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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722）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為「本集團」）宣佈以下綜合財

務資料摘要。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銷售額達人民幣3,150百萬元，比去年

同期增長25%。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達人民幣274百萬元，比

去年同期增長46%。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每股基本盈利達人民幣0.10元。

本集團致力擴展原有核心業務及技術改進，包括商用車輛零部件（「商用車輛零部件」）、

電力設備（「電力設備」）、通用機械（「通用機械」）及數控機床（「數控機床」）等業務。

本集團預期將尋求更多機會實現業務和溢利的持續增長，開發高增長潛力的產品，提升

產能以充分滿足市場需求及致力發展國內外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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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期間」）的中期
業績。本集團之中期業績未經審計，但已經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
事務所審閱。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簡明綜合中期損益表

未經審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3,150,419 2,519,822

銷售成本 (2,573,853) (2,069,256)

毛利 576,566 450,566

分銷成本 (97,293) (79,679)

行政開支 (245,897) (204,545)

其他收益－淨額 3,738 6,999

其他收入 9,156 4,001

營業溢利 246,270 177,342

融資收入 11,385 6,446

融資成本 (46,109) (24,519)

融資成本－淨額 (34,724) (18,07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05,555 56,798

除所得稅前溢利 317,101 216,067

所得稅 13 (36,504) (13,345)

期間內溢利 280,597 20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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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73,915 187,645

少數股東權益 6,682 15,077

280,597 202,722

期間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佔溢利的每股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 基本及攤薄 14 0.10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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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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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5 1,150,575 997,436

　投資性物業 5 27,693 28,888

　租賃預付款 5 375,895 378,387

　無形資產 5 47,705 49,358

　於聯營公司投資 573,776 474,291

　遞延所得稅資產 70,383 67,137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5,236 9,761

　其他非流動資產 1,140 1,518

2,252,403 2,006,776

　流動資產

　存貨 1,086,559 1,002,10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6 1,339,576 1,183,504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99,740 167,134

　受限制現金 320,853 229,79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22,729 1,036,079

5,069,457 3,618,614

資產總計 7,321,860 5,625,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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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
　股本 7 3,684,640 2,679,740

　儲備 (990,456) (1,026,394)

　保留盈利 486,302 212,387

　少數股東權益 37,511 46,542

權益總計 3,217,997 1,912,275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8 294,528 274,466

　遞延收入 99,796 105,655

　遞延所得稅負債 680 1,359

　退休福利責任 9 131,920 131,750

526,924 513,23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2,885,207 2,569,070

　即期所得稅負債 62,775 60,812

　借貸 8 601,247 544,288

　退休福利責任 9 6,570 6,550

　保養撥備 11 21,140 19,165

3,576,939 3,199,885

負債總計 4,103,863 3,713,115

權益及負債總計 7,321,860 5,625,390

流動資產淨額 1,492,518 418,72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744,921 2,42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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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商用車輛零部件、通用機械、數控機床及電力設備製造及銷售。

根據重慶機電控股（集團）公司（「重慶機電集團」或「母公司」）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主板上市而進行的重組（「重組」），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重慶機電集團是中國成立的國有企業，直接由重慶市政府國有資產監督

管理委員會監督管理。本公司註冊辦事處為中國重慶市渝中區中山三路155號（郵編400015）。

本公司成立前商用車輛零部件、通用機械、數控機床、電力設備及其他業務（「前身業務」）由受重慶

機電集團擁有或控制的多間公司經營。

根據重慶機電集團與其餘三名發起人（定義見下文）訂立的重組協定（「重組協定」），重慶機電集團於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重組生效日」）進行重組，成立本公司，有關重組詳情如下：

1. 本公司向重慶機電集團發行1,999,194,803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股份，作為重慶機電集團

向本公司投入下列資產及負債（合稱「核心業務」）的對價：

(i) 商用車輛零部件製造及銷售業務的所有營運資產及負債；

(ii) 電力設備製造及銷售業務的所有營運資產及負債；

(iii) 通用機械製造及銷售業務的所有營運資產及負債；及

(iv) 數控機床製造及銷售業務的所有營運資產及負債。

2. 本公司向中國華融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華融公司」）發行198,192,123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

股份，作為取得重慶通用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通用工業」）44.35%權益的對價。重組生效

日前，母公司擁有通用工業另外53.03%權益，屬於核心業務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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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分別向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渝富公司」）發行241,176,614股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股份及向重慶建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建工集團」）發行241,176,614股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股份，總現金代價約為人民幣482,353,000元。

華融公司、渝富公司及建工集團由中國政府擁有及控制。

上述發行的股份總數為2,679,740,154股，即本公司的初期註冊資本。母公司合共擁有本公司

74.6%權益，而華融公司、渝富公司及建工集團（合稱「其餘三名發起人」）合共擁有本公司25.4%

權益。

在重組過程中，經營與本公司業務並不相似業務（合稱「非相關業務」）的母公司所有實體的股權

並不轉讓於本公司，由母公司保留，故此並不計入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發行H股股票。本公

司股份資本變動明細呈列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七。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經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八日批准刊發。

2. 呈列基準

重組前後，如以上附註1所述，本集團現時屬下公司皆由母公司控制，從而重組被視為共同控制下的

企業合併。因此，轉讓予本公司的資產及負債按歷史賬面值列示，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的簡明中期財務資料呈報核心業務的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猶如母公司於呈報期間開始時

已將核心業務轉讓予本公司及核心業務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一直存

在。

此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34「中期財務

報告」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未經審計，但已由本公司審核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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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

除以下所述，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刊發的

招股說明書附件一中的會計師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一致。

中期的所得稅根據全年收益期望值和適用的稅率額計算。

以下準則、修訂及對已公佈準則的詮釋必須在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採納，但

與本集團的營運無關：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1號，香港財務準則2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2號，「服務特許權安排」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國際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19 － 界定福

利資產限額、最低資金要求及兩者相互關係

以下為已公佈的準則、修訂及對現有準則的詮釋，而本集團必須在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

的會計期間或較後期間採納，但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8「營運分部」，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8取代了香

港會計準則14「分部報告」，此項新準則要求採用「管理方法」，即分部資料須按照與內部報告所

採用的相同基準呈報。預期影響現正由管理層詳細評估中。

• 香港會計準則23（修訂）「借貸成本」，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本集團將於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採用香港會計準則23（修訂），但預期不會對本集團賬目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2（修訂）「基於股份的開支」，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該修訂與本集團無

關，因為本集團未有基於股份的開支計劃。

• 香港會計準則3（修訂）「企業合併」，以及修訂後的香港會計準則27（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

表」，香港會計準則28「於聯營公司的投資」和香港會計準則31「於合營公司的投資」，生效於企

業合併併購日在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管理層正在評估關於併購的新規定對於本集團的

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1（修訂）「財務報表的呈報」，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管理層正在根據該

準則要求編製類比報表。

• 香港會計準則32（修訂）「金融工具列報」以及修訂後的香港會計準則1「財務報表的呈報」，由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該修訂條例與本集團無關，因為本集團未有所述之工具。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13「客戶忠誠度計劃」，由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該詮釋與本集團的營運無關，因為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客戶忠誠度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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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主要報告形式 – 業務分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由四個主要業務分部組成：(i)商用車輛零部件製造及銷售；(ii)電

力設備製造及銷售；(iii)通用機械製造及銷售；及(iv)數控機床製造及銷售。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業績如下：

未經審計

商用車輛

業務分部 零部件 電力設備 通用機械 數控機床 未分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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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總收益 885,916 1,047,989 556,717 666,907 — 3,157,529

分部間收益 — (7,110) — — — (7,110)

收益 885,916 1,040,879 556,717 666,907 — 3,150,419

營運盈利／分部業績 146,745 52,638 32,045 40,842 (26,000) 246,270

融資成本－淨額 (34,724)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33,519 67,231 4,805 — — 105,555

除所得稅前溢利 317,101

所得稅開支 (36,504)

期間內溢利 280,597

物業、廠房及設備

與投資物業折舊 12,031 11,627 6,710 9,191 128 39,687

遞延收入攤銷 — (381) (2,878) (2,601) — (5,860)

租賃預付款及無形資產攤銷 3,014 417 1,431 1,528 — 6,390

存貨撇減／（沖銷） 901 — (292) 727 — 1,336

貿易及其他應收

款項減值撥備／（沖銷） 927 (4,812) 1,253 (3,155) — (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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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業績如下：

未經審計

商用車輛

業務分部 零部件 電力設備 通用機械 數控機床 未分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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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總收益 674,157 968,059 373,004 504,602 — 2,519,822

分部間收益 — — — — — —

收益 674,157 968,059 373,004 504,602 — 2,519,822

營運盈利／分部業績 95,501 41,512 14,654 25,675 — 177,342

融資成本－淨額 (18,073)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20,166 34,011 2,621 — — 56,798

除所得稅前溢利 216,067

所得稅開支 (13,345)

期間內溢利 202,722

物業、廠房及設備

與投資物業折舊 9,454 12,150 5,461 8,462 — 35,527

遞延收入攤銷 — (312) (2,656) (2,426) — (5,394)

租賃預付款及無形資產攤銷 3,410 411 1,161 1,596 — 6,578

存貨（沖銷）／撇減 (1,752) — (492) 4,340 — 2,096

貿易及其他應收

　款項減值（沖銷）／撥備 (1,682) 2,374 726 1,247 — 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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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分部資產及負債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資本開支如下：

未經審計

商用車輛

業務分部 零部件 電力設備 通用機械 數控機床 未分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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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1,248,434 1,484,966 1,702,876 970,569 1,341,239 6,748,084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301,310 222,759 49,707 — — 573,776

資產總值 1,549,744 1,707,725 1,752,583 970,569 1,341,239 7,321,860

負債 605,409 944,523 1,194,655 476,479 882,797 4,103,863

資本開支（附註5） 49,873 36,594 103,880 12,594 1,285 20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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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資產及負債及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資本開

支如下：

經審計

商用車輛

業務分部 零部件 電力設備 通用機械 數控機床 未分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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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1,082,859 1,289,529 1,563,734 875,720 339,257 5,151,099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272,767 156,707 44,817 — — 474,291

資產總值 1,355,626 1,446,236 1,608,551 875,720 339,257 5,625,390

負債 533,920 785,375 1,117,697 389,497 886,626 3,713,115

未經審計

資本開支（附註5） 41,731 31,026 44,991 30,774 — 148,522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存貨、應收款及營運現金。此等項目不包括遞延

稅項、作企業用途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分部負債由營運負債組成。此等項目不包括稅項和企業貸款等項目。

資本開支包括對物業、機器、設備、投資物業及無形資產的添置。

次要報告形式 – 地區分部

本集團分別在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和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於境外產生的收入及利潤皆少於該期間總額的10%，且主要資產均在中國境內。因此，未對地區分

部作相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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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租賃預付款及無形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投資物業、租賃預付款和無形資產變動表列示如下：

未經審計

物業、

廠房及設備 投資物業 租賃預付款 無形資產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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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賬面淨值 997,436 28,888 378,387 49,358 1,454,069

添置 202,611 — 630 1,615 204,856

處置 (10,980) — — — (10,980)

折舊／攤銷 (38,492) (1,195) (3,122) (3,268) (46,077)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賬面淨值 1,150,575 27,693 375,895 47,705 1,601,868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賬面淨值 790,798 31,278 387,098 24,737 1,233,911

添置 148,345 — 6,325 177 154,847

處置 (18,575) — — — (18,575)

折舊／攤銷 (34,332) (1,195) (3,068) (3,510) (42,105)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賬面淨值 886,236 30,083 390,355 21,404 1,32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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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308,158 1,192,229

減：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47,919) (253,009)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淨額 1,060,239 939,220

其他應收款項 309,822 276,860

減：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30,485) (32,576)

其他應收款項－淨額 279,337 244,284

1,339,576 1,183,504

本集團給予客戶的一般信貸期上限為90天。截止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30天內 417,472 339,048

31天-90天 303,103 248,872

91天-1年 282,689 335,588

1-2年 92,530 72,238

2-3年 24,771 22,025

3年以上 187,593 174,458

1,308,158 1,19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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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本

股份數目 內資股 H股 合計

’0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註冊、發售並全額支付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及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結餘

　（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 2,679,740 2,679,740 — 2,679,740

內資股轉換為H股（附註(a)） — (95,287) 95,287 —

發售新股（附註(b)） 1,004,900 — 1,004,900 1,004,900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 3,684,640 2,584,453 1,100,187 3,684,640

(a) 根據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辦法的規定（「辦法規定」），95,287,000股H股經發起人

由內資股轉換（「H股轉換」）並由中國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社保理事會」）持有。該辦法規

定，本公司的國有股股東將轉讓其相當於根據發行的H股總數約10%的內資股給社保理事會。

H股轉換的股份與新發售的H股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b)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本公司發售1,004,900,000股新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每股價格港

幣1.3元。該等發售之股份與H股轉換之股份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該等所有股份均與內資股享有同等地位。

本公司發售1,004,900,000新股收到淨收入人民幣1,023,634,000元，其中實際支付資本人民幣

1,004,900,000元，股本儲備約人民幣18,73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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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借貸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非流動

長期銀行借貸 294,528 113,058

其他非流動借貸 — 161,408

非流動借貸合計 294,528 274,466

流動

短期銀行借貸 567,560 504,242

其他流動借貸 33,687 40,046

流動借貸合計 601,247 544,288

借貸合計 895,775 818,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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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變動分析如下：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期初餘額 818,754

新增借款 464,266

償還貸款 (387,245)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餘額 895,775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期初餘額 584,452

新增借款 270,475

豁免負債 (47,958)

償還貸款 (92,251)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餘額 714,718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借貸利息為人民幣41,418,000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人

民幣24,847,000元）。

於各結算日，本集團未提取借貸額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固定利率

　－ 1年內到期 11,110 41,110

　－ 1年後到期 17,950 17,530

29,060 5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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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退休福利責任

退休福利責任金額於資產負債表日確認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定額精算責任之現值 138,240 137,850

未確認精算虧損 250 450

於資產負債表所列負債 138,490 138,300

減：即期部分 (6,570) (6,550)

131,920 131,750

退休福利責任變動列示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期初 138,300 147,271

期間

　－ 利息費用 3,030 2,440

　－ 精算收益 (140) (30)

　－ 支付 (2,700) (3,210)

期末 138,490 14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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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180,623 956,647

其他應繳稅項 126,891 116,789

其他應付款項 188,420 149,731

應計開支 36,854 27,140

應計薪金及福利 180,946 194,085

客戶墊款 653,166 594,924

政府墊款 518,307 529,754

2,885,207 2,569,070

截止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包括應付關聯方

餘額）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

30天內 413,727 224,235

31天-90天 389,502 193,591

91天-1年 319,909 487,702

1-2年 34,083 15,274

2-3年 3,178 11,309

3年以上 20,224 24,536

1,180,623 95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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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保養撥備

保養撥備指若干車輛零部件售後服務的保養成本，按現時售後服務政策及過往所涉有關成本記錄估

計。該等保養撥備計入綜合損益表銷售成本。

保養撥備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19,165

於綜合損益表支銷 6,540

期內使用 (4,565)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21,140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7,215

於綜合損益表支銷 16,178

期內使用 (5,627)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17,766

12. 營業利潤

下列專案屬特殊性質、規模或出現情況，已在本期間的營業利潤中記賬／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存貨撇減 1,336 2,09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沖銷）／撥備 (5,787) 2,665

物業、廠房及設備處置收益 (1,253)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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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得稅

根據中國稅法及西部大開發相關法規，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和截至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大多數子公司和合營公司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截至二

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按企業所得稅稅率33%繳稅的本公司及7間子公司列示如下：

－ 本公司；

－ 重慶惠江機床鑄造有限公司；

－ 重慶正通鑄造責任有限公司；

－ 重慶市搏水進出口有限公司；

－ 重慶通用冰洋製冷空調設備安裝有限公司；

－ 重慶通用運修有限責任公司；

－ 重慶機電一環環保設備有限公司；

－ 重慶機床集團盛普機械成套設備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

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有關中國西部大開發的詳細措施，本集

團的大部分子公司及合營公司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零年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而上述8間公司

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

所得稅費用的確認是基於管理層針對整個財政年度加權平均年所得稅稅率做出的最佳估計假設。

二零零八年估計的年所得稅稅率為15%（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估計的稅率也為15%），主要由於本集團

大部份子公司和合營公司如以上所述適用的稅率為15%，而適用稅率為25%的公司對於估計平均年

度稅率沒有重大影響。

綜合損益表所列所得稅開支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即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39,750 27,310

遞延稅項 (3,246) (13,965)

36,504 1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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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每股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273,915 187,645

發行普通股之加權數（千股） 2,774,647 1,999,195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10 0.09

本公司用於計算每股盈利的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乃假設

該六個月期間因重組而向母公司發行的1,999,194,803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股份釐定。截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取決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已存在的

2,679,740,154股，以及發行的1,004,900,000股，後者由於發行時間為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而被視作

17天。

由於所呈列的所有期間並無具有潛在攤薄影響的已發行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

同。

15. 股息

自本公司成立，並無股息支付或宣佈。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列示的股息為本集團相關附屬公司

向其權益持有人宣佈或計劃的股息。

16. 或然事項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事項。

17. 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已訂約但未發生資本開支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物業、廠房和設備 229,544 281,723

租賃預付款 30,640 3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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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包括財務回顧）

業績概覽

銷售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總額為人民幣3,150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的人民幣2,520百萬元，增長人民幣630百萬元，增幅25%。

整體而言，商用車輛零部件的銷售額為人民幣886百萬元（佔營業總額百分之二十八），增長

31.5%；電力設備的銷售額為人民幣1,041百萬元（佔營業總額百分之三十三），增長7.5%；

通用機械的銷售額為人民幣556百萬元（佔營業總額百分之十八），增長49%；數控機床的銷

售額為人民幣667百萬元（佔營業總額百分之二十一），增長32%。

商用車輛零部件業務的增長相對強勁乃受中國汽車工業的快速增長和柴油引擎市場需求的

快速增長，從而拉動了商用車輛零部件的銷售快速增長；通用機械業務增長強勁主要是調

整產品結構及開發新產品拓展市場所致；數控機床的增長緣於注重新客戶的開發及產品結

構調整，高售價產品銷量增加使銷售增長；而電力設備業務的銷售較為平穩增長。

毛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為人民幣577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451

百萬元，增長人民幣126百萬元，增幅28%，佔銷售額18.3%。

毛利受到成本結構多種持續成本上升壓力因素的負面影響，包括原材料成本、中國工資水

平等。

與去年同期相比，毛利的上升主要是源於商用車輛零部件毛利增加，佔比增大，由32%提

高到36%，從而帶動整體毛利上升，同時，電力設備、數控機床及通用機械毛利率輕微下

降。

為改善毛利，本集團已透過多項發揮本集團業務各分部間的協同效應，其中包括逐步集中

採購，增強談判力並降低採購成本，整合資訊系統以共用客戶資訊，促進各分部間跨業務

線的交叉銷售及適當時逐步整合各分部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隊伍。本集團亦逐步推行計劃，

增加海外推廣本集團優質產品，如柴油引擎，氣體壓縮機，水輪發電機及齒輪加工機床，

從而整體推動盈利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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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為人民幣12.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11百萬元，增長人民幣1.9百萬元，增幅17.3%，主要是來自處置設備收益、新產

品退稅和企業搬遷等政府補貼收入。

分銷及行政費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銷及行政費用為人民幣343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

人民幣284百萬元，增長人民幣59百萬元，增幅20.8%。分銷及行政費用佔銷售額的比率保

持去年同期約11%水平。

在本期間內入賬的銷售及分銷成本包括運輸開支、銷售員工成本及各類市場推廣開支，較

去年同期為高，因而令分銷費用增加人民幣17.6百萬元。同樣地，行政費開支較去年同期

為高，包括行政人員薪金、僱員福利開支、折舊與推銷、研發成本等，行政費用增加人民

幣41百萬元。

營業利潤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利潤為人民幣246.3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

幣177.3百萬元，增長人民幣69百萬元，增幅38.9%。若撇除已計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的一次

性收益，營業利潤較去年同期上升人民幣67百萬元，增幅40.3%。

融資成本淨額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淨利息開支為人民幣34.7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

民幣18百萬元，增長人民幣16.7百萬元，增幅93%。此乃由於從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至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期間貸款利率及其他借貸增加所致。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分配額為人民幣105.6百萬

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56.8百萬元，增長人民幣48.8百萬元，增幅8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36.5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

民幣13.3百萬元，上升人民幣23.2百萬元，增幅174%，主要是應納稅項利潤增加及遞延所

得稅項變動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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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溢利

在本期間內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273.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87.6百萬元，增加人

民幣86.3百萬元，增幅46%。每股盈利較去年同期由每股人民幣0.09元增至每股人民幣0.10

元。

業務表現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本集團主要業務分部應佔收入、毛利及分部業績：

收入 毛利 分部業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百萬元，百分比除外）

商用車輛零部件 886 674 209 145 147 96

佔總額百分比 28% 27% 36% 32% 60% 54%

電力設備 1,041 968 92 91 52 41

佔總額百分比 33% 38% 16% 20% 21% 23%

通用機械 556 373 153 112 32 15

佔總額百分比 18% 15% 27% 25% 13% 9%

數控機床 667 505 123 103 41 25

佔總額百分比 21% 20% 21% 23% 16% 14%

總部 — — — — (26) —

佔總額百分比 — — — — (10%) —

總計 3,150 2,520 577 451 246 177

商用車輛零部件業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商用車輛零部件分部的收入為人民幣886百萬元，較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74萬元，增加人民幣212百萬元，增幅

31.5%，主要是由於柴油引擎業務的收入增加人民幣143百萬元或35.9%，而制動及轉向系

統業務的收入增加人民幣49百萬元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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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間，商用車輛零部件分部的毛利為人民幣209百萬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45百萬元增加人民幣64百萬元，增幅44%。毛利率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1.5%增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3.5%，主要是柴油

引擎業務的毛利率上升，柴油引擎業務的毛利率增加是由於利用技術優勢，高毛利的發電

用柴油引擎收入所佔比例加大，帶動平均售價有所提高。

整體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商用車輛零部件分部的業績為人民幣147百萬

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6百萬元增加人民幣51百萬元，增幅

53.1%。

電力設備業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電力設備的分部收入為人民幣1,041百萬元，較截至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68百萬元，增加人民幣73百萬元，增幅7.5%，主

要是由於水力發電設備業務的收入增加人民幣30百萬元或21%。電線、電纜及材料業務的

收入增加人民幣60百萬元或10%，有色金屬材料業務收入減少人民幣8百萬元或4.1%。

在本期間，電力設備分部的毛利為人民幣92百萬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人民幣91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百萬元或1%。毛利率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9.4%減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8.8%，主要是由於原材料上升使水

力發電設備業務的毛利率減少。有色金屬材料業務以及電線、電纜及材料業務的毛利率相

對穩定。

整體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電力設備分部的業績為人民幣52百萬元，較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1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1百萬元，增幅26.8%。

通用機械業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通用機械分部的收入為人民幣556百萬元，較截至二

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73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83百萬元，增幅49%，主

要是由於工業風機業務的收入增加人民幣81百萬元或77%，工業泵業務的收入增加人民幣

67百萬元或59.6%，離心機業務的收入增加人民幣43百萬元或60%，氣體壓縮機業務的收入

減少人民幣5百萬元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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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間，通用機械分部的毛利為人民幣153百萬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人民幣112百萬元增加人民幣41百萬元，增幅36.6%。毛利率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30%減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7.5%，毛利率減少主要是

由於原材料（特別是鋼鐵）價格上升導致工業風機業務、工業泵業務及離心機業務的毛利率

減少。儘管氣體壓縮機業務的毛利率輕微上升，但相抵後，仍呈下降。

整體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通用機械分部的業績為人民幣32百萬元，較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5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7百萬元，增幅113%。

數控機床業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數控機床分部的收入為人民幣667百萬元，較截至二

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05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62百萬元，增幅32%，主要

是由於齒輪加工機床業務的收入增加人民幣51百萬元或30%，複雜精密金屬切削刀具業務

收入增加人民幣7百萬元或25.8%，以及數控車床及加工中心業務的收入增加人民幣10百萬

元或16%。本分部其他業務收入增加人民幣68百萬元或28.6%。

在本期間，數控機床分部的毛利為人民幣123百萬元，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人民幣103百萬元，增加人民幣20百萬元，增幅19.4%。毛利率由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0.4%減至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8.4%，主要是由於毛

利率低的貿易業務增加及原材料（尤其是鋼鐵）價格上升減少數控機床分部毛利率。

整體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數控機床分部的業績為人民幣41百萬元，較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5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6百萬元，增幅64%。

現金流量情況

由於本集團自發新股籌集資金淨額約人民幣1,024百萬元，導致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

十日的現金及銀行存款（包括受限制現金）共約人民幣2,444百萬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人民幣1,266百萬元），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大幅增加。

在本期間，本集團經營業務淨現金流入額為人民幣94.2百萬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人

民幣32.6百萬元）。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出額為人民幣155.1百萬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113.3百萬元）。且融資活動淨現金流入額為人民幣1,147.6百萬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

十日：人民幣90.6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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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與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總額為人民幣7,322百萬元，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5,625百萬元，增長人民幣1,697百萬元。流動資產總額為人民幣5,069百萬元，

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619百萬元，增長人民幣1,450百萬元，佔資產總額的

69.2%。然而，非流動資產總額為人民幣2,252百萬元，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2,007百萬元，增長人民幣245百萬元，佔資產總額的30.8%。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負債總額為人民幣4,104百萬元，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3,713百萬元，增加人民幣391百萬元。流動負債總額為人民幣3,577百萬元，

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200百萬元，增長人民幣377百萬元，佔負債總額的

87.2%。然而，非流動負債總額為人民幣527百萬元，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13百萬元，增長人民幣14百萬元，佔負債總額的12.8%。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為人民幣1,493百萬元，較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19百萬元，增長人民幣1,074百萬元。

流動比率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之比率）由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13:1上升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1.42:1。

借款情況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為人民幣896百萬元，較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19百萬元，增加人民幣77百萬元。

本集團須於一年內償還的借款為人民幣601百萬元，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44百萬元，增加人民幣57百萬元。須於一年後償還的借款為人民幣295百萬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開支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本開支總額約為人民幣204.8百萬元，主要用於生產技

術的提升，生產設備的升級和產能的提升（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為人民幣154.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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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以人民幣為記賬貨幣。在本期間，市場普遍預測人民幣匯率將持續面對升值壓力。

人民幣升值將導致本集團出口海外市場的貨品變得昂貴，可能對本集團的海外銷售產生不

利影響。然而，人民幣升值對本集團從海外進口原料和機器設備可能產生有利影響。其次

是上市籌集資金以港元結算，本集團在兌換人民幣存在匯率風險虧損。

此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存款包括港幣1,209.3百萬元。除此以外，

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重大外匯波動之風險。

員工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員工15,604人（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444

人）。本集團計劃繼續致力留用及招攬富有技術及經驗的技術及管理人才。本集團計劃保持

完善的管理層及僱員的表現掛 的獎勵計劃及持續向主要僱員提供更佳的晉升機會，幫助

員工發展的培訓計劃，相信有助為本集團業務吸納及留用優秀人才。

其他資料

遵守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全體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事作出詳盡查詢後，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

司所有董事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均嚴格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條

文。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本公司股份開始在聯交所買賣當日）起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本公司已採納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證券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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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人員及本集團的國際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共同審閱本

公司採納的會計準則、法律及法規，並已就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

中期業績）進行討論。審計委員會認為本中期業績符合適用會計準則、法律及法規，並已作

出適當披露。

董事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孫能義先生、何勇先生、廖紹華先生及陳先正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黃勇先生、余剛先生、楊鏡璞先生及吳堅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盧華威先生、

任曉常先生及孔維梁先生。

於聯交所網站和公司網站公佈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公佈已刊載於本公司網站( h t t p : / / w w w . c h i n a c q m e . c o m )及聯交所網站

(http://www.hkex.com.hk)。中期報告亦將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或前後在本公司網站

及聯交所網站刊載，其後再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孫能義

中國重慶，二零零八年九月八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