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 2010 全年和第四季度财报均创历史新高
全年业绩
收入为 436 亿美元，同比增长 85 亿美元，即 24%
毛利率为 66%，同比增长 10 个百分点
运营收入为 1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 亿美元，即 179%
净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73 亿美元，即 167%
每股收益为 2.05 美元，同比增长 1.28 美元，即 166%
全年业绩（不包括欧盟罚金和与 AMD 达成的和解协议）
根据非公认会计准则（NonGAAP）计算，运营收入为 159 亿美元，同比
增长 75 亿美元，即 89%
根据非公认会计准则计算，净收入为 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50 亿美元，
即 76%
根据非公认会计准则计算，每股收益为 2.05 美元，同比增长 88 美分，即
75%
第四季度业绩
收入为 115 亿美元，环比增长 3.55 亿美元，即 3%
毛利率创下新纪录达到 67.5%，环比增长 1.5 个百分点
运营收入为 43 亿美元，环比增长 2.11 亿美元， 即 5%
净收入为 34 亿美元，环比增长 4.33 亿美元， 即 15%
每股收益为 59 美分，环比增长 7 美分，即 13%
2011 年 1 月 14 日，北京 ——英特尔公司今天宣布 2010 全年收入为 436
亿美元，运营收入为 159 亿美元，净收入为 117 亿美元，每股收益为 2.05 美
元，上述财务数据均创历史新高。公司的运营现金达到约 167 亿美元，发放的
现金股息为 35 亿美元，并用 15 亿美元回购 7000 万股普通股。
英特尔第四季度收入为 115 亿美元，运营收入为 43 亿美元，净收入为 34 亿
美元，每股收益为 59 美分。第四季度的收入、运营收入、净收入和每股收益也
均创下了历史记录。
英特尔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罗•欧德宁表示：“2010 年是英特尔历史上最好
的一年。我们相信 2011 年将会更好。”
公认会计准则 （GAAP）财务数据比较
年度业绩

2010 年

与 2009 年相比

收入

436 亿美元

增加 24%

运营收入

159 亿美元

增加 179%

净收入

117 亿美元

增加 167%

每股收益

2.05 美元

增加 166%

季度业绩
2010 年第四
季度

与 2010 年第三季度
相比

与 2009 年第四季度
相比

收入

115 亿美元

增长 3%

增长 8%

运营收
入

43 亿美元

增长 5%

增长 74%

净收入

34 亿美元

增长 15%

增张 48%

每股收
益

59 美分

增长 13%

增长 48%

公认会计准则 （GAAP）财务数据比较
年度业绩
2010 年

2009 年

与 2009 年相比

收入

436 亿美元

351 亿美元

增长 24%

运 营收入

159亿美元

84 亿美元

增长 89%

净收入

117 亿美元

66 亿美元

增长 76%

每股收益

2.05 美元

1.17 美元

增长 75%

2009 年非公认会计准则业绩不包括 14.5 亿美元的欧盟罚金、与 AMD 达成
的 12.5 亿美元和解协议以及与此项费用相关的税收影响。
季度业绩
2010 年第四季
度

2009 年第四季
度

与 2009 年第四季度相
比

收入

115 亿美元

106 亿美元

增长 8%

运营收
入

43 亿美元

37 亿美元

增长 16%

净收入

34 亿美元

31 亿美元

增长 10%

每股收
益

59 美分

55 美分

增长 7%

2009 年第四季度非公认会计准则业绩不包括与 AMD 达成的 12.5 亿美元和
解协议以及与此项费用相关的税收影响。
2010 年全年重要财务信息

PC 客户端事业部收入增长 21%，数据中心事业部收入增长 35%，其它
英特尔架构事业部收入增长 27%，英特尔® 凌动™ 微处理器和芯片组的
收入为 16 亿美元，增长 8%。
毛利率为 66%，与 2009 年相比增长了 10 个百分点。
全年资本支出为 52 亿美元，与公司的预期相一致。
公司用 15 亿美元回购 7000 万股普通股。
2010 年第四季度重要财务信息
PC 客户端事业部收入持平，数据中心事业部收入增加 15%，其它英特尔
架构事业部收持平，英特尔® 凌动™ 微处理器和芯片组的收入为 3.91 亿
美元，收入持平。（以上均为环比数据）
微处理器平均售价（ASP）环比略有增长。
毛利率为 67.5%，略高于公司预期。
研发、管理与行政开支为 34 亿美元，高于公司预期。
证券投资、利息以及其它净收益为 1.4 亿美元，优于公司预期。
有效税率为 24%，低于公司预期的 31%，主要受到美国研发税收减免的
追溯延续的影响。
业务展望
英特尔的业务展望不包括 1 月 13 日后可能完成的任何合并、收购、资产剥离或
其它企业合并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2011 年第一季度
收入：115 亿美元，上下浮动 4 亿美元。
毛利率：64%，上下浮动两个百分点。
研发、管理与行政支出：约 34 亿美元。
证券投资、利息及其他净收益：收入约 2 亿美元。
折旧约 12 亿美元。
2011 年全年
毛利率为 65%，上下浮动几个百分点。
支出（研发、管理与行政）：139 亿美元，上下浮动 2 亿美元。
研发支出：约 73 亿美元。
税率：约 29%。
折旧：约 50 亿美元，上下浮动 1 亿美元。
资本支出：预计为 90 亿美元，上下浮动3亿美元。
如欲了解有关英特尔业绩和业务展望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首席财务官评论，网址
为： www.intc.com/results.cfm
业务展望状况
在该季度中，英特尔公司代表在与投资商、投资分析家、媒体及其他人士进行私
下会晤时会重申此业务展望。从3月4日交易结束到发布公司第一季度收入报告期
间，英特尔将进入“缄默期”。在缄默期内，公司新闻稿以及SEC档案中公布的业
务展望将被视为历史信息，并仅作为缄默期前期信息，英特尔公司将不再对其进

行更新。
风险因素
本文中涉及的第一季度、本年度和未来规划与预期的陈述及其他信息均为前瞻性
陈述，包含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英特尔的实际业绩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英
特尔关于此类因素的当前预期的变化会导致实际业绩与这些前瞻性陈述有根本性
的不同。英特尔目前认为，下列因素是可能导致实际业绩与英特尔公布的预期业
绩产生显著差异的重要因素。
商业及经济条件的编号导致实际需求与英特尔预期不符，其中包括客户对英
特尔及竞争对手产品的认可度、客户订单模式的改变（如订单取消）；以及
客户方库存级别变化等等。
英特尔处于竞争激烈的行业，成本高且较为固定（或很难在短期内降低），
而且产品需求变化较大且很难预测。收入和毛利率受诸多因素影响：英特尔
推出全新产品的时间安排；英特尔产品的需求量与市场认可度；英特尔竞争
对手采取的措施，其中包括产品推出、市场推广计划、价格压力，以及英特
尔对该措施的反应；英特尔快速应对技术发展并且为其产品增加新特性的能
力等。
毛利率可能受以下因素的影响，与预期业绩产生很大差异：产能利用率的变
化；库存估价变动（包括合格待售产品在时间上的变动）；收入水平的变
化；产品组合与价格；工厂生产的时间安排与实施以及相关成本；启动成
本；库存过多或过时；生产能力；单位成本变动；原料和资源供应过程中出
现的缺陷或中断；产品生产质量/能力；长期资产（包括制造/封装/测试与
无形资产）损耗。
其它支出，特别是某些市场推广和补偿支出，以及重组和资产减损费用，可
能因英特尔产品需求等级以及收入和盈利水平而有所不同。
预期税率根据现行税收政策和当前预期收入得出。税率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
响，其中包括决定赢得利润和应纳税利润的管辖区域的变化；贷款、津贴和
扣除金额的变化；由不同税务局税务监察而引起的问题的解决，包括利息和
罚金支付；以及取得递延税资产的能力等。
有关股票证券、利息和其它收益的预期损益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
包括由销售和交易证券或股票投资或更改市价或减损而实现的损益；利率、
现金余额和金融衍生工具市价变动等。
英特尔的大部分不可转让股票投资组合余额集中在闪存市场，该市场的衰退
或与该市场投资相关的管理计划变更会带来大量减损费用，并影响公司的重
组开支，以及股票投资、利息和其它损益。
英特尔的业绩可能会受到英特尔及其客户或供应商所在国家发生经济、社
会、政治和自然/基础设施条件突变所产生的影响，其中包括：军事冲突和
其它安全风险、自然灾害、基础设施毁坏、健康问题，以及外币汇率波动
等。
英特尔业绩可能受并购和分拆完成时间的影响。
英特尔的业绩还可能受到与产品缺陷和纠正（偏离公布的规范）的相关不利
因素的影响，以及诉讼（涉及知识产权、股东、消费者、反垄断和其它问
题）的影响，例如在英特尔 SEC 报告中列出的诉讼和管制事件。对英特尔
不利的裁定可能包括资金赔偿或者强制令——禁止我们生产或销售一种或更
多产品，排除特定的业务实践，限制英特尔的产品设计，或者要求采取其它
补偿措施，例如强制授予相关方知识产权。
英特尔 SEC 报告中包含有关这些因素以及其它可能影响英特尔业绩的因素的更
多信息，其中包括于 2010 年 9 月 25 日结束的财务季度 10Q 报告。

收入网络广播
英特尔在太平洋标准时间 1 月 13 日下午 2:30 通过其投资商关系网站
www.intc.com
进行公开网络广播。如欲回看网络广播或下载 MP3 音频，
请访问该网站。
英特尔计划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公布 2011 年第一季度收入报告。在
公布收入报告后，英特尔计划在 www.intc.com/results.cfm
网站上公布
英特尔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 Stacy J. Smith 针对该报告的说明。太平洋标准时
间当日下午 2:30，英特尔将在 www.intc.com
网站上公开广播英特尔收
入报告电话会议。

关于英特尔
英特尔（纳斯达克：INTC）是芯片创新领域的领先厂商，致力于开发技术、产品
和计划，从而不断改进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如欲了解有关英特尔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 新闻发布室
及 http://blogs.intel.com/china 。

英特尔、Intel 标识和 Intel Atom、英特尔凌动是英特尔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地区）的商标。
* 文中涉及的其它名称及商标属于各自所有者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