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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期业绩公布 
推介材料演讲辞 

 
 
主讲：王晓初先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幻灯片 4：主要内容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与各位一起讨论中国联通的业绩表现。 
 
今天的发布会首先由我向各位报告公司 2019 年中期的总体业绩，之后李国华先生和

朱可炳先生将分别介绍公司的业务表现和财务表现。最后，我们回答各位的提问。 
 
 
幻灯片 5：重点概要 
 
今年上半年，公司总体业绩及发展情况重点概要如下： 
 

1. 深化实施聚焦创新合作战略，积极转型，应对行业发展新挑战；  
 

2. 纵深推进混改，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 
 

3. 创新业务快速增长，成为公司收入的主要增长动力；  
 

4. 培育巩固联通 5Gn 独特竞争优势，紧抓新商机，创造新价值； 
 

5. 加快“五新”联通建设，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幻灯片 6：利润持续显著提升 
 
今年以来，国内电信行业发展步入阵痛期，上半年行业收入同比负增长。面对复杂的

外部环境和行业发展的新挑战，公司以聚焦创新合作战略为引领，抓改革，促转型，

控成本，提效益，总体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公司服务收入同比下跌 1%。 
 
盈利仍保持快速增长，净利润同比增长 16%，达到 69 亿元。 
 
 
幻灯片 7：发展质量和效益持续提升 
 
近年来，随着聚焦创新合作战略和混改的持续深入实施，公司转型步伐不断加快。 
 
产业互联网收入快速增长，对整体收入贡献逐年提升，今年上半年达到 12.6%，带动

服务收入结构持续优化。 
 
净利润逐年显著提升；自由现金流过去两年屡创新高，今年上半年达到 158 亿元，继

续保持强劲，公司发展质量和效益持续显著提升。 
 
 
幻灯片 8：积极应对移动业务发展新挑战 
 
上半年，面对提速降费、市场饱和、激烈市场竞争以及 4G 流量红利逐步消退，公司

坚持差异化和互联网化运营，努力避免简单价格战，维护公司价值。 
 
下半年，公司将坚定差异化和互联网化运营不动摇，严控用户发展成本及超低资费套

餐，逐步发挥新建 L900 网络的优势，强化融合经营，努力开拓新用户并促进用户价

值提升。随着取消移动流量漫游费的“同比”负面影响的消退，公司将努力推动移动服

务收入企稳回升。我们很高兴看到 7 月份移动服务收入环比 6 月提升 1.6%。 
 
 
幻灯片 9：创新业务增长势头强劲 
 
上半年，公司聚焦创新业务能力培养和规模发展，以“云+智慧网络+智慧应用”新融合

营销模式为引领，聚焦重点行业应用产品做深做透；与混改合作伙伴、行业龙头公司

等深化业务合作和资本合作；持续优化创新业务的体制机制和人才队伍建设。 
 
上半年，产业互联网收入增长 43%，达到 167 亿元，规模持续加速突破，成为公司收

入的重要驱动力。未来公司将积极发挥规模效益，逐步提升创新业务利润率。 
 
 



 
幻灯片 10：混改红利逐步释放 
 
随着混改向纵深推进，公司在战略合作、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的成效逐步显现。创新发

展动能不断增强，基础业务发展得到有效拉动；企业活力和效率不断增强，股东和员

工回报双双提升。 
 
 
幻灯片 11：迭代推进机制体制改革 
 
公司围绕“提活力、促发展、控成本”，迭代推进机制体制改革。 
 
深化实施瘦身健体 2.0，推动全生产场景划小改革，促进人员向创新领域、划小单元

流动，持续优化组织和人员结构。 
 
不断完善市场化激励，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力和动力。在顺利实施 A 股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基础上，目前在部分下属公司层面也建立了员工持股计划。 
 
 
幻灯片 12：积极推进下属公司混改 
 
同时，下属企业层面的混改也在加快推进。省级公司云南联通已经完成了全域全业务

社会化合作承包运营，两家下属公司--经营大数据的智慧足迹公司和经营车联网业务

的智网科技公司，完成了战略投资者的资本引入。 
 
下一步，公司还将在下属企业混改方面积极探索，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激发增强创

新发展的新动力。 
 
 
幻灯片 13：联通 5Gn – 新商机，新价值 
 
5G 方面，工信部已于 6 月正式批准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经营 5G 业务。 
 
公司坚持聚焦引领，有节奏的精准高效投入，积极谋求网络共建共享，提升投资价值。 
 
面向公众市场，聚焦重点城市群和其他省会城市，确保建设规模和网络质量，提升

5G 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2020 年后全国商用，网络建设向 SA 方向演进。同时，面向

垂直领域，成立中国联通 5G 创新应用联盟、5G 联合创新试验室，聚合众多产业链伙

伴，开放合作，加快拓展新应用，创造新收入。 
 
 
 
 
 



 
幻灯片 14：积极谋求 5G 网络共建共享 
 
为了提升行业价值和投资回报，公司积极谋求 5G 网络的共建共享。通过加强协同和

共建共享： 
 
加快 5G 网络建设步伐； 
 
节省资本开支和运维成本； 
 
保障在共建共享区域内，用户使用的业务可全继承，并可以不换卡、不换号正常使用

5G 业务，服务感知更优化； 
 
实现资源共享，提高用户质量，为 5G 用户提供最好的感知。 
 
一旦形成合作协议，公司将及时向市场公告。 
 
 
幻灯片 15：联通 5Gn 独特竞争优势 
 
5G 为行业发展带来新商机，而公司的 5G 独特竞争优势明显，包括： 
 
- 拥有丰富的开放合作经验、成熟的互联网思维和运营经验，以及 5G 频段产业链优

势； 
 
- 可以借力混改 14 名战略投资者的资源优势，以及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改革优势； 
 
- 创新业务快速发展，将助力未来 5G 创新应用开发落地； 
 
- 高效精准投入的成功实践经验。 

 
未来我们有信心抓住 5G 发展机会，携手产业链，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 
 
 
幻灯片 16：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展望下半年，机遇与挑战并存。公司将直面挑战，抢抓机遇，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

持之以恒实施聚焦创新合作战略，坚定不移推进互联网化运营转型，纵深推进混合所

有制改革，打造各领域的关键能力，奋力开创“五新”联通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下面，请公司总裁李国华先生介绍公司具体运营表现。 
 
 
 



主讲：李国华先生，执行董事兼总裁 
 
幻灯片 18：收入构成 
 
谢谢董事长！现在我向各位介绍公司上半年的业务表现。 
 
本表列示了公司各业务的收入及变化情况。        
 
下面作具体说明。 
 
 
幻灯片 19：积极推动移动服务收入企稳回升 
 
移动业务方面，面对行业发展的挑战，公司坚持以差异化经营积极应对，努力推动移

动服务收入企稳回升。上半年，公司移动服务收入增长同比下滑，但从去年第四季度

以来的季度趋势看，基本实现企稳。 
 
下半年，公司将加大新型产品的推广力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突出会员权益等产品差

异化优势，完善产品匹配，精准营销；精耕细作存量经营，提升用户价值；打造 5G+4G
精品网，强化网络对业务发展的支撑能力，积极推动移动收入企稳回升。 
 
 
幻灯片 20：提前部署，积极应对携号转网 
 
同时，公司提前部署，积极应对携号转网。通过做深做透固移融合，做广做大泛融合，

大力开展 L900 网络建设与优化，应用大数据手段精准维系等措施，为用户提供差异

化服务和感知，吸引保留客户。 
 
 
幻灯片 21：积极应对异常激烈的宽带竞争 
 
宽带方面，公司依旧面临异常激烈的市场竞争。宽带接入收入同比下降 4.1%。宽带

用户净增 253 万户，较上年同期有所改善。 
 
公司注重质量，突出高速带宽与智慧家庭产品优势，积极应对竞争挑战。 
 
在重点市场领域发力千兆高品质宽带，提升产品竞争力；加快提升资源利用率，深度

推进南方社会化合作，提升网络能力；打造 2I2H、2B2H 营销新模式；加大智慧家庭

系列产品推广，强化融合经营，促进相互拉动发展。 
 



幻灯片 22：政企业务实现规模突破 
 
政企业务领域，公司充分发挥云网一体化优势，以“云+智慧网络+智慧应用” 融合经

营模式，拉动创新业务和基础业务相互促进发展。 
 
上半年，政企业务实现规模突破。政企客户收入同比增长 14% ，其中云计算收入增

长 167%，网元出租收入同比增长 17%。 
 
 
幻灯片 23：全面互联网化运营转型 2.0 
 
公司持续推动互联网化运营转型。 
 
- 面向前线经营，全面推动产品互联网化、营销互联网化和渠道互联网化，为客户

创造新体验价值。 
 

- 面向后台支撑，全面推动网络互联网化、IT 互联网化和管理互联网化，为前线赋

能，提升运营效率。 
 
未来随着各领域互联网化的协同深入推进，平台和生态互联网化将加快构建，公司的

差异化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将不断增强。 
 
 
幻灯片 24：持续推进与战略投资者的深化合作（1） 
 
上半年，公司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持续深化推进。 
 
在触点领域，与互联网公司持续推进线上触点及权益合作，利用电子券开展线下异业

合作，2I2C 出账用户已接近 1 亿户。 
 
支付金融领域，与战略投资者合作推广沃钱包支付，以及信用分期、金融反欺诈和基

于风控建模的支付金融产品。 
 
内容领域，引入爱奇艺、腾讯视频等优质内容，提升产品竞争力。 
 
智慧家庭领域，将基础通信能力与互联网企业的智慧硬件、内容应用深度融合，打造

有竞争力的新型产品。 



 
幻灯片 25：持续推进与战略投资者的深化合作（2） 
 
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产业互联网、AI 及基础通信等领域，与战略投资者持续

深化业务合作和资本合作，聚合优势资源，强强联合，加快拓展创新领域的发展机会，

为公司创新发展积蓄动能。 
 
 
幻灯片 26：5G 商用蓄势待发 
 
随着 5G 牌照发放，5G 商用蓄势待发。考虑行业终端上市进度，公司预计 9 月份将在

重点城市正式商用。 
 
初期我们将以增强移动宽带场景为基础，突出速率，同步做好其他场景服务。 
 
着眼用户需求和收入增长，还将积极打造 5G 能力聚合和开放平台，引入 VR/AR、高

清视频、云游戏等特色业务。 
 
同时，积极拓展 5G 行业应用。 
 
 
幻灯片 27：加快开拓 5G 新应用、新收入 
 
在 5G 创新应用方面，我们将积极打造新蓝海的试验田，做独角兽的孵化器。聚焦新

媒体、工业互联网、交通、教育、文旅等重点行业，与行业头部客户，打造典型 5G
应用场景，形成示范效应；依托 5G 应用创新联盟，加快孵化行业产品；并在现有行

业解决方案中融入 5G+ABC 元素，形成差异化竞争能力。 
 
 
幻灯片 28：聚焦合作，精准投资 
 
网络建设方面，公司坚持“聚焦合作+精准投资”，全年包含 5G 的资本开支预计 580 亿

左右，投资优先满足“5G+4G”精品网和创新业务等需求，促进业务有效益发展。 
 
上半年，CAPEX 支出完成 220 亿，投资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聚焦地区网络质量和客

户感知持续提升。 
 
公司坚持精准高效、按需投入 5G 网络，积极谋求网络共建共享，降低成本。今年计

划建设 4 万多个 5G 基站；同时，对于有良好商业模式的 2B 需求，按需滚动安排。

未来 5G 网络建设与发展将聚焦引领，按技术进展、市场和业务需求等动态精准投入，

并与行业保持同步。 
 
 
 



幻灯片 29：下半年重点部署 
 
下半年，公司的生产经营工作重点部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秉承合作方针，积极部署 5G； 

 
- 精耕细分市场，稳定基础业务； 

 
- 打造创新能力，做强创新业务； 

 
- 规范经营行为，维护健康生态； 

 
- 坚持客户为本，构建大服务体系； 

 
- 加强网络和 IT 支撑保障能力； 

 
- 充分释放体制机制改革红利。 
 
公司将全力推动“五新”联通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 
 
下面，请 CFO 朱可炳先生介绍公司财务情况。 
 
 



 
主讲：朱可炳先生，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 
 
幻灯片 31：重点财务信息 
 
谢谢李总裁。现在我为大家分析一下公司上半年的财务表现。 
 
这张表列示了公司上半年重点财务信息，营业收入下降 2.8%，经营利润增长 9.8%，

净利润增长 16.3%，公司总体保持稳定健康发展。                  
 
下面我们进行具体分析。 
 
 
幻灯片 32：良好成本管控 
 
上半年，公司成本控制总体保持良好。从账面数据看： 
 
同比下降的成本项目为网间结算支出和销售通信产品成本，分别下降 13.6%和 15.7%； 
增长的成本包括： 
 
- 销售费用上涨 5.9%，。 
 
 
幻灯片 33：剔除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16 影响的关键指标 
 
以剔除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影响后的可比口径数据分析： 
 
折旧及摊销成本下降 5.3%，主要得益于近年来资本开支的良好管控； 
 
网运及支撑成本下降 4.8%，主要得益于维护成本和电费的有效控制。 
 
主要受益于强劲的自由现金流贡献带来的期内平均带息债务的下降，财务费用下降

56.1%。  
 
幻灯片 34：持续增强网络竞争力 
 
资本开支方面，上半年完成 CAPEX 支出 220 亿，其中 58%投入移动网络，15%投入固

网宽带及数据。 
 
截至 6 月底，公司包括室外站和室分信源在内 4G 基站总数达到 135 万个，其中 L 900
基站 18 万个，4G 网络深度覆盖和农村广度覆盖显著提升；累计开通 NB-IoT 20 万站，

为物联网网络升级奠定了基础；全网具备 VoLTE 能力；建设 5G 基站 1.7 万个，并开

展用户友好体验。 
 



公司预计全年资本开支 580 亿元左右。 
 
 
幻灯片 35：财务实力大幅增强，助力未来新价值创造 
 
随着近年来公司战略的深入实施和混改红利的逐步释放，公司财务状况不断优化。今

年上半年，公司自由现金流达到 158 亿，保持强劲；可比口径资产负债率由 2017 年

6 月底的 61.4%持续快速下降，今年 6 月底降至 40.3%，较去年同期下降 3.5 个百分点。 
 
公司财务实力的显著增强，为未来紧抓 5G 新商机、创造新价值提供了坚实保障。 
 
 
幻灯片 36：提质增效，努力提升股东价值 
 
下半年，公司将坚持高质量发展： 
 
- 持续完善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预算考核激励体系； 

 
- 深入推进全生产场景划小改革，优化增量收益分享机制； 

 
- 完善资产投入产出对标和全生命周期管理； 

 
- 重塑全成本管理，加强过程分析管控； 

 
- 持续强化内控和审计监督，保障安全规范运营，促进公司发展不断提质增效，为

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 完 - 
 



预测性陈述 
 
本推介材料中所包含的某些陈述可能被视为美国 1933 年证券法（修订案）第 27 条 A
款和美国 1934 年证券交易法（修订案）第 21 条 E 款所界定的“预测性陈述”。这些预

测性陈述涉及已知和未知的风险、不确定性及其他因素，可能导致本公司的实际表现、

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与预测性陈述中所暗示的将来表现、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有重大

出入。此外，我们将不会更新这些预测性陈述。关于上述风险、不确定性和其他因素

的详细资料，请参见本公司最近报送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美国证管会”）的 20-F
表年报和本公司呈报美国证管会的其他文件。 
 
 
免责声明 
 
我们努力保持本演讲辞内容的准确性，但有关演讲辞可能会与实际演讲内容有所差

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