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三年年報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股份代碼: 728

紐約證券交易所股份代碼: CHA

變革擁抱

銷 量 全 球 第 一



關於

 中國電信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信」或「本公司」，與其附屬公

司合稱「本集團」）是全業務綜合信息服務提供商，也是全球最

大的固定電話、CDMA移動網絡及寬帶互聯網運營商，在中國

提供固定通信業務、移動通信業務等基礎電信業務，以及互聯

網接入服務業務、信息服務業務等增值電信業務，於2013年

底本公司擁有約1.56億固定電話用戶、約1億有線寬帶用戶及

約1.86億移動用戶。本公司發行的H股及美國存托股份分別在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和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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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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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要更多資料，

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chinatelecom-h.com

2011 5 2012 5 2013

（重列） （重列）

經營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245,149 283,176 321,584

EBITDA1
（人民幣百萬元） 75,362 70,874 96,551

EBITDA率2 32.6% 27.4% 34.0%

淨利潤3
（人民幣百萬元） 16,494 14,949 17,545

資本開支（人民幣百萬元） 49,584 53,748 79,992

債務權益比4 20.3% 37.6% 39.7%

每股淨利潤（人民幣元） 0.2038 0.1847 0.2168

每股股息（港元） 0.085 0.085 0.095

每股淨資產4
（人民幣元） 3.165 3.276 3.432

1 EBITDA計算方法為經營收入減去經營費用加上折舊及攤銷。

2 EBITDA率計算方法為EBITDA除以不含移動終端銷售收入的經營收入。

3 淨利潤為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4 權益及淨資產為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5 以前年度的部份數字因收購中國電信(歐洲)有限公司而相應追溯調整並重列。詳情請參閱列載於本年報內經審核的財務報表附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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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收入
（人民幣百萬元）

淨利潤3

（人民幣百萬元）

EBITDA1

（人民幣百萬元）

每股股息
（港元）

每股淨資產4

（人民幣元）

EBITDA率2

（百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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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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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

大數據

OTT

雲計算光纖

到户

移動

互聯網

重大機遇 
同時伴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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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事記

四川雅安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中

國電信及時搶通當地通信、提供尋親

熱線並為政府救災提供視頻會議保障

等，有力支撐救災工作

中國電信圓滿完成神州十號升空的通

信保障任務

中國電信與網易公司聯合推出易信業

務，打造新型移動互聯網業務入口，

標誌着電信運營商和互聯網公司進入

移動即時通訊產品聯合開發運營和資

本合作的新階段

中國電信3G移動用戶突破1億戶，用戶

佔比超過50%

中國電信獲得LTE╱第四代數字蜂窩移

動通信業務(TD-LTE)的經營許可，正式

進入第四代移動業務運營時代

中國電信有線寬帶用戶突破1億戶

4月

6月

8月

11月

12月

YiChat



10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年報

董事長報告書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年報 11

董事長報告書

      當前電信行業正面臨大變革﹑大融合﹑大發展

的機遇和挑戰，我們的員工沒有因為昔日的成功而自

滿，反而積極解放思想，擁抱變革，不斷創新突破，

努力為客戶帶來更貼心的體驗和喜悅。看到員工不

懈努力和公司不斷茁壯成長，我感到很振奮，也很感

激，並深信一個充滿活力﹑責任﹑創新的中國電信未

來必將再創輝煌！

2013年，公司準確把握移動互聯網發展規律

和產業融合發展趨勢，全面推進深化轉型，

規模和效益同步提升，市場地位穩步增強；

「新三者」1戰略全面落地，新興業務快速成

長，業務結構加速調整，企業發展實力持續

提升；遵循「開放、合作、創新」的互聯網精

神，大膽探索，加速推進深入集約管控與全

面劃小核算單元相結合的運營模式演進，企

業活力和效率顯著提升；確立「用五年時間再

造一個新型中國電信」的宏偉藍圖，4G牌照

發放開啟移動互聯網新時代，企業未來發展

前景廣闊。

1 「新三者」指：智能管道的主導者、綜合平台的提供者、內容和應用的參與者。

2 EBITDA計算方法為經營收入減去經營費用加上折舊及攤銷。

3 EBITDA率計算方法為EBITDA除以不含移動終端銷售收入的經營收入。

4 自由現金流的計算方法為EBITDA扣減資本支出和所得稅。

經營業績

2013年，公司繼續保持健康快速發展勢頭。

經營收入達到人民幣3,216億元，同比增長

13.6%，扣除移動終端銷售收入後，經營收

入為人民幣2,841億元，同比增長10.0%，

超過行業平均水平，收入市場份額進一步提

升。其中，移動業務收入佔比接近50%，業

務結構進一步優化。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

人民幣175億元，同比增長17.4%，盈利能

力大幅增強，每股基本淨利潤為人民幣0.22

元。EBITDA2為人民幣966億元，EBITDA率3

為34.0%。資本開支為人民幣800億元，自由

現金流4為人民幣111億元。



12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年報

董事長報告書

董事會在充分考慮股東回報、公司現金流水

平和未來發展的資金需求後，決定向股東大

會建議適當提高派息水平，按照相當於每股

0.095港元的標準宣派2013年度股息，每股

派息較2012年度提高11.8%。

卓越執行，企業實力持續增強

核心業務持續規模發展

2013年，公司充分發揮移動業務的網絡、品

牌和服務優勢，通過網絡資產與業務的高效

一體化運營，加快規模拓展，市場話語權顯

著增強。堅持終端引領，加強終端細分，不

斷擴充終端機型，終端結構持續優化；深化

渠道拓展，大力提升社會渠道的覆蓋和銷售

份額，渠道整體實力進一步增強；強化應用

推動，持續改進應用形式及功能，優化客戶

獲取方式，用戶規模和質量不斷提升。全年

實現移動服務收入人民幣1,138億元，同比增

長23%，增幅行業領先。移動用戶總量達到

1.86億戶，淨增約2,500萬戶，3G用戶總量

突破1億戶，淨增約3,400萬戶，用戶佔比提

升至56%，結構持續優化；移動用戶市場份

額超過15%，發展基礎進一步鞏固。

堅持有效益的規模發展，有線寬帶業務穩步

健康增長，高速光寬帶業務全面鋪開。全面

提升寬帶業務維護和服務質量，持續推進寬

帶提速，推出百兆家庭光寬帶產品，客戶感

知持續改善，網絡利用率不斷提高，業務回

報穩步增長；不斷豐富高帶寬產品內涵，加

快智慧家庭產品開發及推廣，強化優質內容

和價值填充，推動客戶價值進一步增長；堅

持理性競爭，以高性價比贏得用戶認可，維

護行業市場價值，為未來發展預留空間。全

年實現有線寬帶業務收入人民幣708億元，

同比增長6%，有線寬帶用戶總量突破1億

戶，淨增約1,000萬戶，其中光纖到戶(FTTH)

用戶數接近2,700萬戶，同比增長超過70%，

用戶佔比近30%，用戶結構進一步優化。

新興業務快速崛起

2013年，公司前瞻佈局，加快推進業務結構

戰略性調整。移動數據流量、互聯網應用、

信息化應用等新興業務整體增速接近30%，

收入佔比接近四分之一，以應用和服務為主

要牽引的新型客戶獲取方式取得明顯成效，

公司深化轉型戰略全面落地。

流量經營模式持續優化，流量規模和價值快

速增長。加強精准營銷，持續增強品牌認知

度和影響力，面向高價值用戶推出以流量為

主的彈性自主套餐體系，進一步鎖定目標市

場；強化智能終端推廣，加強應用預裝和輔

導，增強用戶體驗，促進用戶流量使用習慣

的培養和深化；以智能管道和綜合平台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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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充分利用易信、翼支付等移動互聯網入

口型應用的流量匯聚特性，強化聚焦定向流

量與後向流量經營的產品形態。全年智能機

銷售佔比超過80%，3G手機上網總流量同比

提升142%，3G手機用戶每月戶均流量達到

190MB，同比提升42%；手機上網收入同比

提升88%，3G手機流量ARPU佔3G ARPU比

為33%。

互聯網應用與行業應用產品加速推廣，有力

拉動規模增長。翼支付業務實現快速規模發

展，用戶群、商業群及金融體系的覆蓋範圍

逐步提升，2013年交易額達到人民幣1,331

億元，同比增長226%；與網易公司聯合推

出易信業務，推進產品加載通道拓展，打造

新型移動互聯網業務入口，目前註冊用戶接

近6,000萬戶；大力發展雲計算應用，積極推

進既有產品業務「雲化」，產品體系進一步完

善。強化集約發展，完成8大行業、16個應

用基地的佈局，促進信息化應用體系的持續

完善；加強智慧城市引領和行業重點客戶拓

展，持續增強信息化應用的戰略合作優勢；

以客戶體驗為核心，標準化與差異化並重，

通過提升信息化應用功能和服務質量，不斷

增強客戶感知，有效提升客戶價值貢獻。全

年行業應用拉動移動用戶淨增1,300多萬戶，

同比增長30%，其中翼校通等六項重點應用

拉動佔比超過70%。

變革創新，加速構建差異化優勢

堅持創新與合作，「新三者」戰略成效顯著

大膽創新新興業務開放合作發展新模式，成

功引入移動互聯網基因，實現標誌性突破。

著手建立新興業務體制機制隔離體系，提供

互聯網化高效運營環境和有效激勵機制支

撐，發揮市場和資本的導向作用，促進資源

動態彈性配置，有效增強內生動力；借力互

聯網公司快速增強競爭實力，以易信產品的

推出為突破口，充分發揮合作雙方在網絡、

平台、客戶服務、渠道體系的資源優勢及互

聯網產品運營和線上營銷的豐富經驗，有效

滲透並融合雙方既有市場影響力和用戶群基

礎，形成合力，為互聯網業務發展開闢了新

路。

順應行業融合趨勢，借鑒移動互聯網發展經

驗，搭建互聯網化的發展體系，加快「新三

者」戰略的全面商用。全面提升基於用戶和業

務識別的流量控制和計費能力，強化有線寬

帶的用戶自主按需提速功能，推進大數據運

營，將信息量優勢轉化為服務價值優勢，智

能管道商用價值初步顯現；持續加強定位、

統一帳號等能力建設，能力開放合作進程快

速推進，綜合平台運營架構逐步深入；加速

產品開發及推廣，初步形成數字娛樂、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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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信息服務三大業務群，內容及應用體

系逐步充實。

聚焦效率與活力，企業運營模式加速演進

我們深入研究和把握規律，以活力和效率為

核心目標，打造以合理劃分最小授權經營單

元（「劃小」）和集約管控運營為主要特徵的新

型運營模式，為適應移動互聯網發展加速蓄

能。

推進「市場化」變革，持續深化劃小核算單

元，全面激發員工活力。堅持不懈探索，在

全公司範圍內自下而上深入開展營業廳、農

村支局、投資單元等的「劃小」，將基層業務

單元的經營責任與成本和投資等資源支配權

更好地匹配，將員工的薪酬與基層業務單元

的綜合效益緊密掛鈎，使基層業務單元的經

營目標與企業總體目標高度協同，員工與企

業利益高度一致。一年來，基層業務單元的

經營效率和效益普遍快速提升。

適應移動互聯網業務發展規律，進一步加大

集約運營力度，強化全網運營和管控能力。

加快網絡升級演進，穩步推進能力擴容，加

強平台整合和雲資源部署，網絡集約化運營

水平不斷提升；進一步梳理套餐體系，集約

套餐銷售佔比不斷提升，聚焦重點推廣翼支

付、易信及各類民生應用產品，產品管理體

系不斷優化；強化渠道協同，推進大型連

鎖、廠商等社會渠道集約操盤、資源互換，

加強集團級電子渠道運營開發一體化，渠道

整體銷售能力逐步提升；持續推動管理提

升，採購、 IT、財務等領域的集約化程度不

斷提高，管理成本逐步降低；有效推進海外

業務集約運營，效益優化顯著，全年實現海

外收入增長38%。

綜合運用多種手段，提升企業運營效率和效

益。在企業內部運用市場化手段，聚焦考核

重點，優化資源配置模式，建立成本和投資

資源內部競爭機制，將資源向高增長高回報

領域傾斜；適應新的運營模式，調整前端組

織架構，進一步加強縱向集約統籌和營銷渠

道間的協同，提高前端決策與執行效率；創

新服務手段，以客戶體驗為核心，推出手機

客戶端、易信、微信等互聯網多媒體客戶服

務方式，實現一點接入、全網服務，逐步推

進業務受理移動化，進一步提升服務效率；

精確管理，積極盤活及整合現有資產，深化

資金集中水平，加強投資和成本管控，提高

企業資金資產使用效率和效益。

公司治理和社會責任

我們始終致力於保持高水準的公司治理水

平，高度重視風險管控，持續提升公司企業

價值和透明度，確保公司健康有序發展。我

們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持續努力得到資本市場

的廣泛認可，並獲得多項嘉許，其中包括：

連續三年被《FinanceAsia》評選為「亞洲最佳

管理公司」第一名；被《Institutional Inve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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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報告書

評選為「亞洲最受尊崇企業第一名」；連續五

年被《Euromoney》評選為「亞洲全方位最佳管

理公司」等獎項。

我們堅持誠信經營，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促

進行業健康有序發展；加強國家和用戶信息

安全保障，積極推進互聯互通，堅持節能減

排，為維護良好的網絡環境不懈努力；積極

抗擊地震、颱風等重大自然災害，圓滿完成

亞歐博覽會及神州十號飛船發射等重大活動

的通信保障任務，贏得社會各界的高度好評。

未來展望

當前，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國家經濟加

快轉方式調結構，促進信息消費和實施「寬

帶中國」戰略將全方位加快社會信息化進程，

帶來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國內移動互聯網

呈現爆發式增長勢頭，技術和產業鏈加速演

進，智能終端和數據流量使用習慣快速升

級，4G牌照發放為移動互聯網開啟全新的發

展空間，信息產業迎來全面轉型升級的寶貴

契機。同時，全球經濟仍處於深度調整期，

融合發展帶來的產業形態變革相繼湧現，「用

戶流、數據流、資金流」成為產業發展新的價

值制高點，行業價值轉移加快，競爭範疇和

程度進一步加劇，有線寬帶競爭政策調整等

監管政策陸續出台，公司面臨新的挑戰。

隨著4G牌照的發放，中國電信迎來了全業務

經營以來最好的時期。我們將緊抓機遇，加

快發展並積極穩妥應對國家稅制改革等監管

政策變化，致力於打造一個新型中國電信。

按照自身的資源特徵，充分運用有線寬帶

和無線寬帶雙技術摃桿，通過 IPv6演進和光

寬帶持續強化有線寬帶網絡，積極申請LTE 

FDD經營許可，配合國家政策和根據業務發

展需要，穩妥推進4G網絡建設，通過混合組

網搭建無縫高速移動網絡，高效統籌4G和

3G發展，打造全場景網絡優勢；全面深化改

革，努力創造增量企業價值，讓員工共享發

展收益，充分釋放員工活力，加快公司向互

聯網化運營模式演進；變革創新，堅定落實

「新三者」戰略，提質增效，推動規模與效益

雙提升，不斷增強企業競爭實力；主動開放

合作，以資源和優勢互補促進產業鏈實現共

贏，加快新興業務發展佈局，持續擴大價值

創造領域，繼續領跑移動互聯網時代，不斷

為股東創造新的價值。

最後，本人借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對全體股東

和廣大客戶一直以來所給予的支持表示衷心

的感謝，對全體員工的努力付出和貢獻表示

感謝。

王曉初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中國北京

2014年3月19日



4

5

11

1

13
7

8
9

14

2
3

12

10

15

6

嘉許及獎項

62 63

1. 公司在《金融亞洲》舉辦的2013年度亞洲

最佳公司評選中，榮獲「亞洲最佳管理公

司」第一名。

2.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王曉初先生在《金融

亞洲》舉辦的2013年度亞洲最佳公司評選

中，榮獲「中國最佳首席執行官」獎項。

3. 執行副總裁兼財務總監吳安迪女士在《金

融亞洲》舉辦的2013年度亞洲最佳公司評

選中，榮獲「中國最佳財務總監」獎項。

4. 公司在《Euromoney》2013年度亞洲最佳

管理公司評選中，獲投資者評選為所有行

業中「亞洲全方位最佳管理公司」。

5. 公司在《Euromoney》2013年度亞洲最佳

管理公司評選中，獲投資者評選為「亞洲

區電信業最佳管理公司」。

6. 公司在《機構投資者》舉辦的2013年度亞

洲最佳企業管理團隊評選中，獲專業投

資者評選為「亞洲最受尊崇企業第一名」。

7.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王曉初先生在《機構

投資者》舉辦的2013年度亞洲最佳企業

管理團隊評選中，獲專業投資者評選為

「亞洲電信業最佳首席執行官」。

8. 執行副總裁兼財務總監吳安迪女士在《機

構投資者》舉辦的2013年度亞洲最佳企業

管理團隊評選中，獲專業投資者評選為

「亞洲電信業最佳財務總監」。

9. 公司在《機構投資者》舉辦的2013年度亞

洲最佳企業管理團隊評選中，獲專業投

資者評選為「亞洲電信業最佳投資者關係

公司」。

10. 公司在《The Asset》2013年企業大獎評選

中，榮獲「全方位傑出企業白金獎」。

11. 公司在《Corporate Governance As ia》

2013年亞洲最佳公司治理企業評選中，

獲選為「亞洲最佳公司－企業管治典範」。

12.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王曉初先生獲

《 Corpora te Governance As ia》頒發

「2013年亞洲區最佳公司董事」獎項。

13. 公司在《投資者關係雜誌》( IR Magaz ine ) 

2013年年度獎項評選中，榮獲「全球50

強排名中第五名」。

14. 公司在《投資者關係雜誌》( IR Magaz ine ) 

2013年大中華區獎項評選中，榮獲「大中

華區大型企業投資者關係至尊大獎」。

15. 公司2012年年報在《2013年度國際ARC

大獎》及美國傳媒專業聯盟(LACP)舉辦的

《Vis ion Awards》年報比賽中，共獲得多

項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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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資料

股份上市資料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的H股於2002年11月15日正式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掛牌上市，並於

2002年11月14日以美國存托股份(ADSs)形式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美國存托股份由紐約梅隆銀行

發行。每份在美國交易的美國存托股份相等於100股H股。

股票代碼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728

紐約證券交易所 CHA

股價表現

2013年股價 每股H股價值（港幣） 每份ADS價值（美元）

最高 最低 收市 最高 最低 收市       

4.46 3.48 3.92 58.06 44.94 50.57       

發行股份數目：（於2013年12月31日） 80,932,368,321

市值：（於2013年12月31日） 3,173億港元

於2002年11月15日股份初次發行至2013年12月31日期間，中國電信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的股價表現與恒生指數及MSCI全球電信指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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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I全球電信指數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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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及股權分佈

於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股本總額為人民幣80,932,368,321元，分為80,932,368,321股每股面值人

民幣1.00元的股份。本公司於2013年12月31日的股本由以下組成：

   

股份數目

佔發行股份

總數的百份比   

內資股總數： 67,054,958,321 82.85

由以下公司持有的內資股：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 57,377,053,317 70.89

廣東省廣晟資產經營有限公司 5,614,082,653 6.94

浙江省財務開發公司 2,137,473,626 2.64

福建省投資開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969,317,182 1.20

江蘇省國信資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 957,031,543 1.18   

H股總數（包括美國存托股份）： 13,877,410,000 17.15   

合計 80,932,368,321 100.00   

H股主要股東

下表列示於2013年12月31日已行使或可控制行使5%或以上H股的主要股東：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佔發行H股

總數的百份比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2,080,867,924 14.99

JPMorgan Chase & Co. 1,536,081,879 11.07

BlackRock, Inc. 1,301,821,443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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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資料

     

財政年度 除淨日 股東批准日 派發日期 每股股息

（港幣）     

2002年末期 2003年5月16日 2003年6月20日 2003年7月10日 0.00837*

2003年末期 2004年4月1日 2004年5月3日 2004年5月20日 0.065

2004年末期 2005年4月21日 2005年5月25日 2005年6月23日 0.065

2005年末期 2006年4月20日 2006年5月23日 2006年6月15日 0.075

2006年末期 2007年4月26日 2007年5月29日 2007年6月15日 0.085

2007年末期 2008年4月28日 2008年5月30日 2008年6月16日 0.085

2008年末期 2009年4月23日 2009年5月26日 2009年6月30日 0.085

2009年末期 2010年4月22日 2010年5月25日 2010年6月30日 0.085

2010年末期 2011年4月18日 2011年5月20日 2011年6月30日 0.085

2011年末期 2012年6月5日 2012年5月30日 2012年7月20日 0.085

2012年末期 2013年6月4日 2013年5月29日 2013年7月19日 0.085

2013年末期 2014年6月4日 2014年5月29日 2014年7月18日 0.095**     

* 按每股港幣0.065元計算，並按本公司於2002年的實際上市天數進行調整。

** 股息建議將於2014年5月29日股東週年大會提呈股東批准。

年報

現在透過互聯網登入http://www.chinatelecom-h.com可瀏覽我們的英文及中文版年報。本公司將

於2014年4月30日之前提交2013年美國年報20-F予美國證管會。

2013年年報意見調查

年報是股東和本公司之間重要的溝通橋樑。去年我們共收到約100份「2012年年報意見書」，每份意見

書均對我們年報質素的提升及進一步改善有所裨益，對於讀者的積極回應，我們深表感謝。根據承

諾，我們需對收到的每份意見書捐出港幣50元。為此，我們已捐出港幣10,000元予慈善機構「世界自

然基金會」。同時，我們已落實讀者關於允許股東選擇公司通訊之收取方式和語言版本的建議，以保

護環境和節約成本。

我們十分重視並希望繼續傾聽您對年報的意見，以便在未來作出進一步改善。倘若您可以抽出寶貴的

時間完成所附的「2013年年報意見書」，並將填妥的意見書寄回給我們或傳真至+852 2877 0988，我

們將深表感謝。您亦可選擇填寫載於本公司網頁www.chinatelecom-h.com的電子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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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將於2014年5月29日上午11時假座香港君悅酒店舉行

公司法定地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

金融大街31號

100033

電話： 86 10 6642 8166

傳真： 86 10 6601 0728

有關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發展戰略及運營諮詢，請聯絡投資者關係部。

投資者關係部

電話： 852 2877 9777

傳真： 852 2877 0988

電子郵件： ir@chinatelecom-h.com

有關 閣下所持股份事宜，如股份過戶、更改名稱或地址、違失股票等，請聯絡H股登記處：

H股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02–1706室

電話： 852 2862 8555

傳真： 852 2865 0990

電子郵件： hkinfo@computershar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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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美國存托股份事宜，請聯絡股份存托公司：

美國存托股份

紐約梅隆銀行

地址： Investor Services

P.O. Box 11258

Church Street Station

New York, NY 10286-1258

電話： 1-888-269-2377 (toll free in USA)

1-212-815-3700 (international)

電子郵件： shrrelations@bnymellon.com

預測性陳述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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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條A款和美國1934年證券交易法（修訂案）第21條E款所界定的「預測

性陳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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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導致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實際表現、財務

狀況和經營業績與預測性陳述中所暗示的將來的表現、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有重大的出入。此外，我們將不會更新這些預測性陳述。關於

上述風險、不確定性和其他因素的詳細資料，請參見本公司最近報送美國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美國證管會」）的20-F表年報和本公司呈報

美國證管會的其他文件。



企業文化

企業使命
讓客戶盡情享受信息新生活

戰略目標
做世界級綜合信息服務提供商

核心價值觀
全面創新，求真務實，以人為本，共創價值

經營理念
追求企業價值與客戶價值共同成長

服務理念
用戶至上，用心服務

企業行為準則
恪守承諾，為客戶提供卓越服務

誠信合作，在共創中尋求共贏

穩健經營，持續提升企業價值

精確管理，科學配置資源

關愛員工，讓每塊金子發光

回報社會，做有責任心的企業公民

企業形象口號
世界觸手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