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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改革及2017年中期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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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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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管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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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初先生 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 

陆益民先生 执行董事及总裁 

李福申先生 执行董事及首席财务官 

邵广禄先生 执行董事及高级副总裁 



混合所有制改革及2017年中期业绩 

主要内容 

混合所有制改革 
 

 

 

2017年中期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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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改革及2017年中期业绩 

重点概要 

引入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强强联合 

推进机制体制改革，完善治理，强化激励，提升活力 

将持续深化聚焦战略，全力抓好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提高效益和回报 

中国联通重大历史战略机遇︰唯一一家集团整体混改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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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外力，优势互补，加快业务创新发展 

1 

2 

3 

4 

5 



混合所有制改革及2017年中期业绩 

唯一一家集团整体混改试点单位 

积极推动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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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战略业务协同 提升活力 

+ 

提升效益，创造更好的股东和员工回报 

借力外部资源及能力 创新商业合作模式 改革机制体制 

引入战略投资者 
（联通A股公司作平台）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 
市场化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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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改融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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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股权结构 混改后联通A股公司股权结构 

 战略投资者向联通A股公司认购约90亿股新股，并向联通集

团公司购入19.0亿股联通A股公司股票，共占扩大后已发行

股本35.2%，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83元 

 拟向核心员工授予约8.5亿股限制性股票，价格为每股人民

币3.79元 

 总交易对价约为人民币780亿元 

联通A股公司 
(600050 CH) 

联通红筹公司 
(762 HK) 

联通 (BVI) 
联通集团

(BVI) 
公众股东 

联通集团公司 公众股东 

17.9% 

62.7% 37.3% 

100.0% 

82.1% 

25.6% 40.6% 33.8%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将由联通运营公司用于 

4G能力提升；5G组网技术验证、相关业务使能及网络试商用建设项目；及创新业务建设项目 

联通A股公司 
(600050 CH) 

36.7% 35.2% 2.7% 25.4% 

联通集团公司 战略投资者 公众股东 员工股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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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战略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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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 
产业集团 

产业基金 

具有协同效应 实力雄厚 优势互补 

大型互联网公司 垂直行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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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强联合，加快业务创新发展  

9 

大型互联网公司 垂直行业公司 

与战略投资者优势互补，创新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 

金融领域、产业集团 

产业基金 

重点合作领域 

零售体系 渠道触点 内容聚合 

家庭互联网 支付金融 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 

…… 

CDN 系统集成 物联网 

产业互联网 支付金融 

 与其投资的大量央企、地方国企、民营企业进行更多对
接，共同发掘业务合作机会，促进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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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机制体制改革，提升活力 

10 

 适当引入新股东代表担任A股公司董事，进一步优化多元董事会
组成结构 

 明确董事会在公司的核心地位，强化董事会重大决策、选人用
人、薪酬分配等权力 

 加强经理层建设，探索经理层市场化选聘机制和市场化管理机制 

 拟建立股权激励机制，实现股东、公司、员工利益一致 

 更好实现 “收入能增能减、岗位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 
同时维护好员工的基本权益 

 推进全生产场景划小承包，激发团队和员工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以业绩为导向优化薪酬内部分配机制，实现多劳多得 

建立健全协调运转、
有效制衡的混合所
有制企业公司治理
机制 

建立员工与企业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
的市场化机制 



混合所有制改革及2017年中期业绩 

 
 
 
 
 
 
 

混改方案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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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获得国家发改委对 
混改方案的批复 

 
 

 联通A股公司董事会 
已通过本次发行方案， 
并公告 

 联通A股公司与联通红筹

公司协商以定向配售或参
与供股等方式认购联通红
筹公司股份，注入资金并
完成内外部审批 
 

 联通A股公司召开股东大

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
方案，并提交相关监管机
构批准 

已完成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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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全新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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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 

效益 

回报 

保持定力 

持续改进 

做精做透 

 新机制释放新活力 
 

 借助外力实现战略业务协同发展 

全力抓好混改实施 



混合所有制改革及2017年中期业绩 

主要内容 

13 

混合所有制改革 
 

 

2017年中期业绩 

业务表现 

财务表现 

总体概要 



混合所有制改革及2017年中期业绩 

重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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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落实聚焦战略，总体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商业模式创新初见成效，助力收入和利润提升 

发力流量经营及营销转型，移动服务收入增长超越行业平均 

创新业务和收入快速增长，同时拉动基础业务发展 

精准投资，聚焦合作，提升价值 

1 

2 

3 

4 

5 



混合所有制改革及2017年中期业绩 

（亿元人民币） 1H2016 1H2017 同比变化 

营业收入 1,402.55 1,381.60 -1.5% 

其中︰服务收入1, 2 1,202.50 1,241.06 3.2% 

EBITDA3 412.82 435.59 5.5% 

     占服务收入比 34.3% 35.1% 0.8pp 

净利润4 14.29 24.15 68.9% 

每股基本盈利（元人民币） 0.060 0.101 68.9% 

自由现金流5 238.27 375.20 57.5% 

注：除非特别注明， 

1. 服务收入 = 营业收入 – 销售通信产品收入 

2. 为更好满足内部经营管理需要，原固网业务服务收入所包含的ICT业务相关产品销售收入已重分类为销售通信产品收入，并已重列2016年上半年相关数据 

3. EBITDA = 在计算财务费用、利息收入、应占联营/合营公司盈利/亏损、净其他收入、所得税、折旧及摊销前的盈利 

4. 净利润为本公司权益持有者应占盈利 

5. 自由现金流 = 经营现金流 – 资本开支 

总体发展态势持续向好 

15 



混合所有制改革及2017年中期业绩 

盈利能力按计划实现明显改善 

 
 

2017 
利润反转 

16 

能力提升 

业务反转 

收入反转 

 移动出账用户净增 

1,151万户  
(vs 2015年:  1,426万户)  网络提升 

 终端/渠道提升 

 服务提升 

 IT提升 

 整体服务收入 

同比 2.2%  
(vs 2015年: 4.2%) 
 

 

 上半年净利润 

24.15亿元 

同比68.9%  
(2016年: 94.1%) 

 

 上半年EBITDA 

435.59亿元 

同比5.5% 
(2016年: 9.1%) 

全面深化落实聚焦战略，促发展、控成本、转机制 



混合所有制改革及2017年中期业绩 

1H2016 1H2017 

销售费用  17.1%  6.0% 

终端补贴  43.5%  54.7% 

移动服务收入  0.6%  5.2% 

总服务收入  1.4%  3.2% 

商业模式创新初见成效 

17 

 发力流量经营，细分市场精准营销，促进业务规模效益发展 

 突破格局，实现多赢 

2I2C、2B2C等模式优势 

• 精准营销，有效触达新用户 

• 拓展年轻市场 

• 以低增量成本提升收入 (节省渠道佣金
及终端补贴) 

• 独特的cBSS系统及全国性电子商务平台 



混合所有制改革及2017年中期业绩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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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改革 
 

 

2017年中期业绩 

业务表现 

财务表现 

总体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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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构成 

19 

（亿元人民币） 1H2016 1H2017 同比变化 

移动服务收入 730.40         768.44  5.2% 

   语音 259.97         216.59  -16.7% 

   数据流量 359.34         435.27  21.1% 

   其他增值服务 102.80         110.63  7.6% 

   其他1 8.29             5.95 -28.2% 

固网服务收入 465.67         465.68  0.0% 

   语音 67.88           62.53  -7.9% 

   宽带接入 222.31         215.57  -3.0% 

   其他互联网及数据 79.45           92.25 16.1% 

   信息通信技术服务2 16.16           18.67  15.5% 

   其他3 79.87           76.66  -4.0% 

其他服务收入 6.43             6.94  7.9% 

销售通信产品收入2 200.05         140.54  -29.7% 

合计 1,402.55     1,381.60  -1.5% 

注:  1. 主要包括虚拟运营商收入； 
 2. 为更好满足内部经营管理需要，原固网业务服务收入所包含的ICT业务相关产品销售收入已重分类为销售通信产品收入，并已重列2016年上半年相关数据； 
 3. 主要包括网元出租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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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服务收入增长超越行业平均 

20 

 1H2017 移动出账用户ARPU : 人民币48.0元  
(vs 2016: 人民币46.4元) 

 中、高端用户(ARPU ≥ 30元)占比:                
2.4pp vs 12.2016 

 4G引领，拉动用户增长和价值提升 

 4G用户︰ 3,426万户 vs 12.2016 

 4G ARPU︰人民币66.5元 

移动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9.7% 
-0.6% 

5.2% 
1.8% 

4.9% 

4.6% 

1H2015 1H2016 1H2017

联通 行业 

 流量精准释放，多元化流量型产品(包括2I2C, 2B2C, 冰激凌等)满足细分市场需求 

 强化客户、产品、渠道 “三适配” 

 增强线上线下渠道协同，相互引流 

有效转变成本拉动收入的经营模式，在低用户发展成本和薄补贴模式下 

 实现移动服务收入增长5.2%，超越行业平均，同时促进盈利明显改善。 

注︰行业移动服务收入乃根据工信部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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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数据业务保持快速增长 

21 

 以流量释放为引领，简化套餐合约，推进产品向流量型产品转型 

 构建畅视+沃视频的差异化内容体系，向 “流量+内容”转型 

 以承诺低消和场景营销等方式为主，加快推进流量释放和用户价值提升，
减少低效用户比例 

1H2016 1H2017

手机上网收入 

(亿元人民币) 

1H2016 1H2017

月均移动手机出账用户DOU (MB) 

手机上网总流量 

(亿 MB) 

25,333 

5,952 

1,618 

395 

349.1 

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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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营销模式转型变革 

 寻找互联网时代用户触点，精准营销 

发挥大数据优势 与互联网公司合作 效益提升为导向 

客户价值 

用户满意度 

营销精准度 

降本增效 

22 

 符合客户需求，解决客户痛点 

产品 

营销 

 营业厅数字化，线上线下一体化 

渠道 

 用互联网手段推进服务自助化、电商化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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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云计算 

收入: 

58.0亿元人民币 22.0% 

 全国第二大IDC服务供应商 

 12个国家级云数据中心及

300多个本地数据中心，约

12.2万机架投入服务 

 落实“云网一体”战略，

打造以数据为核心的解决

方案品牌 

 ICT 

收入: 

18.7亿元人民币 15.6% 

 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政

务、环保、医疗、教育

及制造)，选择与业界

领先的Top 3企业在资

源、人力、资本等维度

开展深度合作 

视频业务 

其中IPTV收入: 

8.1亿元人民币 ▲36.1% 

 启动「畅视计划」，

推出差异化视频产品 

 沃视频用户数达到约

1,600万 

 打造TV增值业务运营

基地，以TV带动光纤

宽带和固移融合业务

发展 

重点创新业务快速发展  (1)  

23 

物联网 

 聚焦车联网等重点

行业 

 开通NB-IoT试商用

网络 

 物联网连接数突破

5,000万 

借混改契机，激发与战略投资者协同效应，推进新业务规模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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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紧抓 “一带一路”机遇 

 与国际运营商开展物联

网业务合作谈判 

互联网金融 

 打造通用支付能力并嵌入生产

运营流程 

 支付交易额超过946亿元，同比

增长1.8x 

 招联金融贷款余额达320亿元 

大数据 

 大数据市场领先者，个人

征信、位置服务市场领导

者 

 “智慧足迹”已签约40多

家行业品牌客户，城市规

划、交通运营、商业选址

产品国内领先 

重点创新业务快速发展  (2) 

24 

借混改契机，激发与战略投资者协同效应，推进新业务规模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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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7  57.89  

1H2016 1H2017

互联网专线收入 

222.31 
215.57 

积极应对异常激烈的宽带竞争 

25 

固网宽带接入收入1 

(亿元人民币) 

 适度提升宽带业务的资源投入，加大社会化合作执
行力度，进一步提升网络覆盖能力和品质。 

 加快综合网格承包试点改革实施，激发基层活力，
提升销售和服务能力。 

 积极调整宽带融合产品策略，利用 “冰激凌融合套
餐” 扩展高端客户；简政放权提升产品竞争力，灵

活应对市场竞争；推出面向低端客户的融合套餐，
积极应对竞争对手的低价策略。 

 突出IPTV业务对于宽带的引领作用，适度加大终端成

本支持，进一步丰富内容，加强集中运营能力，显
著提升客户感知。 

 布局家庭互联网，提供家庭组网服务，加快家庭网
关布放。 

下半年主要举措 

注:  1. 不含IPTV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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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9 

721 

450 

298 181 
91 

2015 2016 2017E

上半年资本开支 

资本开支 

(亿元人民币) 

精准投资，提升价值 

聚焦 
         + 合作 

26 

维持 
全年计划 

2015-16 

 超过2000亿元的投入带动网络能力及容量显着提升 

1H2017 

 积极提升网络资源利用率，改善回报 

 4G网络利用率为35% (vs 6.2016:  <10%) 

 FTTH用户占比为74% (vs 6.2016: ~62%) 

2017全年 

 精准投资，按需投入，确保网络竞争力和客户感知 

 主要聚焦重点城市、4G网络，聚焦存量资产利用率高

和投资回报承诺高的区域 

实现聚焦地区网络质量和感知行业相当的同时，资本开支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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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末梢活力，突出融合拉动，加快扭转宽带业务发展不利局面 

强化能力建设，完善业务体系，加快推进创新业务规模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着力提升客户服务水平 

坚持聚焦合作、精准运营，持续提升资源资产效能 

强化经营模式转型，匹配用户产品渠道，加快4G业务发展   

下半年重点工作 

27 

坚持深化改革、提升管理，打牢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积极应对挑战，迈上健康发展之路 

自9月起取消移动国内漫游长途费 下半年周期性市场竞争加剧 

5 

4 

1 

2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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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28 

混合所有制改革 
 

 

2017年中期业绩 

业务表现 

财务表现 

总体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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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财务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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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 1H2016 1H2017 同比变化 

营业收入 1,402.55 1,381.60  -1.5% 

营业成本 (1,368.86) (1,334.75) -2.5% 

经营利润 33.69 46.85  39.1% 

财务费用 (24.68) (31.30) 26.8% 

利息收入 4.41 7.03  59.4% 

应占联营公司盈利/(亏损)1 (1.50) 4.87  亏转盈 

应占合营公司盈利 0.56 2.61  366.1% 

净其他收入 5.76 4.11  -28.6% 

所得税 (3.95) (9.94) 151.6% 

净利润 14.29 24.15  68.9% 

注：1. 主要为应占铁塔公司盈利/(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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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管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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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 1H2016    1H2017 同比变化  

营业成本合计 (1,368.86) (1,334.75) -2.5% 

  网间结算支出 (63.66) (63.31) -0.5% • 主要受网间话务量下滑影响 

  折旧及摊销 (379.15) (388.74) 2.5%  

  网络营运及支撑成本 (256.24) (263.65) 2.9% • 剔除铁塔使用费，网络营运及支撑成本持平 

    - 铁塔使用费 (77.23)  (84.18) 9.0% 
• 主要由于网络规模同比扩大带来铁塔相关费用

增长 

  雇员薪酬及福利开支 (182.71) (200.74) 9.9% 
• 主要由于公司深化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同时

适度加大一线员工薪酬 

  销售通信产品成本1 (217.53) (146.38) -32.7% • 主要由于期内通信产品销售同比大幅下降 

    - 终端补贴2 (17.56) (7.96) -54.7% • 得益于公司全面推动商业模式转型 

  销售费用 (171.31) (160.96) -6.0% • 得益于公司全面推动商业模式转型 

  其他经营及管理费用1 (98.26) (110.97) 12.9% 
• 主要由于ICT及IPTV业务快速增长导致相关服务

成本增加 

注： 
1. 为更好满足内部经营管理需要，原其他经营费用所包含的ICT业务相关产品销售成本已重分类为销售通信产品成本，并已重列2016年上半年相关数据 
2.    2017年上半年销售通信产品成本发生146.3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2.7%，同期销售通信产品收入为140.5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9.7%，销售亏损为5.84亿元人民币， 

其中终端补贴成本为7.96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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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10省实现全光网络，
积极进行10G PON等新技术
部署 

• 南方全面推进社会化合作 

投资向重点地区和重点业务倾斜 

31 

• 坚持聚焦重点、精准建
设、快速扩容，提高网
络响应速度 

• 对于局部的热点区域，
通过在现有4G设备上开
通第二载波、升级3G设
备等手段进行4G网络扩
容 

• 双载波聚合全面商用，
三载波聚合试商用已在
大城市核心区开展，下
行峰值速率375Mbps 

• 1H2017: 4G基站净增3万
个，达到77万个 

 

4G网 宽带网 

 

• 时延持续下降，连续16个月
保持全国最优 

骨干网 

 

• 于上海建成全球最大单城
NB-IoT网络，并全面引入
NFV技术 

NB-IoT网络 

40% 

2% 

18% 

40% 

21% 

9% 

26% 

44% 

资本开支结构 

4G网络 2/3G网络 

固网宽带及数据 

基础设施、传送网及其他 

1H2017: 
91亿元 

2017E: 
4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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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共享提升长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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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3.49 

4.95 

1H2016 2H2016 1H2017

 1H2017铁塔使用费为84.18亿元人民币，

同比9.0%，主要由于网络规模同比扩

大，带来相应租用铁塔数目增多 

 随着共享率不断提升，铁塔使用费共享

优惠折扣预计将逐步增加 

 期望铁塔公司努力提高经营效率和 

共享率，降低铁塔使用费率，提升 

共享价值 

 积极利用铁塔公司的铁塔和站址 

 作为主要股东之一（持股28.1%），

可得益于铁塔公司盈利及未来价值

提升 

应占铁塔公司利润 

(亿元人民币) 铁塔使用费 

加快网络建设 
节省资本开支 

潜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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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杠杆，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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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62.9% 61.4% 

12.2015 12.2016 6.2017

资产负债率 

24.68  

31.30  

1H2016 1H2017

财务费用 

(亿元人民币) 

借混改的契机，将积极与母公司协商通过定向增发/供股等方式引入新资本，增强未来重点项目的投融资

能力，同时降低现有负债及财务费用，提高公司控风险能力 

促进未来持续发展 

注: 财务费用上升主要由于带息债务
增加以及市场利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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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增效，努力提升股东价值 

34 

推进简政放权， 

打造 “小机关、

大操作、强协同” 

架构 

建立以自由现金流

为核心的盈利 

规划体系 

建立以效益和 

现金流为核心的

投资规则 

持续强化内控 

管理，保障安全

规范运营 

建立健全以财务 

指标为核心的业绩

目标考核体系 



谢谢！ 

亚洲最受尊崇 
电信企业 

 
第一名 

亚洲最佳管理公司 
（电信、科技及 
媒体行业）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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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摘自未经审核简明合并中期资产负债表 

36 

（亿元人民币） 2016.12.31 2017.6.30 

   流动资产 822.18 960.99  

   非流动资产 5,319.36 5,004.22  

资产合计 6,141.54 5,965.21  

  流动负债 3,426.55 3,295.36  

  非流动负债 438.17 365.72  

负债合计 3,864.72 3,661.08  

所有者权益 2,276.82 2,3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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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主要经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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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1H2016 1H2017 

移动业务 

出账用户数 万 26,070.3 26,944.8 

出账用户ARPU 元人民币 47.1 48.0 

出账手机用户MOU 分钟 282.1 254.0 

出账手机用户DOU MB 394.8 1617.5 

 其中︰4G 用户数 万 7,241.7 13,880.8 

ARPU 元人民币 81.3 66.5 

DOU MB 1,246.3 3,329.7 

固网宽带业务 
用户数 万 7,393.8 7,692.1 

接入ARPU 元人民币 50.7 47.0 

固网本地电话业务 
用户数 万 7,052.2 6,328.9 

ARPU 元人民币 17.4 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