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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之中期業績公佈

要點

— 公司經營收入為人民幣2,423億元，同比增長10.5%，其中服務收入為人民
幣2,214億元，同比增長8.8%，繼續保持高於行業平均增幅

— EBITDA為人民幣698億元，同比增長5.3%。淨利潤為人民幣183億元，同比
增長3.1%，剔除去年出售附屬公司的一次性稅後收益後，同比增長12.0%，
每股基本淨利潤為人民幣0.20元

— 移動通信服務收入達到人民幣990億元，同比增長6.0%。移動用戶達到3.84

億戶，淨增1,179萬戶，用戶份額穩步提升。5G套餐用戶達到2.32億戶

— 智慧家庭業務價值貢獻持續提升，固網及智慧家庭服務收入達到人民幣
599億元，同比增長4.4%，有線寬帶用戶達到1.75億戶

— 產業數字化持續蓬勃發展，收入達到人民幣 589億元；天翼雲收入達到人
民幣281億元，同比增長100.8%

— 董事會決定2022年首次派發中期股息，以現金方式分配的利潤為2022年上
半年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的60%，即每股人民幣0.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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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報告書

尊敬的各位股東：

2022年上半年，新一代數字技術加快規模商用，多技術融合創新進一步驅動產業
變革，數字經濟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穩定器和重要引擎。公司堅持新發展理念，
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戰略機遇，應對國內疫情帶來的挑戰，統
籌疫情防控和企業經營發展，全面實施「雲改數轉」戰略，加大科技創新力度，深
入推進雲網融合，不斷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積極拓展合作共贏的開放新生態，加
快打造服務型、科技型、安全型企業，經營業績保持快速增長，持續與股東、客戶
和社會共享高質量發展成果。

1. 總體業績

2022年上半年，公司經營收入為人民幣2,423億元，同比增長10.5%，其中服
務收入 1為人民幣2,214億元，同比增長8.8%，繼續保持高於行業平均增幅 2。
EBITDA3為人民幣698億元，同比增長 5.3%。淨利潤 4為人民幣183億元，同比
增長3.1%。剔除去年出售附屬公司的一次性稅後收益後 5，同比增長 12.0%，
每股基本淨利潤為人民幣0.20元。資本開支為人民幣417億元，自由現金流 6

達到人民幣145億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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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移動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1,045億元，同比增長 6.7%，固網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1,169億
元，同比增長10.7%。

2 根據工信部2022年上半年通信業經濟運行情況。
3 EBITDA計算方法為經營收入減去經營費用加上折舊和攤銷。
4 淨利潤為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5 出售天翼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和天翼融資租賃有限公司的一次性稅後收益約人民幣14.16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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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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度重視股東回報，努力增強盈利和現金流創造能力，有效管控資本開
支。董事會決定2022年首次派發中期股息，以現金方式分配的利潤為2022年
上半年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的60%，即每股人民幣0.120元，兌現了發行A股
時關於增加中期派息的承諾。董事會將充分考慮公司盈利情況、現金流水平
及未來發展資金需求後，綜合審視2022年度股息派發方案並向股東大會提出
建議，持續努力為股東創造良好價值。

2. 全面實施「雲改數轉」戰略，推動高質量發展邁上新台階

上半年，公司加快推進數字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雲網運營能力持續提升，不
斷加強科技創新，原創技術策源和核心技術攻關取得突破，通過深化體制機
制改革進一步釋放企業活力，拓展強強聯合、開放合作的產業和資本生態，
有力推動高質量發展邁上新台階。

2.1 持續提升信息化服務，勇當賦能數字經濟的先行者

公司以客戶為中心加強綜合智能信息產品和服務供給，加快基礎業務和產業
數字化創新拓展，打造美好生活，助力千行百業數字化轉型，服務質量持續
保持行業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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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5G引領，創新5G應用，移動用戶規模價值穩步提升

公司持續提升5G網絡覆蓋，精準促進5G用戶登網用網，優化雲VR/AR、雲遊
戲、超高清等應用體驗，打造5G消息、5G新通話、量子密話等創新應用，不
斷拓展5G場景下的產品及服務，推動個人數字消費需求升級，驅動用戶規模
和價值持續提升。上半年，公司移動通信服務收入達到人民幣990億元，同比
增長6.0%，繼續保持良好增長。移動用戶達到3.84億戶，淨增1,179萬戶，用戶
份額穩步提升。5G套餐用戶達到2.32億戶，滲透率達到60.3%，持續保持行業
領先水平。移動用戶ARPU7達到人民幣46.0元，繼續保持增長。

加快千兆升級，豐富數字生活應用，家庭業務穩步增長

公司持續推進寬帶用戶速率升級，加快千兆產品規模拓展，聚焦客戶數字生
活升級需求，打造更廣連接、更寬延展和更高智能的數字生活應用平台，推
動應用從單品互聯向生態互通邁進，以超高清、多機位、多視角、VR/AR等打
造內容新體驗，進一步推進智慧家庭和智慧社區、數字鄉村融通互促、聯動
發展，不斷豐富數字生活內涵，推動家庭業務量收穩步增長。上半年，公司
固網及智慧家庭服務收入達到人民幣599億元，同比增長4.4%，其中，寬帶接
入收入達到人民幣408億元，同比增長7.1%。有線寬帶用戶達到1.75億戶，其
中千兆寬帶用戶達到2,068萬戶，滲透率提升至11.8%，實現行業領先。智慧家
庭業務價值貢獻持續提升，寬帶綜合ARPU8達到人民幣47.2元，繼續保持良好
增長。

7 移動用戶ARPU=移動服務的月均收入╱平均移動用戶數。
8 寬帶綜合ARPU=寬帶接入、天翼高清和智家應用及服務的月均收入╱平均寬帶用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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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數字化持續蓬勃發展，承擔共鑄國雲重任

公司積極把握當前經濟社會各行業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的綜合信息服務
需求，發揮全程全網資源、客戶積累和屬地化服務等優勢，依託豐富的應用
場景和海量的數據，聚焦項目與產品雙引擎驅動，打造差異化融合優勢，積
極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助力千行百業「上雲用數賦智」。上半年，公司產
業數字化收入達到人民幣589億元，可比口徑 9同比增長19.0%。

公司秉持「領域至廣、服務至上、價值至優、成長至遠」的合作理念，開展生
態合作進一步推動雲技術和產業蓬勃發展，為數字經濟發展構築雲網融合的
全新數字底座；堅持科技創新引領，雲計算核心技術攻關不斷取得新成效，
擁有自主可控、安全可信、開放合作、業界一流的全棧雲能力，成為雲計算
原創技術策源地；圍繞不同客戶群的上雲需求，為政府、企業和廣大公眾提
供多形態、高性能、普惠便捷的公私混合雲服務，市場拓展成效顯著，持續
領跑政務公有雲市場。上半年，天翼雲收入達到人民幣 281億元，同比增長
100.8%。公司圍繞「東數西算」工程需求，加快新增樞紐能力建設，上半年 IDC

發展持續向好，收入達到人民幣179億元，同比增長11.1%。天翼視聯網作為
公司第五張基礎網絡，推動構建數字化視頻雲網生態，累計接入終端達3,000

萬部，「明廚亮灶」等多元化應用場景快速落地。

9 2021年上半年產業數字化收入已剔除天翼電子商務有限公司出售前的互聯網金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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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2B業務發展保持良好態勢，「致遠、比鄰、如翼」三類定制網充分發揮5G廣
連接、高速率、低時延和數據安全的特性，聚焦柔性生產、高清視頻回傳、
設備遠程操控等需求，打造5G+工業視覺、5G+遠程設備控制、5G+廠區智能
物流等5G行業應用場景，高效賦能工業互聯網、車聯網、智慧醫療等行業的
數字化和智能化改造升級，充分發揮業內領先的標桿效應，加快項目拓展複
製。上半年，公司新簽約定制網項目超1,300個，新增簽約項目收入同比增長
超過80%，5G行業商業項目數累計約9,000個。

持續優化客戶體驗，用戶滿意度保持業內領先

公司組織開展滿意服務升級等行動，發佈「好服務更隨心」六項服務舉措，加
快數字化服務模式創新，提高數智服務能力，率先打造「愛心翼站」智能普惠
服務渠道，推進各類觸點適老化和無障礙改造，切實提升客戶感知和服務水
平，電信用戶滿意度行業第一，電信用戶申訴率行業最低 10。

10 電信用戶滿意度、電信用戶申訴率來源：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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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立足雲網融合3.0新階段，推進新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

公司強化雲、網、數、智、安、DC、算力、綠色等多數字要素協同佈局和原創
技術應用，推動雲網融合 3.0演進，強化科技賦能，加快建設高速泛在、天地
一體、雲網融合、智能敏捷、綠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綜合性數字信息
基礎設施。

公司圍繞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佈局，根據區域經濟發展和自然資源條件，
持續完善「2+4+31+X+O」算力佈局，通過構建雲、邊、端協同的層次化算力服
務體系，打造融合創新的算力基礎設施；圍繞算力中心進行網絡重構，推動
流量由「南北向」為主向「南北向+東西向」轉變，持續完善陸海空天全域的立
體化、廣覆蓋、高性能網絡佈局；推進雲網一體化智能調度，實現網絡資源
按雲所需、網絡調度隨雲而動。公司目前擁有700多個數據中心，IDC機架達
到48.7萬架，機架利用率達到72%，IDC資源在國內數量最多、分佈最廣。上
半年新建天翼雲服器 8.1萬台，算力規模達到 3.1EFLOPS，「一城一池」累計覆
蓋超過160個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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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積極推進雲網建設和運營新模式，減少資源重複投入，進一步實現降本
增效，著力打造高效節能的綠色雲網。公司與中國聯通持續全面深化網絡共
建共享，上半年共建共享5G基站18萬站，在用5G基站達到87萬站，新增共享
4G基站21萬站，加快推進「4G一張網」，雙方累計節約投資人民幣2,400億元。
公司形成體系化的綠色低碳發展模式，將綠色發展貫穿生產、經營全過程和
各領域，從「能耗雙控」全面轉型「碳雙控」。

公司始終把網絡安全作為數字信息基礎設施的基石，立足自身雲網和數據的
資源稟賦，持續提升網絡安全運營能力。公司建設覆蓋雲網邊端的安全能力
池，對數據存儲、信息傳輸、雲計算等過程中的安全風險進行一體化聯動監
測控制，並通過雲網安全、數據安全等多技術融合創新，實現安全能力按需
隨選和彈性部署；堅持自主開發，提供雲堤、量子城域網等主流安全產品和
服務，為客戶提供端到端一體化安全防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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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推動科技創新自立自強，加快建設科技型企業

公司把推動科技創新作為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引領，不斷加大科技創新力
度，科技創新能力持續增強，向打造科技型企業邁出堅實步伐，中國電信榮
獲國務院國資委授予的「科技創新突出貢獻企業」稱號。公司推進核心技術自
主掌控，強化雲計算前瞻技術引領和原始技術創新，完成CloudOS4.0商用版
本並對外發佈，自研定制服務器、數據庫取得重大突破，自研量子密話產品
實現全國首發，首款自研智能雲攝像頭上市；加快科技成果轉化，自研成果
清單達 74項，自研能力顯著增強，上半年，自研 IT系統及業務平台佔比較去
年同期提高8.9個百分點，新增專利1,128件，同比增長145%；產學研用合作創
新進入實質性階段，與頭部高校、科研院等啟動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領域合
作項目40餘項。

2.4 全面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釋放創新發展動能

公司圍繞客戶數字化需求，推進以雲為核心的企業改革，加快在銷售運營等
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舉措落地，進一步完善市場化經營機制，提升企
業核心能力，有效激發企業活力。政企改革持續深化，不斷強化產業研究院
機制建設，加快數字平台研發推廣，深化頭部客戶直營，提高屬地集成交付
水平，政企專業化信息服務能力進一步強化；加快雲中台實質性運作，不斷
充實ABCI等相關專業關鍵人才，提升以天翼雲為底座的產業數字化發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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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專業公司改革不斷深入，推進大數據和AI中心的公司化運作，持續提升
大數據和AI研發運營能力，雲公司、安全公司、物聯網公司成功入圍新一批
「科改示範企業」，打造科技型企業改革和自主創新樣板，同時在醫療健康、
數字鄉村等領域成立專業化公司，引入市場化運作機制，提升專業化運營能
力；加大力度推進三項制度改革，全面落實各級企業經理層成員的任期制和
契約化管理，關鍵崗位人員競爭上崗，推動員工能進能出，薪酬能增能減，
充分激發人員積極性。

2.5 拓展開放務實生態合作，構建合作共贏新局面

公司推動實現多用戶、多場景、多業務、多生態共同成長，構建共創共享共贏
的價值開放生態。著力打造能力生態，加快技術能力聯合創新，以5G創新聯
盟、聯合創新中心和開放實驗室推動5G技術創新研發；廣泛拓展業務生態，
推動應用開發者、終端產業鏈上下游等深度合作，豐富行業解決方案，推動
應用場景融合，共同打造數字生活、智慧城市等業務版圖；加快構建平台生
態，整合內外部能力和場景，優化平台管理和運營規則，持續完善雲生態合
作管理及原子能力等平台的建設與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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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加快數字化轉型，全力推動企業提質增效

公司強化數字化運營，聚焦前後端資源和投資、研發、綜合管控等領域，運
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數智工具驅動管理，推動前後端全方位提質增效。公
司實現 IT系統100%上雲，打造出可承載10億用戶的 IT上雲案例，啟動全網業
務平台上雲計劃，推動傳統業務向SaaS化轉型發展；以數字化手段推動精準
管理，促進渠道和人員投入資源的效能提升；引入AI智能客服，AI服務比例
達到70%，大幅節約人工客服，優化客戶體驗；強化電費精細化管控，推廣AI

節能技術應用，有效管控電費增幅；堅持有效益投資原則，持續優化投資結
構，投資配置向高增長、高價值領域和區域傾斜，產業數字化投資佔比較去
年同期提高9.3個百分點。

2.7 積極踐行環境、社會責任，持續完善公司治理

公司踐行建設網絡強國和數字中國的社會責任，通過移動基站共建共享，老
舊設備退網、基站AI節能及機房智慧化管理等措施，上半年單位信息流量綜
合能耗比較去年下降超過15%，減少碳排放超過300萬噸；圓滿完成北京冬奧
會等重大活動、四川蘆山縣地震等重大突發事件的通信保障任務；定點幫扶
有效助力鄉村振興，以數字鄉村建設激活鄉村治理新動能；加強員工關懷，
全力保證境內外員工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促進員工和企業共成長，進一步
增強員工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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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統籌疫情防控和企業經營發展，履行責任擔當，從精準提速、減免費用、
貼近服務、數智賦能等方面多措並舉，有效助力中小企業紓困解難。積極落
實中小企業寬帶和專線平均資費較去年再降10%；為超10萬家中小企業提供
欠費不停服務；為2.4萬家服務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減免租金；提供天翼
雲播、雲會議、雲電腦、雲SaaS應用、來電名片等防疫信息化產品，幫助中小
企業降低運營成本、提升運營效率；為方艙醫院提供綜合信息化解決方案，
為核酸檢測點提供應急專線等，有效助推全社會數字化進程。

上半年，公司秉持優良、穩健、有效的企業治理理念，不斷健全內部制度、提
升治理水平、堅持合規運作，發展成效和合規表現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肯定，
在《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亞洲最佳企業管理團隊」評選中，連續
十二年獲投資者評選為「亞洲最受尊崇企業」；在《財資》（《The Asset》）的「2021

年ESG企業大獎」評選中，勇奪「傑出環境、社會及管治企業金獎」。公司致力
於實現自身健康可持續發展，維護股東的長期利益和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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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展望

未來，公司將繼續立足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積極
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持續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全面實施「雲改數轉」戰
略，通過融雲、融AI、融安全、融綠色，加快數字化場景化融合化產品升級，
加快培育和發展雲、安全、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等戰略新興業務；堅持以科技
創新引領企業發展，提升企業價值創造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積極履行社
會責任，充分調動激發廣大員工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加快建設世界一
流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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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心支
持，對全體員工的努力付出表示衷心感謝，並對李正茂先生擔任本公司董
事、總裁兼首席運營官期間作出的卓越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柯瑞文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中國北京

2022年8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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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的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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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制的
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中所載的未經審核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

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除每股數字外，以百萬元列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 人民幣

經營收入 4 242,319 219,237

經營費用
折舊及攤銷 (46,735) (45,097)
網絡運營及支撐成本 (70,051) (63,909)
銷售、一般及管理費用 (32,026) (28,740)
人工成本 (44,618) (39,685)
其他經營費用 (25,776) (20,555)  

經營費用合計 (219,206) (197,986)  

經營收益 23,113 21,251
財務成本淨額 5 (30) (1,079)
投資收益及其他 9 2,224
應佔聯營及合營公司的收益 833 1,019  

稅前利潤 23,925 23,415
所得稅 6 (5,572) (5,549)  

本期利潤 18,353 1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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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22年 2021年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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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價值的變動 (20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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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10  

(15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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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100)  

354 (100)  

稅後的本期其他綜合收益 197 (96)  

本期綜合收益合計 18,550 17,770  

股東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18,291 17,743
非控制性權益股東應佔利潤 62 123  

本期利潤 18,353 17,866  

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18,488 17,647
非控制性權益股東應佔綜合收益 62 123  

本期綜合收益合計 18,550 17,770  

每股基本淨利潤（人民幣元） 7 0.20 0.22  

每股稀釋淨利潤（人民幣元） 7 0.20 0.22  

股數（百萬股） 91,507 8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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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以百萬元列示）

2022年
6月30日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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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71 415,981
在建工程 70,392 51,456
使用權資產 57,127 61,186
商譽 29,921 29,919
無形資產 18,215 19,753
所擁有聯營及合營公司的權益 41,056 41,166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 
金融資產 300 248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 1,012 1,216
遞延稅項資產 4,815 6,688
其他資產 7,849 7,261  

非流動資產合計 630,758 634,874  

流動資產
存貨 4,676 3,827
應收所得稅 125 437
應收賬款淨額 9 36,651 22,389
合同資產 1,957 912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29,127 24,585
短期銀行存款及受限資金 3,719 1,92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6,836 73,281  

流動資產合計 153,091 127,360  

資產合計 783,849 76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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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30日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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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1 2,821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貸款 3,135 6,280
應付賬款 10 139,107 114,895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68,223 55,765
合同負債 60,358 70,914
應付所得稅 2,840 588
一年內到期的租賃負債 11,362 13,809  

流動負債合計 287,866 265,072  

淨流動負債 (134,775) (137,712)  

資產合計扣除流動負債 495,983 497,162  

非流動負債
長期貸款 4,921 7,395
租賃負債 26,937 28,593
遞延稅項負債 25,520 26,677
其他非流動負債 4,455 3,329  

非流動負債合計 61,833 65,994  

負債合計 349,699 331,066  

權益
股本 91,507 91,507
儲備 340,087 337,167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合計 431,594 428,674
非控制性權益 2,556 2,494  

權益合計 434,150 431,168  

負債及權益合計 783,849 76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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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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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附錄十六
的披露要求。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六日獲董事會授權簽發的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反映本
集團於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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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預期的經營業績及現金流量。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亦由本公司的國際獨
立核數師按照國際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了
審閱。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流動負債超出總流動資產約人民幣1,347.75億元（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77.12億元）。本公司的管理層對本集團可獲得的資金來
源進行了如下評估：1)本集團從經營活動中持續取得的淨現金流入；2)未動用信貸額度為人
民幣2,752.09億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764.83億元）；及 3)考慮到本集團良
好的信貸記錄，本集團從國內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獲得的其他融資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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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預計的資本開支和償債。因此，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乃按持續經營基礎編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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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本期重大事項

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證交會」）遞交15F表格，以
根據《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經修訂）（「美國證券交易法」）取消美國存託股份之註冊並終止
其報告義務。於遞交該表格九十日內，本公司未撤回且美國證交會未拒絕有關申請，根據美
國證券交易法，該取消註冊及終止報告義務申請已於遞交該表格九十日後生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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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經修訂的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
（修訂）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8至2020年週期年度修訂》

本期採用上述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沒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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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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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收入

收入的分解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商品或服務的種類

服務收入 221,384 203,502
移動通信服務收入 (i) 98,956 93,342
固網及智慧家庭服務收入 (ii) 59,871 57,350
產業數字化服務收入 (iii) 58,932 50,113
其他服務收入 (iv) 3,625 2,697
出售商品收入及其他 (v) 20,935 15,735  

經營收入合計 242,319 219,237  

與客戶合同產生的收入 239,349 216,555
其他來源收入及其他 2,970 2,682  

經營收入合計 242,319 219,237  

收入確認的時間

在某一時點確認 18,835 14,044
在一段時間內確認 223,484 205,193  

經營收入合計 242,319 219,237  

附註：

(i) 主要指本集團向用戶收取的包括移動通話、移動互聯網接入、來電顯示、短信等移動
服務收入的合計金額；

(ii) 主要指本集團向用戶收取的包括固定電話、寬帶互聯網接入、天翼高清、智慧家庭應
用服務等固網服務收入的合計金額；

(iii) 主要指本集團向用戶收取的包括互聯網數據中心、雲服務、數字化平台服務、專線服
務等服務收入的合計金額；

(iv) 主要指本集團出租物業收入及其他收入的合計金額；

(v) 主要指本集團向用戶出售移動終端設備及固網通信設備收入及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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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成本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短期和長期貸款利息支出 278 749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714 701

減：資本化的利息支出* (52) (53)  

淨利息支出 940 1,397

利息收入 (805) (306)

淨匯兌損益及其他 (105) (12)  

30 1,079  

* 在建工程利息資本化適用的年利率 3.4%–3.7%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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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計提的中國所得稅準備 4,709 3,281

計提的其他稅務管轄區所得稅準備 99 119

遞延稅項 764 2,149  

5,572 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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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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稅前利潤 23,925 23,415  

按法定稅率25%計算的預計所得稅支出 (i) 5,981 5,854

中國大陸境內附屬公司及分公司收益的稅率差別 (i) (316) (334)

其他附屬公司收益的稅率差別 (ii) (27) (41)

不可抵扣的支出 (iii) 216 695

非應課稅收入 (iv) (219) (309)

其他 (v) (63) (316)  

所得稅費用 5,572 5,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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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聯營及合營公司的收益及其他各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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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淨利潤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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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91億元及人民幣177.43億元除以發行股數91,507,138,699股及
80,932,368,321股計算。

每股稀釋淨利潤與每股基本淨利潤相等，因於列示的各期間內並沒有潛在普通股。



– 23 –

8. 股息

董事會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六日通過決議，決定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的中期股息按每股人民幣0.120元（相當於港幣0.139523元）（含稅）宣派，合計約人民幣
109.75億元。本次利潤分配方案已由二零二一年年度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決定。此項股息並
未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中計提。

根據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九日舉行的年度股東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期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170元（相當於港幣0.197211元）（含稅），合計人民幣155.56

億元已獲宣派。其中，A股股息人民幣131.97億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派發，H股股息人民
幣23.59億元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八日派發。

根據二零二一年五月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之批准，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期末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104269元（相當於港幣0.125元）（含稅），合計人民幣84.39億元
已獲宣派，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派發。

9. 應收賬款淨額

應收賬款淨額分析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第三方 40,740 25,067

中國電信集團 (i) 2,123 1,889

中國鐵塔 (ii) 25 9

其他中國電信運營商 754 475  

43,642 27,440

減：信用損失準備 (6,991) (5,051)  

36,651 22,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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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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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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8,869 7,164

一至三個月 3,172 1,683

四至十二個月 2,272 1,620

超過十二個月 1,642 1,079  

15,955 11,546

減：信用損失準備 (3,962) (2,690)  

11,993 8,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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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即期：一個月內 9,812 6,041

一至三個月 7,123 2,963

四至十二個月 6,856 3,486

超過十二個月 3,896 3,404  

27,687 15,894

減：信用損失準備 (3,029) (2,361)  

24,658 1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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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分析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第三方 106,331 89,299

中國電信集團 23,783 21,015

中國鐵塔 8,196 3,914

其他中國電信運營商 797 667  

139,107 11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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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6月30日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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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21 20,293

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內到期 25,693 23,965

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內到期 45,630 36,338

六個月以上到期 46,963 34,299  

139,107 114,895  

11. 報告期後事項

本公司的H股股息人民幣23.59億元（附註8）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八日完成派發。

董事會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六日通過決議，決定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的中期股息按每股人民幣0.120元（相當於港幣0.139523元）（含稅）宣派，按已發行股份
91,507,138,699股計算，合計約人民幣 109.75億元。本次利潤分配方案已由二零二一年年度股
東大會授權董事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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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會計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差異

於2022年
6月30日
淨資產

人民幣百萬元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表中 

歸屬於母公司股東金額 431,601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調整 (7)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中
本公司股東應佔金額 431,594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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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人員及本公司的外部核數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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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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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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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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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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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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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1日至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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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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於2022年5月19日舉行的 2021年年度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授權決定
本公司2022年中期利潤分配方案。在充分考慮股東回報、本公司盈利情況、現金
流水平及未來發展資金需求後，董事會決定按照2022年中期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人民幣182.91億元的60%向全體股東分配股息，總計人民幣 109.75億元，以實施權
益分派股權登記日登記的總股本為基數，按照截至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總股本
91,507,138,699股進行測算，派發 2022年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120元（相等於每股
0.139523港元）（含稅）。如在實施權益分派的股權登記日前本公司總股本發生變動
的，擬維持分配總額不變，相應調整每股分配比例，並將另行公告具體調整情況。

中期股息預計將於2022年10月14日或之前支付予於2022年9月7日（星期三）名列本
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股東。為釐定本公司H股股東獲派發中期股息的資格，本公
司將於2022年9月2日（星期五）至 2022年9月7日（星期三）（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
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本公司H股股東如欲獲派發中期股息，而尚未登記
過戶文件，須於2022年9月1日（星期四）下午4時30分或之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
股票交回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
心17樓1712-1716號舖。本公司將就向A股股東派發中期股息的具體安排於上海證
券交易所另行公告。

股息將以人民幣計值及宣派。A股股東及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
（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
股票（「港股通」）的投資者（「港股通投資者」）的股息將以人民幣支付，除港股通投
資者以外的H股股東的股息將以港幣支付。相關折算匯率按宣派中期股息之日（即
2022年8月16日）前一週的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人民幣兌換港幣平均中間價 (人民
幣0.860074元兌1.00港元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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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以及《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代扣
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 [2008]897號）的規定，本公司向於2022年
9月7日（星期三）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包括香港中央
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企業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派發 2022

年中期股息時，本公司有義務代扣代繳10%的企業所得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國稅發 [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
的通知》（國稅函 [2011]348號）規定，如H股個人股東為香港或澳門居民以及其他與
中國簽訂 1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本公司將按 10%的稅率代扣代
繳個人所得稅。如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低於 1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
家的居民，本公司將按10%的稅率代扣代繳股息的個人所得稅。如H股個人股東為
與中國簽訂高於10%但低於20%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本公司將按
相關稅收協議實際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如H股個人股東為與中國簽訂 20%

股息稅率的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民、與中國並沒有簽訂任何稅收協議的國家的居
民以及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本公司將按 20%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該等股東
如需要按照《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發佈<非居民納稅人享受協定待遇管理辦法>的公
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9年第35號》的相關規定自行或通過委託代理人或通過
本公司向中國主管稅務機關要求退還多扣繳的稅款，需提交國家稅務總局公告
2019年第35號規定的《非居民納稅人享受協定待遇信息報告表》，並歸集和留存相
關資料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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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根據2022年9月7日（星期三）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上所記錄的登記地址（「登
記地址」），確定H股個人股東的居民身份。如H股個人股東的居民身份與登記地址
不符或希望申請退還多扣繳的稅款，H股個人股東須於2022年9月1日（星期四）或
該日之前通知本公司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證明文件經相關稅務機關審核後，本
公司會遵守稅務機關的指引執行與代扣代繳相關的規定和安排。如H股個人股東
在上述期限前未能向公司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可按稅收協議通知的有關規定自行
或委託代理人辦理有關手續。

對於港股通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和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作為港股通投資者名義持有人
接收本公司派發的股息，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股息發放至相關港股通投資
者。根據《關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4]81號）和《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
稅 [2016]127號）的相關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港股通投資在聯交所上市的
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本公司按照 2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對內
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港股通投資在聯交所上市的本公司H股股票取得的股息，比
照個人投資者徵稅。本公司對港股通內地企業投資者不代扣代繳股息所得稅款，
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時間安排與本公司H股
股東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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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H股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及因H股股東的納稅身份或稅務待遇未能及
時確定或不準確確定而引致任何申索或對於代扣代繳機制或安排的任何爭議，本
公司概不負責，亦不承擔任何責任。

對於本公司港股通投資者以外的H股股東，本公司已委任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
限公司為香港的收款代理人（「收款代理人」），並會將已宣派的中期股息支付予收
款代理人，以待支付予港股通投資者以外的H股股東。收款代理人將於2022年10

月14日支付經扣除適用稅項後的中期股息，而相關中期股息單將以平郵方式寄予
H股股東，郵誤風險由H股股東承擔。對於本公司港股通投資者，本公司將於2022

年10月14日支付經扣除適用稅項後的中期股息予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和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中國證券登記結算
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分別將
經扣除適用稅項後的中期股息支付給港股通投資者。

中期報告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 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報告
將於稍後時間寄發予本公司H股股東並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網頁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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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北京，2022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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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陳述

本公告中所涉及的發展戰略、未來經營計劃、展望等前瞻性陳述不構成本公司對
投資者的承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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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公司將不會
更新這些前瞻性陳述。敬請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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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廣祿（總
裁兼首席運營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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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