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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收入
（人民幣億元）

2,636.8

營業收入

2018年公司營業收入實現人民幣2,908.8億

元，同比增長5.8%。其中，服務收入為人

民幣2,636.8億元，同比增長5.9%。

下表反映了公司2018年和2017年服務收入

構成的變化情況及各業務服務收入所佔服

務收入百分比情況：

概述

2018年公司全面深化實施聚焦戰略，實現營

業收入人民幣2,908.8億元，同比增長5.8%。

服務收入穩步提升，達到人民幣2,636.8億

元，同比增長5.9%。實現淨利潤1人民幣

102.0億元，同比增加人民幣83.7億元。

2018年公司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為人

民幣923.9億元，資本開支為人民幣448.7

億元。截至2018年底，公司資產負債率為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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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語音業務
（人民幣億元）

淨利潤
1

附註1：  淨利潤為本公司權益持有
者應佔盈利。

2,176.2

457.8%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億元） 累計完成
所佔服務 

收入百分比 累計完成
所佔服務 

收入百分比
     

服務收入 2,636.8 100.0% 2,490.2 100.0%
其中： 語音業務 460.6 17.5% 535.2 21.5%

 非語音業務 2,176.2 82.5% 1,955.0 78.5%
   

語音業務

2018年公司語音業務收入實現人民幣460.6億元，同比下降13.9%。

非語音業務

2018年公司非語音業務收入實現人民幣2,176.2億元，同比增長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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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費用
2018年公司成本費用合計為人民幣2,778.0億元，同比增長2.0%。

下表列出了2018年和2017年公司成本費用項目以及每個項目所佔營業收入的百分比變化

情況：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億元） 累計發生

所佔營業 

收入百分比 累計發生

所佔營業 

收入百分比
     

成本費用合計 2,778.0 95.50% 2,722.4 99.06%
營業成本 2,817.5 96.86% 2,708.9 98.57%
其中： 網間結算支出 125.8 4.32% 126.2 4.59%

 折舊及攤銷 757.8 26.05% 774.9 28.20%
 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 550.8 18.93% 545.1 19.83%
 僱員薪酬及福利開支 481.4 16.55% 424.7 15.45%
 銷售通信產品成本 276.0 9.49% 266.4 9.69%
 銷售費用 351.7 12.09% 340.9 12.40%
 其他經營及管理費 274.0 9.43% 230.7 8.41%
財務費用（抵減利息收入） -0.9 -0.03% 40.9 1.49%
應佔聯營公司淨盈利 -24.8 -0.85% -8.9 -0.32%
應佔合營公司淨盈利 -6.0 -0.21% -5.7 -0.21%
淨其他收入 -7.8 -0.27% -12.8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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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間結算支出
2018年公司網間結算支出發生人民幣125.8

億元，同比下降0.3%，所佔營業收入的比

重由上年的4.59%下降至4.32%。

折舊及攤銷
2018年公司資產折舊及攤銷發生人民幣

757.8億元，同比下降2.2%，所佔營業收入

的比重由上年的28.20%下降至26.05%。

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
2018年公司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發生人

民幣550.8億元，同比增長1.0%，所佔營業

收入的比重由上年的19.83%下降至18.93%。

僱員薪酬及福利開支
2018年隨着公司經營業績上升，僱員薪酬

及福利開支發生人民幣481.4億元，同比增

長13.4%，所佔營業收入的比重由上年的

15.45%變化至16.55%。

銷售通信產品成本
2018年公司銷售通信產品成本發生人民幣

276.0億元，同期銷售通信產品收入為人民

幣271.9億元，銷售通信產品虧損為人民幣

4.1億元，其中，終端補貼成本為人民幣9.6

億元，同比下降23.7%。

銷售費用
2018年公司銷售費用發生人民幣351.7億

元，同比增長3.2%，所佔營業收入的比重

由上年的12.40%下降至12.09%。

其他經營及管理費
2018年其他經營及管理費發生人民幣274.0

億元，同比增長18.7%，所佔營業收入的比

重由上年的8.41%變化至9.43%。

財務費用（抵減利息收入）
2018年公司淨財務費用發生人民幣-0.9億

元，同比下降102.1%。

淨其他收入
2018年公司實現淨其他收入人民幣7.8億

元，比上年減少人民幣5.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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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水平
稅前利潤
2018年稅前利潤實現人民幣130.8億元，同

比增加人民幣104.9億元。

所得稅
2018年公司的所得稅為人民幣28.2億元，全

年實際稅率為21.6%。

年度盈利
2018年公司淨利潤1實現人民幣102.0億元，

同比增加人民幣83.7億元。每股基本盈利為

人民幣0.333元，同比增長347.9%。

EBITDA2

2018年公司EBITDA為人民幣849.1億元，同

比增長4.3%，EBITDA佔服務收入的百分比

為32.2%，比上年減少0.5個百分點。

資本開支及現金流
2018年公司各項資本開支合計人民幣448.7

億元，主要用於移動網絡、寬帶及數據、

基礎設施及傳送網建設等方面。2018年公

司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為人民幣923.9億

元，扣除本年資本開支後自由現金流為人

民幣475.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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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公司2018年主要資本開支項目情況。

2018年
 

（人民幣億元） 累計支出 佔比
   

合計  448.7 100.0%

其中： 移動網絡 187.3 41.7%
 寬帶及數據 91.6 20.4%
 基礎設施及傳送網 103.2 23.0%
 其他 66.6 14.9%
  

附註1：  淨利潤為本公司權益持有者應佔盈利。

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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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舊及攤銷前的年度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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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與公司類似的電信公司而言，

EBITDA有助於對公司經營成果分析。

資產負債情況
截至2018年底，公司資產總額由上年底的

人民幣5,719.8億元變化至人民幣5,403.2億

元，負債總額由上年底的人民幣2,676.4億元

變化至人民幣2,260.3億元，資產負債率由

上年底的46.8%下降至41.8%。債務資本率

由上年底的19.5%下降至11.3%。截至2018

年底，淨債務資本率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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