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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050

公司简称：中国联通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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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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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570,574,852,593 541,762,283,984 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2,837,416,854 140,144,361,690 1.9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770,788,925 83,131,814,206 -7.6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17,120,523,302 219,711,544,759 -1.18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98,532,456,952 200,012,523,124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16,105,308 3,470,031,077 2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968,890,099 4,463,856,856 -11.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7 2.49 增加0.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9 0.114 21.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9 0.114 21.9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0,200,422 311,512,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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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8,144 29,834,27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042,845 366,491,34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07,647,541 337,954,4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5,450,851 -442,989,255

所得税影响额 -106,853,623 -255,588,591

合计 153,194,478 347,21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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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72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1,399,724,220 36.7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005L－

CT001沪（注1）

3,190,419,687 10.3 3,177,159,590 无 0 未知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注2）

1,899,764,201 6.1 0 无 0 未知

深圳市腾讯信达有限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10,541,728 5.2 1,610,541,728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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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890,190 3.3 1,024,890,190 无 0 未知

宿迁京东三弘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732,064,421 2.4 732,064,421 无 0 未知

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33,254,734 2.0 633,254,734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21,464,024 2.0 0 无 0 未知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5,651,537 1.9 585,651,537 质押 585,651,537 未知

深圳淮海方舟信息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585,651,537 1.9 585,651,537 质押 434,846,266 未知

深圳光启互联技术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85,651,537 1.9 585,651,537 质押 313,080,00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8,488,300 0.9 0 无 0 未知

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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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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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底向结构调整基金完成协议转让1,899,764,201股本公司股份。 根据双方《股份

转让协议》相关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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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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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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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21,464,024 人民币普通股 621,46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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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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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结构

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4,311,698 人民币普通股 84,311,698

中国工商银行－上证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68,430,593 人民币普通股 68,430,59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66,885,298 人民币普通股 66,885,298

齐齐哈尔市中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5,532,320 人民币普通股 65,53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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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开披露信息，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联方，双方构成关联关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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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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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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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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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业务数据指标

于2019年9月30日/

由2019年1月1日至

2019年9月30日期间

于2018年9月30日/

由2018年1月1日至

2018年9月30日期间

移动出账用户数（万户） 32,472.9 30,982.6

其中：4G用户数（万户） 25,114.5 21,385.0

移动出账用户净增数（万户） 969.3 2,566.3

其中：4G用户净增数（万户） 3,122.0 3,897.4

手机上网总流量-亿MB 228,576.3 150,094.0

移动语音通话总分钟数（亿分钟） 5,622.2 6,132.3

固网宽带用户数（万户） 8,444.5 8,034.7

固网宽带用户净增数（万户） 356.5 380.8

固网本地电话用户数（万户） 5,424.7 5,682.5

固网本地电话用户净增数（万户） -165.2 -317.2

2019年首三季度，面对行业发展的新挑战，公司深化实施聚焦创新合作战略，加快互联网化运营转

型，纵深推进混改，创新业务持续快速增长，支撑整体主营业务收入基本保持稳定。 得益于良好的成本

管控，2019年首三季度公司的净利润持续显著提升。

受提速降费、市场饱和、激烈市场竞争以及4G流量红利逐步消退的影响，2019年首三季度移动主营

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6.1%至人民币1,177.33亿元，移动出账用户ARPU为人民币40.6元。 公司逐步

发挥LTE� 900MHz� 4G网络的深度覆盖和农村区域广覆盖优势，聚焦产品、渠道和营销加大力度推动互

联网化运营转型，严控用户发展成本及超低资费套餐，坚持差异化经营，努力避免简单价格战。 2019年

首三季度，移动出账用户净增969万户，达到3.25亿户；其中4G用户净增3,122万户，达到2.51亿户。

公司以“大视频、大融合、大带宽” 积极应对宽带市场的激烈竞争挑战，打造宽带2I2H、2B2H营销新

模式，提升营销能力。 2019年首三季度，固网宽带用户净增357万户，达到8,445万户，固网宽带接入收

入为人民币309.59亿元。 在创新业务领域，公司加快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重点创新业务的能力培

养和规模拓展，不断强化机制创新，加快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和激励分配改革，以“云+智能网络+智能应

用” 融合经营模式，拉动创新业务实现持续快速突破。 2019年首三季度，产业互联网业务收入为人民币

242.91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40.8%。 得益于创新业务快速增长拉动，固网主营业务收入达到人民币

788.63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7.7%。 整体主营业务收入为人民币1,985.32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0.7%，

跌幅较今年上半年的-1.1%有所缓和。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修订）》(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

根据准则允许的简化处理方法，对所有适用的租赁确认租赁负债及相应的使用权资产，并确认租赁负债

未偿还余额所产生的利息费用以及使用权资产的折旧费用。 公司选择采用修订追溯法执行该准则，即

对首次执行前年度/期间的可比期间不予调整，同时将首次执行累积影响数确认为总资产、总负债及期

初留存收益和少数股东权益的调整。 因此，执行新租赁准则导致2019年首三季度折旧及摊销和财务费

用有所增加，但同时网络运行及支撑成本中的租赁费用相应有所下降。 2019年首三季度，网间结算支出

比去年同期下降11.7%，主要受网间话务量下滑影响。 期内公司严控用户发展成本，使得销售费用得到

良好管控，为人民币257.05亿元，较去年同期轻微上升1.7%。 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下降18.9%，主要由于

去年8月份本公司联营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铁塔”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并发行新股，

导致公司对中国铁塔的持股比例变化，出售铁塔及相关资产的递延收益一次性转回共计人民币6.82亿

元，计入投资收益。 2019年首三季度，EBITDA1为人民币732.03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0.3%，EBITDA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为36.9%。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43.16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24.4%。

如果剔除执行新租赁准则对本期的影响，2019年首三季度折旧及摊销比去年同期下降4.5%，主要得

益于近年资本开支的良好管控。 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下降486.0%，主要由于良好的自由现金流助力期

内平均带息债务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网络运行及支撑成本比去年同期下降4.5%，主要得益于对维护

费用和电费的有效控制。

2019年9月，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附属子公司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简称“联通运营公司” ）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信” ）签署合作协

议，在全国范围内合作共建一张5G接入网络，公司认为，与中国电信进行5G网络共建共享合作，特别是

双方连续的5G频率共享，有助于降低未来5G网络建设和运维成本，高效实现5G网络覆盖，快速形成5G

服务能力，增强5G网络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提升网络效益和资产运营效率，达成双方的互利共赢。

未来，公司将直面挑战，奋力开创“五新” 联通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公司将坚定不移地深

化互联网化运营，持续提升客户感知、运营效率和差异化竞争力，积极应对携号转网挑战，努力稳定基础

业务，规模提升创新业务，扎实推进5G业务创新，驱动整体业务企稳回升。 持续深化与战略投资者的业

务和资本合作，纵深推进各领域的创新变革，不断提升企业内生活力和运营效益，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附注1.� EBITDA反映了加回财务费用、所得税、公允价值变动净损失、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及研发

费用中的折旧及摊销以及减去投资收益、其他收益、营业外净收入的净利润。 由于电信业是资本密集型

产业，资本开支和财务费用可能对具有类似经营成果的公司年度盈利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公司认为，

对于与公司类似的电信公司而言，EBITDA有助于对公司经营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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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本期数 上年期末数 变动比例（%）

使用权资产 33,876,192,968 不适用 不适用

应付职工薪酬 14,298,288,649 8,263,357,851 73

应付债券 2,996,551,656 998,985,859 200

租赁负债 22,574,451,556 不适用 不适用

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变动原因：因2019年1月1日起首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修

订）》，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变动原因：主要由于计提人工成本随利润增加而增加所致；

应付债券变动原因：主要由于2019年6月19日联通运营公司发行人民币20亿元公司债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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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董事胡晓明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

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熊晓鸽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职

务；公司监事林旸川先生因已届退休，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 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阿里巴巴首席技术官兼阿里云智能事业群总裁张建锋先生获选举为公司董事，招联消费金融有限公

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李翀先生获选举为公司监事。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总裁李国华先生因工作职责调整不再兼任公司总法律顾问职务，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公司高级副总裁范云军先生兼任公司总法律顾问。

报告期末至披露日期间，公司董事王路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

会委员职务，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增补百度首席技术官王海峰先生为公司董事，该议案将提交公司于适

当时候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网站发布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35）、《关于公司董事辞任和增补董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关

于总法律顾问辞任和聘任总法律顾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5）、《关于公司监事辞任和增补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9-053）、《关于公司董事辞任和增补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6）。

（2）报告期内，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之全

资附属子公司联通运营公司与中国电信签署《5G网络共建共享框架合作协议书》，联通运营公司将与中

国电信在全国范围内合作共建一张5G接入网络。

详情请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网站发布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关于与中国电信进行5G网络共

建共享合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

（3）报告期内，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第一个解锁期

公司业绩条件达成。

详情请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网站发布

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9-039）、《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第一个解锁期公司业绩条件达

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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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晓初

日期 2019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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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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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9年9月2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以及其他

参会人员。

（三）本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1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1号联通大厦A座2001会议室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亲自出席董事11名。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次会议由董事兼总裁李国华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并要求董事会秘书及相关人员依据该

报告编制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同意：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签署〈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及相关日常

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 《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与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及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王晓初先生、李国华先生、李福申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经理层业绩考核及薪酬标准核定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李福申先生回避表决。

（同意：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公司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增选张建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同意：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王海峰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 《关于公司董事辞任和增补董事的公

告》。

独立董事发表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 《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

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同意：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于近期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布。

（同意：11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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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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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9年9月29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公司全体监事以及其他相关参

会人员。

（三）本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1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1号联通大厦A座2001会议室召开。

（四）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亲自出席监事3名。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本次会议由监事李翀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李翀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

本届监事会一致。

（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董事会秘书及相关人员依据该报告

编制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等相

关规定；

2、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本次会议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签署〈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及相关日常

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认为：

本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 《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与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的 《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

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和《监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回购注销事项

的审核意见》。

（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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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与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2020-2022

年综合服务协议》的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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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日常关联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日常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本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交易主要

为了满足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红筹公司” ）的全资附属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联通运营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日常业务开展的需要，有助于联通运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业

务经营的持续健康发展。交易事项服务定价原则公平公允，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联通运营公司利益的情

形，亦未影响本公司和联通运营公司的独立性，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6年11月25日联通运营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通集团” ）签订

《2017-2019年综合服务协议》（详见本公司临时公告2016-051）并设定了2017-2019年各年度的交易

额度上限，该协议期限三年，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

2019年10月21日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签订 《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 并设定了

2020-2022年各年度的交易额度上限，该协议期限三年，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2019年10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签订

《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晓初先生、李国华先生及李福申先生在审

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回避表决，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该关联交易

事项。

由于《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项下预期的交易金额上限合计在人民币3000万元以上，且占本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还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相关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将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经事前审核，认可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独

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1、同意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签署《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及相关

日常关联交易限额事项；2、本关联交易涉及的《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的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规定；3、本关联交易事项基于双方日常及一般业务往来，且按一般商业条款签订，服务定价

原则公平公允，符合本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4、本关联交易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书面意见如下：本次日常

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允的交易原则，并按一般商业条款达成，定价合理，有利于本公司经营的正常开

展，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16年11月25日，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签署《2017-2019年综合服务协议》，该协议于2017年

1月1日生效。 2018年8月15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关于调增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

团2018年及2019年持续关联交易中金融服务-贷款服务交易限额的议案》，提高了“金融服务-贷款服

务” 2018年及2019年有关交易限额，即将协议中约定的“2017年、2018年、2019年乙方(联通运营公司)向

甲方(联通集团)提供的金融服务交易上限” 中的“每日贷款余额(含利息)及每日其他授信服务余额不超

过人民币63亿元” 内容调整为“每日贷款余额(含利息)及每日其他授信服务余额各年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63亿元、110亿元、110亿元” ，原协议的其他条款不变(详见本公司临时公告2018-059)。

本公司2017-2019年关联交易预期及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额上限 前次实际发生金额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1-6月

通信资源租用 联通集团 6 6 6 2.7 2.8 1.4

房屋租赁(支出) 联通集团 25 25 25 10.2 10.3 5.0

房屋租赁(收入) 联通集团 1 1 1 - - -

电信增值服务 联通集团 5 5 5 0.3 0.4 0.3

物资采购 联通集团 10 10 10 0.6 0.3 0.2

工程设计施工 联通集团 65 65 65 24.1 20.5 7.4

末梢电信服务 联通集团 45 45 45 27.0 29.1 11.8

综合服务(支出) 联通集团 35 35 35 12.7 12.3 5.6

综合服务(收入) 联通集团 4 4 4 0.7 0.8 0.5

共享服务(支出) 联通集团 5 5 5 0.8 0.8 0.4

共享服务(收入) 联通集团 1 1 1 - - -

金融服务（存款服务） 联通集团 82 82 82 57.5 66.2 67.5

金融服务（贷款服务） 联通集团 63 110 110 7.0 81.5 104.6

金融服务（其他金融服务） 联通集团 1 1 1 - - -

合计 348 395 395 143.6 225.0 204.7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类别和金额

本公司2020-2022年关联交易的类别以及预计金额：

单位：人民币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年度金额上限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通信资源租用 联通集团 6 6 6

房屋租赁(支出) 联通集团 25 25 25

房屋租赁(收入) 联通集团 1 1 1

电信增值服务 联通集团 5 5 5

物资采购 联通集团 10 10 10

工程设计施工 联通集团 65 65 65

末梢电信服务 联通集团 45 45 45

综合服务(支出) 联通集团 35 35 35

综合服务(收入) 联通集团 4 4 4

共享服务(支出) 联通集团 5 5 5

共享服务(收入) 联通集团 1 1 1

金融服务（存款服务） 联通集团 82 82 82

金融服务（贷款及其他授信服务） 联通集团 110 110 110

其中：担保 联通集团 1 1 1

金融服务（其他金融服务） 联通集团 1 1 1

合计 395 395 39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联通集团

联通集团是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经营全国性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的大型综合电信企业，

成立于1994年6月18日。 联通集团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64.7亿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晓初，注册地址为北

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1号。

2、联通运营公司

联通运营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的子公司，成立于2000年4月21日，是一家按照中国法律注册成立

并存续的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联通红筹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联通运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

130.4亿元， 其依据相关规定在全国提供全方位的电信服务， 包括移动通信 （TD-LTE/LTE� FDD、

WCDMA、GSM、5G）、固网宽带、固网本地电话、信息通信技术服务、数据通信服务以及其他相关增值

服务等。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之日，联通集团持有本公司36.7%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规定的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联通集团与联通运营公司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合作中均依据协议积极履行其义务， 为交易对方提

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本次关联交易的双方均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于2019年10月21日签署了《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该协议经本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联通红筹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及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如下：

(一)�通信资源租用

1、主要内容

联通运营公司租用联通集团拥有的国际通信资源 （包括国际通信信道出入口、 国际通信业务出入

口、国际海缆容量以及国际陆缆等国际通信资源）及其他经营所需通信设施。

2、定价原则

联通运营公司租用通信资源和设施的租用费， 等值于通信资源和设施的年度折旧金额并且不高于

市场价。 在确定价格标准或合理利润时，管理层在实际可行情况下，至少应参考两项与独立第三方进行

的同期类似可比交易或相关行业利润率。

联通运营公司应负责对其租用的国际通信资源的持续维护。 联通运营公司和联通集团可协商决定

由哪一方提供上述通信设施的维护服务。除非联通运营公司和联通集团另有约定，该等维护服务费用将

由联通运营公司承担。如果由联通集团负责维护部分或全部通信设施，联通运营公司应当补偿其为维护

该等通信设施所产生的有关费用，对于设施维护应支付的有关费用，参照市场价确定，没有市场价的，采

用双方协商的方式确定，但双方协商的价格应以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确定，其中“合理成本” 系

指由双方协商确定之成本。

以上租用费及有关费用按季支付。

3、交易上限

根据联通运营公司过往向联通集团支付的费用、年度折旧费、现市场收费率及预计未来三年从联通

集团租用的通信资源，预计于2020年、2021年及2022年，根据《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联通运营

公司就通信资源租用应付给联通集团的费用均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 因此，此金额已设定为此持续关联

交易的年度上限。

(二)�房屋租赁

1、主要内容

联通集团与联通运营公司相互向对方出租其分公司、子公司、附属公司或者所控制的企业或单位拥

有的房屋及其相关附属设备。

2、定价原则

双方相互租赁的房屋及其相关附属设备的具体租金由双方基于市场价格确定； 没有或无法确定市

场价的，由双方协商确定。 上述租金应每一年进行一次复查，由双方协商确定是否进行调整及调整后的

具体租金，调整后的租金不得高于市场价格。 租金按季于每季度末支付。

市场价是指独立第三方在正常商务条款下提供相同、 相近资产或服务所适用的市场价格或收费标

准。 协商价是指按照合理成本加出租（或销售）环节税金和合理利润而确定的价格。 在确定价格标准或

合理利润时，管理层在实际可行情况下，至少应参考两项与独立第三方进行的同期类似可比交易或相关

行业利润率。 （此定义适用全文）

3、交易上限

根据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过往相互支付的租金、年度折旧费、现市场租金率及预计未来三年双

方相互租赁房屋的范围和规模，预计于2020年、2021年及2022年，根据《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

联通运营公司就房屋租赁应付给联通集团的费用将均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 联通集团就房屋租赁应付

给联通运营公司的费用将均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因此，此金额已设定为此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

(三)�电信增值服务

1、主要内容

联通集团(或其控股子公司)通过各类电信网络及数据平台向联通运营公司的用户提供各类增值服

务业务。

2、定价原则

联通集团为联通运营公司提供增值服务所产生的实际现金收入， 由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各自

的分支机构按照市场中同一区域内联通运营公司支付给同类独立增值电信业务内容提供商 (CP/SP)分

成比例的平均水平进行结算，每月结算一次。

3、交易上限

根据联通运营公司过往向联通集团支付的费用以及估计的业务量， 预计于2020年、2021年及2022

年，按照《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联通运营公司就电信增值服务应付给联通集团的费用将均不

超过人民币5亿元。 因此，此金额已设定为此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

(四)�物资采购

1、主要内容

联通集团向联通运营公司提供的物资采购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进口电信物资采购、国内电信物

资采购和国内非电信物资采购。 上述采购服务包括招投标管理、技术规格审查、安装服务、咨询和代理服

务等。

联通集团直接出售给联通运营公司的自营物资主要为电缆、调制解调器等。联通集团亦向联通运营

公司提供与物资采购服务和直接物资采购相关的仓储运输等服务。

2、定价原则

联通集团向联通运营公司出售的自营物资的定价标准以及相关仓储运输服务佣金的定价和/或收

费标准基于市场价格确定，对于没有或无法确定市场价的，由双方按协商价确定。

国内物资采购服务佣金的定价和/或收费标准，应不超过相关物资采购合同金额的3%。 进口物资采

购服务佣金的定价和/或收费标准，应不超过相关物资采购合同金额的1%。

应付联通集团的服务费用按月结算。

3、交易上限

根据联通运营公司过往向联通集团支付的费用、 现市场收费率及预计未来三年相关服务之范围及

规模，预计于2020年、2021年及2022年，按照《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联通运营公司就物资采购

服务应付给联通集团的费用将均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因此，此金额已设定为此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上

限。

(五)�工程设计施工

1、主要内容

联通集团向联通运营公司提供工程设计施工服务包括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理及IT服务。 其

中工程设计服务包括规划设计、工程勘察、通信电路工程、通信设备工程和企业通信工程。 工程施工包括

通信设备、通信线路、通信电源、通信管道和技术业务支撑系统。 IT服务包括办公室自动化、软件测试、网

络升级、新业务的研究和开发及支持系统的开发。

2、定价原则

工程设计施工服务的定价和/或收费标准，须参照市场价确定。 管理层在确定价格标准时，在实际可

行情况下，至少应参考两项与独立第三方进行的同期类似可比交易。联通运营公司应通过招标方式确定

工程设计施工服务的具体提供方的，提供方应具备不低于独立第三方的资质和条件，并与独立第三方处

于平等的地位参与招标程序。 此种情况下，应按照招投标程序最终确定的价格定价。 服务费用应在提供

相关服务时结算。

3、交易上限

根据联通运营公司过往向联通集团支付的费用、 现市场收费率及预计未来三年工程设计施工服务

的范围及规模，预计于2020年、2021年及2022年，按照《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联通运营公司就

工程设计施工服务应付给联通集团的费用总额将均不超过人民币65亿元。因此，此金额已设定为此持续

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

(六)�末梢电信服务

1、主要内容

联通集团向联通运营公司提供的末梢电信服务包括各种通信业务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如用户

端通信设备的装、拆、移、修，部分通信产品的代理销售，账单打印和寄送，代收电话费用，电话卡制作、发

展客户等；市场、客户的信息收集和反馈；通信局房辅助设备(如空调、消防设备)、电话亭的维护等。

2、定价原则

末梢电信服务的定价和/或收费标准，应基于市场价格确定，对于没有或无法确定市场价的，由双方

按协商价确定。

3、交易上限

根据联通运营公司过往向联通集团支付的费用、 现市场收费率及预计未来三年末梢电信服务的范

围及规模，预计于2020年、2021年及2022年，按照《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联通运营公司就末梢

电信服务应付给联通集团的费用总额将均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因此，此金额已设定为此持续关联交易

的年度上限。

(七)�综合服务

1、主要内容

联通集团与联通运营公司相互提供综合服务，包括：餐饮服务、设备租赁服务(《通信资源租用框架

协议》所涵盖的设施/设备除外)、车辆服务、医疗保健、劳务服务、安全保卫、宾馆服务、会议服务、花木园

艺服务、装饰装修、商品销售、基建代办、设备维护、市场开发、技术支持、研究开发、保洁服务、停车服务、

职工培训、仓储服务、广告、宣传/印刷、物业管理、信息通信技术服务(包括施工及安装配套服务，系统集

成服务，软件开发，产品销售和代理，运维服务，咨询服务)等。

2、定价原则

综合服务的定价和/或收费标准，应基于市场价格确定，对于没有或无法确定市场价的，由双方按协

商价确定。

3、交易上限

根据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过往相互支付的费用、 现市场收费率及预计未来三年双方相互提供

的综合服务之范围及规模，预计于2020年、2021年及2022年，按照《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联通

运营公司就综合服务交易应付给联通集团的费用总额将均不会超过人民币35亿元， 联通集团就综合服

务交易应付给联通运营公司的费用总额将均不会超过人民币4亿元。 因此，此金额已设定为此持续关联

交易的年度上限。

(八)�共享服务

1、主要内容

联通集团与联通运营公司双方同意相互提供共享服务，包括(但不限于)：(1)联通运营公司向联通集

团提供的总部人员资源服务；(2)双方分别向对方提供的业务支撑中心服务；以及与第(1)及第(2)项服务相

关的联通运营公司向联通集团提供的托管服务；(3) 联通集团向联通运营公司提供的场地及总部列支的

其他共享服务。

2、定价原则

以上共享服务所产生的成本按各自的总资产比例分摊(其中联通集团的总资产应不含联通集团海外

子公司及上市公司的总资产， 具体分摊比例由双方根据各自向另一方提交的财务报表所列总资产经协

商后确定，并每年按照双方总资产情况进行调整)。 具体结算由联通运营公司统一和联通集团进行。

3、交易上限

根据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过往相互支付的费用及预计未来三年共享服务的范围及规模， 预计

于2020年、2021年及2022年，按照《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联通运营公司就共享服务应付给联

通集团的费用总额将均不会超过人民币5亿元，联通集团就共享服务应付给联通运营公司的费用总额将

均不会超过人民币1亿元。 因此，此金额已设定为此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

(九)�金融服务

1、主要内容

联通运营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向联通集团提供金融服务，服务类别包括：1）存款服务；2）贷款及其

他授信服务，包括贷款，票据贴现，担保等；3）其他金融服务，包括：结算服务，票据承兑，委托贷款，信用

鉴证，财务和融资顾问，咨询、代理服务，经批准的保险代理服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可从

事的其他业务。

2、定价原则

存款服务：联通运营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吸收联通集团存款的利率，应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就该种

类存款规定的利率上限， 且不高于联通运营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吸收其他客户同种类存款所确定的利

率及不高于一般商业银行向联通集团提供同类存款所支付的利率。

贷款服务： 联通运营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向联通集团发放贷款的利率应遵循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

利率标准， 且不低于联通运营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向其他客户发放同种类贷款所确定的利率及不低于

一般商业银行向联通集团提供同类贷款所收取的利率。

其他金融服务：联通运营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向联通集团提供金融服务所收取手续费，凡中国人民

银行或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有收费标准规定的，应符合相关规定。 如无相关规定的，服务费用由双方

经参考市场同类金融服务收取的费用公平协议厘定。

3、交易上限

根据联通运营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及联通集团的业务发展及资金情况， 预计于2020年、2021年及

2022年，按照《2020-2022年综合服务协议》，联通运营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向联通集团提供金融服务

的交易年度上限均为：每日存款余额（含利息）不超过人民币82亿元；每日贷款余额（含利息）及每日其

他授信服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10亿元（其中每日担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

的服务费用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因此，此金额已设定为此持续关联交易的年度上限。

四、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日常关联交易是联通运营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过程中持续发生的交易。 联通集团与联

通运营公司有长久的合作关系，对彼此的业务需求有深入了解，且双方均具有相关业务的经营资格和信

用能力，能提供满足彼此需求的高效质优的服务。本日常关联交易有助于保障联通运营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并有助于其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

项下签署的各项协议的条款公平、合理，交易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五、备查文件

(一)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签署《2020-2022年综

合服务协议》及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限额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关于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签署《2020-2022年

综合服务协议》及相关日常关联交易限额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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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董事辞任和增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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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王路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 王路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董

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该辞任于2019年10月20日生效。

王路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

作。 王路先生确认与公司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其他因辞任须提呈公司股东注意的事宜。

公司董事会对王路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和公司董事会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并表

示衷心感谢！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提名百度首席技术官王海峰先生 （简历详见附件）

担任公司董事。 2019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王海

峰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于适当时候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就该

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海峰先生，百度首席技术官，整体负责百度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安全等技术和生态，以及智

能云、地图、输入法等业务。 王海峰先生博士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海峰先生2010年1月加入百度，

2010-2013年，先后创建了自然语言处理部、互联网数据研发部（包括知识图谱和互联网数据挖掘）、推

荐引擎和个性化部、多媒体部（包括语音和图像技术）、图片搜索部、语音技术部等，2013年上半年作为

执行负责人，协助创建了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IDL），同年10月晋升百度副总裁。 2014年，任搜索业务

群组副总经理，先后负责百度搜索、手机百度、信息流等重要产品。 2017年3月晋升为百度estaff，并组建

AIG。2018年5月晋升为百度高级副总裁。 2018年底，统领TG和AIG，总体负责百度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安全等技术和生态，以及地图、输入法等业务。 2019年5月被任命为百度集团首席技术官，9月百度

智能云事业群组（ACG）融入王海峰负责的CTO体系。

王海峰先生是国际计算语言学会ACL首位华人主席，ACL� Fellow，ACL亚太分会创始主席。 任深

度学习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理事长兼主任，同时兼任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副理事长等，是首个吴文俊人工智能杰出贡献奖获得者。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唯一来自互联网行业的获

奖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一获奖人。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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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

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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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8,198,000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3.79元/股和3.88元/股

一、首期授予方案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7年8月16日，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

授予方案(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利于公

司的持续发展及不存在损害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2、2017年8月16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提

案，并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3、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收到国资委出具的《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实施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 (国资考分[2017]1309号)，原则同意中国联通实施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目标。

4、2018年1月16日至2018年1月29日期间，公司通过内部网站或各下属单位公告栏等途径，在公司

内部公示了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5、2018年2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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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修订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不存在损害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6、2018年2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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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及《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激励

对象审核意见的议案》。

7、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公告了《关于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激励对象

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8、2018年2月28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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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

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9、2018年3月1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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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10、2018年3月15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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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并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1、2018年4月9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授予7,752名激励对象79,386.1万

股限制性股票。

12、2019年1月9日至2019年1月28日期间，公司通过内部网站或各下属单位公告栏等途径，在公司

内部公示了首期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13、2019年1月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期授予方案实施预留授予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14、2019年1月30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期授予方案实施预留授予的议案》，并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5、2019年3月5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预留授予登记完成，授予193名激励对

象1,315.6万股限制性股票。

16、2019年3月1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

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

况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7、2019年3月13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

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及特殊情况

的议案》，并发表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回购注销事项的审核意见》。

18、2019年5月8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

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

案》。

19、2019年9月6日，公司完成对7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262,000股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注销。

20、2019年10月2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

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1、2019年10月21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

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发表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回购注

销事项的审核意见》。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一）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

案修订稿)》及《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相关规定以及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鉴于限制性股票首期授予方案中4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 辞退等原

因，35名激励对象因死亡、组织调离及其他原因，已不属于激励范围，公司对上述激励对象分别持有的

453.4万股和366.4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回购价格的调整事由及结果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

订稿)》及《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的规定，激励对象在

劳动合同期内主动提出辞职，因不能胜任工作岗位、业绩考核不合格、过失、违法违规等原因不再属于激

励范围等情形时，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死亡、因

组织安排调离公司且不在公司任职时， 尚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回购价格加上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1

进行回购注销。 因此，涉及因离职、辞退等回购的激励对象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3.79元/股；因死亡、组织调离等回购的激励对象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价格=3.79元/股+0.06元/股*1.5年 =3.88元/股。

1

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年利率为1.5%，详见

http://www.pbc.gov.cn/zhengcehuobisi/125207/125213/125440/125838/125888/2968982/index.html。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为公司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及《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

情况的议案》向激励对象授予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为8,198,000股，占本次回购

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264%。

（四）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回购上述8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支付的回购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31,400,180元。

三、预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9,837,109,292 -8,198,000 9,828,911,292

无限售条件股份

2

21,196,596,395 0 21,196,596,395

股份总数 31,033,705,687 -8,198,000 31,025,507,687

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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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协议转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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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4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辞退等原因，35名激励对象因死亡、组织调离等原因，已不属于激励范

围，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

稿)》及《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相关规定以及2018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授予价格3.79元/股回购注销47名因离职、辞退等原

因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合计453.4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

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合计3.88元/股）回购注销35名因死亡、组织调离

等原因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合计366.4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回购注销后减少

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以及办理相关手续。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

案修订稿)》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我们一致同意回购注销上述8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8,198,000股限制

性股票，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鉴于4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辞退等原因，35名激励对象因死亡、组织调离等原因，已不

属于激励范围，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

(草案修订稿)》及《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相关规定，同

意公司按照授予价格3.79元/股回购注销47名因离职、辞退等原因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尚

未解锁的合计453.4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

率计算的利息（合计3.88元/股）回购注销35名因死亡、组织调离等原因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激励对象持有

的尚未解锁的合计366.4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回购注销后减少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以及办理相

关手续。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涉及的

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和资金来源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

权激励试行办法》《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

案(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回购注销事

项的审核意见。

3、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限制

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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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期授予方案回购注销事项的审核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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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和《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 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的回购价格调整及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了认真核查，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

订稿)》及《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的规定，涉及因离

职、辞退等回购的激励对象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3.79元/股；因死亡、组织调离等回购

的激励对象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调整为

3.88元/股。

鉴于47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辞退等原因，35名激励对象因死亡、组织调离等原因，已不属于激励范

围，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

稿)》及《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期授予方案除息与特殊情况的议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按

照授予价格3.79元/股回购注销47名因离职、辞退等原因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锁的

合计453.4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

利息（合计3.88元/股）回购注销35名因死亡、组织调离等原因不属于激励范围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尚未解

锁的合计366.4万股限制性股票；同意回购注销后减少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以及办理相关手续。

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管理办法》《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稿)》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经核实回购对象名单无误，回

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确认依据充分。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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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

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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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方案(草案修订

稿)》（以下统称“《激励计划》” ）“特殊情况下的处理方式” 章节规定，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公司” ）原72名激励对象已不属于激励范围，不再符合《激励计划》的激励条件。 经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19年9月6日

完成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7,262,000股限制性股票注销， 并取得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该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1,033,705,687股，公司注册资本相应需变更为31,033,705,

687元。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

事宜。

《公司章程》拟修订如下：

序号

原条款 修订后

条目 条款内容 条目 条款内容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104,096.7687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103,370.5687万元。

2 第二十四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3,104,096.7687�万股，

均为普通股。

第二十四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3,103,370.5687万股，均为普

通股。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未发生变化。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和/或董事长授权的人士，根据上述情况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此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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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份业务数据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布2019年9月份的运营数据，详情如下：

2019年9月份

一、移动业务

移动出账用户累计到达数 32,472.9万户

移动出账用户本月净增数 8.3万户

其中：4G用户累计到达数 25,114.5万户

4G用户本月净增数 335.1万户

二、固网业务

固网宽带用户累计到达数 8,444.5万户

固网宽带用户本月净增数 47.0万户

本地电话用户累计到达数 5,424.7万户

本地电话用户本月净增数

(0.8)万户

)万户

本公司谨此提醒投资者，以上运营数据为内部统计数据，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运营概况之用。 上

述数据并不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地信赖或使

用以上数据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