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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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762）

公 告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之未經審

核簡明合併業績。

集團業績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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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442,019 438,321

 預付租賃費 9,168 9,211

 商譽 2,771 2,771

 聯營公司權益 2,164 3,037

 合營公司權益 1,002 －
 遞延所得稅資產 6,806 6,215

 以公允值計量經其他綜合收益
  入賬的金融資產 5,157 5,902

 其他資產 24,295 23,041
  

493,382 488,498
  

流動資產
 存貨及易耗品 5,003 4,378

 應收賬款 19,041 14,671

 預付賬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13,246 10,029

 應收關聯公司款 16 12

 應收境內電信運營商款 2,544 2,120

 短期銀行存款 56 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358 25,308
  

66,264 56,574
  

總資產 559,646 545,072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股本 179,102 179,101

 其他儲備 (20,043) (19,482)

 留存收益
  －擬派 2014年末期股息 － 4,789

  －其他 71,343 63,133
  

總權益 230,402 22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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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借款 2,251 420

 中期票據 29,450 21,460

 公司債券 2,000 2,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18 17

 遞延收入 1,424 1,497

 其他債務 159 217
  

35,302 25,611
  

流動負債
 短期銀行借款 87,645 91,503

 短期融資券 9,997 9,979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銀行借款 39 45

 可換股債券 11,730 11,167

 應付賬款及預提費用 127,010 120,371

 應交稅金 1,490 1,466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 1,807 1,622

 應付關聯公司款 2,842 3,542

 應付境內電信運營商款 1,877 1,402

 應付股利 920 771

 遞延收入的流動部份 439 462

 一年內到期的其他債務 2,639 2,698

 預收賬款 45,507 46,892
  

293,942 291,920
  

總負債 329,244 317,531
  

總權益及負債 559,646 545,072
  

淨流動負債 (227,678) (235,34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5,704 25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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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損益表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每股數除外）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收入 211,913 215,339

網間結算成本 (9,889) (11,118)

折舊及攤銷 (58,013) (55,139)

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 (29,261) (27,774)

僱員薪酬及福利開支  (26,654) (25,833)

銷售通信產品成本  (33,538) (32,245)

其他經營費用  (38,322) (46,365)

財務費用  (5,785) (3,784)

利息收入 237 210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868) －

淨其他收入 739 776
  

稅前利潤 10,559 14,067

所得稅  (2,378) (3,504)
  

本期盈利 8,181 10,563
  

應佔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8,181 10,563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盈利的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基本（人民幣元） 3 0.34 0.44
  

 每股盈利－攤薄（人民幣元） 3 0.33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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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本期盈利 8,181 10,563
  

其他綜合收益

不會重分類至損益表的項目：

 經其他綜合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的

  公允值變動 (745) (245)

 經其他綜合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的

  公允值變動之稅務影響 186 67
  

 經其他綜合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的

  公允值變動，稅後 (559) (178)

 淨設定受益負債重新計量之影響，稅後 － (2)
  

(559) (180)
  

日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表的項目：

 外幣報表折算差額 27 (1)
  

稅後本期其他綜合收益 (532) (181)
  

本期總綜合收益 7,649 10,382
  

應佔總綜合收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7,649 10,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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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 66,936 68,809

已付所得稅 (1,915) (3,998)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淨現金流入 65,021 64,811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入固定資產 (60,073) (42,939)

其他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2,901) (6,930)
  

投資活動所支付的淨現金流出 (62,974) (49,869)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支付股息予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4,643) (3,677)

其他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4,142 (14,033)
  

融資活動所支付的淨現金流出 (501) (17,71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增加╱（減少） 1,546 (2,7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初餘額 25,308 21,506

外幣匯率變動的影響 (496) 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期末餘額 26,358 18,74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現金結餘 2 6

 銀行結餘 26,356 18,741
  

26,358 18,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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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

1. 一般資料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是於二零零零年二月八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主營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

司的子公司主營業務為在中國提供移動和固網語音及相關增值服務、寬帶及其他互聯網相關服

務、信息通信技術服務以及商務及數據通信服務。GSM移動語音、WCDMA移動語音、TD-

LTE移動語音、LTE FDD移動語音及相關增值服務以下稱為「移動業務」。除移動業務外，上述

其他業務以下統稱為「固網業務」。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為「本集團」。

2. 編製基準

 持續經營假設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出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 2,277億元（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353億元）。考慮到當前全球經濟環境，以及本集團在可預見的將

來預計的資本支出，管理層綜合考慮了本集團如下可獲得的資金來源：

‧ 本集團從經營活動中持續取得的淨現金流入；

‧ 循環銀行信貸額度、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和公司債券註冊額度約為人民幣 3,320億元。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尚未使用之額度約為人民幣 2,015億元；及

‧ 考慮到本集團的信貸記錄，從國內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獲得的其他融資渠道。

 此外，本集團相信能夠通過短、中、長期方式籌集資金，並通過適當安排融資組合以保持合理

的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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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償債所需。因此，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乃按持續經營基礎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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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五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的每股基本盈利是按照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應佔盈利除以各期間發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二零一五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是按照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應佔盈利除以各期間就所有攤薄性的潛在普通股的影響作出調整後的發行在外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計算。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所有攤薄性的潛在普通股股份是來自於可

換股債券。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所有攤薄性的潛在普通股股份是來自於

(i)經修訂後的股份期權計劃下授予的股份期權；(ii)經修訂後的特殊目的股份期權計劃下授予

的股份期權及 (iii)可換股債券。

 下表列示了每股基本盈利與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分子（人民幣百萬元）：

用來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盈利 8,181 10,563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之估算財務費用 160 157
  

用來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盈利 8,341 10,720
  

分母（百萬股）：

用來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發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量 23,947 23,829

因股份期權而產生的攤薄數量 － 20

因可換股債券而產生的攤薄數量 958 939
  

用來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股份數量 24,905 24,788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34 0.44

  

每股攤薄盈利（人民幣元） 0.33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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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報告期後事項

4.1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日，中國聯合網絡通信有限公司及聯通新時空通信有限公司（均為

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與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鐵塔公司」）及其他方簽署轉讓協議，

向鐵塔公司出售若干通信鐵塔及相關資產。詳情請見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日刊發

之公告。

4.2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億迅投資有限公司，發行總本金額為

1,838,800,000美元（按固定匯率 1美元等值港幣 7.7576元）年利率 0.75%的有擔保可換股債

券，該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到期並以本金 100%贖回。債券之償還由本公司擔保

並可以初步換股價每股港幣 15.85元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換股價可根據於二零一零年十

月十八日訂立的信託契據中規定的若干反攤薄及控制權變化之情況予以調整。

 沒有債券持有人於可換股期間（即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一五年十月八日營業

時間結束時）行使換股權。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八日，全部可換股債券已贖回。

其他資料

補充財務指標摘要如下（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移動業務服務收入合計 109,517 119,103

固網業務服務收入合計 69,203 66,924

其他服務收入 1,031 811
  

服務收入合計 179,751 186,838

銷售通信產品收入 32,162 28,501
  

收入 211,913 215,339
  

淨利潤 8,181 10,563
  

EBITDA 74,249 72,004
  

 EBITDA佔服務收入百分比 41.3%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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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首三季度，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1,798億元，較上年同期下降 3.8%，主要

是由於「營改增 1」銷項稅及營銷模式轉型等因素所致，但收入結構持續優化。

二零一五年首三季度，淨利潤為人民幣 81.8億元，受「營改增」政策實施等因素影

響，同比下降 22.6%。EBITDA2為人民幣 742.5億元，同比增長 3.1%，EBITDA佔

服務收入的百分比為 41.3%，同比上年同期提高 2.8個百分點。

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發佈的「流量單月不清零措施」公告所述，自二

零一五年十月一日起，本公司手機用戶月套餐內當月剩餘流量（以下簡稱「剩餘流

量」）可延期結轉至次月底前使用。上述措施將導致剩餘流量相關收入遞延至次月確

認，從而影響本公司第四季度收入和盈利水平。

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四日發佈的「主要交易－出售通信鐵塔及相關資產」公

告所述，本公司與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鐵塔公司」）及相關公司簽署協

議，將本公司持有的鐵塔及相關資產（「相關資產」）出售給鐵塔公司，交割日為二零

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交割後本公司即向鐵塔公司回租相關資產，目前相關方正在

協商確定租約條款。如果屆時相關資產的回租費用水平釐定較高，則會增加本公司

運營成本，儘管部份所增加之成本可能通過本公司對鐵塔公司的投資收益返回。

附註 1. 自二零一四年六月一日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開展電信業營業稅改徵增值稅。

附註 2.  EBITDA反映了在計算財務費用、利息收入、應佔聯營公司虧損、淨其他收入、所得稅、折

舊及攤銷前的本期盈利。由於電信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開支和財務費用可能對具有

類似經營成果的公司盈利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公司認為，對於與集團類似的電信公司而

言，EBITDA有助於對公司經營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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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性陳述

董事會謹此提醒投資者，上述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

財務資料及財務概覽乃按本集團內部數據及管理賬目作出，此等數據和賬目並未有

經過核數師的審閱或審核。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的財務資料摘

錄自本集團未經審核的財務資料；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

資料摘錄自本集團二零一四年年報內的經審核財務報表。投資者應小心以免不恰當

地依賴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之財務數字、數據及比較數值。本公司

同時籲請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小心謹慎。

承董事會命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朱嘉儀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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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洪濱及羅范椒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