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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H）：000063/763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879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1.1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兴通讯”或“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2018年半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所载资料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8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同时登载

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om.cn）、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和中兴通讯网站（www.zte.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 2018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

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半年度报告。 

1.4 中兴通讯及其附属公司（“本集团”）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编制的半年

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本公司董事长李自学先生、财务总监李莹女士和会计机构负责人许建锐先生声明：

保证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1.6 2018 年中期，本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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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中兴通讯 

股票代码 000063（A 股） 763（H 股）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邮政编码 518057 

香港主要营业地址 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 1号时代广场二座 31 楼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http://www.zte.com.cn 

电子信箱 IR@zte.com.cn 

 

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巍 徐宇龙 

联系地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科技南路 55 号 

电话 +86 755 26770282 

传真 +86 755 26770286 

电子信箱 IR@zte.com.cn 

 

3、公司业务概要 

3.1 主要业务 

本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满意的 ICT产品及解决方案，集“设计、开发、生产、销

售、服务”等一体，聚焦于“运营商网络、政企业务、消费者业务”，本报告期内本集

团主要业务无重大变化。 

运营商网络：聚焦运营商网络演进需求，提供无线接入、有线接入、承载网络、核

心网、电信软件系统与服务等创新技术和产品解决方案。 

政企业务：聚焦政企客户需求，基于“通讯网络、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产

品，为政府以及企业提供各类信息化解决方案。 

消费者业务：聚焦消费者的智能体验，兼顾行业需求，开发、生产和销售智能手机、

移动数据终端、家庭信息终端、融合创新终端等产品，以及相关的软件应用与增值服务。 

 

3.2 所属行业 

本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综合通信信息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全球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客户，提供创新的技术与产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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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拥有通信行业完整的、端到端的产品和融合解决方案，通过全系列的“无线、

有线、云计算、终端”等产品，灵活满足全球不同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以及快速创新的

追求。 

未来，本集团将继续聚焦主流市场和主流产品，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市场占有率，

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以更开放的态度与合作伙伴展开密切合

作，构建合作共赢的产业生态链，共同拥抱最好的“万物移动智能互联”的美好新时代。 

 

4、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公司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说明 

2017 年，中国财政部陆续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与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

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

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按照上述会计准则规定，进行相

应会计政策变更。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收入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

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仅调整 2018 年度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报表项目金

额。上述金融工具和收入会计政策变更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于 2018年 4月 27日发布

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18 年 6 月，中国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以下简称“新报表格式”），根据相关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将

预期持有一年以内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计入“交易性金

融资产”；将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原“应

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整合为“其他应收款”；将原“应收工程合约款”计入“合

同资产”；将预期持有一年以上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计

入“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将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整合为“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将原“预收账款”和“应付工程合约款”整合为“合同负债”；将原“应付

股利”和“其他应付款”整合为“其他应付款”；将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减值准备所形

成的预期信用损失计入“信用减值损失”。 

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和新报表格式的实施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告无重大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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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本集团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千元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2018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度期末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 120,709,368 143,962,215 (1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2,044,634 31,646,875 (30.34%) 

股本（千股） 4,192,672 4,192,672 -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人民币/股）
 

5.26 7.55 (30.33%) 

资产负债率（%） 72.07% 68.48% 上升 3.59 个百分点 

 

单位：千元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2018 年 1-6 月) 

上年同期 

(2017 年 1-6 月)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9,433,777  54,010,596  (26.99%) 

营业利润 (1,775,911) 3,296,621  (153.87%) 

利润总额 (8,425,843) 3,287,400  (35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7,824,190) 2,292,867  (44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79,203) 1,951,508  (221.92%) 

基本每股收益（元人民币/股）
注 1 

(1.87) 0.55  (4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人民币/股）
注 2 

(1.87) 0.55  (44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人民币/股）
注 1 

(0.57) 0.47  (221.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71%) 8.28% 下降 37.99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9.03%) 7.05% 下降 16.08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46,386) (4,206,552) (19.9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人民币/股）
 

(1.20) (1.00) (20.00%) 

 

注 1： 本报告期和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基本每股收益分别以各期末发行在外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股数计算； 

注 2： 由于本公司授予的 2017年股票期权在 2018年 1-6月形成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0股、2013年股票期权在 2017

年 1-6 月形成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1,009,000 股，稀释每股收益在基本每股收益基础上考虑该因素进行计

算。 

 

4.2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本集团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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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千元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入、其他收益及其他 410,91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377,439) 

投资收益 174,254 

减：其他营业外支出 6,753,429 

减：所得税影响 (981,856) 

减：少数股东权益影响数（税后） (118,861) 

合计 (5,444,987) 

 

4.3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本集团 2018 年 1-6 月的净利润

及于 2018年 6 月 30 日的股东权益数据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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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股东持股情况 

5.1 本报告期末本公司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总数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股东总数为 437,799 户（其中 A 股股东 437,470 户，H 股股东 329 户）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 

比例 

报告期末 

持股数量（股）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股）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股） 

质押或

冻结的

股份 

数量 

1、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中兴新”） 国有法人 30.34% 1,271,868,333 - - 无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注 1

 外资股东 17.99% 754,280,856 -10,654 - 未知 

3、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5% 52,519,600 - - 无 

4、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1.07% 44,988,881 +3,000,100 - 无 

5、湖南南天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9% 41,516,065 - - 无 

6、中国移动通信第七研究所 国有法人 0.45% 19,073,940 - - 无 

7、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个险万能 
其他 0.42% 17,613,096 +4,777,424 - 无 

8、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投连－个险投连 
其他 0.33% 13,962,929 +5,999,943 - 无 

9、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注 2

 境外法人 0.33% 13,828,384 -929,270 - 无 

10、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9% 12,266,637 +566,520 - 无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股） 
股份种类 

1、中兴新 
1,269,830,333 A 股 

2,038,000 H 股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754,280,856 H 股 

3、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2,519,600 A 股 

4、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44,988,881 A 股 

5、湖南南天集团有限公司 41,516,065 A 股 

6、中国移动通信第七研究所 19,073,940 A 股 

7、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17,613,096 A 股 

8、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个险投连 13,962,929 A 股 

9、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828,384 A 股 

10、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266,637 A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 1. 中兴新与上表其他前 10 名股东及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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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行动人。 

2. 除上述情况以外，本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及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注 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交易平台上交易的本公司 H

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 

注 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通过深股通购买本公司 A 股股份的总和。 

注 3：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没有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约定持股期限的事项。 

注 4：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中兴新，截至本报告期末持有本公司 1,271,868,333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30.34%，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兴新本报告期内的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报告期内增/减 

股份数量（股） 

本报告期末持有

股份数量（股） 
所持股份类别 

本报告期末持有

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股） 

本报告期末持有

无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股）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股） 

中兴新 
0 1,269,830,333 A 股 0 1,269,830,333 无 

0 2,038,000 H 股 0 2,038,000 无 

 

公司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否 

 

本公司无优先股 

 

5.2 本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控股股东没有发生变化。本公司没有实际控制人。 

 

6、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债券。 

 

7、董事会报告 

7.1 2018 年上半年业务回顾 

（1）2018年上半年国内电信行业概述 

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数据，2018 年 1-6 月，国内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6,72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1%。4G 网络覆盖质量持续提高，4G 业务质量进一步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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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话音和数据业务体验逐步提升。光纤宽带网络保持加速建设趋势。同时，5G技术产

业发展加速，5G 标准化、研发、应用、产业链成熟的进程不断推进，国家 5G 三阶段测

试持续进行。 

 

（2）2018年上半年全球电信行业概述 

2018 年上半年，在移动数据业务拉动下，全球电信行业保持持续增长。全球电信行

业的投资重点仍然是 4G 网络、数通、光传输和宽带接入网络等。全球电信运营商在深

耕 4G网络建设的同时加快 5G网络商用部署试点。2018 年 6月，国际通信行业标准化组

织 3GPP 正式确定了 5G 独立组网标准（SA），5G 第一阶段全功能标准化工作已经完成，

标志着全球 5G 发展进入商用部署关键时期。与此同时，各国运营商加速推动网络虚拟

化，加大数字化转型步伐。 

 

（3）2018年上半年本集团经营业绩 

2018年上半年，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394.34亿元人民币，同比减少26.99%，主要是

由于运营商网络、消费者业务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2018年1-6月本集团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78.24亿元人民币，同比减少441.24%，基本每股收

益为-1.87元人民币，主要由于本公司支付于2018年6月12日发布的《关于重大事项进展

及复牌公告》所述的10亿美元罚款，及2018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所述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无法进行导致的经营损失、预提损失所致。 

 

A.按市场划分 

国内市场方面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国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257.46亿元人民币，占本集团整体营业

收入的65.29%。本集团坚持积极稳健的经营策略并拓展新的成长空间，积极参与运营商

网络建设与技术演进，凭借长期的技术积累及产品竞争力，抓住技术变革的机遇。 

国际市场方面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国际市场实现营业收入136.88亿元人民币，占本集团整体营业

收入的34.71%。本集团坚持全球化的策略不变，持续聚焦电信运营商市场业务，聚焦优

质核心客户，提高海外整体运作效率，满足客户发展需要，与客户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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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按业务划分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运营商网络实现营业收入235.07亿元人民币；政企业务实现营

业收入44.33亿元人民币；消费者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14.94亿元人民币。 

运营商网络 

本集团坚持技术创新、产品竞争力提升、高效交付和深度合作的策略，聚焦运营商

市场，保持在客户基础、市场开拓和交付能力等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本集团继续对5G加

大投入，与全球20多家主流运营商进行5G合作和测试。同时，本集团积极跟进宽带建设

计划，服务全球运营商，围绕移动承载、大视频业务承载、数据中心虚拟化承载等机会

点对新技术保持重点投入。 

政企业务 

本集团为各行业客户提供专业、高效的ICT解决方案，重点聚焦“政府、交通、能

源、金融、企业、教育”等行业，围绕公司技术领先的承载、无线、视讯等产品方案，

及以云平台为核心的综合方案，与合作伙伴一起，共同为客户提供安全、高效、定制化

的解决方案和服务。 

消费者业务  

本集团消费者业务围绕手机业务、家庭信息终端、固网宽带终端等业务展开。 

 

7.2 按照行业、业务及地区划分的各项指标及与上年同期对比 

单位：千元人民币 

收入构成 营业收入 
占营业收入

比重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增减 

（百分点） 

一、按行业划分 

通讯设备类制造行业 39,433,777 100% 27,508,353 30.24% (26.99%) (24.53%) (2.28) 

合计 39,433,777 100% 27,508,353 30.24% (26.99%) (24.53%) (2.28) 

二、按业务划分 

运营商网络 23,506,876 59.61% 13,812,696 41.24% (27.34%) (26.66%) (0.55) 

政企业务 4,433,296 11.24% 3,164,682 28.62% 17.74% 29.44% (6.45) 

消费者业务 11,493,605 29.15% 10,530,975 8.38% (35.77%) (30.58%) (6.84) 

合计 39,433,777 100% 27,508,353 30.24% (26.99%) (24.53%) (2.28) 

三、按地区划分 

中国 25,746,045 65.29% 15,479,997 39.87% (20.34%) (22.83%)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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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构成 营业收入 
占营业收入

比重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增减 

（百分点） 

亚洲（不含中国） 4,262,810 10.81% 3,054,734 28.34% (47.06%) (43.75%) (4.21) 

非洲 1,283,203 3.25% 830,927 35.25% (21.48%) (39.66%) 19.51 

欧美及大洋洲 8,141,719 20.65% 8,142,695 (0.01%) (32.18%) (15.01%) (20.21) 

合计 39,433,777 100% 27,508,353 30.24% (26.99%) (24.53%) (2.28) 

（1）收入变动分析 

本集团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39,433,777千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减少26.99%，

主要是由于2018年5月9日发布的《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公告》所述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无

法进行导致的经营损失、预提损失所致。 

 

（2）本报告期内因本公司子公司股权变动导致合并范围变化，上年同期同口径的营业

收入及营业成本数据分析 

单位：千元人民币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1-6 月注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 

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增减 

（百分点）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39,433,777 27,508,353 30.24% 54,010,596 36,447,741 32.52% (26.99%) (24.53%) (2.28) 

注：2017 年 1-6 月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数据为剔除 2018 年 1-6 月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

本后的数据。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中网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4 日完成工商注销登记，

自 2018 年 3 月 4 日起，本集团不再将大连中网置业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长春市中兴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 2018年 5月 14日完成工商注销登

记，自 2018 年 5月 14日起，本集团不再将长春市中兴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中兴光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年 5月 21日完

成工商注销登记，自 2018年 5月 21日起，本集团不再将河南中兴光伏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上述公司 2017年相应期间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为 0，上述合并范

围变化对上年同期同口径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无影响。 

 

7.3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利润构成、盈利能力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1）本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上年同期相比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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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化情况如下： 

2018 年上半年，本集团营业利润-1,775,911千元人民币，同比减少 153.87%，主要

由于 2018 年 5 月 9 日发布的《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公告》所述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无法

进行导致的经营损失、预提损失所致；期间费用 11,332,944 千元人民币，同比减少

19.45%，主要因本期人员费用以及广告宣传费减少所致；投资收益-18,702千元人民币，

同比减少 135.97%，主要因本期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损失增加以及衍生品交割

产生收益而上年同期产生损失综合影响所致；营业外收支净额-6,649,932 千元人民币，

同比减少 72,017.25%，主要因本公司支付于 2018年 6 月 12日发布的《关于重大事项进

展及复牌公告》所述的 10亿美元罚款所致。 

（3）本报告期内，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化情况如下： 

2018 年上半年，本集团毛利率为 30.24%，较上年同期下降 2.28个百分点，主要因

国际运营商网络、国内外政企业务和国内外消费者业务毛利率下降所致。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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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亏损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2018 年 1-9 月） 

上年同期 

（2017 年 1-9 月）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千元人民币） 
亏损：6,800,000-7,800,000 盈利：3,904,652 下降 274.15%-299.76% 

基本每股收益（元人民币/股） 亏损：1.62-1.86 盈利：0.93 下降 274.19%-300.00% 

业绩预告的说明 

2018年 1-9月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为： 

1、本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2 日发布的《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复牌公告》所述

的 10 亿美元罚款； 

2、本公司于 2018 年 5月 9 日发布的《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公告》，由于本公司

主要经营活动无法进行导致的经营损失、预提损失。 

注：上述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详细情况请参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0 日发布的

《2018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7.5 2018 年下半年业务展望及面对的经营风险 

7.5.1 2018 年下半年业务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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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下半年，本集团以低调、务实、稳健、创新为经营理念，聚焦提效，强化主

业，坚持技术领先，强化成本控制，加大 5G投入。 

展望 2018年下半年，网络数据流量的高速增长、第一阶段全功能完整版 5G标准的

正式出台，本集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这些机遇体现为：网络基础设施持续升级，5G

试点部署工作将进入实质的落地推进阶段，5G 商用进程推进加速；智能终端需求旺盛；

新技术、新模式不断出现，人工智能、物联网、智慧家庭等新增长点不断涌现。为此，

本集团在 2018年下半年将继续采取如下经营策略： 

运营商网络方面，本集团继续坚持创新导向，实现主力产品竞争力领先，以客户满

意度为导向，注重客户价值提升。5G 是未来运营商网络的重点业务，本集团 5G 产品和

解决方案与全球 5G 商用时间表保持节奏一致，已具备系统商用能力，并与客户进行了

5G 的测试和验证。2018 下半年，本集团将脚踏实地，提升产品竞争力，为客户提供有

竞争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在 5G商用的过程中助力客户打造高价值的 5G网络，协同推

动 5G产业链的成熟商用，坚定客户信心，为本集团把握住 5G时间窗带来的机遇。 

政企业务方面，本集团将始终坚持“合作伙伴优先，共建云网生态”的政企战略，

进一步通过核心技术能力的优势，把握全行业数字化转型催生的市场发展机会，聚焦重

点行业，为行业客户提供专业、高效的 ICT解决方案。 

消费者业务方面，本集团将重视 5G 手机研发投入，通过与国内外主流运营商合作

5G项目，与 5G系统设备协同，形成 5G端到端的解决方案。本集团专注创新、保持技术

领先，聆听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稳扎稳打，控制风险，以实现消费者业务的稳健经营。 

2018 年下半年，本集团将持续聚焦价值客户和核心产品，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加强

与客户及行业伙伴的合作。同时，加强人才、合规和内控，完善公司内部管理，实现本

集团的稳健和可持续发展。 

7.5.2 面对的经营风险 

（1）国别风险 

国际经济及政治形势纷繁复杂，本集团业务及分支机构运营覆盖 100多个国家，业

务开展所在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法规、政治社会环境等各不相同，包括法律合规、税务、

汇率、政局（如战争、内乱等）等方面的风险都将继续存在，可能对本集团的经营产生

影响。本集团主要通过建立完整的合规管理体系来识别并遵从业务所在国的贸易、税务

等政策规定（包括出口管制、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等），确保合规经营；并与外部专业机构合作分析和应对国别风险，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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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较高的地区的具体业务通过购买必要的出口保险、并通过融资途径以规避可能的损

失。 

（2）知识产权风险 

本集团一直着力于产品技术的研发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管理。本集团在生产的产品

及提供的服务上都有注册商标保护，并且这些产品及服务都具有相关专利权保护。然而，

即使本集团已采取并实行了十分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但不能完全避免与其他电信

设备厂商、专利许可公司以及与本集团存在合作关系运营商之间产生知识产权纠纷，本

集团将继续秉承开放、合作、共赢的方式推进相关问题的解决。 

（3）汇率风险 

本集团合并报表的列报货币是人民币，本集团的汇率风险主要来自以非人民币结算

之销售、采购以及融资产生的外币敞口及其汇率波动，可能对本集团经营产生影响。本

集团持续强化敞口管理，通过商务策略引导、内部结算管理、融资结构设计、内部结汇

与外汇衍生品保值等手段压缩敞口，从源头降低汇率风险；本集团亦积极拓展汇管国家

的换汇渠道，加强流动性管理，尝试推进海外项目的人民币计价及结算，以期长远降低

汇率风险。 

（4）利率风险 

本集团的利率风险主要来自于有息负债，本外币的利率波动将使本集团所承担的利

息支出总额发生变动，进而影响本集团的盈利能力。本集团主要运用有息负债总量控制

及结构化管理来降低利率风险：有息负债总量控制主要是通过提高本集团现金周转效率、

增加本集团自由现金流量来实现；有息负债的结构化管理主要是结合市场环境变化趋势，

不断拓展全球低成本多样化融资渠道，通过境内外、本外币、长短期、固定或浮动利率

的债务结构组合，辅之以利率掉期等衍生金融工具，进行利率风险的综合控制。 

（5）客户信用风险 

本集团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通信解决方案，由于本集团业务开展迅速，客户群体庞

大，各类客户的资信存在一定差异，不同的资信状况对本集团的业务发展带来一定的影

响，本集团主要通过客户资信调查、客户资信评级与授信、客户信用额度管理及风险总

量控制、对付款记录不良客户实施信用管控等内部信用管理措施识别和管理信用风险，

及通过购买信用保险、采用合适的融资工具转移信用风险，以减少上述影响。 

 

8、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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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内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

况说明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情况说明请见本半年度报告摘要“4、会计数据

和财务指标摘要”部分。 

 

8.2 本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8.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于本期新设立的一级子公司包括中兴智能终端有限公司、南京兴通未来置业有限公

司、西安国兴智能科技产业园有限公司；新设立的二级子公司包括 ZTE HONGKONG (LAO) 

SOLE COMPANY LIMITED(老挝)、ZXRC PAKISTAN(PRIVATE)LIMITED(巴基斯坦)、克拉物

联（衢州）有限公司、黑龙江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兴通致远置业有限公司、北

京中兴光泰软件有限责任公司、中兴软创（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新设立的三级子

公司包括 ZTE HAITI S.A(海地)、梧州市数字城市开发有限公司、福州中兴软智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Zsmart Myanmar Company Limited。 

本公司三级子公司大连中网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4 日完成工商注销登记，

自 2018 年 3 月 4 日起，本集团不再将大连中网置业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本公

司二级子公司长春市中兴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 2018年 5月 14日完成工商注销登

记，自 2018 年 5月 14日起，本集团不再将长春市中兴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本公司一级子公司河南中兴光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年 5月 21日完

成工商注销登记，自 2018年 5月 21日起，本集团不再将河南中兴光伏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8.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不适用 

 

8.5 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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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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