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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業務

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本集團」）為中國一家具領導地位的服務供應商，為信息

化和數字化領域提供綜合一體化智慧解決方案，包括設計、施工及項目監理在內的電信基建服務；信息技術基礎

設施管理、通用設施管理、供應鏈，以及商品分銷在內的業務流程外判服務；系統集成、軟件開發及系統支撐、增

值服務在內的應用、內容及其他服務。

2. 編製基準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包含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和若干附註。這些附註說明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後發生的重

要事項及交易，以理解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在本期間的變動。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和其附註並不包括

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要求下編製的財務報表的所有資料。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了所有

適用的單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相關闡釋。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是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附錄16中適用於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的披露規定。

3.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是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編製的，但某些金融工具以公允價值計量。

除了下列所述外，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

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一致的。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在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中首次應用下列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 對概念框架的引用

對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的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 — 達到預定可使用狀態前的收益

對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的修訂 虧損性合同 — 履行合同的成本

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年度改進2018–2020

採用上述修訂對本集團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沒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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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4. 分部報告

本集團主要有一個業務分部，即為信息化和數字化領域提供綜合一體化智慧解決方案，因此並沒有披露其他分部

資料。本集團關於主要客戶以及經營地區的其他相關信息參見附註5。

5. 經營收入

本集團的經營收入來自提供綜合一體化智慧解決方案。

本集團按業務性質分類的經營收入列示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電信基建服務收入 35,049,501 34,547,384

業務流程外判服務收入 21,536,968 19,787,107

應用、內容及其他服務收入 12,666,585 9,764,660

69,253,054 64,099,151

本集團主要客戶為電信運營商，包括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包括本集團）（以下簡稱「中國電信集

團」），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移動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本集團提供綜合電信相關支撐服務給中國電信集團以及中國移動集團所帶來的收入分別為人民幣22,725百萬

元和人民幣8,978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分別為人民幣19,121百萬元和人民幣9,481

百萬元），分別佔本集團總經營收入32.8%和13.0%（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分別佔29.8%和

14.8%）。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從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獲取的經營收入為人民幣1,551百

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1,377百萬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經營收入前三大的業務依次為電信基建服務下的施工、業務流

程外判服務下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管理及應用和內容及其他服務下的系統集成服務，分別實現收入人民幣28,608

百萬元、人民幣8,910百萬元和人民幣8,360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經營收入前

三大的業務依次為電信基建服務下的施工、業務流程外判服務下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管理及供應鏈服務，分別實

現收入人民幣27,480百萬元、人民幣7,914百萬元和人民幣6,433百萬元）。非電信運營商施工業務實現經營收入人

民幣15,300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15,017百萬元）。



二
零
二
二
年
中
期
報
告

23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6. 經營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包成本 38,063,019 34,747,460

材料成本 10,896,460 8,830,182

直接員工成本 4,029,803 4,123,111

商品分銷直接成本 2,032,762 2,026,751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支出 580,360 550,050

折舊及攤銷 469,534 428,022

其他 5,887,585 6,560,636

61,959,523 57,266,212

7.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247,017 164,260

來自權益工具的股息收入 176,683 161,695

管理費收入 151,853 152,906

進項稅加計扣除 129,156 116,807

政府補助金 124,164 116,117

來自理財產品及結構性存款的投資收益及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44,185 82,545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及使用權資產的收益 7,067 5,755

罰款收入 4,852 1,821

其他 55,313 40,398

940,290 84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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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8.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13,126 9,310

租賃負債利息 29,275 24,451

42,401 33,761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無資本化借貸成本記入在建工程（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無）。

9.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已扣除如下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a) 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7,310,779 7,071,360

定額供款的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17,487 794,734

8,128,266 7,866,094

(b) 其他項目：

攤銷 82,822 81,519 

折舊 704,451 647,712 

材料成本 10,896,460 8,830,182 

商品分銷直接成本 2,032,762 2,026,751 

存貨減值損失及撥回淨額 21,575 21,885 

應收賬款、其他應收款、合同資產及其他減值損失確認和撥回，淨額 118,247 47,723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支出 663,808 63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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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9. 除稅前利潤（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銷售及營銷開支、行政開支、研究及開發成本和其他開支分別

為人民幣1,119百萬元、人民幣2,576百萬元、人民幣1,924百萬元及人民幣301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分別為人民幣1,132百萬元、人民幣2,519百萬元、人民幣1,623百萬元及人民幣223百萬元）。

10. 所得稅

(a) 簡明合併損益表所列示的所得稅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稅項 439,393 285,405

遞延稅項 (162,342) 6,390

所得稅總額 277,051 29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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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0. 所得稅（續）

(b) 實際稅項開支與會計利潤按適用稅率計算的調節：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利潤 2,234,135 2,114,242

按法定稅率25%計算的預計所得稅支出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25%） 558,534 528,561

子公司利潤的稅率優惠及稅率差別（註 (i)(ii)） (141,584) (143,929)

不可抵扣的支出（註 (iii)） 75,743 59,641

非應課稅收入 (94,392) (68,144)

未確認的稅務虧損 42,032 62,471

使用之前未確認的稅務虧損 (4,085) (21,006)

過往年度所得稅開支超額撥備 (14,203) (16,476)

研發費用的額外扣除（註 (iv)） (144,994) (109,323)

所得稅 277,051 291,795

註：

(i) 除本集團部分中國大陸子公司是按優惠稅率（見下方註 (ii)）計算所得稅及部分大陸以外子公司是按相應法定稅率計算所得稅

外，本集團根據中國相關所得稅法律和法規按應課稅企業所得的25%法定稅率計算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和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國所得稅準備金額。

(ii)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符合稅法規定的高新技術企業、西部大開發和小型微利企業資格的單位，

可按15%、15%和20%的優惠稅率計算所得稅（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15%、15%、10%）。

(iii) 不可抵扣的支出包括超出法定可抵稅限額的員工及其他不可抵扣的支出。

(iv)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本集團在中國的子公司的若干研發成本有資格獲得75%（截至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75%）的額外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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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1. 其他綜合收益╱（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期確認的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開支）的 

權益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動 162,028 (211,655)

計入其他綜合收益╱（開支）的淨遞延稅項 (39,932) 52,816 

財務報表的匯兌差異 17,275 (7,444)

本期其他綜合收益╱（開支） 139,371 (166,283)

12. 股息

(a) 本期間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無）。

(b)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期間核准的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期間核准的末期股息 

每股人民幣0.1641元（2021年：每股人民幣0.1335元） 1,136,560 924,623

屬於上一財政年度，並於本期間核准的特別股息 

每股人民幣0.0091元（2021年：每股人民幣0.0267元） 63,027 184,925

1,199,587 1,109,548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均沒有支付末期股息及特

別股息。



 

中
國
通
信
服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8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3.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每股基本盈利是以本期本公司股東應佔的利潤人民幣1,896百萬元（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1,811百萬元）除以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內6,926,018千股（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6,926,018千股）計算。

由於兩個期間概無已發行的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4. 其他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放於金融機構一年以上的定期存款 4,985,412 2,563,841 

長期應收款項 720,493 515,280 

其他 158,063 117,037 

5,863,968 3,196,158

15.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淨額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票據 428,060 405,956

應收賬款 24,489,294 19,542,192

24,917,354 19,948,148

減：信用損失準備 (1,763,055) (1,693,993)

23,154,299 18,254,155

(a) 應收中國電信集團、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款項（見附註26）為無抵押、免息及預期可

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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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5.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淨額（續）

(b)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信用損失準備）基於信貸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1,753,522 1,112,606

一年以內 18,414,908 14,636,676

超過一年但少於兩年 2,217,577 1,729,092

超過兩年但少於三年 515,151 542,481

超過三年但少於四年 124,203 99,950

超過四年但少於五年 35,557 36,257

五年以上 93,381 97,093

23,154,299 18,254,155

16. 合同資產，淨額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電信基建服務 20,074,999 17,771,357

業務流程外判服務 1,411,211 1,381,365

應用、內容及其他服務 3,398,840 2,621,771

24,885,050 21,774,493

減：信用損失準備 (276,108) (239,748)

24,608,942 21,534,745

合同資產是本集團因提供施工、設計及其他服務而應收的未開票款項，因本集團未來履約行為尚未達到特定的里

程碑而該收款權利受條件限制。當該權利變為無條件時，合同資產轉入應收賬款。本集團通常在不晚於報告期後

一年內將達到特定里程碑的合同資產轉入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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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存款及現金 15,722,729 15,116,312

存放於中國電信集團財務有限公司（「中國電信財務公司」）的存款 2,069,728 5,964,400

存放於銀行的初始期限在三個月以內的定期存款 246,965 90,3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039,422 21,171,025

18. 計息貸款

本集團的短期貸款包括：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貸款

來自於中國電信集團的貸款

— 無抵押 — 13,280

銀行貸款

— 無抵押 61,830 33,330

— 質押 — 21,033

美元貸款

銀行貸款

— 無抵押 575,825 528,514

— 抵押 19,348 18,478

其他貸款

銀行貸款

— 無抵押 104,034 108,389

761,037 72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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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8. 計息貸款（續）

本集團短期貸款的年利率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貸款

來自於中國電信集團的貸款

— 無抵押 N/A 2.39%

銀行貸款

— 無抵押 1.50%–3.50% 1.50%

— 質押 N/A 4.00%

美元貸款

銀行貸款

— 無抵押 2.50%–2.56% 2.50%

— 抵押 3.50% 3.50%

— 無抵押（浮動利率） 倫敦銀行

同業拆借利率

（「Libor」）

+1.00%–1.35%

Libor

+1.00%–1.35%

其他貸款

銀行貸款

— 無抵押 6.25% 6.25%–8.57%

— 無抵押（浮動利率） 尼泊爾中央銀行

貸款基準利率

+3%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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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8. 計息貸款（續）

本集團長期貸款包括：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美元貸款

銀行貸款

— 抵押 88,930 89,808 

本集團長期貸款的年利率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美元貸款

銀行貸款

— 抵押 3.50% 3.50%

本集團的貸款償還期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以內 761,037 723,024 

超過1年但少於2年 19,329 18,362 

超過2年但少於5年 69,601 71,446 

849,967 812,832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未就任何銀行貸款受到財務條款約束（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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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9.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包括：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39,475,734 32,759,611

應付票據 3,373,286 3,560,369

42,849,020 36,319,980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以內 40,192,344 34,147,550

超過一年但少於兩年 1,680,958 1,226,760

超過兩年但少於三年 439,137 459,884

三年以上 536,581 485,786

42,849,020 36,319,980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款項（見附註26）為無抵押、免息及預期於一年

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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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20. 合同負債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電信基建服務 6,831,599 8,626,944

其他服務 2,091,379 2,822,227

8,922,978 11,449,171

本集團在履行履約義務之前收取的客户預付款項，確認為合同負債，直至相關合同履約義務完成時為止。

21.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工資及福利 2,304,370 1,570,459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 

聯營公司款項（註 (i)） 1,103,979 415,858

預收租賃賬款 30,500 44,633

應付所得稅以外的其他稅項 574,343 692,149

應付股息（註 (ii)） 614,904 11,716

與物業、廠房及設備建造和購置相關的應付款項 37,761 40,582

待轉銷項稅額 1,381,632 1,318,720

其他（註 (iii)） 4,806,572 4,996,748

10,854,061 9,090,865

註：

(i)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款項（見附註26）為無抵押、免息及預期於一年內支付，其中應付

股利餘額為人民幣607百萬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9百萬元）。

(ii)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和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均沒有支付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

(iii) 其他主要由代中國電信集團採購產生的應付供應商購貨款，應付分包商押金及保證金等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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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22. 其他非流動負債

其他非流動負債主要指政府補助金產生的遞延收益以及辭退福利。

23. 股本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註冊，已發行及實收股本：

4,534,598,160股（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34,598,160股） 

內資股，每股人民幣1.00元 4,534,598 4,534,598

2,391,420,240股（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91,420,240股） 

H股，每股人民幣1.00元 2,391,420 2,391,420

6,926,018 6,926,018

24. 資本承擔及或有負債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對購入及建設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其他非流動資產的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但未執行 239,597 160,510

(b) 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重大或有負債或提供重大財務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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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25.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

(i) 持續以公允價值列賬的金融工具

本集團若干金融工具於每個報告期間結算日以公允價值計量。下表載明如何釐定此等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

（特別是，估值技術及輸入值），以及公允價值之級別，即公價值計量以公允價值計量輸入值之可觀察程度分

類（第一至第三級別）。

• 第一級別：公允價值計量來自相同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中所報價格（未調整）；

• 第二級別：公允價值計量來自除屬於相關資產或負債之第一級別的公開報價以外的直接（如價格）或間

接（如源於價格）可觀察輸入值；

• 第三級別：公允價值計量來自相關資產或負債的輸入值並不能從可觀察的市場數據取得（無法觀察輸入

值）的估值方法。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第一級別 第二級別 第三級別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金融資產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註 (i)） 447,731 — 3,386,769 3,834,50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 理財產品及結構性存款（註 (ii)） — — 1,375,914 1,375,914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權益工具 47,715 — 194,177 24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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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25.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續）

(i) 持續以公允價值列賬的金融工具（續）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一級別 第二級別 第三級別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金融資產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權益工具（註 (i)） 435,963 — 3,236,509 3,672,472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 理財產品及結構性存款（註 (ii)） — — 3,303,941 3,303,941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權益工具 — — 171,943 171,943

註：

(i) 本集團的某一被投資實體於二零一八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根據合同約定本集團不得在首次公開發行後立即出售股票，

期限為五年。於每個報告期末，本集團委任外部評估師，基於在交易所交易的相同但非限售的股票的公開報價，並根據外部

評估師評估的流動性折扣率調整以反映受限的影響，來確定在限售期內的上市股權證券的公允價值。流動性折扣率的增加

會導致權益工具公允價值的下降，反之亦然。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折扣率為5.80%（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50%）。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的該被投資實體的股票仍有90%處於限售期，該權益工具的賬面價值為人民

幣3,371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222百萬元），在所有其他變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折扣率增加5%會導

致權益工具賬面價值下降人民幣10百萬元（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5百萬元）。

(ii) 本集團於每一個報告期末通過預測理財產品及結構性存款的折現現金流量釐定其公允價值。對未來現金流的預測基於預期可

收回金額，並按照反映對手方信用風險的折現率進行折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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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25.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續）

(ii) 第三級別公允價值計量調節表

以公允價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

權益工具

理財產品及

結構性存款

以公允價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

權益工具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3,236,509 3,303,941 171,943

購入 — — 69,850

處置 — (1,972,212) —

轉入第1級別（註 (i)） — — (47,715)

利得╱（損失）

— 於損益 — 44,185 99

— 於其他綜合收益 150,260 — —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3,386,769 1,375,914 194,177 

以公允價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

權益工具

理財產品及

結構性存款

以公允價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

權益工具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4,316,673 3,098,634 64,567

購入 — 7,588,000 76,575

處置╱收回 (750) (7,566,024) —

轉入第1級別（註 (i)） (430,260) — —

利得╱（損失）

— 於損益 — 183,331 30,801

— 於其他綜合收益 (649,154) — —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236,509 3,303,941 171,943

註：

(i) 本集團持有的投資實體的股票處於限售期時劃分為第三層級，解禁後轉入第一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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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25.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續）

(iii) 不以公允價值列賬的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與賬面價值無重大差異，公允價值為根據以現金流量折

現法為基準的公認價格模型確定。

26. 關聯方

本集團與中國電信集團的其他成員公司有重大的交易和業務關係。本集團的重大關聯交易如下：

(a) 與中國電信集團的交易

由於本集團與中國電信集團的關係，該等交易條款由本集團與中國電信集團協商確定。

與中國電信集團在正常營運中進行的主要交易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電信基建服務收入（註 (i)） 7,888,403 6,895,821

IT應用服務收入（註 (ii)） 2,554,057 1,514,408

末梢電信服務收入（註 (iii)） 8,950,481 7,996,006

後勤服務收入（註 (iv)） 1,839,050 1,489,044

物資採購服務收入（註 (v)） 1,416,392 1,173,060

物業租賃服務收入（註 (vi)） 76,494 52,369

管理費收入（註 (vii)） 151,853 152,906

物業租賃服務開支（註 (viii)） 91,647 57,082

IT應用服務開支（註 (ix)） 42,448 23,333

後勤服務開支（註 (x)） 423,962 372,452

物資採購服務開支（註 (xi)） 1,151,909 987,965

利息費用（註 (xii)） 16,903 12,566

於中國電信財務公司的淨支取（註 (xiii)） (3,894,672) (2,722,130)

存放於中國電信財務公司存款的利息收入（註 (xiv)） 8,133 6,154

資金拆出淨額（註 (xv)） — 57,500

資金拆出利息收入（註 (xvi)） 1,188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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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26. 關聯方（續）

(a) 與中國電信集團的交易（續）

註：

(i) 指本集團為中國電信集團提供的電信基建之設計、施工及監理服務。

(ii) 指本集團為中國電信集團提供的電信網絡支撐服務、軟件硬件開發以及其他科技相關服務。

(iii) 指本集團為中國電信集團提供的配套電信服務如網絡設備維護（包括管線維護、機房維護及基站維護）、經營分銷管道、固網

及無線增值服務、互聯網內容及信息服務等。

(iv) 指本集團為中國電信集團提供的設施管理服務、廣告服務、會議服務、特約維修及設備租賃等服務。

(v) 指本集團為中國電信集團提供的物資採購服務、倉儲、運輸及安裝服務。

(vi) 指本集團為中國電信集團提供的物業租賃服務。

(vii) 指本集團為中國電信集團提供的總部管理職能服務（「集中服務」）。

(viii) 指本集團已付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的業務場地短期租賃費用。

(ix) 指本集團已付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的基礎電信服務、增值服務及信息應用服務費用。

(x) 指本集團已付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的物流、人才、文化、教育、衛生和其他後勤服務費用。

(xi) 指本集團已付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的物資採購服務、倉儲、運輸及安裝服務等的費用。

(xii) 指本集團從中國電信集團取得貸款及確認租賃負債已付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的利息。

(xiii) 指本集團於中國電信財務公司提供的存款服務下的淨支取。

(xiv) 指本集團從中國電信財務公司提供的存款服務中取得的利息收入。

(xv) 指本集團為中國電信集團提供的資金拆借淨額。

(xvi) 指本集團為中國電信集團提供資金拆借而取得的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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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26. 關聯方（續）

(a) 與中國電信集團的交易（續）

包含在有關餘額內的應收╱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項列示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69,728 5,964,40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淨額 8,353,378 7,259,911

合同資產，淨額 10,728,693 9,947,108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2,157,881 1,216,411

其他非流動資產 133,934 213,503

應收中國電信集團款項總額 23,443,614 24,601,333

計息貸款 — 13,280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533,951 261,457

合同負債 579,324 845,854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1,041,929 335,403

一年內到期的租賃負債 170,581 161,904

租賃負債 711,645 699,814

應付中國電信集團款項總額 3,037,430 2,317,712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確認為應收中國電信集團款項計提的減值損失為人民幣402百萬元（於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91百萬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確認與中國電信集團新增租賃合同相關的使用權資產人

民幣92百萬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496百萬元）。

本公司董事認為上述關聯方交易是在正常營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而且就本公司股東而言有關交易條

款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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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26. 關聯方（續）

(b) 與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的交易

本集團與本集團或中國電信集團施加重大影響的聯營公司發生關聯方交易。本集團與上述聯營公司之間的

關聯交易列示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電信基建服務收入（註 (i)） 1,751,740 2,203,037

IT應用服務收入（註 (ii)） 137,441 131,733

末梢電信服務收入（註 (iii)） 920,797 792,803

後勤服務收入（註 (iv)） 59,029 68,884

物資採購服務收入（註 (v)） 81,884 130,413

物業租賃服務收入（註 (vi)） 1,930 1,375

物業租賃服務開支（註 (vii)） 220 1,507

IT應用服務開支（註 (viii)） 118,758 111,317

後勤服務開支（註 (ix)） 1,035,168 951,642

物資採購服務開支（註 (x)） 217 28,352

利息費用（註 (xi)） 2 12

註：

(i) 指本集團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提供的電信基建之設計、施工及監理服務。

(ii) 指本集團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提供的電信網絡支撐服務、軟件硬件開發以及其他科技相關服務。

(iii) 指本集團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提供的配套電信服務如網絡設備維護（包括管線維護、機房維護及

基站維護）、經營分銷管道、固網及無線增值服務、互聯網內容及信息服務等。

(iv) 指本集團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提供的設施管理服務、廣告服務、會議服務、特約維修及設備租賃

等服務。

(v) 指本集團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提供的物資採購服務、倉儲、運輸、安裝及相關服務。

(vi) 指本集團為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提供的物業租賃服務。

(vii) 指本集團已付及應付本集團之聯營公司的業務場地短期租賃費用。

(viii) 指本集團已付及應付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的基礎電信服務、增值服務及信息應用服務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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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26. 關聯方（續）

(b) 與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的交易（續）

註：（續）

(ix) 指本集團已付及應付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的物流、人才、文化、教育、衛生和其他後勤服務費用。

(x) 指本集團已付及應付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的物資採購服務、倉儲、運輸及安裝服務等的費用。

(xi) 指本集團從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確認租賃負債已付及應付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的利息。

包含在有關餘額內的應收╱應付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款項列示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淨額 468,920 250,307

合同資產，淨額 393,163 292,757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1,272,303 894,883

其他非流動資產 58 363

應收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款項總額 2,134,444 1,438,310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420,180 1,009,561

合同負債 252,729 391,765

一年內到期的租賃負債 63 104

租賃負債 154 206

預提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62,050 80,455

應付本集團之聯營公司及中國電信集團之聯營公司款項總額 1,735,176 1,482,091

本公司董事認為上述關聯方交易是在正常營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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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26. 關聯方（續）

(c) 與中國其他國有企業的交易

本集團是一家與政府相關的企業，並於現時在由與政府相關企業所主導的經濟體系下運作。「與政府相關企

業」是指中國透過政府部門、機關、附屬公司和其他機構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企業。

除了與母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進行交易外（附註26(a)），本集團與其他與政府相關企業的單項不重大但合計重大

的交易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 提供及接受服務，包括但不限於電信服務

• 銷售和採購商品、物業和其他資產

• 資產租賃

• 存款及借貸

• 使用公用事業

上述交易在本集團的日常業務中進行，其條款與非政府相關企業的交易條款相似。本集團的電信服務的產品

價格是根據政府制定的資費標準（如適用）或透過商業協商釐定的。本集團還為物資及服務採購制定了採購政

策及審批程式。這些政策及審批程式並不因交易方是否為與政府相關企業而有所影響。

(d) 與主要管理人員的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收取的酬金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及其他酬金 3,543 3,388

退休福利 1,280 1,281

酌定花紅 6,094 5,905

10,917 10,574

總薪酬包括在附註9(a)中披露的「員工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