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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晓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爱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矛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

574,649,584,386

573,617,337,800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7,108,285,295

135,393,329,128

1.27

年初至报告期末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25,456,487,663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21,957,939,621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15.93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4,935,058,630

69,005,162,761

8.59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66,609,146,500

61,426,174,863

8.44

利润总额

3,978,152,318

1,125,140,703

253.57

净利润

2,984,900,269

827,028,218

26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2,059,220

274,263,921

374.75

1,298,267,367

320,064,816

305.63

0.95%

0.35%

增加 0.60 个百分点

0.0430

0.0129

233.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本期金额
-136,908,835

12,746,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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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1,700,431

比上年同期减少 12.0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440,447

不适用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581,154

不适用

所得税影响额

-3,605,468

不适用

3,791,853

不适用

合计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60,61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11,399,724,220

37.7

3,190,419,687

股东名称（全称）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
有限公司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股东性
质

0

无

0

国有法人

10.6

3,177,159,590

无

0

未知

1,899,764,201

6.3

1,899,764,201

无

0

未知

1,610,541,728

5.3

1,610,541,728

无

0

未知

1,024,890,190

3.4

1,024,890,190

无

0

未知

732,064,421

2.4

732,064,421

无

0

未知

633,254,734

2.1

633,254,734

无

0

未知

585,651,537

1.9

585,651,537

质押

585,651,537

未知

585,651,537

1.9

585,651,537

无

0

未知

585,651,537

1.9

585,651,537

未知

322,050,00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5L－CT001 沪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讯信达有限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兴小度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百度鹏寰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宿迁京东三弘企业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淮海方舟信
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深圳光启互联技术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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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1,399,724,220

人民币普通股

11,399,724,220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899,764,201

人民币普通股

1,899,764,20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8,48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88,488,3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5,998,491

人民币普通股

135,998,491

北京凤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7,287,440

人民币普通股

107,287,440

北京坤藤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0,581,975

人民币普通股

100,581,975

齐齐哈尔市中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4,674,708

人民币普通股

94,674,708

64,521,793

人民币普通股

64,521,793

北京国融远景投资有限公司

59,361,176

人民币普通股

59,361,176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57,529,742

人民币普通股

57,529,742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2.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底向中国国有企业结构
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结构调整基金”）完成协
议转让 1,899,764,201 股本公司股份。根据相关《股份转
让协议》约定，自交割日起 36 个月内，结构调整基金不
得直接或间接转让此次协议转让股份。
3.根据公开披露信息，2018 年 2 月 5 日，公司股东“苏
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苏宁易购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苏宁易购”）。
4.根据公开信息披露，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淘宝（中
国）软件有限公司（简称“淘宝中国”）持有公司股东苏
宁易购 19.99%股份，为苏宁易购的关联法人；公司股东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 2/3 以上董事、全体监
事和总经理与淘宝中国一致，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下苏宁易购的关联
法人。
5.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
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或构
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6.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或构成《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7.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
系或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注：上表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简称“中国结算”）提供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
资融券信用账户股东名册的前十大股东信息（简称“本次前十大股东信息”），其中，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中国人寿”）于 2017 年 10 月底通过“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沪”账户完成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除上述账户外，中国人寿通过其自身控制的其他账户合计持有本公司
股份约 37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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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
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
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期间

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由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29,394.5

28,416.3

19,420.2

17,487.6

978.2

729.7

1,932.6

1,459.2

37,525

30,842

1,969

2,098

7,805.7

7,653.9

固网宽带用户净增数（万户）

151.8

-86.7

固网本地电话用户数（万户）

5,875.8

5,999.7

-123.9

-176.3

主要业务数据指标
移动出账用户数（万户）
其中：4G 用户数（万户）
移动出账用户净增数（万户）
其中：4G 用户净增数（万户）
手机上网总流量(亿 MB)
移动语音通话总分钟数（亿分钟）
固网宽带用户数（万户）

固网本地电话用户净增数（万户）

2018年第一季度，本公司继续深化落实聚焦战略，促发展、控成本、转机制，盈利能力持续显
著提升。本公司大力推动移动业务发展模式转型，创新产品和营销模式，提升新入网用户质量，
在低成本、薄补贴的用户发展模式下，移动业务实现提速发展。2018年第一季度，移动出账用户
净增978万户，达到2.94亿户，移动出账用户ARPU为人民币47.9元，比去年同期上升2.6%；其中4G
用户净增1,933万户，达到1.94亿户。移动主营业务收入达到人民币415.11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11.6%。
2018年第一季度，本公司积极推动创新业务规模发展，努力抵消固网语音收入下降和固网宽带
竞争带来的压力。产业互联网业务收入达到人民币58.76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36.0%。面对宽带
业务领域的激烈竞争，本公司围绕宽带视频化、融合化、电商化，进一步优化产品，强化运营与
服务，激发基层销售活力，不断提升宽带业务差异化竞争力。固网宽带用户达到7,806万户，比去
年底净增152万户，但固网宽带接入ARPU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固网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246.17
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3.4%。整体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666.09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8.4%。
2018年第一季度，本公司积极推进激励机制改革，强化激励与绩效挂钩，同时适度加大一线员
工薪酬，提升企业活力，促进企业和员工回报双提升，人工成本比去年同期上升21.2%。2018年第
一季度，得益于主营业务收入的良好增长，以及成本的有效管控，EBITDA为人民币241.17亿元，
比去年同期上升14.5%，EBITDA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为36.2%；利润总额为人民币39.78亿元，比去年
同期上升253.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13.02亿元，比去年同期明显上升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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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本公司将紧抓行业发展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带来的全新机遇，打造新基因、新治理、新运营、
新动能、新生态。本公司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有关网络提速降费的政策要求，同时继续深入落
实聚焦创新合作战略，全力加快互联网化运营，强力推进与战略投资者的深度合作与协同，加快
提升创新能力，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变革，提升活力与效率，全力开创本公司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四、 重要事项
4.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科目

本期数

应收票据

上年期末数

变动比例（%）

60,452,959

103,468,782

-41.57

其他应收款

5,229,099,891

7,588,829,515

-31.09

其他流动资产

7,622,818,319

5,678,022,644

34.25

其他非流动资产

547,928,499

1,348,557,596

-59.37

应付票据

202,707,459

48,763,558

315.69

应付职工薪酬

7,981,974,578

5,935,674,406

34.47

应付利息

1,079,284,603

723,179,269

49.24

长期应付款

3,240,438,770

321,520,929

907.85

应收票据变动原因说明：应收票据减少主要是由于收回客户银行承兑汇票；
其他应收款及其他非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根据新收入准则，将应收合约用户通信终端款重分
类至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中核算，由此导致其他应收款及其他非流动资产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其他流动资产增加主要是由于一季度联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财务公司”）提供的短期贷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变动原因说明：应付票据增加主要是由于开出商业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变动原因说明：应付职工薪酬增加主要是由于深化用工和分配制度改革，同时适度
加大一线员工薪酬；
应付利息变动原因说明：应收利息增加主要是由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
运营公司”）计提了本年一季度的债券利息尚未支付，这些债券的利息一般为半年付或年付；
长期应付款变动原因说明：长期应付款增加主要是由于确认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财务费用

245,302,317

1,250,593,324

-80.39

资产处置损失

136,908,835

343,465,895

-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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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3,843,705,455

963,950,127

298.75

利润总额

3,978,152,318

1,125,140,703

253.57

993,252,049

298,112,485

233.18

2,984,900,269

827,028,218

260.92

283,092,090

-7,384,773,182

不适用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财务费用变动主要是由于带息负债减少，导致利息支出减少；
资产处置损失变动原因说明：资产处置损失变动主要是由于去年进行光改相关资产报废后本年资
产处置量减少；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变动原因说明：利润显著提升，主要是由于随着用户规模的增加，
2I2C等新业务的推出，营业收入良好增长及财务费用的减少；
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所得税费用的增加主要由于利润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是吸收投资
收到的现金增加及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2）报告期内新会计准则生效及产生的影响
a.本集团于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修订）》（以下简称“新收
入准则”），除以下详述的合同获取成本会计处理以外，由于本集团以前的会计政策与新收入准
则的要求在重大方面基本保持一致，新收入准则的适用并未对2018年1月1日的数据产生重大影响。
按新收入准则要求，本集团将原来发生时计入费用的获取客户而发生的增量成本（如销售渠道
费用中的销售佣金）予以资本化，并按照相关的商品和服务转移模式一致的基础进行摊销。本集
团将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约人民币18亿元，增加2018年初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东权
益，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b.本集团于2018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金融工具的分类与计量方面，本集团过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后继续保持各自现有的分类及计量方式不
变；对于本集团过去分类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本集团选择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不可撤销
地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不得在未来结转计入当期损益）。该项会
计政策变更并未对本集团的净资产产生影响。
在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以新的“预期信用损失”减值模型代替了原 “已发生损失”减
值模型。采用新的减值模型后，本集团的信用损失准备增加，并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将
其税后影响计约人民币8亿元减少2018年初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东权益，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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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是本集团根据财政部截止本财务报表的资产负债表日已发布的相关规定
并结合本集团具体情况而做出，如果财政部后续就该等会计准则发布相关指南或给出进一步解释，
则本集团需重新审阅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及相关重大判断和估计，该等审阅及相关调整可能导致上
述会计政策变更影响的披露与2018年度财务报告中列报的相应数据之间存在差异。

4.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联通运营公司拟与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集团”）按照当前各自在财务公司的持股比例，
以现金方式向财务公司同比例增资。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关于拟与关联方共同增资联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04）。
（2）联通运营公司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塔”）于2016年7月8日就租
用通信铁塔及相关资产（含存量铁塔和新建铁塔等）的商务定价安排签署了《商务定价协议》。
经双方公平谈判协商，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联通运营公司与中国铁塔
在原有协议基础上，于2018年1月31日签署了《<商务定价协议>补充协议》。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2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商务
定价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
（3）为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混
改十六字方针，联通集团以本公司为平台于2017年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和老股转让等方式引入战
略投资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党
建工作有关要求以及公司实际，公司分别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对《公司章程》做出修订。
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24日、2018年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4）。
（4）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于2018年2月8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董事会、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
议案。2018年2月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及监事会分别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董事长及监事会主
席，并聘任公司总裁、高级副总裁。此外公司召开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了第六
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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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24日、2018年2月9日、2018年2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2）、《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董事及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监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8-012）、《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和高级副总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8）。
（5）公司已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注册地址为“北
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1号4楼”，并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3月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关于完成公司注册地址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4）。
（6）2018年3月7日，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将坚决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提速降费政策相关要求，
适时推出相关措施，努力实现经营持续健康发展。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3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有关网络提速降费政策要求和工作部署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
（7）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同意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381,292万元。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0）。
（8）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控
股子公司联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公司控股子公司联通运营公司及其下属分、子公司提供非融资
性担保业务。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关于联通集团财务公司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提供非融资
性担保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2）。
（9）2018年2月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期授予方案及相关办法草案修订稿和授予名单的议案》；2018年2月28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2018年3月1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实施授
予相关事项的议案》；2018年4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工作实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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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2月12日、2018年3月1日、2018年3月16日、2018年4月11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本公司网站发布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1）、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8）、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

4.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4.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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