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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41）

CHINA MOBILE LIMITED

二零零九年末期業績公佈

‧ 營業額為人民幣 4,521億元，增長 9.8%

‧ EBITDA為人民幣2,290億元，增長 5.9%

‧ 股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 1,152億元，增長 2.3%

‧ 客戶總數超過 5.22億戶，增長 14.2%

‧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 1.458港元，連同已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 1.346港元，
二零零九年全年股息為每股 2.804港元，全年利潤派息率為43%

董事長報告書

尊敬的股東：

二零零九年，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衝擊之後逐步復甦，回升向好；電信市場3G

新格局在牌照發放後逐步形成；移動普及率攀升對部分經濟發達地區的影響
逐漸顯現。面對新環境、新挑戰，本集團憑藉良好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機制、優
秀的執行能力、覆蓋廣泛的優質網絡、强大的規模和品牌優勢，實現了經營業
績的穩定增長，公司盈利能力保持良好，市場價值和品牌價值繼續位居國際同
業領先地位，並再次入選道 •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

財務業績

二零零九年，本集團營運收入實現平穩增長，達到人民幣4,521.03億元，比上年增
長9.8%；盈利能力繼續保持同行業領先水平，股東應佔利潤達到人民幣1,151.66

億元，比上年增長2.3%，股東應佔利潤率達到25.5%；EBITDA達到人民幣2,290.23

億元，比上年增長 5.9%，EBITDA利潤率達到 50.7%；每股基本盈利達到人民幣
5.74元，比上年增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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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穩健的資本結構和雄厚的財務實力為抵禦風險、實現持續健康發展奠
定穩固基礎。

業務發展

二零零九年，在面臨衆多挑戰的情況下，本集團保持了業務的平穩增長，穩固
保有存量市場客戶，保持低離網率，並在新增客戶市場保持較高份額，平均每
月每戶通話分鐘數（MOU）保持相對穩定。二零零九年，本集團淨增客戶6,503萬
戶，客戶規模達到5.22億戶。增值業務持續發展，對總收入的拉動更加顯著，其
中無線音樂業務收入持續超過人民幣百億元。二零零九年，本集團移動客戶總
通話分鐘數為29,187.12億分鐘，MOU為494分鐘，平均每月每戶收入 (ARPU)為人
民幣77元。

本集團增值業務保持了快速增長，增值業務收入比去年增長16.0%，增值業務
收入佔營運收入的比重達 29.1%。其中，已具規模的短信、彩鈴、彩信、手機上
網、手機報等業務保持增長；無線音樂俱樂部、飛信和12580服務客戶實現了規
模增長；139郵箱、手機遊戲等業務快速成長；手機視頻、手機閱讀、手機支付
等產品不斷得到開發和優化，形成良好的增值業務產品儲備。本集團主導研
發和創建的能够提供豐富多彩移動應用的「Mobile Market」於二零零九年八月推
出，為移動運營商與開發者合作共贏提供了嶄新平台，受到各方歡迎。物聯網
應用初見端倪，為本集團開拓更廣闊的市場帶來發展動力。

二零零九年，本集團繼續配合國家扶持農村經濟發展政策，利用規模化效應，
開展整合營銷，提升效率，大力拓展農村市場。本集團不斷豐富和深化農信通
的業務內涵，滿足農村客戶的個性化需求，提高農村客戶黏性，提升客戶價值。
本集團在農村市場的影響力進一步提升，競爭優勢穩固，農村市場持續為本集
團的客戶發展和收入增長帶來貢獻。

立足「移動信息專家」定位，本集團以推廣信息化應用為核心，積極發展集團
客戶。二零零九年，本集團著力提升營銷服務、產品規劃和業務集成能力以及
營運支撑能力，開展中小集團「深耕計劃」和「動力100」業務包營銷推廣活動，
推動M2M和移動電子商務在集團客戶市場的規模突破。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集團客戶總數達278萬家，納入集團客戶管理的個人客戶達1.85億
戶，行業信息化業務收入首次突破人民幣百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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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是全球客戶最多的移動通信運營商，擁有明顯的規模優勢和穩固的市
場領先地位。二零零九年本集團網絡能力繼續增强，網絡質量繼續保持國際領
先水平，國際漫游覆蓋範圍不斷擴大。本集團基站總數超過 46萬個，人口覆蓋
率達到 98%。基站光纖接入比例超過 96%，通達或臨近絕大部分辦公和商業樓
宇。本集團已基本實現核心網 IP化，為打造面向未來，具備融合業務提供能力
的全業務網絡奠定良好基礎。

3G進展

二零零九年，本集團配合母公司，高效快速地進行了 3G網絡建設和優化。3G

二、三期工程建設已完成，網絡覆蓋擴展到全國238個城市，地級市覆蓋率超過
70%。本集團取得創新成果，解決了影響網絡質量的關鍵技術問題，3G網絡質
量明顯提升，接近本集團國際領先水準的優質2G網絡質量。

本集團積極參與，致力引導和推動TD-SCDMA（「TD」）產業鏈發展，加快產業成
熟。二零零九年，本集團母公司通過設立聯合研發專項激勵基金推動TD終端研
發，帶動更多實力廠商跟進投入。在本集團與各方共同努力下，TD終端數量目
前已達266款，其中，一批中高端TD終端性能良好，千元或以下的低端機型也
逐步面世，款型日益豐富。本集團主導研發和推出了智能移動終端軟件OMS平
台，並聯合終端廠商推出了OPhone手機，帶動和引導手機產業發展。

本集團在二零零九年率先發布3G標識，品牌優勢進一步鞏固。本集團採取融合
組網的發展策略，發揮網絡和規模優勢，在個人、家庭、集團客戶市場全面推
廣3G業務，取得顯著進展。本集團積極開展業務創新，不斷豐富應用，推出了
多種應用終端包括手機、上網本、G3閱讀器等，推廣了手機上網、廣播式手機
電視業務等多項3G亮點業務；TD無線城市試點順利推進，各項業務在各地政
府和行業信息化領域得到應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使用 3G網絡服務的客戶為
341萬戶。本集團將繼續與產業鏈各方展開廣泛合作，結合政府對自主創新的
大力支持，積極推動TD發展，開拓3G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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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提升

本集團銳意進取，不斷創新，在管理、技術和業務等各方面進行創新與提升，
為企業增强活力，為可持續發展帶來嶄新動力。

本集團全面實施「一個中國移動」的管理原則，深入推進精細化、集中化管理，
實現低成本高效運營。管理和運營信息系統的完善、效能的不斷提升，為企業
實現集中化、標準化、信息化的管理提供了全面支撑；運維管理集中化，使網
絡資源利用率保持較高水平；集中採購規模進一步擴大，有效降低採購成本；
財務管理集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使管理更加透明，成本控制更見成效。

網絡技術方面，本集團推進網絡技術升級，全面推進網絡 IP化，建成了全球最
大規模、質量優良、2G和3G融合的 IP軟交換網。本集團積極開展TD技術創新提
升網絡質量，並加大研發投入TD後續演進技術，積極參與新一代寬帶移動通信
技術應用國家工程實驗室等各項工作，並在多個國際組織中推動了TD-LTE融
合發展的相關國際標準化進程，為推動TD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
本集團並將在上海世博會期間，首次推出TD-LTE演示網。

業務方面，本集團把握移動互聯網時代的聚合服務發展趨勢，除作為首家營運
商推出移動應用商場「Mobile Market」，還推出了手機視頻、手機閱讀和手機支
付等一大批移動增值應用和業務。同時，在物聯網體系架構及關鍵技術研究方
面取得重要進展，力爭在物聯網技術演進和標準制定中取得主導地位，加快其
規模應用。

投資與收購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日，本公司透過全資附屬公司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廣東有限
公司（簡稱「廣東移動」）與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浦發銀行」）簽
署有條件股份認購協議。廣東移動將有條件認購浦發銀行發行的2,207,511,410

股A股新股，佔浦發銀行發行後總股數的20%。同時，我們與浦發銀行簽署了戰
略合作備忘錄。交易完成後，本集團與浦發銀行將就共同發展移動電子商務等
方面開展緊密合作。本集團與浦發銀行的合作，是雙方對移動通信與電子商務
更深層次結合的一次探索，力求為廣大客戶提供更安全、更快捷、更便利的服
務，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本集團相信本次戰略合作將為雙方開拓藍海，實現
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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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繼續積極尋找優秀的海外電信資產投資機會，拓展國際化發展道路。

企業社會責任

作為全球客戶和網絡規模最大的移動通信運營商，本集團一向十分重視企業
社會責任。二零零九年，本集團在減小數字鴻溝、保障責任通信、創造滿意員
工、投身社會公益、應對氣候變化等各個方面承擔責任，實踐承諾。本集團自
願承諾二零一二年單位業務量耗電較二零零八年下降20%，為節能減排做出切
實努力。在公益慈善方面，本公司在二零零九年正式設立了「中國移動慈善基
金會」。公司再次入選道 •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顯示外界對本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和可持續發展工作的持續認可。

公司榮譽

二零零九年，本公司繼續在多方面獲得各界的認可和嘉獎。本公司被《金融時
報》再度選為「全球五百强」，排名保持第五位；在《福布斯》雜誌「全球二千領先企
業榜」排名由去年的第七十八位升至第五十五位；連續第八年入選《商業週刊》
雜誌「IT100」，排名第二十三位。「中國移動」品牌連續第四年入選明略行和《金
融時報》發佈的「BRANDZTM 100全球最强勢品牌」排名，名列第七位，品牌價值上
升為612.83億美元。二零零九年，標普公司和穆迪公司都保持了本公司等同於
中國國家主權級的企業債信評級，分別為A+/前景穩定和A1/前景正面。

公司股息

本公司向來十分重視股東的利益和回報，尤其是小股東的利益。基於二零零九
年全年良好的盈利水平以及考慮到公司未來的長期發展，按照二零零九年全
年43%的利潤派息率計劃，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
財政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1.458港元，連同已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1.346港元，
全年股息每股共 2.804港元，全年利潤派息率為43%。

二零一零年，考慮到各項相關因素，包括公司整體財務狀况、現金流產生能力
和未來持續發展的需要，本公司計劃二零一零年全年的利潤派息率為43%。



– 6 –

董事會相信本公司良好的盈利水平與强勁的現金流產生能力，將為公司未來
發展提供充足的支持，同時為股東帶來良好的回報。

展望未來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後續影響，競爭格局的變化，移動通信普及率的逐
年提高，電信網、互聯網和廣電網三網融合的出現，將對本集團的發展帶來新
的挑戰。中國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拉動內需，增强經濟增長動力。經濟的發
展，消費力的提高，將進一步激發社會對通信信息服務的需求，個人和家庭通
信市場蘊含著新的增長空間，企業和行業信息化需求旺盛，帶來集團客戶的市
場發展潛力。同時，國家對自主創新的重視與大力支持，為本集團的3G發展注
入了信心和動力。此外，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方興未艾的物聯網發展，手機支
付和金融服務的結合發展，帶來新的增長領域；電信網、互聯網和廣電網的相
互滲透和融合，促成一個超越傳統電信業邊界的新市場。這些，都將可能為我
們帶來全新發展機遇。

在新的環境下，本集團將堅持藍海戰略，堅持理性競爭，在維護行業價值的同
時，保持本集團穩固的市場領先地位。本集團將專注於通信信息領域的發展，
立足於良好的基礎和綜合實力，充分發揮和延續本集團在通信市場的優勢，保
持業務的良好發展和業績的持續增長。本集團將積極發展3G業務，推廣面向個
人、家庭、集團的移動寬帶服務，滿足客戶需求，創造客戶價值。本集團將積極
發揮網絡優勢和與母公司的協同效應，低成本高效運營，實施以效益為先，有
特色、差異化的全業務策略，並在移動互聯網、物聯網業務領域積極拓展。同
時，我們將發揮整體影響力，積極研究和推進LTE的網絡演進。

公司將堅持不懈，保持在電信行業的國際領先地位，保持基業長青，努力為投
資者創造價值。

王建宙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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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績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的綜合業績。

綜合收益表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報）

營運收入（營業額） 4

 通話費  285,971  260,542 

 月租費  14,661  18,066 

 增值業務收入  131,434  113,288 

 其他營運收入  20,037  19,914     

  452,103  411,810    

營運支出
 電路租費  3,006  2,641 

 網間互聯支出  21,847  22,264 

 折舊  80,179  71,509 

 人工成本  21,480  19,960 

 其他營運支出 5 178,583  153,041     

  305,095  269,415        

營運利潤  147,008  142,395

其他收入淨額  1,780  2,159 

營業外收入淨額  359  517 

利息收入  5,940  6,002 

融資成本  (1,243 ) (1,550 )

應佔合營公司虧損  (8 ) –    

除稅前利潤  153,836  149,523 

稅項 6 (38,413 ) (36,735 )    

本年度利潤  115,423  112,788 

本年度其他收益：
 境外企業的財務報表匯兌差額  42  (393 )    

本年度總收益  115,465  112,395     



– 8 –

綜合收益表（續）
（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報）

股東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東  115,166  112,627 

 少數股東權益  257  161    

本年度利潤  115,423  112,788     

股東應佔總收益：
 本公司股東  115,208  112,234 

 少數股東權益  257  161     

本年度總收益  115,465  112,395     

每股盈利－基本 7(a) 人民幣5.74元  人民幣5.62元    

每股盈利－攤薄 7(b) 人民幣5.67元  人民幣5.53元    

每股股息－中期 8 1.346港元  1.339港元    

每股股息－末期 8 1.458港元  1.404港元    

EBITDA（人民幣百萬元）1  229,023  216,267     

1 本公司對EBITDA的定義為未扣除稅項、應佔合營公司虧損、融資成本、利息收入、營業外收
入淨額、折舊及其他無形資產攤銷前之本年度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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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以人民幣列示）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一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報）  （重報）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0,075  327,783  257,170
 在建工程  46,094  35,482  47,420 
 預付土地租賃費  11,201  10,102  8,383 
 商譽  36,894  36,894  36,894 
 其他無形資產  727  298  469 
 聯營公司權益  –  –  –
 合營公司權益  6  7  –
 遞延稅項資產  8,939  7,614  6,121 
 其他金融資產  77  77  77       

  464,013  418,257  356,534       

流動資產
 存貨  3,847  3,494  3,295 
 應收賬款 9  6,405  6,913  6,985 
 其他應收款  3,490  3,715  2,929 
 預付款及其他流動資產  9,064  7,641  5,680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25  109  78 
 預付稅款  17  39  124 
 銀行存款  185,613  130,833  109,6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8,894  87,426  78,859       

  287,355  240,170  207,63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95,985  79,606  63,927 
 應付票據  642  2,111  1,853 
 遞延收入  35,573  32,930  30,07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  69,335  57,437  47,318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4  6  26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19  118  196 
 融資租賃承擔  68  68  68 
 稅項  8,079  11,283  14,261       

  209,805  183,559  157,719             

淨流動資產  77,550  56,611  49,91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結轉  541,563  474,868  406,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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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以人民幣列示）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一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報）  （重報）

承前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41,563  474,868  406,450       

非流動負債
 帶息借款  (33,551 ) (33,553 ) (33,582 )

 遞延收入（不包括即期部分）  (317 ) (584 ) (597 )

 遞延稅項負債  (61 ) (80 ) (122 )      

  (33,929 ) (34,217 ) (34,301 )            

資產淨值  507,634  440,651  372,14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139  2,138  2,136 

 儲備  504,609  437,884  369,525       

本公司股東應佔總權益  506,748  440,022  371,661 

少數股東權益  886  629  488       

總權益  507,634  440,651  37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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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已經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所有適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此統稱包括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所有各個適用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
計準則》和詮釋）而編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所有各
個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和詮釋以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與《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是一致的，因此該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規定，並且該財務
報表也符合香港《公司條例》的規定。此外，該財務報表亦符合適用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
審核的綜合業績包括本公司、於中國內地三十一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移動通信附屬公
司、於香港的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及其他主要附屬公司（包括中國移動通信有限公司、
中國移動投資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Aspire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中國移動通
信集團設計院有限公司、Advanced Roaming & Clearing House Limited及Fit Best Limited)截至該
日止年度的業績。

2 會計政策的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了多項新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這些準則在二零
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的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提前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因這些準
則變化而於其後頒佈了多項類似的新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國際會計準
則委員會所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具有相同的生效日期，而且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
會所頒佈的內容一致。

其中，下列列示適用於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2007年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列報

• 《國際 (IFRIC)詮釋》/《香港 (IFRIC)詮釋》第13號－顧客忠誠計劃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金融工具：披露－改善有關
金融工具的披露內容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綜合財務報表和單獨財務報表－對附
屬公司、合營公司或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2007年經修訂）－借貸成本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股份支付－授予條件和取消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8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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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修訂（續）

上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的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國際會計準
則》/《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2007年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2號修訂以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8年度改進均沒有對本集團
的財務報表構成任何重大影響。其他新訂或經修訂的準則對財務報表的影響載列如下：

(i) 《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2007年經修訂）－財務報表的列報

由於採用了《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2007年經修訂），本集團已在經
修訂的綜合權益變動表中將因與權益股東相關交易所引致的權益於期內出現變動
的詳情與所有其他收支分開列報。所有其他收益會於綜合收益表中列示。該財務報
表已對綜合收益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採取新的格式，並已重列了相應數額以符合
新的列報要求。這項列報要求的變動沒有對所呈列的任何期間的報告收益、收支總
額或資產淨值構成任何影響。

(ii) 《國際 (IFRIC)詮釋》/《香港 (IFRIC)詮釋》第13號－顧客忠誠計劃

本集團向其客戶推出客戶積分獎勵計劃（或積分計劃），客戶可根據其消費金額、在
網年限及以往賬單支付記錄獲得積分獎勵，以換取免費電信服務或其他禮品。

本集團以往使用遞增成本法計量因積分獎勵計劃向客戶提供免費（折扣）服務（禮品）
的義務。在客戶有資格獲得積分時，其所對應的免費（折扣）服務（禮品）所帶來的估
計遞增成本會確認為費用及流動負債。當客戶兌換獎勵積分或其兌換權期限屆滿
時，相關負債相應予以沖減，以反映尚未完結的義務。

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由於採用了《國際 (IFRIC)詮釋》/《香港 (IFRIC)詮釋》第13

號，本集團將獎勵積分視為銷售交易的可分辨組成部分進行會計處理。與銷售交易
相關所收到的對價會根據其積分的公允價值分攤至獎勵積分並作為遞延收入，直
至客戶兌換獎勵積分或其兌換權期限屆滿之時，相關分攤收入方被確認。

本集團已追溯採用新的會計政策，並已重報比較數額。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資產負債表的遞延稅項資產、遞延
收入、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及淨資產分別增加人民幣 676,000,000元、增加人民幣
6,308,000,000元、減少人民幣3,542,000,000元及減少人民幣2,090,000,000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資產負債表的遞延稅項資產、遞延
收入、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及淨資產分別增加人民幣 730,000,000元、增加人民幣
6,841,000,000元、減少人民幣3,855,000,000元及減少人民幣2,256,000,000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收益表的營運收入、營運支出、稅項
及本年度利潤分別減少人民幣533,000,000元、減少人民幣313,000,000元、減少人民幣
54,000,000元及減少人民幣166,000,000元。而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分別減少人民幣0.01元及減少人民幣0.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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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的修訂（續）

(ii) 《國際 (IFRIC)詮釋》/《香港 (IFRIC)詮釋》第13號－顧客忠誠計劃（續）

假定本年採用變更前會計政策，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資
產負債表的遞延稅項資產、遞延收入、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及淨資產分別減少人
民幣724,000,000元、減少人民幣6,095,000,000元、增加人民幣3,146,000,000元及增加人
民幣2,225,000,000元。

假定本年採用變更前會計政策，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收
益表的營運收入、營運支出、稅項及本年度利潤分別減少人民幣746,000,000元、減少
人民幣709,000,000元、減少人民幣6,000,000元及減少人民幣31,000,000元，截至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分別減少人民幣0.002

元及減少人民幣0.002元。

3 分部報告

經營分部是本集團可賺取收入及產生費用的商業活動的組成部分，本集團的經營分部是
以主要經營決策者定期審閱的以進行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為目的的內部財務報告為基
礎而確定。在所呈列的期間內，由於本集團僅從事移動電信及相關業務，因此主要經營
決策者認為本集團沒有經營分部。由於本集團絕大部分經營業務於中國內地進行，所以
本集團沒有列示地區資料。本集團位於中國境外的資產及由中國境外的活動所產生的營
運收入均少於本集團資產及營運收入的5%。

4 營運收入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在中國內地三十一省、自治區及直轄市及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
提供移動電信及有關服務。本公司的主要業務是投資控股。

營運收入是指扣除中國營業稅後，使用本集團移動通信網絡產生的通話費、月租費、增
值業務收入及其他營運收入。營業稅按有關於內地提供服務而產生收入的約3%計徵。由
香港移動通信網絡及相關服務產生的收入不需要徵收營業稅金。

增值業務收入主要由話音增值業務、短信業務及非短信數據業務產生。

其他營運收入主要是指網間互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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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營運支出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報）

銷售及推廣費用 80,043  66,573 

維護費用 28,109  25,761 

呆賬減值虧損 4,503  4,385 

存貨減值虧損 16  6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56  204 

經營租賃費用 8,751  8,31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虧損） 11  (8 )

物業、廠房及設備註銷 4,493  3,250 

核數師酬金 89  79 

其他（註） 52,512  44,477    

 178,583  153,041   

註： 其他由辦公室費用、業務費、差旅費、業務招待費、無線電頻率及資源佔用費、諮詢
及專業費用、消耗及物資、勞務費及其他雜項費用組成。

6 稅項

綜合收益表所示的稅項為：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報）
本年稅項

本年度按估計應課稅利潤提撥的香港利得稅準備 91  74 

本年度按估計應課稅利潤提撥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準備 39,666  38,216 

上年度中國企業所得稅準備多提 –  (24 )   

 39,757  38,266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的產生和轉回 (1,344 ) (1,531 )   

 38,413  36,735   

(i) 二零零九年度香港利得稅準備是按應評稅利潤以16.5%（二零零八年：16.5%）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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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續）

(ii)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準備是根據相關的中國
所得稅法規，按本集團的應評稅利潤以法定稅率25%計算，但本公司部分附屬公司
和若干業務設於中國經濟特區的附屬公司，在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適用的優
惠稅率分別為18%及20%，並將分別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和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以後年度調高至22%、24%和25%。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本年度的每股基本盈利是按照本年度的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115,166,000,000

元（二零零八年（重報）：人民幣112,627,000,000元）及本年度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
數20,057,674,088股（二零零八年：20,043,933,958股）計算如下：

股份加權平均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於1月1日已發行股份 20,054,379,231  20,031,905,590 

行使認股權的影響 3,294,857  12,028,368    

於12月31日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20,057,674,088  20,043,933,958    

(b) 每股攤薄盈利

本年度的每股攤薄盈利是按照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115,166,000,000元（二零零
八年（重報）：人民幣112,627,000,000元）及股份加權平均數20,312,459,133股（二零零八
年：20,356,125,657股）計算如下：

股份加權平均數（攤薄）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於12月31日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20,057,674,088  20,043,933,958 

根據本公司的認股權計劃發行被視為
 無代價股份的影響 254,785,045  312,191,699    

於12月31日的股份加權平均數（攤薄） 20,312,459,133  20,356,12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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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本年度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宣派及支付一般中期股息每股港幣1.346元
 （折合約人民幣1.187元）（2008年：港幣1.339元
 （折合約人民幣1.177元）） 23,791  23,532 

於結算日後建議分派一般末期股息每股港幣1.458元
 （折合約人民幣1.284元）（2008年：港幣1.404元
 （折合約人民幣1.238元）） 25,753  24,832    

 49,544  48,364   

建議宣派的一般末期股息乃以港元宣派，並以港幣1元=人民幣0.88048元（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公佈的結算匯率）折算。由於一般末期股息乃於
結算日後宣派，故此並未確認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負債項內。

9 應收賬款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扣除呆賬減值虧損後餘額，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30天以內 4,275  4,713 

31天至60天 1,012  1,212 

61天至90天 673  769 

90天以上 445  219    

 6,405  6,913   

應收賬款主要由移動電話用戶的賬款結餘組成。移動電話用戶的賬款結餘自賬單發出日
期起計一個月內到期付款。移動電話用戶的賬款結餘如已逾期或超過信貸額度，則需先
行償還所有結欠，才可繼續使用有關電話服務。

應收賬款數額預期可於一年內收回。

10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主要包括網絡擴充項目開支、維護及網間互聯支出的應付款。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須於以下未來期間支付：
1個月或按通知 72,883  57,483 

2個月至3個月 8,965  5,566 

4個月至6個月 6,420  7,098 

7個月至9個月 3,691  5,134 

10個月至12個月 4,026  4,325    

 95,985  79,606   

所有應付賬款預期可於一年內或接獲要求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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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核數、內
部監控及財務報表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財務報表）進行磋商。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在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一年期間內，除了關於王建宙先生兼
任本公司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職務方面的要求以外，本公司已全面遵守《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的所有守則
條文。

王建宙先生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加入本公司董事會，並一直擔任本公司董事
長和首席執行官職務，全面負責本公司的整體管理工作。

本公司認為，由同一人兼任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職務可以提高本公司的企業
決策及執行效率，有助於本集團更高效及時地抓住商機。本公司認為，在本公
司董事會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監管下，通過制衡機制，股東的利益能夠得以充
分及公平的體現。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於本年度內均沒有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
券。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的股東名冊將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日至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二日（包括首
尾兩日）期間暫停登記。在此期間，將不會辦理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若
要取得收取建議分派的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的資格，就必須將所有過戶文件
連同有關的股票在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給本公司的股份
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
心17樓1712－1716室）。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
例》及《關於境外註冊中資控股企業依據實際管理機構標準認定為居民企業有關
問題的通知》，本公司向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時，需代扣
代繳10%的企業所得稅，並以本公司為扣繳義務人。對於在股權登記日名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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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東名冊的所有以非個人名義登記的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其他企業代理人或受託人如證券公司、銀行等，或其他組織及團體皆
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本公司將扣除 10%的企業所得稅後派發二零零九年
建議末期股息；對於在股權登記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所有自然人股東，本
公司將不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任何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的依法在中國境內成立，或者依照外國（地區）法律
成立但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居民企業（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
法》中所定義），如不希望本公司代扣代繳上述 10%的企業所得稅，請在二零一
零年五月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向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呈交
其主管稅務機關所出具以證明本公司毋須就其所享有之股息代扣代繳企業所
得稅之文件。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頁公佈年報

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年度之年報，將在適當時間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
披露易網站http://www.hkexnews.hk上登載。

上列綜合財務資料節錄自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
定財務報表，但本身並非法定財務報表。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法定財務報表（包括無保留意見之核數師報告）將會送交公司註冊處，並將
寄送各股東及可於本公司之網址 http://www.chinamobileltd.com下載。

預測性陳述

本公佈中所包含的某些陳述可能被視為《美國1933年證券法》（修訂案）第27A條
和《美國 1934年證券交易法》（修訂案）第21E條所規定的「預測性的陳述」。這些預
測性陳述涉及已知和未知的風險、不確定性以及其他因素，而這些因素可能導
致本公司的實際表現、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與預測性陳述中所暗示的將來的
表現、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有重大的出入。關於上述風險、不確定性和其他因
素的進一步資料，請參見本公司最近報送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20-F表年報和
本公司呈報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其他文件。

於本公佈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由王建宙先生、李躍先生、魯向東先生、薛濤海
先生、黃文林女士、沙躍家先生、劉愛力先生、辛凡非女士及徐龍先生擔任執
行董事，由羅嘉瑞醫生、黃鋼城先生及鄭慕智博士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由
Nicholas Jonathan Read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