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6 4,841,594 4,857,059
銷售成本 (4,339,892) (4,334,054)

 

毛利 501,702 523,005

分銷成本 (131,068) (143,490)
行政開支 (342,698) (355,614)
其他收益 — 淨額 4,549 38,244
其他收入 34,630 41,919

 

經營利潤 7 67,115 104,064

財務收益 36,086 12,072
財務費用 (73,998) (78,578)
享有聯營公司稅後利潤的份額 11 38,560 9,550
享有合營公司稅後利潤的份額 12 169,758 191,371

 

除所得稅前利潤 237,521 238,479

所得稅費用 8 (25,531) (9,663)
 

期間利潤 211,990 22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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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 (570)
退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相關稅項 28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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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續）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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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 — (68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相關稅項 — 103
外幣折算差額 1,345 (1,443)

 

本期間其他綜合收益，扣除稅項 801 (2,567)
 

本期間總綜合收益 212,791 226,249
 

利潤歸屬於：

 —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191,709 223,100
 — 非控制性權益 20,281 5,716

 

211,990 228,816
 

總綜合收益歸屬於﹕

 —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192,510 220,533
 — 非控制性權益 20,281 5,716

 

212,791 226,249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元計）
 — 基本及攤薄 9 0.05 0.06

 

 

載於第23至53頁的附註為本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的整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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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10 2,880,786 2,734,318

 投資性房地產 10 27,335 29,825

 租賃預付款項 10 486,347 482,704

 無形資產 10 296,145 286,872

 聯營投資 11 521,072 508,417

 合營投資 12 479,901 310,143

 遞延所得稅資產 73,849 74,819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2,840 2,840

 其他非流動資產 19,068 11,425
 

 非流動資產合計 4,787,343 4,441,363
 

 流動資產

 存貨 1,726,286 1,669,709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534,258 464,87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3 4,471,175 3,877,374

 應收股利 146,223 157,464

 受限制現金 675,439 447,16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38,909 1,792,359
 

 流動資產合計 8,992,290 8,408,940
 

總資產 13,779,633 12,85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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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股本 14 3,684,640 3,684,640

 其他儲備 (746,719) (752,910)

 留存收益 2,589,202 2,587,115
 

5,527,123 5,518,845

 非控制性權益 387,701 367,420
 

總權益 5,914,824 5,886,265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7 1,404,549 1,489,258

 遞延收益 483,952 475,757

 遞延所得稅負債 20,164 21,786

 長期職工福利責任 18 34,554 37,003
 

 非流動負債合計 1,943,219 2,023,804
 

 



18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5 4,388,873 3,828,431

 應付股利 205,128 25,381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4,817 8,568

 當期所得稅負債 50,949 50,796

 借款 17 1,234,194 996,881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職工福利責任 18 9,637 9,316

 保養撥備 16 17,992 20,861
 

 流動負債合計 5,921,590 4,940,234
 

總負債 7,864,809 6,964,038
 

總權益及負債 13,779,633 12,850,303
 

流動資產淨值 3,070,700 3,468,70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858,043 7,910,069
 

 

載於第23至53頁的附註為本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的整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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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計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非控制性

權益股本 其他儲備 留存收益 總計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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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結餘 3,684,640 (752,910) 2,587,115 5,518,845 367,420 5,886,265
      

綜合收益

本期利潤 — — 191,709 191,709 20,281 211,990
      

其他綜合收益

退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 已扣除稅項 — (544) — (544) — (544)

外幣折算差額 — 1,345 — 1,345 — 1,345
      

其他綜合收益總計 — 801 — 801 — 801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綜合總收益 — 801 191,709 192,510 20,281 212,791
      

於權益直接確認的公司權益持有者的

 投入和分配的總額

分配二零一三年度股息 19 — — (184,232) (184,232) — (184,232)
      

公司權益持有者的投入和分配的總額

轉撥至儲備 — 5,390 (5,390) — — —
      

與所有者的交易總額 — 5,390 (189,622) (184,232) — (184,232)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3,684,640 (746,719) 2,589,202 5,527,123 387,701 5,914,824
      

      



20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續）

未經審計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非控制性

權益股本 其他儲備 留存收益 總計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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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結餘（重述） 3,684,640 (787,733) 2,246,485 5,143,392 338,799 5,482,191

綜合收益

本期利潤 — — 223,100 223,100 5,716 22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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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5) — (585) — (585)

退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 已扣除稅項 — (539) — (539) — (539)

外幣折算差額 — (1,443) — (1,443) — (1,443)

其他綜合收益總計 — (2,567) — (2,567) — (2,567)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綜合總收益 — (2,567) 223,100 220,533 5,716 226,249

於權益直接確認的公司權益持有者的

 投入和分配的總額

分配二零一二年度股息 — — (128,963) (128,963) — (128,963)

與所有者的交易總額 — — (128,963) (128,963) — (128,963)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3,684,640 (790,300) 2,340,622 5,234,962 344,515 5,579,477

載於第23至53頁的附註為本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的整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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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 (44,468) (255,396)

 已付所得稅 (66,979) (24,741)

 已付利息 (51,826) (53,162)
 

經營活動的淨現金流量 (163,273) (333,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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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45,991) (712,000)

 收回處置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 20 48,129 705,583

 與資產相關的政府補助 29,309 8,136

 聯營公司投資 — (94,439)

 購買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433,265) (201,257)

 出售不動產、工廠及設備所得款 43,640 10,010

 購買無形資產 (15,126) (19,050)

 租賃預付款增加 (40,503) —

 已收股息 37,147 132,107

 已收利息 37,403 12,072
 

投資活動的淨現金流量 (339,257) (15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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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續）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借貸所得款項 1,479,127 717,123

 償還借貸 (1,325,931) (775,698)

 支付融資租賃費 (1,292) (1,739)

 向非控制性權益支付股利 (4,484) (2,365)
 

融資活動的淨現金流量 147,420 (62,67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355,110) (554,816)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792,359 2,525,881

 匯兌收益╱（損失） 1,660 (152)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438,909 1,970,913
 

 

載於第23至53頁的附註為本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的整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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