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綜合收益表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二零一五年年報112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5 9,010,422 9,485,570

銷售成本 8 (8,022,954) (8,420,794)
  

毛利 987,468 1,064,776

分銷成本 8 (270,407) (255,180)

行政費用 8 (1,084,097) (814,407)

其他收益，淨額 6 642,380 213,361

其他收入 7 71,501 136,675
  

經營利潤 343,845 345,225

財務收益 24,395 21,368

財務費用 (133,281) (104,512)
  

財務費用，淨額 10 (108,886) (83,144)

享有聯營公司稅後利潤的份額 12 23,810 51,084

享有合營公司稅後利潤的份額 12 265,127 317,514
  

除所得稅前利潤 523,896 630,679

所得稅費用 13 (57,311) (66,906)
  

年度利潤 466,585 563,773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二零一五年年報 113

合併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綜合收益：

其後不會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退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影響 9,935 (2,322)

 －退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相關稅項 (349) 110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其他綜合 

   收益份額 － 452

其後可能會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266) 2,18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相關稅項 40 (328)

 －外幣折算差額 1,856 (2,179)
  

本年度其他綜合收益，扣除稅項 11,216 (2,078)
  

本年度總綜合收益 477,801 561,695
  

利潤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417,634 511,943

非控制性權益 48,951 51,830
  

466,585 56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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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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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續）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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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850 509,865

非控制性權益 48,951 51,830
  

477,801 56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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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 0.14
  

第121至280頁的附註為財務報表的整體部份。

資產負債表日後對所有股東分配的股利 33 92,116 169,493
      



合併資產負債表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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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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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3,715,249 3,105,368

投資性房產 17 25,958 29,828

租賃預付款項 15 616,515 466,672

無形資產 18 297,956 289,469

對聯營公司投資 12 484,977 540,112

對合營公司投資 12 326,990 316,16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9 41,985 –

遞延所得稅資產 31 86,574 72,51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7,763 8,029

其他非流動資產 23,613 24,263
  

5,627,580 4,852,425
  

流動資產

存貨 22 1,880,756 1,700,88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9 4,301,327 4,187,371

應收股利 428,645 313,426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20 527,389 498,025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3 – 194,939

受限制現金 21 457,399 684,03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 1,543,975 1,203,508
  

9,139,491 8,782,188
  

總資產 14,767,071 13,63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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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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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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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3,684,640 3,684,640

 儲備 26 (678,400) (723,987)

 留存收益
 －擬派末期股利 33 92,116 169,493

 －其他 26 3,008,051 2,714,332
  

6,106,407 5,844,478

非控制性權益 448,395 406,491
  

總權益 6,554,802 6,250,969
  

負債

 非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27 – 30,000

 借款 29 668,779 1,421,986

 遞延收益 30 411,518 410,617

 遞延所得稅負債 31 75,940 50,279

 長期職工福利責任 32 186,974 50,451
  

1,343,211 1,963,333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二零一五年年報 117

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27 4,588,696 4,200,117

應付股利 24,190 27,175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20 4,535 15,239

當期所得稅負債 56,559 44,599

借款 29 2,101,047 1,072,975

遞延收益 30 38,605 32,206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職工福利責任 32 39,907 11,605

保修撥備 28 15,519 16,395
  

6,869,058 5,420,311
  

總負債 8,212,269 7,383,644
  

總權益及負債 14,767,071 13,634,613
      

第112至120頁的財務報表已由董事會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批核，並代表董事會簽署。

  

董事 董事

第121至280頁的附註為財務報表的整體部份。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權益變動表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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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股本 其他儲備 留存收益 總計 非控制性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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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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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利潤 – – 511,943 511,943 51,830 563,77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 
 變動，已扣除稅項 – 1,861 – 1,861 – 1,861
退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 
 已扣除稅項 – (2,212) – (2,212) – (2,212)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 
 其他綜合收益份額 – 452 – 452 – 452
外幣折算差額 – (2,179) – (2,179) – (2,179)

      

其他綜合收益，扣除稅項 – (2,078) – (2,078) – (2,078)
      

綜合總收益 – (2,078) 511,943 509,865 51,830 561,695
      

與權益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
 進行的交易
與二零一三年有關的股利 – – (184,232) (184,232) – (184,232)
轉撥至儲備 – 31,001 (31,001) – – –
分配給非控制性權益的股利 – – – – (7,482) (7,482)
其他減少 – – – – (5,277) (5,277)

      

與權益所有者以其所有者的
 身份進行的交易的總額 – 31,001 (215,233) (184,232) (12,759) (196,991)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3,684,640 (723,987) 2,883,825 5,844,478 406,491 6,250,969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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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權益變動表（續）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股本 其他儲備 留存收益 總計 非控制性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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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結餘 3,684,640 (723,987) 2,883,825 5,844,478 406,491 6,250,969
      

綜合收益
年度利潤 – – 417,634 417,634 48,951 466,58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 
 變動，已扣除稅項 – (226) – (226) – (226)

退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 
 已扣除稅項 – 9,586 – 9,586 – 9,586

外幣折算差額 – 1,856 – 1,856 – 1,856
      

其他綜合收益，扣除稅項 – 11,216 – 11,216 – 11,216
      

綜合總收益 – 11,216 417,634 428,850 48,951 477,801
      

與權益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
 進行的交易
與二零一四年有關的股利 – – (169,493) (169,493) – (169,493)

轉撥至儲備 – 31,799 (31,799) – – –

分配給非控制性權益的股利 – – – – (8,513) (8,513)

子公司變化的影響 – – – – 563 563

其他增加 – 2,572 – 2,572 903 3,475
      

與權益所有者以其所有者的
 身份進行的交易的總額 – 34,371 (201,292) (166,921) (7,047) (173,968)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結餘 3,684,640 (678,400) 3,100,167 6,106,407 448,395 6,554,802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合併綜合現金流量表
（除特別註明外，金額單位為人民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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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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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398,737 120,502
 已付利息 (160,284) (105,225)
 已付所得稅 (57,629) (42,634)

  

 經營活動產生╱（所用）淨現金 180,824 (27,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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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 (229,991)
 收回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68,575 40,280
 與資產相關的政府補助 39,841 11,277
 購買不動產、工廠及設備及投資性房產 (699,057) (718,092)
 購買無形資產 (20,086) (8,806)
 投資營公司 – (1,375)
 出售不動產、工廠及設備及租賃預付款 
  所得款 34 216,722 305,365
 已收利息 24,526 21,368
 已收股利 170,228 209,885
 租賃預付款增加 (50,854) (9,627)
 投資處置之收益 179,591 460

  

 投資活動產生╱（所用）淨現金 59,486 (379,256)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借款所得款 1,814,207 1,248,462
 償還借款 (1,535,148) (1,238,246)
 支付融資租賃費 (587) (1,395)
 向公司股東支付股利 (169,493) (184,232)
 向非控制性權益支付股利 (8,513) (5,688)

  

 融資活動產生╱（所用）淨現金 100,466 (181,09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淨增加╱（減少） 340,776 (587,712)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03,508 1,792,3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匯兌損失 (309) (1,139)

  

年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 1,543,975 1,203,508
      

第121至280頁的附註為財務報表的整體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