，賦能數字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高效助力「東數西算」工程有效落
地，加快數字化轉型，建立開放合作的產業和資本生態，全面深化體制機
制改革創新，堅持綠色低碳發展，強化網信安全能力，公司經營業績持續
向好，高質量發展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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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一季度，公司經營收入為人民幣 1,196.2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1.9%，其中服務收入 1為人民幣 1,100.24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9.9%。本公
司股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 72.23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2.1%，每股基本淨
利潤為人民幣0.08元，EBITDA2為人民幣323.61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4.2%，
EBITDA率 3為29.4%。

移動通信服務方面，公司以5G引領個人信息化升級，持續提升5G網絡覆
蓋和質量，豐富5G應用和權益體系，推動服務從連接型融合向信息化、場
景化融合升級，促進個人新興信息消費需求升級，有效驅動移動用戶規模
和價值持續提升。2022年第一季度，移動通信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490.14億
元，同比增長5.0%，移動用戶淨增 711萬戶，達到約 3.80億戶，5G套餐用戶
淨增2,295萬戶，達到約2.11億戶，滲透率達到55.5%，移動用戶ARPU為人民
幣45.1元。

固網及智慧家庭服務方面，公司圍繞家庭智能升級、社區智能管理、鄉村
數字治理的場景化需求，深化融合產品升級，全面推廣全屋智能、智慧社
區、數字鄉村等數字化解決方案，打造智慧共享的新型數字生活，實現多
場景融通互促、聯動發展。2022年第一季度，公司固網及智慧家庭服務收
入達到人民幣 296.45億元，同比增長 4.9%，有線寬帶用戶達到 1.73億戶，智
慧家庭收入同比增長22.5%，拉動寬帶綜合ARPU達到人民幣46.7元，智慧家
庭價值貢獻持續提升。

1 服務收入為經營收入扣除「移動商品銷售收入」、「固網商品銷售收入」和「其他非服務收入」。
2 EBITDA計算方法為經營收入扣除經營費用加上折舊及攤銷。
3 EBITDA率計算方法為EBITDA除以服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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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數字化方面，公司大力推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充分發揮
天翼雲的市場競爭力，推動客戶加快「上雲用數賦智」，豐富創新5G定制網
商業模式，打造綜合智能的場景化解決方案，積極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發揮前瞻性資源佈局的領先優勢，加快構建算力網絡，建設智能化綜合性
數字信息基礎設施。2022年第一季度，公司產業數字化業務加速增長，收
入達到人民幣 294.14億元，同比增長23.2%。

2022年第一季度，公司經營費用為人民幣 1,105.17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12.4%，主要是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和其他經營費用增長所致，其中網絡
運營及支撐成本為人民幣353.10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14.0%，主要原因是
公司持續優化網絡質量，提升用戶感知，積極支撐5G、產業數字化業務發
展，適度增加能力建設投入；其他經營費用為人民幣114.98億元，較去年同
期增長24.3%，主要原因是5G手機等移動終端商品銷量增長所致。財務成
本淨額為人民幣1.95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64.2%，主要原因是公司經營業
績及現金流狀況良好，A股發行有效保障重點投資項目資金需求，付息債
規模有效壓降。

未來，公司將緊抓當前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繼續以A股上市為契機，將「雲
改數轉」戰略持續推向縱深，以客戶為中心，推出更加優質高效的綜合智
能信息產品和服務；強化關鍵核心領域的研發攻關，打造智能化綜合性數
字信息基礎設施，加快構建算力時代雲網底座；加強產業協同，深化資本
生態佈局，努力轉變發展和增長方式；加快數字化轉型，全面深化體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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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創新，增強員工活力，激發企業動能；貫徹綠色發展理念，提升綠色
運營能力，賦能經濟社會綠色發展；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助力網絡強國、
數字中國建設，維護網信安全，保障用戶權益，推進鄉村振興，賦能產業
升級；全力以赴推動高質量發展，加快向服務型、科技型和安全型企業邁
進，持續為股東、客戶、社會創造價值。

四、 季度財務報表

（一） 審計意見類型

□適用 不適用

（二） 財務報表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載於本公告附錄。

（三） 2022年起首次執行新會計準則調整首次執行當年年初財務報表
相關情況

□適用 不適用

本公告由中文及英文編寫。如有歧義，以中文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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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北京，2022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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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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修訂）第27條A款
和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經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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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桂清、唐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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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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

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未經審計）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以百萬元列示）

2022 年 2021年
3 月31 日 12 月31 日
人民幣 人民幣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淨額 402,134 415,981
在建工程 62,954 51,456
使用權資產 58,762 61,186
商譽 29,918 29,919
無形資產 18,593 19,753
所擁有聯營及合營公司的權益 41,601 41,166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98 248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
權益工具 1,022 1,216

遞延稅項資產 6,035 6,688
其他資產 7,432 7,261

  

非流動資產合計 628,749 634,874
  

流動資產
存貨 5,236 3,827
應收所得稅 782 437
應收賬款淨額 34,324 22,389
合同資產 1,226 912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26,340 24,585
短期銀行存款及受限資金 1,791 1,9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9,698 73,281

  

流動資產合計 139,397 127,360
  

資產合計 768,146 76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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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021年
3 月31 日 12 月31 日
人民幣 人民幣

負債及權益

流動負債
短期貸款 2,851 2,821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貸款 3,122 6,280
應付賬款 124,650 114,895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57,016 55,765
合同負債 64,728 70,914
應付所得稅 2,031 588
一年內到期的租賃負債 12,735 13,809

  

流動負債合計 267,133 265,072
  

淨流動負債 (127,736) (137,712)
  

資產合計扣除流動負債 501,013 497,162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貸款 4,930 7,395
租賃負債 27,111 28,593
遞延稅項負債 26,121 26,677
其他非流動負債 4,628 3,329

  

非流動負債合計 62,790 65,994
  

負債合計 329,923 331,066
  

權益
股本 91,507 91,507
儲備 344,181 337,167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合計 435,688 428,674
非控制性權益 2,535 2,494

  

權益合計 438,223 431,168
  

負債及權益合計 768,146 762,234
  

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未經審計）（續）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以百萬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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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未經審計）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
（除每股數字外以百萬元列示）

截至3月31日止
三個月期間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 人民幣

經營收入 119,629 106,873

經營費用
折舊及攤銷 (23,249) (22,516)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35,310) (30,973)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16,122) (14,131)

人工成本 (24,338) (21,465)

其他經營費用 (11,498) (9,252)
  

經營費用合計 (110,517) (98,337)
  

經營收益 9,112 8,536

財務成本淨額 (195) (546)

投資收益及其他 – –

應佔聯營及合營公司的收益 408 403
  

稅前利潤 9,325 8,393

所得稅 (2,061) (1,889)
  

本期利潤 7,264 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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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工具投資公允價值的變動 (194) (79)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
權益工具投資公允價值的變動的遞延稅項 44 20

  

(15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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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31日止
三個月期間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 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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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8)

應佔聯營及合營公司的其他綜合收益 – –
  

(59) (8)
  

稅後的本期其他綜合收益 (209) (67)
  

本期綜合收益合計 7,055 6,437
  

股東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7,223 6,441

非控制性權益股東應佔利潤 41 63
  

本期利潤 7,264 6,504
  

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7,014 6,374

非控制性權益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41 63
  

本期綜合收益合計 7,055 6,437
  

每股基本淨利潤（人民幣） 0.08 0.08
  

每股稀釋淨利潤（人民幣） 0.08 0.08
  

股數（百萬股） 91,507 80,932
  

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未經審計）（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
（除每股數字外以百萬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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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未經審計）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
（以百萬元列示）

截至3月31日止
三個月期間

附註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 人民幣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a) 27,613 26,766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流量
資本支出 (15,669) (10,550)
投資所支付的現金 (78) (60)
取得使用權資產所支付的現金 (5) (8)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收到的現金 110 49
轉讓使用權資產所收到的現金 8 18
短期銀行存款投資額 (90) (4,763)
短期銀行存款到期額 107 1,736
財務公司為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提供的
短期借款支出 (2,000) –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17,617) (13,578)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流量
租賃負債所支付的本金 (2,528) (2,843)
取得銀行及其他貸款所收到的現金 390 11,887
償還銀行及其他貸款所支付的現金 (5,738) (24,353)
支付予非控制性權益的現金 (1) –
於財務公司存放存款淨額 (5,606) (3,023)
財務公司法定存款準備金增加 (76) (156)

  

融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13,559) (18,48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3,563) (5,300)
於1月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3,281 23,684
匯率變更的影響 (20) 49

  

於3月3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9,698 1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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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稅前利潤與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的調節

截至3月31日止
三個月期間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 人民幣

稅前利潤 9,325 8,393

調整：
折舊及攤銷 23,249 22,516
金融資產及其他項目減值損失淨額 1,101 870
存貨的減值損失淨額 132 16
對聯營及合營公司投資的收益 (408) (403)
利息收入 (322) (158)
利息支出 515 753
淨匯兌虧損╱（收益） 2 (49)
報廢和處置長期資產的淨損失 1,903 1,512

  

35,497 33,450
  

應收賬款增加 (13,021) (10,408)
合同資產增加 (312) (208)
存貨增加 (2,696) (1,353)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增加）╱減少 (285) 853
受限資金減少 197 79
其他資產增加 (224) (347)
應付賬款增加 7,713 341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增加 8,047 7,533
合同負債減少 (6,178) (1,779)

  

經營產生的現金 28,738 28,161
收到的利息 357 152
支付的利息 (663) (934)
取得的投資收益 4 4
支付的所得稅 (823) (617)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27,613 26,766
  

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未經審計）（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
（以百萬元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