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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
任何責任。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業績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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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以下綜合業績資料摘要。

•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營業額達約人民幣4,857.1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
8.2%。

•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毛利達約人民幣523.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4.1%。

•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達約人民幣223.1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下降約26.6%。

•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每股基本盈利達約人民幣0.06元。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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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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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述）

收入 4,857,059 4,490,852
銷售成本 (4,334,054) (3,945,527)

毛利 523,005 545,325

分銷成本 (143,490) (125,338)
行政開支 (355,614) (315,275)
其他利得-淨額 38,244 27,753
其他收入 41,919 24,281

經營利潤 104,064 156,746

財務收益 12,072 11,187
財務成本 (78,578) (85,619)
享有聯營公司稅後利潤的份額 9,550 9,189
享有合營公司稅後利潤的份額 191,371 237,938

除所得稅前利潤 238,479 329,441

所得稅費用 (9,663) (19,024)

期間利潤 228,816 310,417

其他綜合收益
其後不循環至損益的項目
福利精算重新計量影響 (570) (1,610)
福利精算重新計量相關稅項 31 74

其後或循環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值損失 (688)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相關稅項 103 —
外幣折算差額 (1,443) 105

本期間其他綜合收益 — 稅後淨額 (2,567) (1,431)

本期間總綜合收益 226,249 308,986

利潤歸屬於：
 — 本公司所有者 223,100 303,764
 — 非控制性權益 5,716 6,653

228,816 310,417

總綜合收益歸屬於：
 — 本公司所有者 220,533 302,333
 — 非控制性權益 5,716 6,653

226,249 30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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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 0.08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重述）

資產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工廠及設備 2,303,589 2,182,750
 投資性房地產 31,468 33,006
 租賃預付款項 456,713 462,078
 無形資產 278,677 266,127
 聯營投資 486,003 384,734
 合營投資 487,473 366,689
 遞延所得稅資產 80,485 73,612
 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2,965 3,653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519 13,526

 非流動資產合計 4,139,892 3,786,175

 流動資產
 存貨 1,722,599 1,646,07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4,625,043 3,629,936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390,198 352,777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12,000 —
 受限制現金 310,511 243,85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70,913 2,525,881

 流動資產合計 9,031,264 8,398,530

總資產 13,171,156 12,184,705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重述）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3,684,640 3,684,640

 其他儲備 (790,300) (787,733)

 留存收益 2,340,622 2,246,485

5,234,962 5,143,392

 非控制性權益 344,515 338,799

總權益 5,579,477 5,482,191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255,370 1,169,038

 遞延收益 491,590 520,808

 遞延所得稅負債 23,114 24,526

 長期職工福利責任 41,343 45,457

 非流動負債合計 1,811,417 1,759,82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4,234,659 3,336,496

 應付股利 149,824 23,228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6,261 10,589

 當期所得稅負債 41,889 48,785

 借款 1,316,820 1,491,167

 一年內到期的長期職工福利責任 10,417 10,417

 保養撥備 20,392 22,003

 流動負債合計 5,780,262 4,942,685

總負債 7,591,679 6,702,514

總權益及負債 13,171,156 12,184,705

流動資產淨值 3,251,002 3,455,84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390,894 7,242,020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計

歸屬於本公司所有者 非控制性

權益股本 其他儲備 留存收益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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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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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
 已扣除稅項 — (585) — (585) — (585)
養老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 已扣除稅項 — (539) — (539) — (539)
外幣折算差額 — (1,443) — (1,443) —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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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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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所有者的交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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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結餘（重述） 3,684,640 (826,880) 2,065,502 4,923,262 41,958 4,965,220

本期利潤 — — 303,764 303,764 6,653 310,417

其他綜合收益

養老金福利責任重新計量， 已扣除稅項 — (1,536) — (1,536) — (1,536)

外幣折算差額 — 105 — 105 — 105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綜合總收益 — (1,431) 303,764 302,333 6,653 308,986

與所有者以其所有者身份的交易

分配二零一一年度股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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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 3,684,640 (828,311) 2,148,187 5,004,516 48,611 5,053,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