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 2013 年收入达 527 亿美元，净收入 96 亿美元
实现运营现金流 210 亿美元
2013 年第四季度收入达 138 亿美元
运营收入为 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每股收益 51 美分，同比增长 6%
PC 客户端事业部收入为 86 亿美元，同比持平
数据中心事业部收入为 30 亿美元，同比增长 8%
2014 年 1 月 17 日，北京 ——英特尔公司今天公布 2013 年全年收入达
527 亿美元，运营收入为 123 亿美元，净收入 96 亿美元，每股收益 1.89 美
元。公司实现约 209 亿美元运营现金流，发放的股息为 45 亿美元，并用 21
亿美元回购 9,400 万股普通股。
英特尔第四季度收入为 138 亿美元，运营收入为 35 亿美元，净收入 26 亿美
元，每股收益 51 美分。公司实现约 62 亿美元的运营现金流，发放的股息为
11 亿美元，并用 5.28 亿美元回购 2,200 万股普通股。
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科再奇表示：“英特尔第四季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相比
一年多前，PC 市场和我们的财务增长均已呈现企稳迹象。通过更快速地将创新
导入市场，覆盖更广泛的计算平台，英特尔已经打下了坚实的业务基础。正如英
特尔最近在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展示了多种新设备，而六个月前，这些设备甚至还
不曾出现在我们的产品路线图里。”
2013 年全年重要财务信息及业务部门趋势
PC 客户端事业部收入为 330 亿美元，比 2012 年下降 4%。
数据中心事业部收入为 112 亿美元，比 2012 年增长 7%。
其它英特尔架构营运部门收入为 41 亿美元，比 2012 年下降 7%。
2013 年第四季度重要财务信息及业务部门趋势
PC 客户端事业部收入为 86 亿美元，环比上升 2%，同比持平。
数据中心事业部收入为 30 亿美元，环比上升 3%，同比上升 8%。
其它英特尔® 架构营运部门收入为 11 亿美元，环比上升 4%，同比上升
9%。
毛利率为 62.0%，较此前预期的 61% 的中间点高出 1 个百分点。
研发、管理与行政支出为 48 亿美元，稍高于此前预期的 47 亿美元。
税率为 26%，此前预期为 25%。
财务数据比较
年度业绩
—

2013 年

2012 年

与 2012 年相比

收入

527 亿美元

533 亿美元

下降 1%

毛利率

59.8%

62.1%

下降 2.3 个百分点

运营收入

123 亿美元

146 亿美元

下降 16%

净收入

96 亿美元

110 亿美元

下降 13%

每股收益

1.89 美元

2.13 美元

下降 11%

财务数据比较
季度业绩
2013 年第四季
度

2012 年第四季
度

与 2012 年第四季度相
比

收入

138 亿美元

135 亿美元

上升 3%

毛利率

62.0%

58.0%

上升 4.0 个百分点

运营收
入

35 亿美元

32 亿美元

上升 12%

净收入

26 亿美元

25 亿美元

上升 6%

每股收
益

51 美分

48 美分

上升 6%

—

业务展望
英特尔的业务展望不包括 1 月 16 日后可能完成的任何业务合并、资产收购、拆
分或其它投资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2014 年全年
收入：基本持平。
毛利率：60%，上下浮动几个百分点。
研发、管理与行政支出：约 186 亿美元。
与收购相关的无形资产摊销：约 3 亿美元。
折旧：约 74 亿美元。
税率：约 27%。
全年资本支出：110 亿美元，上下浮动 5 亿美元。
2014 年第一季度
收入：128 亿美元，上下浮动 5 亿美元。
毛利率：59%，上下浮动 2 个百分点。
研发、管理与行政支出：约 48 亿美元。
重组与资产减损支出：约 2 亿美元。
与收购相关的无形资产摊销：约 7,000 万美元。
证券投资、利息及其它：约为 2,500 万美元。
折旧：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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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尔业务展望公布在 intc.com，并可能在与投资商及其他人士的公开或私下
会晤时会重申此业务展望。除非另有说明，该业务展望将在 3 月 14 日交易结束

之前有效；但是关于与收购相关的无形资产摊销、证券投资、利息和其他损益、
重组与资产减损支出以及税率的业务展望将仅在 1 月 23 日交易结束之前有效。
从 3 月 14 日交易结束到发布公司第一季度收入报告（预计在 2014 年 4 月
15 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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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前瞻性陈述将被视为历史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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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信息均为前瞻性
陈述，包含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诸如“估计”、“预计”、“意向”、“计划”、“相
信”、“寻找”、“预测”、“可能”、“将”、“应”之类的语词或与之类似的表述均代表
前瞻性陈述。提及或基于预测、不确定事件或假设的声明也为前瞻性陈述。英特
尔的实际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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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实际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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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导致需求量与英特尔的预期产生差异的因素包括：商业及经济条件的
变化，如客户对英特尔及其竞争对手产品的认可度；可能影响到客户的供
应限制和其它中断；客户订单方式的变动 （包括取消订单）；客户方库存
水平的变动等。全球经济和金融情况的不确定性会带来风险，消费者和企
业可能会推迟购买以应对负面的金融事件，这将对产品需求和其他相关事
项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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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很难预测。收入和毛利润受诸多因素影
响：英特尔推出产品的时间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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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英特尔对该举动的反应；英特尔快速应对技术发展，以及为其产
品增加新特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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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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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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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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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关注，以及外币汇率波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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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因英特尔产品的需求等级以及收入和盈利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
英特尔业绩可能受并购和拆分完成时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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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披露和其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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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最新的 10Q 和 10K 报告。
关于财报说明的网络广播
针对 2013 年第四季度财报的说明，英特尔已经通过投资商关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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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二公布其 2014 年第一季度财报。公布
财报后，英特尔计划在 www.intc.com/results.cfm
网站上公布由英特尔
公司执行副总裁、首席财务官兼公司战略总监 Stacy J. Smith 针对该报告的说
明。太平洋标准时间当日下午 2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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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计算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厂商。英特尔设计和构
建关键技术，为全球的计算设备奠定基础。
了解有关英特尔的更多信息，请访问：英特尔中国官网 （ www.intel.cn ），
英特尔中国新闻发布室 （
http://www.intel.com/cd/corporate/pressroom/apac/zho/index.htm?
iid=CNCorporate+Header_PressRoom ） 及博客@ 英特尔中国 （
blogs.intel.com/china ）。
英特尔、Intel 标识和英特尔酷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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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