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資產負債表

92 二零一一年年報

本集團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6 2,194,838 1,812,713 4,873 4,435

 投資物業 7 36,007 21,718 — —

 租賃預付款項 8 301,674 270,516 — —

 無形資產 9 268,520 274,467 — —

 聯營公司投資 10 397,655 397,943 209,206 209,206

 對子公司的投資 11 — — 2,145,489 2,001,964

 合營公司投資 12 — — 200,929 200,92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4 — — 363,958 153,957

 遞延所得稅資產 23 83,482 115,898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3,529 4,317 — —

 其他非流動資產 14,260 10,212 — —
  

3,299,965 2,907,784 2,924,455 2,570,491
  

 流動資產

 存貨 13 1,788,669 1,612,628 —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4 3,302,678 2,901,478 400,185 144,120

 應收股利 — — 255,315 —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5 283,991 158,521 — —

 受限制現金 16 295,099 473,016 5,945 5,01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 2,789,570 2,118,810 1,515,485 858,962
  

8,460,007 7,264,453 2,176,930 1,008,092
  

總資產 11,759,972 10,172,237 5,101,385 3,578,583
  

  



（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93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資產負債表（續）

本集團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股本 18 3,684,640 3,684,640 3,684,640 3,684,640

 儲備 19 (827,006) (847,198) (810,899) (858,692)

 留存收益

 —擬派末期股利 20 221,078 294,771 221,078 294,771

 —其他 19 1,846,189 1,377,783 629,057 100,253
  

4,924,901 4,509,996 3,723,876 3,220,972

 非控制性權益 41,958 64,212 — —
  

總權益 4,966,859 4,574,208 3,723,876 3,220,97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21 1,458,533 481,359 1,185,277 263,086

 遞延收益 22 556,000 513,017 — —

 遞延所得稅負債 23 32,120 29,311 — —

 長期職工福利責任 24 76,781 131,788 — —
  

2,123,434 1,155,475 1,185,277 263,086
  

  



（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94 二零一一年年報

資產負債表（續）

本集團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公司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25 3,281,339 3,226,915 110,595 42,239

 應付股利 40,184 — 15,677 —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5 7,852 24,785 — —

 當期所得稅負債 63,976 55,385 — —

 借款 21 1,211,158 1,061,592 65,960 52,286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職工

  福利責任 24 12,554 14,078 — —

 保養撥備 26 52,616 59,799 — —
  

4,669,679 4,442,554 192,232 94,525
  

總負債 6,793,113 5,598,029 1,377,509 357,611
  

總權益及負債 11,759,972 10,172,237 5,101,385 3,578,583
  

流動資產淨值 3,790,328 2,821,899 1,984,698 913,56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090,293 5,729,683 4,909,153 3,484,058
  

  

第102至256頁的附註為財務報表的整體部份。

第92至256頁的財務報表已由董事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日批核，並代表董事會簽署。

  

董事 董事



（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合併綜合收益表

95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5 10,546,001 8,883,202

銷售成本 27 (8,586,096) (7,191,584)
 

毛利 1,959,905 1,691,618

分銷成本 27 (304,379) (300,931)

行政費用 27 (800,342) (743,581)

其他收益—淨額 29 116,255 49,026

其他收入 30 36,508 52,632
 

經營利潤 1,007,947 748,764

財務收益 34,187 29,617

財務費用 (131,324) (79,124)
 

財務費用—淨額 31 (97,137) (49,507)

享有聯營公司利潤的份額 10 2,848 65,801
 

除所得稅前利潤 913,658 765,058

所得稅費用 32 (168,463) (66,298)
 

年度利潤 745,195 698,760
 

 



（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96 二零一一年年報

合併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788) (2,62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產生的所得稅 517 579

外幣折算差額 528 (6)
 

本年度其他綜合收益，扣除稅項 257 (2,050)
 

本年度總綜合收益 745,452 696,710
 

利潤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737,277 687,732

 非控制性權益 7,918 11,028
 

745,195 698,760
 

 



（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97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綜合收益表（續）

第102至256頁的附註為財務報表的整體部份。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年度總綜合收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737,534 685,682

 非控制性權益 7,918 11,028
 

745,452 696,710
 

年內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利潤的

 每股收益（以每股人民幣計）

 —基本及攤薄 34 0.20 0.19
 

資產負債表日後對所有股東分配的股利 20 221,078 294,771
 

 



（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合併權益變動表

98 二零一一年年報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非控制

股本 其他儲備 留存收益 總計 性權益 總計權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19 附註 19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結餘 3,684,640 (882,299) 1,243,051 4,045,392 73,880 4,119,272

綜合收益

損益 — — 687,732 687,732 11,028 698,760
      

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

 轉變，已扣除稅項 — (2,044) — (2,044) — (2,044)
外幣折算差額 — (6) — (6) — (6)

      

其他綜合收益總計 — (2,050) — (2,050) — (2,050)
      

綜合總收益 — (2,050) 687,732 685,682 11,028 696,710
      

於權益直接確認的

 公司權益持有者的投入
 和分配的總額
與二零零九年有關的股利 — — (221,078) (221,078) — (221,078)
分配給非控制性權益的股利 — — — — (25,596) (25,596)
非控制性權益投入資本 — — — — 4,900 4,900

      

公司權益持有者的投入

 和分配的總額 — — (221,078) (221,078) (20,696) (241,774)
      

轉撥至儲備 — 37,151 (37,151) — — —
      

與所有者交易的總數 — 37,151 (258,229) (221,078) (20,696) (241,774)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結餘 3,684,640 (847,198) 1,672,554 4,509,996 64,212 4,574,208
      



（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99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權益變動表（續）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非控制

股本 其他儲備 留存收益 總計 性權益 總計權益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19 附註 19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結餘 3,684,640 (847,198) 1,672,554 4,509,996 64,212 4,574,208

綜合收益

損益 — — 737,277 737,277 7,918 745,195

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

 轉變，已扣除稅項 — (271) — (271) — (271)
外幣折算差額 — 528 — 528 — 528

其他綜合收益總計 — 257 — 257 — 257

綜合總收益 — 257 737,277 737,534 7,918 745,452

於權益直接確認的

 公司權益持有者的投入
 和分配的總額
與二零一零年有關的股利 — — (294,771) (294,771) — (294,771)
分配給非控制性權益的股利 — — — — (15,418) (15,418)

公司權益持有者的投入

 和分配的總額 — — (294,771) (294,771) (15,418) (310,189)

不導致失去控制權的

 子公司權益變動 38 — (27,858) — (27,858) (14,754) (42,612)
轉撥至儲備 — 47,793 (47,793) — — —

與所有者交易的總數 — 19,935 (342,564) (322,629) (30,172) (352,801)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結餘 3,684,640 (827,006) 2,067,267 4,924,901 41,958 4,966,859

第102至256頁的附註為財務報表的整體部份。



（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合併現金流量表

100 二零一一年年報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經營產生的現金 35 409,447 243,260
 已付利息 (106,910) (75,275)
 已付所得稅 (134,084) (105,208)
 購買子公司相關的交易費用 (1,722) (6,976)

 

 經營活動產生淨現金 166,731 55,801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買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之短期投資 (5,370,000) —

 收回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之短期投資 5,392,971 —

 收回投資 — 8,000
 購買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395)
 增加聯營公司投資 — (10,912)
 與資產相關的政府補助 77,234 —

 購買不動產、工廠及設備及投資物業 (428,002) (212,495)
 租賃預付款項增加 (1,147) (2,224)
 購買無形資產 (3,540) (5,204)
 購買子公司，扣除購入的現金 39 (64,133) (141,863)
 出售不動產、工廠及設備所得款 35 24,768 42,640
 已收利息 34,187 29,617
 已收股利 41,723 106,431

 

 投資活動所用淨現金 (295,939) (186,405)
 

 



（除特別注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101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借款所得款 2,252,146 1,231,658
 償還借款 (1,074,941) (924,977)
 支付融資租賃費 (44,170) (5,470)
 非控制性權益注資 20,000 4,900
 向公司股東支付股利 (271,043) (215,092)
 向非控制性權益支付股利 (14,642) (25,596)
 與非控制性權益交易 (62,612) —

 

 融資活動產生淨現金 804,738 65,42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 675,530 (65,181)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18,810 2,187,36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匯兌損失 (4,770) (3,371)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 2,789,570 2,118,810
 

 

第102至256頁的附註為財務報表的整體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