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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UNICOM (HONG KONG) LIMITED 

中國聯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762) 

 

2019 年首三季度主要財務及運營數據 

2019 年首三季度，面對行業發展的新挑戰，本集團深化實施聚焦創新合作戰略，加快互聯

網化運營轉型，縱深推進混改，創新業務持續快速增長，支撐整體服務收入基本保持穩

定。得益於良好的成本管控，2019 年首三季度本集團的淨利潤持續顯著提升。期內主要未

經審核財務數據如下︰ 

— 整體服務收入為人民幣 1,985.32 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0.7%，跌幅較今年上半年的 

-1.1%有所緩和。 

— 產業互聯網業務收入為人民幣 242.91 億元，同比上升 40.8%。 

— EBITDA1為人民幣 731.45 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10.4%。 

—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盈利為人民幣 98.23 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11.9%。 

未來本集團將直面挑戰，奮力開創「五新」聯通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不斷提升企

業內生活力和運營效益，為股東創造更大價值。 

 

為便於股東、投資者和公眾人士進一步清楚瞭解本集團的運營狀況，中國聯合網絡通信(香港)

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各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宣佈

本集團 2019 年首三季度未經審核的若干主要財務及運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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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數據（摘自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制的會計賬目）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 9 月 30 日止九個月期間 

 2019 年  2018 年 

服務收入合計 198,532  200,013 

銷售通信產品收入 18,588  19,699 

收入合計 217,120  219,712 

網間結算成本 (8,737)  (9,898) 

折舊及攤銷 (62,504)  (57,421) 

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 (31,508)  (41,605) 

僱員薪酬及福利開支 (38,197)  (35,998) 

銷售通信產品成本 (19,154)  (19,884) 

其他經營費用 (46,379)  (46,082) 

財務費用 (1,615)  (1,451) 

利息收入 933  1,305 

應佔聯營公司淨盈利 1,007  2,284 

應佔合營公司淨盈利 514  435 

淨其他收入 859  108 

稅前利潤 12,339  11,505 

所得稅 (2,497)  (2,677) 

本期盈利 9,842  8,828 

應佔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9,823  8,780 

 非控制性權益 19  48 

    

 

於 2019 年 

9 月 30 日 

 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總資産 569,241  540,320 

總負債 249,501  226,034 

總權益 319,740  31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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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數據 

 於 2019 年 9 月 30 日/ 

由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期間  

 於 2018 年 9 月 30 日/ 

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期間  

移動出賬用戶數（百萬戶） 324.729  309.826 

其中： 4G 用戶數（百萬戶） 251.145  213.850 

移動出賬用戶淨增數（百萬戶） 9.693  25.663 

其中： 4G 用戶淨增數（百萬戶） 31.220  38.974 

手機上網總流量（億 MB） 228,576  150,094 

移動語音通話總分鐘數（億分鐘） 5,622  6,132 

固網寬帶用戶數（百萬戶） 84.445  80.347 

固網寬帶用戶淨增數（百萬戶） 3.565  3.808 

固網本地電話用戶數（百萬戶） 54.247  56.825 

固網本地電話用戶淨減數（百萬戶） (1.652)  (3.172) 

 

2019年首三季度，面對行業發展的新挑戰，本集團深化實施聚焦創新合作戰略，加快互聯網

化運營轉型，縱深推進混改，創新業務持續快速增長，支撐整體服務收入基本保持穩定。得

益於良好的成本管控，2019年首三季度本集團的淨利潤持續顯著提升。 

 

受提速降費、市場飽和、激烈市場競爭以及4G流量紅利逐步消退的影響，2019年首三季度移

動服務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6.1%至人民幣1,177.33億元，移動出賬用戶ARPU為人民幣40.6元。

公司逐步發揮LTE 900MHz 4G網絡的深度覆蓋和農村區域廣覆蓋優勢，聚焦產品、渠道和營銷

加大力度推動互聯網化運營轉型，嚴控用戶發展成本及超低資費套餐，堅持差異化經營，努

力避免簡單價格戰。2019年首三季度，移動出賬用戶淨增969萬戶，達到3.25億戶；其中4G用

戶淨增3,122萬戶，達到2.51億戶。 

 

本集團以「大視頻、大融合、大帶寬」積極應對寬帶市場的激烈競爭挑戰，打造寬帶2I2H、

2B2H營銷新模式，提升營銷能力。2019年首三季度，固網寬帶用戶淨增357萬戶，達到8,445

萬戶，固網寬帶接入收入為人民幣309.59億元。在創新業務領域，本集團加快雲計算、大數

據、物聯網等重點創新業務的能力培養和規模拓展，不斷強化機制創新，加快創新人才隊伍

建設和激勵分配改革，以「雲+智慧網絡+智慧應用」融合經營模式，拉動創新業務實現持續

快速突破。2019年首三季度，產業互聯網業務收入為人民幣242.91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40.8%。得益於創新業務快速增長拉動，固網服務收入達到人民幣788.63億元，比去年同期上

升7.7%。整體服務收入為人民幣1,985.32億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7%，跌幅較今年上半年的-

1.1%有所緩和。 

 

本集團已於2019年1月1日起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6，「租賃」(「IFRS 

16」)，根據準則允許的實際操作簡便方式，對所有適用的租賃確認租賃負債及相應的使用權

資產，並確認租賃負債未償還餘額所產生的利息費用以及使用權資產的折舊費用。本集團選

擇採用經修訂的追溯法以採納該準則，即對首次執行前年度/期間可比數字不進行重述，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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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首次執行累計影響金額確認為總資產、總負債及留存收益本期間期初餘額的調整。因此，

執行IFRS 16導致2019年首三季度折舊及攤銷和財務費用有所增加，但同時網絡、營運及支撐

成本中的租賃費用相應有所下降。2019年首三季度，網間結算成本比去年同期下降11.7%，主

要受網間話務量下滑影響。期內本集團嚴控用戶發展成本，令銷售費用得到良好管控，為人

民幣257.05億元，比去年同期輕微上升1.7%。應佔聯營公司淨盈利比去年同期下降55.9%，主

要由於去年8月份本集團聯營公司中國鐵塔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鐵塔」)在香港聯交所上市並

發行新股，導致本集團對中國鐵塔的持股比例變化，使去年第三季度按權益法核算的應佔聯

營公司淨盈利錄得額外收益人民幣14.74億元。2019年首三季度，EBITDA1為人民幣731.45億

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0.4%，EBITDA佔服務收入比為36.8%。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盈利為人

民幣98.23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1.9%。 

 

如果剔除執行IFRS 16對本期的影響，2019年首三季度折舊及攤銷比去年同期下降4.5%，主要

得益於近年資本開支的良好管控。財務費用比去年同期下降56.9%，主要由於良好的自由現金

流助力期內平均帶息債務比去年同期大幅減少。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比去年同期下降

4.5%，主要得益於對維護費用和電費的有效控制。 

 

2019年9月，本集團與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信」)簽署合作協議，在全國範圍內合

作共建一張 5G 接入網絡，本集團認為，與中國電信進行 5G 網絡共建共享合作，特別是雙方

連續的 5G 頻率共享，有助於降低未來5G 網絡建設和運維成本，高效實現 5G 網絡覆蓋，快速

形成 5G 服務能力，增強 5G 網絡和服務的市場競爭力，提升網絡效益和資產運營效率，達成

雙方的互利共贏。 

 

未來，本集團將直面挑戰，奮力開創「五新」聯通建設和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本集團將堅

定不移地深化互聯網化運營，持續提升客戶感知、運營效率和差異化競爭力，積極應對攜號

轉網挑戰，努力穩定基礎業務，規模提升創新業務，紮實推進5G業務創新，驅動整體業務企

穩回升。持續深化與戰略投資者的業務和資本合作，縱深推進各領域的創新變革，不斷提升

企業內生活力和運營效益，為股東創造更大價值。 

 

謹慎性陳述 

 

董事會謹此提醒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上述財務和業務數據乃按本集團內部數據及管理賬目

作出，此等數據並未有經過核數師的審閱或審核。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應小心以免不恰當地

依賴該等數據。本公司同時籲請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小心謹慎。 

 

承董事會命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王曉初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香港，2019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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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EBITDA 反映了在計算財務費用、利息收入、應佔聯營公司淨盈利、應佔合營公司淨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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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認為，對於與本公司類似的電信公司而言，EBITDA 有助

於對公司經營成果分析，但它並非公認會計原則財務指標，並無統一定義，故未必可與其他公司的類似指標

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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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所界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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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美國證管會”）的 20-F 表年報和本公司呈報美國
證管會的其他文件。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之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行董事：     王曉初、李國華、李福申、邵廣祿及朱可炳 

非執行董事：   Cesareo Alierta Izuel 

獨立非執行董事：  張永霖、黃偉明、鍾瑞明及羅范椒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