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述）

收入 5 9,701,044 8,908,032

銷售成本 8 (8,616,264) (7,873,291)
 

毛利 1,084,780 1,034,741

分銷成本 8 (266,446) (264,710)

行政費用 8 (749,257) (708,265)

其他收益 — 淨額 6 94,914 46,745

其他收入 7 124,775 131,362
 

經營利潤 288,766 239,873

財務收益 35,249 29,790

財務費用 (136,707) (163,034)
 

財務費用 — 淨額 10 (101,458) (133,244)

享有合營公司稅後利潤的份額 12 353,816 381,282

享有聯營公司稅後利潤的份額 12 44,099 963
 

除所得稅前利潤 585,223 488,874

所得稅費用 13 (44,785) (30,525)
 

年度利潤 540,438 458,349
 

 



108 二零一三年年報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合併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述）

其他綜合收益：

其後不會轉入利潤或虧損的項目

退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影響 (355) (3,292)

退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相關稅項 (63) 343

其後可能轉入利潤或虧損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虧損）╱收益 (813) 12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相關稅項 122 (19)

外幣折算差額 (1,305) 606
 

本年度其他綜合收益，扣除稅項 (2,414) (2,238)
 

本年度總綜合收益 538,024 456,111
 

利潤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506,829 443,446

 非控制性權益 33,609 14,903
 

540,438 458,349
 

 



109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合併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述）

本年度總綜合收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504,415 441,208

 非控制性權益 33,609 14,903
 

538,024 45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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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0.14 0.12
 

資產負債表日後對所有股東分配的股利 32 184,232 128,962
 

 

第117至264頁的附註為財務報表的整體部份。



110 二零一三年年報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資產負債表

本集團 本公司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一月一日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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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述） （經重述）

資產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16 2,734,318 2,182,750 2,079,674 7,265 7,644
 投資物業 17 29,825 33,006 36,007 — —

 租賃預付款項 15 482,704 462,078 301,674 — —

 無形資產 18 286,872 266,127 252,011 — —

 對聯營公司投資 12 508,417 384,734 397,655 229,206 209,206
 對子公司的投資 11 — — — 2,826,027 2,332,189
 對合營公司投資 12 310,143 366,689 274,207 200,929 200,92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9 — — — 224,155 581,0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30 74,819 73,612 68,561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840 3,653 3,529 — —

 其他非流動資產 11,425 13,526 14,249 — 306,000
  

4,441,363 3,786,175 3,427,567 3,487,582 3,636,968
  

 流動資產
 存貨 22 1,669,709 1,646,077 1,632,978 —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9 3,877,374 3,627,999 2,926,837 570,722 216,254
 應收股利 157,464 60,737 236,210 171,164 60,838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20 464,871 352,777 283,991 — —

 受限制現金 21 447,163 243,859 294,574 5,074 5,0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 1,792,359 2,525,881 2,482,570 1,052,989 1,137,728

  

8,408,940 8,457,330 7,857,160 1,799,949 1,419,876
  

總資產 12,850,303 12,243,505 11,284,727 5,287,531 5,056,844
  

  



111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資產負債表（續）

本集團 本公司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一月一日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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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述） （經重述）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股本 24 3,684,640 3,684,640 3,684,640 3,684,640 3,684,640
 儲備 25 (752,910) (787,733) (826,881) (732,276) (769,513)
 留存收益
  —  擬派末期股利 32 184,232 128,962 221,078 184,232 128,962
  —  其他 25 2,402,883 2,117,523 1,844,425 998,659 806,651

  

5,518,845 5,143,392 4,923,262 4,135,255 3,850,740
 非控制性權益 367,420 338,799 41,958 — —

  

總權益 5,886,265 5,482,191 4,965,220 4,135,255 3,850,74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28 1,489,258 1,169,038 1,458,364 1,021,064 1,046,417
 遞延收益 29 475,757 520,808 556,000 — —

 遞延所得稅負債 30 21,786 24,526 32,120 — —

 長期職工福利責任 31 37,003 45,457 78,420 — —
  

2,023,804 1,759,829 2,124,904 1,021,064 1,046,417
  

  



112 二零一三年年報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資產負債表（續）

本集團 本公司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一月一日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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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述） （經重述）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26 3,828,431 3,395,296 2,859,543 106,093 133,791
 應付股利 25,381 23,228 40,184 — —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20 8,568 10,589 7,852 — —

 當期所得稅負債 50,796 48,785 43,997 — —

 借款 28 996,881 1,491,167 1,210,938 25,119 25,896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
  職工福利責任 31 9,316 10,417 12,554 — —

 保養撥備 27 20,861 22,003 19,535 — —
  

4,940,234 5,001,485 4,194,603 131,212 159,687
  

總負債 6,964,038 6,761,314 6,319,507 1,152,276 1,206,104
  

總權益及負債 12,850,303 12,243,505 11,284,727 5,287,531 5,056,844
  

流動資產淨值 3,468,706 3,455,845 3,662,557 1,668,737 1,260,18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910,069 7,242,020 7,090,124 5,156,319 4,897,157
  

  

第107至264頁的財務報表已由董事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批核，並代表董事會簽署。

  

董事 董事

第117至264頁的附註為財務報表的整體部分。



113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合併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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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附註 25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結餘，
 如前報告 3,684,640 (827,006) 2,067,267 4,924,901 41,958 4,966,859
會計政策變動的影響 41 — 125 (1,764) (1,639) — (1,639)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結餘，
 經重述 3,684,640 (826,881) 2,065,503 4,923,262 41,958 4,965,220

      

綜合收益
年度利潤，經重述 — — 443,446 443,446 14,903 458,349

      

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
 價值變動，已扣除稅項 — 105 — 105 — 105
退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 
 已扣除稅項 — (2,949) — (2,949) — (2,949)
外幣折算差額 — 606 — 606 — 606

其他綜合收益總計 — (2,238) — (2,238) — (2,238)
      

綜合總收益，經重述 — (2,238) 443,446 441,208 14,903 456,111
      

於權益直接確認的公司權益
 持有者的投入和分配的總額
與二零一一年有關的股利 — — (221,078) (221,078) — (221,078)
分配給非控制性權益的股利 — — — — (12,062) (12,062)
非控制性權益投入現金 — — — — 294,000 294,000

      

公司權益持有者的投入和
 分配的總額 — — (221,078) (221,078) 281,938 60,860

轉撥至儲備 — 41,386 (41,386) — — —

與所有者交易的總數 — 41,386 (262,464) (221,078) 281,938 60,860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經重述 3,684,640 (787,733) 2,246,485 5,143,392 338,799 5,482,191

      



114 二零一三年年報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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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附註 25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結餘 3,684,640 (787,733) 2,246,485 5,143,392 338,799 5,482,191

綜合收益
年度利潤 — — 506,829 506,829 33,609 540,438

      

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
 價值變動，已扣除稅項 — (691) — (691) — (691)
退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
  已扣除稅項 — (418) — (418) — (418)
外幣折算差額 — (1,305) — (1,305) — (1,305)

      

其他綜合收益總計 — (2,414) — (2,414) — (2,414)
      

綜合總收益 — (2,414) 506,829 504,415 33,609 538,024
      

於權益直接確認的公司權益
 持有者的投入和分配的總額
與二零一二年有關的股利 — — (128,962) (128,962) — (128,962)
分配給非控制性權益的股利 — — — — (4,988) (4,988)

      

公司權益持有者的投入
 和分配的總額 — — (128,962) (128,962) (4,988) (133,950)

轉撥至儲備 — 37,237 (37,237) — — —
      

與所有者交易的總數 — 37,237 (166,199) (128,962) (4,988) (133,950)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3,684,640 (752,910) 2,587,115 5,518,845 367,420 5,886,265

      

      

第117至264頁的附註為財務報表的整體部分。



115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述）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經營產生的現金 33 72,859 57,719

 已付利息 (156,004) (163,199)

 已付所得稅 (51,168) (38,401)
 

 經營活動所用淨現金 (134,313) (143,881)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購買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714,000) (5,066,000)

 收回處置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723,986 5,095,082

 與資產相關的政府補助 12,025 38,792

 購買不動產、工廠及設備及投資物業 (549,542) (271,921)

 租賃預付款項增加 (34,347) (171,322)

 購買無形資產 (32,636) (26,653)

 投資聯營公司 (94,439) —

 出售不動產、工廠及設備所得款 33 3,409 48,264

 處置租賃預付款 — 2,003

 已收利息 35,249 29,790

 處置非流動資產 2,800 —

 已收股利 329,326 478,921
 

 投資活動（所用）╱產生淨現金 (318,169) 156,956
 

 



116 二零一三年年報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合併現金流量表（續）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述）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借款所得款 1,667,192 1,564,288

 償還借款 (1,812,093) (1,578,782)

 支付融資租賃費 (1,758) (1,385)

 非控制性權益注資 — 294,000

 向公司股東支付股利 (128,962) (236,755)

 向非控制性權益支付股利 (4,988) (13,341)
 

 融資活動（所用）╱產生淨現金 (280,609) 28,02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 增加 (733,091) 41,100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25,881 2,482,57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匯兌（損失）╱收益 (431) 2,211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 1,792,359 2,525,881
 

 

第117至264頁的附註為財務報表的整體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