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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Head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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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成員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意見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計列載於第95至193頁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

子公司（以下合稱「貴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此合併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併財務

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合併損益表、合併綜合收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和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

務報表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我們認為，該等合併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所有適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貴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併財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表現及合併現金流量，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妥為擬備。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

就審計合併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份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以

下簡稱「守則」），我們獨立於貴集團，並已履行守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

證能充足及適當地為我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關鍵審計事項
關鍵審計事項是根據我們的專業判斷，認為對本期合併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的事項。這些事項是在我們

審計整體合併財務報表及出具意見時進行處理的。我們不會對這些事項提供單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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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確認
 

請參閱列載於合併財務報表第141頁至第142頁的附註6及列載於第126頁至第127頁的會計政策
 

關鍵審計事項 在審計中如何應對該事項
   

貴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貴集團」）的收入主要

來自於向用戶提供語音通話、寬帶及移動數據服務、

數據及互聯網應用、其他增值服務、傳輸線路使用及

相關服務，及銷售通信產品收入。

由於電信公司的計費系統複雜，且需要在數個系統中

處理當年銷售不同產品組合而產生大量業務數據，

因此在合併財務報表中收入確認的準確性存在電信

行業的固有風險。

貴集團與用戶簽訂的包含綑綁套餐的合同中包含不

同履約義務，包括提供電信服務和銷售手機等通信

產品，在確定各履約義務的收入計量方法和確認時

點時會涉及重大的管理層判斷。同時為了實現交易

價格在這些履約義務間的恰當分攤，貴集團的信息

系統設置較為複雜。

由於收入是貴集團的關鍵績效指標之一，且其涉及

複雜的信息技術系統和管理層判斷，使得收入存在

可能被確認於不正確的期間或被操控以達到目標或

預期水平的固有風險，我們將貴集團收入確認識別

為關鍵審計事項。

與評價收入確認相關的審計程序中包括以下程序：

• 利用本所內部信息技術專家的工作，評價與業務

系統運行的一般信息技術環境相關的關鍵內部控

制（包括系統訪問控制、程序變更控制、程序開發

控制和計算機運行控制）的設計和運行有效性；

• 利用本所內部信息技術專家的工作，評價與計費

出賬的完整性和準確性，以及計費出賬系統與財

務系統間核對一致等相關的關鍵內部控制的設

計和運行有效性；

• 在抽樣的基礎上，將向用戶出具的賬單與相應的

應收賬款記錄以及收費單據進行核對；

• 在抽樣的基礎上，將貴集團的收入與現金收款記

錄進行核對；

• 利用電子審計工具，從業務支撐系統提取數據，

驗算應收賬款和預收賬款的餘額，並將相關結果

與貴集團財務記錄進行核對；

• 選取樣本，通過比較貴集團於類似情況下向類似

客戶單獨提供相關服務或手機的可觀察價格，

就移動手機綑綁銷售套餐中貴集團確定的服務

和手機的單獨售價進行評價；

• 選取樣本，通過將相關系統設定與貴集團的分攤

原則進行比較，以及重新計算分攤結果，並將其

與系統分攤結果進行比較，就在信息技術系統中

對移動手機綑綁銷售套餐的收入在服務和手機

之間的分攤設定進行評價；

• 基於特定風險條件選取樣本，對收入的會計分錄

進行評價，並將這些會計分錄明細與相關支持性

文件進行核對，包括服務合同和進度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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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成員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意見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計列載於第95至193頁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

子公司（以下合稱「貴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此合併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併財務

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合併損益表、合併綜合收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和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

務報表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我們認為，該等合併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所有適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貴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併財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表現及合併現金流量，並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妥為擬備。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

就審計合併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份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以

下簡稱「守則」），我們獨立於貴集團，並已履行守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

證能充足及適當地為我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關鍵審計事項
關鍵審計事項是根據我們的專業判斷，認為對本期合併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的事項。這些事項是在我們

審計整體合併財務報表及出具意見時進行處理的。我們不會對這些事項提供單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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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確認
 

請參閱列載於合併財務報表第141頁至第142頁的附註6及列載於第126頁至第127頁的會計政策
 

關鍵審計事項 在審計中如何應對該事項
   

貴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貴集團」）的收入主要

來自於向用戶提供語音通話、寬帶及移動數據服務、

數據及互聯網應用、其他增值服務、傳輸線路使用及

相關服務，及銷售通信產品收入。

由於電信公司的計費系統複雜，且需要在數個系統中

處理當年銷售不同產品組合而產生大量業務數據，

因此在合併財務報表中收入確認的準確性存在電信

行業的固有風險。

貴集團與用戶簽訂的包含綑綁套餐的合同中包含不

同履約義務，包括提供電信服務和銷售手機等通信

產品，在確定各履約義務的收入計量方法和確認時

點時會涉及重大的管理層判斷。同時為了實現交易

價格在這些履約義務間的恰當分攤，貴集團的信息

系統設置較為複雜。

由於收入是貴集團的關鍵績效指標之一，且其涉及

複雜的信息技術系統和管理層判斷，使得收入存在

可能被確認於不正確的期間或被操控以達到目標或

預期水平的固有風險，我們將貴集團收入確認識別

為關鍵審計事項。

與評價收入確認相關的審計程序中包括以下程序：

• 利用本所內部信息技術專家的工作，評價與業務

系統運行的一般信息技術環境相關的關鍵內部控

制（包括系統訪問控制、程序變更控制、程序開發

控制和計算機運行控制）的設計和運行有效性；

• 利用本所內部信息技術專家的工作，評價與計費

出賬的完整性和準確性，以及計費出賬系統與財

務系統間核對一致等相關的關鍵內部控制的設

計和運行有效性；

• 在抽樣的基礎上，將向用戶出具的賬單與相應的

應收賬款記錄以及收費單據進行核對；

• 在抽樣的基礎上，將貴集團的收入與現金收款記

錄進行核對；

• 利用電子審計工具，從業務支撐系統提取數據，

驗算應收賬款和預收賬款的餘額，並將相關結果

與貴集團財務記錄進行核對；

• 選取樣本，通過比較貴集團於類似情況下向類似

客戶單獨提供相關服務或手機的可觀察價格，

就移動手機綑綁銷售套餐中貴集團確定的服務

和手機的單獨售價進行評價；

• 選取樣本，通過將相關系統設定與貴集團的分攤

原則進行比較，以及重新計算分攤結果，並將其

與系統分攤結果進行比較，就在信息技術系統中

對移動手機綑綁銷售套餐的收入在服務和手機

之間的分攤設定進行評價；

• 基於特定風險條件選取樣本，對收入的會計分錄

進行評價，並將這些會計分錄明細與相關支持性

文件進行核對，包括服務合同和進度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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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價值
 

請參閱列載於合併財務報表第152頁至第153頁的附註15及列載於第117頁至第118頁的會計政策。
 

關鍵審計事項 在審計中如何應對該事項
   

貴集團維持較高的資本開支水平，以擴大網絡覆蓋

範圍和改進網絡質量。截至2018年12月31日，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價值合計達到人民幣約3,844.75億

元。

管理層對以下方面的判斷，會對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賬面價值和固定資產折舊政策造成影響，包括：

• 確定哪些開支符合資本化的條件；

• 確定在建工程轉至物業、廠房及設備和開始計

提折舊的時點；

• 估計相應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經濟可使用年限

及剩餘價值。

由於評價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價值涉及重大的

管理層判斷，且其對合併財務報表具有重要性，我們

將貴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價值識別為關鍵

審計事項。

與評價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價值相關的審計程序

中包括以下程序：

• 評價與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完整性、存在性和準

確性相關的關鍵內部控制（包括估計經濟可使用

年限及剩餘價值等）的設計和運行有效性；

• 在抽樣的基礎上，通過將資本化開支與相關支持

性文件（包括採購協議和訂單等）進行核對，檢查

本年度發生的資本化開支，評價資本化開支是否

符合資本化的相關條件；選取樣本，通過將貸款

利率核對至貸款協議，重新計算利息資本化率，

評價在建工程中資本化利息的計算；

• 在抽樣的基礎上，通過檢查驗收報告和╱或項目

進度報告，質疑在建工程轉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的時點；

• 基於我們對電信業務及行業實務做法的瞭解，

評價管理層對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經濟可使用年

限及剩餘價值的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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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表及其核數師報告以外的信息
董事需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刊載於年報內的全部信息，但不包括合併財務報表及我們的核數師報告。

我們對合併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信息，我們亦不對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結合我們對合併財務報表的審計，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信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與合併財務

報表或我們在審計過程中所瞭解的情況存在重大牴觸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

基於我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們沒

有任何報告。

董事就合併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董事須負責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

香港《公司條例》擬備真實而中肯的合併財務報表，並對其認為為使合併財務報表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

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擬備合併財務報表時，董事負責評估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

以及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董事有意將貴集團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審計委員會協助董事履行監督貴集團的財務報告過程的責任。

核數師就審計合併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出

具包括我們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我們是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405條的規定，僅向整體成員報告。除此以外，

我們的報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時總能發現。

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單獨或匯總起來可能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財務

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

在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合併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

這些風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

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

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瞭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貴集團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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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價值
 

請參閱列載於合併財務報表第152頁至第153頁的附註15及列載於第117頁至第118頁的會計政策。
 

關鍵審計事項 在審計中如何應對該事項
   

貴集團維持較高的資本開支水平，以擴大網絡覆蓋

範圍和改進網絡質量。截至2018年12月31日，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價值合計達到人民幣約3,844.75億

元。

管理層對以下方面的判斷，會對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賬面價值和固定資產折舊政策造成影響，包括：

• 確定哪些開支符合資本化的條件；

• 確定在建工程轉至物業、廠房及設備和開始計

提折舊的時點；

• 估計相應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經濟可使用年限

及剩餘價值。

由於評價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價值涉及重大的

管理層判斷，且其對合併財務報表具有重要性，我們

將貴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價值識別為關鍵

審計事項。

與評價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價值相關的審計程序

中包括以下程序：

• 評價與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完整性、存在性和準

確性相關的關鍵內部控制（包括估計經濟可使用

年限及剩餘價值等）的設計和運行有效性；

• 在抽樣的基礎上，通過將資本化開支與相關支持

性文件（包括採購協議和訂單等）進行核對，檢查

本年度發生的資本化開支，評價資本化開支是否

符合資本化的相關條件；選取樣本，通過將貸款

利率核對至貸款協議，重新計算利息資本化率，

評價在建工程中資本化利息的計算；

• 在抽樣的基礎上，通過檢查驗收報告和╱或項目

進度報告，質疑在建工程轉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的時點；

• 基於我們對電信業務及行業實務做法的瞭解，

評價管理層對物業、廠房及設備的經濟可使用年

限及剩餘價值的估計。

獨立核數師報告 932018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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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報表及其核數師報告以外的信息
董事需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刊載於年報內的全部信息，但不包括合併財務報表及我們的核數師報告。

我們對合併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信息，我們亦不對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結合我們對合併財務報表的審計，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信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與合併財務

報表或我們在審計過程中所瞭解的情況存在重大牴觸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

基於我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們沒

有任何報告。

董事就合併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董事須負責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

香港《公司條例》擬備真實而中肯的合併財務報表，並對其認為為使合併財務報表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

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擬備合併財務報表時，董事負責評估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

以及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董事有意將貴集團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審計委員會協助董事履行監督貴集團的財務報告過程的責任。

核數師就審計合併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出

具包括我們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我們是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405條的規定，僅向整體成員報告。除此以外，

我們的報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時總能發現。

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單獨或匯總起來可能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財務

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

在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合併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

這些風險，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

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

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 瞭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貴集團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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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價董事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 對董事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事項或情況

有關的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如果我們認為存在重大不

確定性，則有必要在核數師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中的相關披露。假若有關的披露不足，則

我們應當發表非無保留意見。我們的結論是基於核數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或

情況可能導致貴集團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合併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以及合併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

項。

• 就貴集團內實體或業務活動的財務信息獲取充足、適當的審計憑證，以便對合併財務報表發表意見。我

們負責貴集團審計的方向、監督和執行。我們為審計意見承擔全部責任。

除其他事項外，我們與審計委員會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重大審計發現等，包括我們在審計中識

別出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我們還向審計委員會提交聲明，說明我們已符合有關獨立性的相關專業道德要求，並與他們溝通有可能合理

地被認為會影響我們獨立性的所有關係和其他事項，以及在適用的情況下，相關的防範措施。

從與審計委員會溝通的事項中，我們確定哪些事項對本期合併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因而構成關鍵審計

事項。我們在核數師報告中描述這些事項，除非法律法規不允許公開披露這些事項，或在極端罕見的情況下，

如果合理預期在我們報告中溝通某事項造成的負面後果超過產生的公眾利益，我們決定不應在報告中溝通該

事項。

出具本獨立核數師報告的審計項目合夥人是陳儉德。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十號

太子大廈八樓

2019年3月13日

合併
損益表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每股數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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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2018年 2017年
    

收入 6 290,877 274,829

網間結算成本 (12,579) (12,617)

折舊及攤銷 (75,777) (77,492)

網絡、營運及支撐成本 7 (55,077) (54,507)

僱員薪酬及福利開支 8 (48,143) (42,471)

銷售通信產品成本 9 (27,604) (26,643)

其他經營費用 10 (62,561) (57,166)

財務費用 11 (1,625) (5,734)

利息收入 1,712 1,647

應佔聯營公司淨盈利 2,477 893

應佔合營公司淨盈利 598 574

淨其他收入 12 783 1,280
    

稅前利潤 13,081 2,593

所得稅 13 (2,824) (743)
    

年度盈利 10,257 1,850
    

應佔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10,197 1,828
    

非控制性權益 60 2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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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0.33 0.07
    

每股盈利 – 攤薄（人民幣元） 14 0.33 0.07
    

附註：  本集團於2018年1月1日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5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9 (2014)。本集團選擇使用的過渡方法，對比較數據不會進行重列。詳見附註2。

有關截至2018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各年度應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之股息詳情，請見附註32。

第102頁至第193頁的附註為合併財務報表的組成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