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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4,793,500 4,350,470
銷售成本 (4,294,119) (3,837,877)

  

毛利 499,381 512,593

分銷成本 (119,801) (117,573)
行政費用 (391,068) (614,190)
其他收益－淨額 140,558 331,793
其他收入 23,435 24,995

  

經營利潤 5 152,505 137,618

財務收益 8,025 14,823
財務費用 (56,345) (65,998)
享有聯營公司稅後利潤的份額 18,950 15,348
享有合營公司稅後利潤的份額 120,086 134,274

  

除所得稅前利潤 243,221 236,065

所得稅費用 6 (28,858) (31,123)
  

期間利潤 214,363 204,942
  

其他綜合收益
其後不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退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影響 12 (20) (1,170)
 －退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相關稅項 10 91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其他綜合收益
   份額 157 –

  

147 (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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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後或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599)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相關稅項 90 –
 －外幣折算差額 6,602 2,307

  

6,093 2,307
  

本期間其他綜合收益，扣除稅項 6,240 1,228
  

本期間總綜合收益 220,603 206,170
  

利潤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172,839 185,161
 －非控制性權益 41,524 19,781

  

214,363 204,942
  

總綜合收益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179,079 186,389
 －非控制性權益 41,524 19,781

  

220,603 206,170
  

本公司所有者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元計）
 －基本及攤薄 7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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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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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690,501 3,715,249
 投資性房地產 8 7,875 25,958
 租賃預付款項 8 531,706 616,515
 無形資產 8 297,481 297,956
 聯營公司投資 554,332 484,977
 合營公司投資 447,076 326,99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 40,995 41,985
 遞延所得稅資產 81,045 86,574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7,164 7,763
 其他非流動資產 56,493 23,613

  

 非流動資產合計 5,714,668 5,627,580
  

 流動資產
 存貨 1,604,396 1,880,756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577,467 527,38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 4,877,214 4,301,327
 應收股利 129,090 428,645
 受限制現金 456,291 457,39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90,581 1,543,975

  

 流動資產合計 9,035,039 9,139,491
  

總資產 14,749,707 14,76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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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的權益
 股本 3,684,640 3,684,640
 其他儲備 (672,160) (678,400)
 留存收益 3,180,890 3,100,167

  

6,193,370 6,106,407
 非控制性權益 490,280 448,395

  

總權益 6,683,650 6,554,80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1 819,138 668,779
 遞延收益 398,250 411,518
 遞延所得稅負債 68,134 75,940
 長期職工福利責任 12 164,904 186,974

  

 非流動負債合計 1,450,426 1,343,211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0 4,346,458 4,588,696
 應付股利 106,239 24,190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6,094 4,535
 當期所得稅負債 55,389 56,559
 借款 11 2,017,903 2,101,047
 遞延收益 32,743 38,605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職工福利責任 12 36,389 39,907
 保養撥備 14,416 15,519

  

 流動負債合計 6,615,631 6,869,058
  

總負債 8,066,057 8,212,269
  

總權益及負債 14,749,707 14,76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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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計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
 

附註 股本 其他儲備 留存收益 總計
非控制性

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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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結餘 3,684,640 (678,400) 3,100,167 6,106,407 448,395 6,554,802

      

綜合收益
本期利潤 – – 172,839 172,839 41,524 214,363

      

其他綜合收益
退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
 已扣除稅項 – (10) – (10) – (1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 
 價值變動，已扣除稅項 – (509) – (509) – (509)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
 其他綜合收益份額 – 157 – 157 – 157
外幣折算差額 – 6,602 – 6,602 – 6,602

      

其他綜合收益總計 – 6,240 – 6,240 – 6,240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綜合總收益 – 6,240 172,839 179,079 41,524 220,603

      

與所有者的交易總額，
 直接在權益中確認
分配二零一五年度股息 13 – – (92,116) (92,116) – (92,116)
子公司變動影響 – – – – 361 361

      

與所有者的交易總額，
 直接在權益中確認 – – (92,116) (92,116) 361 (91,755)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結餘 3,684,640 (672,160) 3,180,890 6,193,370 490,280 6,68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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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
 

股本 其他儲備 留存收益 總計
非控制性

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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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利潤 – – 185,161 185,161 19,781 204,942

      

其他綜合收益
退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
 已扣除稅項 – (1,079) – (1,079) – (1,079)
外幣折算差額 – 2,307 – 2,307 – 2,307

      

其他綜合收益總計 – 1,228 – 1,228 – 1,228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綜合總收益 – 1,228 185,161 186,389 19,781 206,170

      

與所有者的交易總額，
 直接在權益中確認
分配二零一四年度股息 – – (169,493) (169,493) – (169,493)

      

與所有者的交易總額，
 直接在權益中確認 – – (169,493) (169,493) – (169,493)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結餘 3,684,640 (722,759) 2,899,493 5,861,374 426,272 6,28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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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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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865) (51,145)
 已付所得稅 (36,881) (31,277)
 已付利息 (34,902) (47,943)

  

經營活動的淨現金流量 (480,648) (13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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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196,463
 與資產相關的政府補助 9,909 3,837
 購買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303,597) (340,655)
 出售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投資性房地產及租賃預付款所得款 197,876 200,037
 購買無形資產 (7,171) (11,189)
 租賃預付款的增加 (3,923) (38,363)
 已收股利 299,100 7,337
 已收利息 8,025 13,236
 出售子公司所得款－淨額 62,934 –
 向聯營公司投資 (15,273) –

  

投資活動的淨現金流量 247,880 (39,297)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借款所得款項 392,862 949,371
 償還借款 (279,898) (899,198)
 融資租賃所得款項 – 150,000
 支付融資租賃 (11,248) (903)
 向非控制性權益支付股利 (7,334) (11,648)

  

融資活動的淨現金流量 94,382 187,6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138,386) 17,96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543,975 1,203,508
 匯兌（損失）╱利得 (15,008) 2,252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1,390,581 1,223,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