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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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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33,327 2,194,838

 投資性房地產 7 34,419 36,007

 租賃預付款項 7 440,887 301,674

 無形資產 7 268,943 268,520

 聯營投資 8 402,604 397,655

 遞延所得稅資產 94,183 83,482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3,529 3,529

 其他非流動資產 16,165 14,260
 

 非流動資產合計 3,294,057 3,299,965
 

 流動資產

 存貨 1,876,280 1,788,66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 3,610,374 3,302,678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293,308 283,991

 受限制現金 327,219 295,09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26,354 2,789,570
 

 流動資產合計 8,933,535 8,460,007
 

總資產 12,227,592 11,759,972
 

 



15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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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3,684,640 3,684,640

 其他儲備 (826,901) (827,006)

 留存收益 2,149,844 2,067,267
 

5,007,583 4,924,901

 非控制性權益 48,611 41,958
 

總權益 5,056,194 4,966,859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及貸款 11 1,258,268 1,458,533

 遞延收益 560,839 556,000

 遞延所得稅負債 30,704 32,120

 長期職工福利責任 12 71,925 76,781
 

 非流動負債合計 1,921,736 2,123,434
 

 



16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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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3,585,708 3,281,339

 應付股利 255,573 40,184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2,748 7,852

 當期所得稅負債 63,537 63,976

 借款及貸款 11 1,273,779 1,211,158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職工福利責任 12 12,554 12,554

 保養撥備 13 55,763 52,616
 

 流動負債合計 5,249,662 4,669,679
 

總負債 7,171,398 6,793,113
 

總權益及負債 12,227,592 11,759,972
 

流動資產淨值 3,683,873 3,790,32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977,930 7,090,293
 

 

載於第23至56頁的附註為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的整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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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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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6 5,475,116 5,219,028

銷售成本 (4,578,004) (4,227,166)
 

毛利 897,112 991,862

分銷成本 (146,672) (146,902)

行政開支 (369,189) (356,773)

其他利得—淨額 28,345 30,058

其他收入 24,281 17,393
 

經營利潤 433,877 535,638

財務收益 15,300 14,607

財務成本 (85,968) (50,714)

享有聯營公司稅後利潤的份額 8 9,189 8,823
 

除所得稅前利潤 372,398 508,354

所得稅費用 16 (62,089) (118,637)
 

期間利潤 310,309 389,717
 

 



18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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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值利得 — 4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相關稅項 — 346

外幣折算差額 105 (704)
 

本期間其他綜合收益 — 稅後淨額 105 (311)
 

本期間總綜合收益 310,414 389,406
 

利潤歸屬於：

 — 本公司所有者 303,656 387,063

 — 非控制性權益 6,653 2,654
 

310,309 389,717
 

總綜合收益歸屬於﹕

 —本公司所有者 303,761 386,752

 —非控制性權益 6,653 2,654
 

310,414 389,40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元計）

 — 基本及攤薄 17 0.08 0.11
 

 

載於第23至56頁的附註為本中期簡明財務資料的整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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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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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 非控制性

股本 其他儲備 留存收益 總計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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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結餘 3,684,640 (827,006) 2,067,267 4,924,901 41,958 4,966,859
      

本期利潤 — — 303,656 303,656 6,653 310,309

其他綜合收益

外幣折算差額 — 105 — 105 — 105
      

本期總綜合收益 — 105 303,656 303,761 6,653 310,414
      

與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的交易

分配二零一一年度股息 18 — — (221,079) (221,079) — (221,079)
      

與所有者的交易 — — (221,079) (221,079) — (221,079)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3,684,640 (826,901) 2,149,844 5,007,583 48,611 5,056,194
      

      



20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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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 非控制性

股本 其他儲備 留存收益 總計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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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結餘 3,684,640 (847,198) 1,672,554 4,509,996 64,212 4,574,208
      

本期利潤 — — 387,063 387,063 2,654 389,717

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轉變，

 已扣除稅項 — 393 — 393 — 393

外幣折算差額 — (704) — (704) — (704)
      

本期總綜合收益 — (311) 387,063 386,752 2,654 389,406
      

與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的交易

分配二零一零年度股息 — — (294,771) (294,771) (1,444) (296,215)

子公司所有者權益的變動

 （不改變控制權） — (24,617) — (24,617) (16,777) (41,394)
      

與所有者的交易 — (24,617) (294,771) (319,388) (18,221) (337,609)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3,684,640 (872,126) 1,764,846 4,577,360 48,645 4,626,005
      

      

載於第23至56頁的附註為本中期簡明財務資料的整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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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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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 358,760 136,003

 已付所得稅 (53,660) (66,985)

 已付利息 (83,897) (55,412)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 淨額 221,203 1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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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3,366,000) (2,120,000)

 收回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9 3,382,034 2,127,720

 與資產相關的政府補助 33,800 —

 購買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147,244) (115,603)

 出售不動產、工廠及設備所得款 49,285 4,486

 購買無形資產 (8,290) (2,613)

 新增租賃預付款 (4,221) (1,147)

 已收股息 4,165 35,036

 已收利息 15,300 13,310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 淨額 (41,171) (58,811)
 

 



22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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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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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364 643,431

 償還借貸 (675,332) (578,661)

 支付融資租賃費 (676) (4,417)

 支付股利予非控制性權益 (5,697) (13,900)

 與非控制性權益的交易 — (41,394)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 淨額 (143,341) 5,0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36,691 (40,146)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2,789,570 2,118,810

 匯兌收益 93 937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 2,826,354 2,079,601
 

 

載於第23至56頁的附註為本中期簡明財務資料的整體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