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併
現金流量表
（單位：人民幣百萬元）

中國聯合網絡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合併現金流量表100

大Head名 
有二個要改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2018年 2017年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 (a) 93,882 91,519
已收利息 1,688 807
已付利息 (2,457) (6,293)
已付所得稅 (726) (979)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淨現金流入 92,387 85,054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入固定資產 (52,176) (61,489)
出售鐵塔資產及其他固定資產所得款 1,090 22,121
以公允值計量經其他綜合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收取之股利 203 167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之投資收益 36 –
處置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收到的現金 – 60
收取聯營公司之股利 20 10
短期銀行存款及受限制的存款減少╱（增加） 3,094 (3,094)
購入其他資產 (4,590) (4,204)
取得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資產支付的現金淨額 (585) (74)
取得以公允值計量經其他綜合收入賬的金融資產支付的現金淨額 – (8)
取得聯營公司權益支付的現金淨額 (67) (5)
取得合營公司權益支付的現金淨額 (1,000) (620)
聯通集團財務有限公司（「財務公司」）提供貸款 (13,558) (700)
財務公司收回貸款 6,354 500    
投資活動所支付的淨現金流出 (61,179) (47,336)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發行股本所得款 – 74,954
非控制性權益持有者投入資本 7 –
發行短期融資券所得款 – 26,941
短期銀行借款所得款 53,306 117,571
長期銀行借款所得款 – 1,549
最終控股公司之借款 – 5,237
關聯公司之借款 3,090 535
償還短期融資券 (9,000) (54,000)
償還短期銀行借款 (60,730) (172,065)
償還長期銀行借款 (435) (2,686)
償還關聯公司之借款 (475) (60)
償還最終控股公司之借款 (1,344) (3,893)
償還融資租賃 (493) (695)
償還中期票據 (18,000) (19,000)
償還公司債券 – (2,000)
支付中期票據之發行費 (67) (82)
支付股息予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32 (1,591) –
從財務公司存放╱（提取）存款淨額 2,354 (100)
財務公司法定存款準備金增加 28(i) (680) (620)    
融資活動所產生的淨現金流出 (34,058) (28,41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減少）╱增加 (2,850) 9,30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年初餘額 32,836 23,633
外幣匯率變動的影響 74 (10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年末餘額 29 30,060 32,83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現金結餘 1 3
銀行結餘 30,059 32,833    

30,060 3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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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2頁至第193頁的附註為合併財務報表的組成部份。

合併現金流量表 1012018年年報

大Head名 
有二個要改

(a) 將稅前利潤調整為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7年
   

稅前利潤 13,081 2,593

調整項目：

折舊及攤銷 75,777 77,492

利息收入 (1,712) (1,647)

財務費用 1,676 5,363

處置固定資產損失 4,148 3,489

預期信用損失和存貨跌價準備 3,846 3,955

以公允值計量經其他綜合收益入賬的金融資產之股利 (203) (206)

以公允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之投資收益 (36) –

應佔聯營公司淨盈利 (2,477) (893)

應佔合營公司淨盈利 (598) (574)

A股公司授予本集團員工限制性股票費用 614 –

其他投資收益 (31) (19)

營運資金變動：

應收賬款增加 (4,887) (3,667)

合同資產減少 1,150 –

合同成本增加 (3,001) –

存貨及易耗品（增加）╱減少 (385) 81

短期銀行存款及受限制的存款增加 (581) (58)

其他資產減少╱（增加） 1,584 (2,034)

預付賬款及其他流動資產減少 60 166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增加 (20) (39)

應收關聯公司款減少 2,339 112

應收境內電信運營商款減少╱（增加） 871 (775)

應付賬款及預提費用增加 6,591 5,752

應交稅金增加 33 362

預收賬款增加 45 2,255

合同負債減少 (4,322) –

遞延收入增加 1,474 365

其他債務增加 68 45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增加╱（減少） 40 (203)

應付關聯公司款減少 (868) (945)

應付境內電信運營商款（減少）╱增加 (394) 549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 93,882 9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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