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碼：900953　公司簡稱：凱馬B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報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報告摘要來自半年度報告全文，投資者欲瞭解詳細內容，應當仔細閱讀同時刊載於
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等中國證監會指定網站上的半年度報告全文。
1.2公司簡介

公司股票簡況
股票種類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簡稱 股票代碼 變更前股票簡稱

B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凱馬B股 900953 　

聯繫人和聯繫方式 董事會秘書 證券事務代表
姓名 史建萍 周麗
電話 021-52046658 021-62036446
傳真 021-62030851 021-62030851
電子信箱 anny@kama.com.cn zhouli@kama.com.cn
二、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情況
2.1公司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減(%)
總資產 4,102,906,388.08 4,108,536,189.75 -0.14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817,606,076.78 837,770,668.72 -2.41

本報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5,017,348.38 165,120,403.51 -90.91
營業收入 2,268,603,797.46 2,649,007,232.80 -14.36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0,494,708.89 9,495,928.26 -315.83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
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24,104,045.82 -11,040,390.71 不適用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2.48 1.14 減少3.62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20 0.0148 -316.22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320 0.0148 -316.22
2.2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截止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29,671
截止報告期末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總數（戶） 0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股東
性質

持股比
例(%)

持股
數量

持有有限售條
件的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
的股份數量

中國恆天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29.83 190,926,520 190,926,520 無 　
濰柴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12.13 77,649,853 77,649,853 無 　
南昌工業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10 64,000,000 64,000,000 無 　
山東萊動內燃機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5.76 36,861,602 36,861,602 無 　
壽光市資產經營公司 國有法人 3.39 21,705,332 21,705,332 無 　
中國恆天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3 8,526,936 0 無 　
天津港保稅區潤佳國際貿易
有限公司

境內非國有法人
0.55 3,519,152 3,519,152 無

　

SCBHK A/C BBH S/A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54 3,471,680 0 無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45 2,864,000 0 無
　

中國紡織科學技術開發總
公司

國有法人 0.44 2,784,066 2,784,066 無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關
係或一致行動人的情況。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無
2.3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情況表
 □適用  √不適用 
2.4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變更情況
 □適用  √不適用 
三、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報告期內，由於宏觀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公司主導產品市場需求繼續下降，載貨汽車排放標準升級、非道路

柴油發動機排放標準實施期限調整等因素影響，公司主導產品銷量下滑，營業收入同比減少，上半年出現虧
損。面對嚴峻形勢，公司按照提質增效要求，在困難中找機遇，在競爭中謀生存，專注聚焦，推動產品結構和
市場結構調整，落實控虧增效工作，保持了公司運營穩定。開展的重點工作一是結合排放政策要求和市場需求
變化，加快產品升級。公司加大國V輕卡、符合非道路國Ⅲ排放標準的柴油發動機等新品市場推廣力度，根據市
場變化主動調整銷售策略，穩定市場份額; 二是深化降本增效，推進兩項資金治理，加速盤活存量，保持運營質
量；三是持續夯實管理基礎，強化財務監督和運營管控，不斷完善內控體系和審計、法務等監督體系建設。

報告期內，公司實現載貨汽車銷量2.67萬輛，同比減少15.83%；發動機產品銷量18.09萬台，同比減少
13.4%，其中小型汽、柴油機及機組產品銷量9.31萬台，同比下降18.18%；礦山機械銷量 29台，同比減少
17.14%；上半年進出口貿易實現營業收入6.8億元，同比下降26.82%。報告期內，公司實現營業收入22.69億
元，比上年同期減少14.36%；實現利潤總額-1090.58萬元，比上年同期減少132.17%；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
的淨利潤-2049.47萬元，比上年同期減少315.83%。

（一）主營業務分析
1、財務報表相關科目變動分析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科目 本期數 上年同期數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2,268,603,797.46 2,649,007,232.80 -14.36
營業成本 2,112,739,842.03 2,435,873,007.00 -13.27
銷售費用 59,370,154.96 77,085,094.16 -22.98
管理費用 100,263,225.51 111,044,533.15 -9.71
財務費用 6,326,682.30 8,660,779.57 -26.95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5,017,348.38 165,120,403.51 -90.91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7,615,466.47 2,094,653.44 263.57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71,498,635.49 -169,454,462.09 不適用
研發支出 23,907,956.33 17,797,722.63 34.33
營業收入變動原因說明:受宏觀經濟增速放緩、排放標準升級等因素影響，載貨汽車市場和內燃機市場整體下

行，公司主導產品輕卡和內燃機銷量下滑，營業收入下降。
營業成本變動原因說明:營業收入下降，營業成本相應減少。
銷售費用變動原因說明:主要系銷量下滑，業務費、運輸費、銷售服務費下降。
管理費用變動原因說明:主要系產銷量下滑，依據產銷情況計發的管理崗位薪酬支出減少。
財務費用變動原因說明:主要系借款減少及利率下降，利息支出減少。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原因說明:市場低迷，銷售商品收到現金減少及支付到期票據增加。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原因說明:主要系本期收回到期的土地收儲款較上年同期增加。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原因說明:支付的信用證、保函等保證金減少及非銀行金融機構融資租賃借

款增加。
研發支出變動原因說明:用於傳統載貨汽車、新能源汽車和內燃機新產品開發的投入以及提高產品質量穩定性

與可靠性的研究投入增加。
2、其他
(1) 公司利潤構成或利潤來源發生重大變動的詳細說明
與去年同期比，淨利潤減少2999.06萬元，主要原因一是受宏觀經濟增速放緩、排放標準升級等因素影響，

載貨汽車市場和內燃機市場整體下行，公司主導產品產銷量下滑，毛利率水平下降；二是受鋼鐵、煤炭市場持
續低迷影響，公司為其配套的工程機械板塊收入持續下滑導致虧損增加；三是較上年同期減少土地處置收益
1843.4萬元。

(2) 公司前期各類融資、重大資產重組事項實施進度分析說明
無
(3) 經營計劃進展說明
報告期內，公司實現營業收入22.69億元，比上年同期減少14.36%；實現利潤總額-1090.58萬元，比上年同

期減少132.17%；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2049.47萬元，比上年同期減少315.83%。
（二）行業、產品或地區經營情況分析
1、主營業務分行業、分產品情況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主營業務分行業情況

分行業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

營業收入
比上年增
減（%）

營業成本
比上年增
減（%）

毛利率比上年增減
（%）

製造 1,629,643,737.39 1,488,581,478.54 8.66 -15.94 -14.66 減少1.37 個百分點
貿易 601,202,622.45 593,269,592.26 1.32 -12.82 -12.69 減少0.14 個百分點
合計 2,217,968,378.62 2,068,803,755.04 6.73 -14.68 -13.62 減少1.14個百分點

主營業務分產品情況

分產品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毛利率
（%）

營業收入
比上年增
減（%）

營業成本
比上年增
減（%）

毛利率比上年增減
（%）

載貨汽車 998,261,084.75 931,452,809.02 6.69 -15.85 -13.19 減少2.86 個百分點
內燃機 610,319,354.64 535,421,517.25 12.27 -13.37 -14.20 增加0.85 個百分點
工程機械 21,063,298.00 21,707,152.27 -3.06 -56.09 -54.04 減少4.61 個百分點
貿易 601,202,622.45 593,269,592.26 1.32 -12.82 -12.69 減少0.14 個百分點
合計 2,217,968,378.62 2,068,803,755.04 6.73 -14.68 -13.62 減少1.14 個百分點

主營業務分行業和分產品情況的說明:工程機械產品受煤炭、鋼鐵市場持續低迷影響，市場進一步萎縮，
產銷量下滑，營業收入大幅減少。

2、主營業務分地區情況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地區 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比上年增減（%）
山東 1,438,062,201.64 -17.21
江蘇 170,518,237.75 10.83
上海 601,202,622.45 -12.82
江西 18,895,589.72 -57.96
黑龍江 2,167,708.28 -28.24
合計 2,217,968,378.62 -14.68
主營業務分地區情況的說明：位於江西省的企業南昌凱馬主要生產礦山機械產品，因市場萎縮，收入大幅

減少。
（三）核心競爭力分析
報告期內，公司的核心競爭力未發生重大變化，主要體現在可持續發展能力、快速響應、低成本領先優勢

以及機制優勢等方面，關於公司核心競爭力的分析請詳見公司 2015年年度報告。
（四）投資狀況分析
1、對外股權投資總體分析
不適用
2、非金融類公司委託理財及衍生品投資的情況
不適用
3、募集資金使用情況
不適用
4、主要子公司、參股公司分析
(1)本報告期納入合併範圍的的控股子公司基本情況：

被投資企業名稱 所屬行業
註冊資本
（萬元）

總資產
（萬元）

淨資產
（萬元）

淨利潤
（萬元）

年末股權
比例

山東凱馬汽車製造有限公司 載貨汽車 38143 220043 84763 1500 75.01%
山東華源萊動內燃機有限公
司

內燃機 19300 83513 18851 -264 66.68%

無錫華源凱馬發動機有限公
司

發動機 3500 43690 10425 473 50.00%

南昌凱馬有限公司 工程機械 30000 34735 6069 -1802 89.91%
上海凱寧進出口有限公司 進出口貿易 1342 15240 1802 163 74.52%
黑龍江富錦凱馬車輪製造有
限公司

鋼圈 3880 5595 1955 -73 83.51%

上海凱躍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進出口貿易 2000 3418 2016 1 100.00%

１ 凱馬汽車主要從事載貨汽車及配件的生產和銷售。受宏觀經濟增速放緩和排放升級政策影響，輕卡車
市場整體下行，銷量下滑，2016年1-6月實現營業收入103967萬元，同比下降15.23%；營業利潤1687萬
元，同比下降65.90%；淨利潤1500萬元，同比下降63.91%。

２ 華源萊動主要從事內燃機及配件的生產和銷售。受排放標準實施期限調整及農機市場需求不旺等
因素影響，2016年1-6月實現營業收入44567萬元，同比下降19.88%；營業利潤-437萬元，同比下降
420.99%；淨利潤-264萬元，同比下降238.50%。

３ 無錫凱馬主要從事小型內燃機及發電機組的生產和銷售。通過調整營銷策略、積極拓展外銷市場，
2016年1-6月實現營業收入17253萬元，同比提高11.10%；營業利潤516萬元，同比增加124.55%；淨利潤
473萬元，同比增加382.90%。

４ 南昌凱馬主要從事礦山機械的生產和銷售。受鋼鐵、煤炭市場持續低迷影響，為其配套的礦山機械產
品市場進一步萎縮，2016年1-6月實現營業收入1957萬元，同比下降57.92%；營業利潤-1791萬元；淨利
潤-1802萬元。

(2) 本報告期參股公司基本情況：

被投資企業名稱 所屬行業
註冊資本
（萬元）

總資產 淨資產 淨利潤 
（萬元）

年末股權比
例(%)（萬元） （萬元）

上海交大頂峰經營管理有
限公司

實業投資、
管理

3200 4151 -691 -1 18.44

5、非募集資金項目情況
 √適用  □不適用 

單位：萬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名稱 項目金額 項目進度 本報告期投入金額
累計實際
投入金額

項目
收益情況

貴州凱馬車輛有限公
司建設項目工程

14,700 在建 5.24 1,387.11 /

合計 14,700 / 5.24 1,387.11 /
（四）涉及財務報告的相關事項
4.1 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會計政策、會計估計發生變化的，公司應當說明情況、原因及其影響。
不適用
4.2 報告期內發生重大會計差錯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應當說明情況、更正金額、原因及其影響。
不適用
4.3 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對財務報表合併範圍發生變化的，公司應當作出具體說明。
本公司合併財務報表的合併範圍以控制為基礎確定，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的財務報表。子公司，是指

被本公司控制的企業或主體。截至報告期末，納入合併財務報表範圍的子公司七家、孫公司九家。
4.4 半年度財務報告已經審計，並被出具非標準審計報告的，董事會、監事會應當對涉及事項作出說明。 
不適用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李顏章
2016年8月25日

股票代碼：900953　股票簡稱：凱馬B　編號：臨2016-020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
董事會第十七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
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於二○一六年八月十五日以專人送達、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發出了召開
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七次會議的通知，於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以現場結合通訊方式在江蘇省
無錫市召開會議。會議應出席董事9名，9名董事出席了會議，其中李曉紅董事、葛彬林董事、吳
洪偉董事以通訊方式參加此次會議。公司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列席了會議。會議的召開符合《中華
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及《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規定，作出的決議合法有
效。

會議通過記名投票表決方式作出如下決議：
一、以9票贊成審議通過了《關於增補周慈銘先生為公司董事會相關專業委員會成員的議案》；
二、以9票贊成審議通過了《關於2016年半年度報告及摘要的議案》；
三、以7票贊成審議通過了《關於控股子公司獲關聯方科技創新專項資金的議案》。關聯董事李

曉紅先生、邢國龍先生迴避表決，公司獨立董事對關聯交易事前認可並發表了同意該議案的獨立意
見。具體內容詳見本公司臨2016-021號公告。

特此公告。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碼：900953　股票簡稱：凱馬B　編號：臨2016-022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屆
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
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於二○一六年八月十五日以專人送達、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發出了召開
第六屆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的通知，於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以現場結合通訊方式在江蘇省
無錫市召開會議。會議應出席監事5名，5名監事出席會議，其中姚豐平監事以通訊方式出席此次會
議。會議的召開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及《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規定，作出的決議合法有效。會議決議如下：

一、以5票贊成審議通過了《關於2016年半年度報告及摘要的議案》。
監事會對董事會編製的2016年半年度報告進行了審核，提出如下審核意見：
（一）公司2016年半年度報告的編制和審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規、《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和公司內部管理制度的各項規定；
（二）2016年半年度報告的內容和格式符合中國證監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所包含的

信息從各方面真實地反映出公司2016年半年度的經營管理和財務狀況等事項；
（三）在監事會提出本意見前，未發現參與2016年半年度報告編製和審議的人員有違反保密規定

的行為。
二、以3票贊成審議通過了《關於控股子公司獲關聯方科技創新專項資金的議案》。
關聯監事徐桂珍女士、尉佳先生迴避表決。
監事會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對關聯交易事項進行了監督審核，監事會認為，該

關聯交易事項將促進公司產品的升級換代，提升自主創新開發能力，增強公司發展後勁。關聯交易
事項不存在損害公司利益及股東利益的行為。                  

特此公告。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監  事  會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碼：900953　股票簡稱：凱馬B　編號：臨2016-021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控股子公司
獲關聯方科技創新資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
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東中國恆天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恆天集團」或「集團」）為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山東凱馬汽車製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凱馬汽車」）新型換代輕卡開發項目、新能源汽車關鍵
零部件檢查控制平台及整車閉環模擬測試系統及山東華源萊動內燃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源萊
動」）非道路國Ⅲ系列柴油機開發項目提供科技創新資金，該事項構成關聯交易，但不構成重大資
產重組。

●關聯交易事項將推進公司產品研發項目進程，促進企業科技創新，對公司生產經營將產生積極
影響。不存在損害交易各方利益的情況，不會損害公司及中小股東的利益。

一、關聯交易概述 
（一）關聯交易履行的審議程序
關聯交易事項經獨立董事事前認可，並經獨立董事同意提交董事會審議。2016年8月25日，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該議案，關聯董事李曉紅先生、邢國龍先生迴避表決。獨立
董事孟令秋女士、任永平先生、周慈銘先生發表獨立意見認為：關聯交易事項將推進公司產品研發
項目進程，促進企業科技創新，對公司生產經營產生積極影響。關聯交易事項不會對其它股東利益
造成損害，對本公司的獨立性不構成影響，不會因此類交易而對關聯方產生依賴。符合《中華人民
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及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的有關規
定，決策程序合法。

（二）本次關聯交易金額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凱馬汽車新型換代輕卡開發項目列入集團科技創新專項資金支持計劃，集團向

凱馬汽車提供無息借款600萬元；凱馬汽車新能源汽車關鍵零部件檢查控制平台及整車閉環模擬測
試系統項目獲得科技創新專項補助資金160萬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華源萊動非道路國Ⅲ系列柴油機開發項目列入集團科技創新專項資金支持計
劃，集團向華源萊動提供無息借款360萬元。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實施指引》的規定，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本次關聯
交易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規定的重大資產重組。　

二、關聯方介紹和關聯關係
（一）基本情況
1、中國恆天集團有限公司
註冊地址　：北京市朝陽區建國路99號中服大廈
法定代表人：劉海濤
註冊資本　：325721萬元
註冊號　　：10000888-6
主營業務　：紡織機械成套設備和零配件、其他機械設備和電子設備開發、生產、銷售；與上述

業務相關的技術開發、技術服務、技術咨詢；紡織品、紡織原輔材料、化工材料（危險品除外）、
木材、服裝、建築材料、汽車配件的銷售；進出口業務；承辦國內展覽和展銷會；主辦境內對外經
濟技術展覽會；汽車（貨車）製造及技術研究。 

財務狀況：截至2016年3月31日，恆天集團資產總額為7435872萬元，淨資產為2491053萬元，
實現營業收入795087萬元，淨利潤2633萬元。 

2、山東凱馬汽車製造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股比例：75.01%
註冊地址　　　：山東省壽光市東環路5888號
註冊資本　　　：38142.86萬元
法定代表人　　：董宜順
公司經營範圍　：製造、銷售農用運輸車、汽車及配附件（按國家經貿委公告執行）；經營本企

業自產產品及技術的出口業務；經營本企業生產、科研所需的原輔材料、儀器儀表、機械設備、零
配件及技術的進口業務。

財務狀況：截至2016年3月31日，凱馬汽車資產總額為235874萬元，淨資產為84693萬元，實現
營業收入53078萬元，淨利潤990萬元。

3、山東華源萊動內燃機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股比例：66.68%
註冊地址　　　：山東省萊陽市五龍北路40號
註冊資本　　　：19300萬元
法定代表人　　：許允和
經營範圍　　　：內燃機及配件、汽車零部件及配件、通用零部件、金屬切削機床、鋼鐵鑄件、

鍛件及粉末冶金製品、切削工具、模具、齒輪、傳動和驅動部件、量規、輔助測量器具的製造銷
售，本企業產品的出口和本企業金屬機械設備、零配件、原輔料及技術的進口等。

財務狀況：截至2016年3月31日，華源萊動資產總額為87045萬元，淨資產為19701萬元，實現
營業收入21205萬元，淨利潤631萬元。

（二）中國恆天集團有限公司與公司的關聯關係
恆天集團為公司的控股股東，截止2016年3月31日，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31.6%的股權。根據

《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有關規定，該事項構成關聯交易。
三、關聯交易主要內容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凱馬汽車新型換代輕卡項目列入科技創新專項資金支持計劃，獲得集團公司無

息借款600萬元，用於研發兩款新型換代輕卡駕駛室及其相關配套產品；凱馬汽車新能源汽車關鍵
零部件檢查控制平台及整車閉環模擬測試系統項目投入運行，將確保控制外購關鍵零部件的質量，
縮短新產品開發週期，加快新產品開發進度。該研發項目列入集團補助支持資金計劃，獲得160萬
元補助資金。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華源萊動非道路國Ⅲ系列柴油機開發項目列入科技創新專項資金支持計劃，獲
得集團公司無息借款360萬元，用於單缸機及多缸機的升級換代。

公司對上述兩筆共計960萬元的無息借款提供擔保，擔保計劃已列入公司2016年度擔保計劃中，
並已經公司2015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四、關聯交易對公司的影響
關聯交易事項將促進公司產品的升級換代，提升自主創新開發能力，促進科技創新步伐，增強公

司發展後勁，增加產品市場佔有率。關聯交易不會對公司未來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生重大影
響，不會對其它股東利益造成損害，對本公司的獨立性不構成影響，不會因此類交易而對關聯方產
生依賴。

五、備查文件
（一）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七次會議決議
（二）獨立董事事前認可意見
（三）獨立董事意見
特此公告。

恆天凱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恆 天 凱 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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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翡翠台 無綫明珠台 鳳凰衛視中文台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J2台

6:00 香港早晨及環球新聞檔
案

7:45 香港早晨
8:55 瞬間看地球
9:00 快樂長門人
9:10 文化新領域
9:45 喜羊羊與灰太狼之懶羊

羊當大廚
10:15 LEGO玩具特約︰帝國

騎士
10:45 Battle Spirits小霸王
11:15 幪面超人鎧武
11:50 宣傳易
12:00 我要做老闆
1:00 午間新聞
1:10 瞬間看地球
1:15 瘋狂歷史補習社
2:15 體育世界
3:00 爸B也Upgrade 2及超級

勁歌推介
4:00 爆旋陀螺 擊爆戰魂
4:30 Think Big 遊學團
5:00 特備節目
5:30 櫻桃小丸子
6:00 Y Angle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5 2016 立法會選舉論壇
8:30 區區開伙
9:30 城寨英雄
10:30 特備節目
11:00 勁歌金曲及一分鐘．一

份情
11:30 晚間新聞
11:45 天氣報告及

瞬間看地球
11:50 廣告雜誌
12:00 廉政行動2016
1:00 宣傳易
1:05 皆大歡喜
1:35 宣傳易
1:40 傷城
4:05 樂勢力

6:00 金融概要
7:00 恩雨之聲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8:30 死神九問
9:00 湯馬仕小火車
9:30 復仇者聯盟之正義出擊
10:00 權能時間
11:00 港生活．港享受
11:25 明珠檔案
11:50 財經雜誌
12:15 寰宇體壇
1:15 情迷意大利 (III)
2:15 親親兔兔
2:40 小小鳥
2:50 音樂熱點
3:00 香港壁球總會特約：二O一

六國泰航空新鴻基金融香港
壁球公開賽

5:00 小小發明家 (III)
5:30 科學無限大
6:00 再戰極地冒險王
6:25 翻山涉水上學去
7:20 警訊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笑笑小電影 (XXVI)
8:30 全美一叮 (X)
9:20 花生動畫 及話說當年
9:30 周末大電影:鐵血戰士S

(PG37H)
11:50 晚間新聞
12:05 瞬間看地球
12:10 香港壁球總會特約：二O一

六國泰航空新鴻基金融香港
壁球公開賽

2:10 深宵影院:白雪公主之魔幻
復仇記

4:25 笑笑小電影 (XXVI)
4:50 音樂熱點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6:00 RUNNING MAN
8:00 FAIRY TAIL魔導少年

III
9:00 流行速遞
9:30 Music Station
10:30 愛與夢飛翔
11:30 安樂蝸
12:00 搵食飯團
12:30 滋味行
1:30 神的禮物
3:00 都市的法則
4:30 VS嵐
5:30 新加坡潮什麼
6:00 Music Café
7:00 娛樂新聞報道
8:00 3日2夜
8:30 RUNNING MAN
9:30 六合彩
9:35 RUNNING MAN
10:15 未生
12:15 Code Geass亡國的阿基

德
1:35 3日2夜
2:05 新加坡潮什麼
2:35 Music Station
3:30 未生
5:15 創潮居
5:30 流行速遞

06:30 香港故事 - 音樂．人間
07:00 老土正傳
07:30 家多一點點
08:30 死神九問
09:00 光影我城II
10:00 奔向逃亡路
11:00 金錢國度
12:00 識多一點點
13:00 8花齊放
13:30 喜樂柒章
14:00 好想藝術
14:30 國際新視野
15:30 語文教室-英語遊踪(1999)
16:00 漫遊百科
17:00 小農夫 大作物
17:25 阿美愛發問
17:33 大頭妹與乜東東
17:40 超好玩實驗
18:00 十年人事
18:30 鏗鏘集
18:55 申訴五分鐘
19:05 2016立法會選舉論壇
21:00 滅罪實錄
21:30 天人合一
22:30 新聞天地
22:50 申訴五分鐘
22:55 海底精華遊
23:00 演藝盛薈
01:00 樂壇新秀2015

06:00 時事辯論會
06:25 鳳凰觀天下：問答神州
06:55 騰飛中國
07:00 金曲點播
07:15 龍行天下
08:00 周末晨早播報
08:25 鳳凰氣象站
08:30 財智菁英匯
08:55 鳳凰氣象站
09:00 鳳凰大視野
09:35 地球宣言
0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紀錄．大時代
10:35 我們一起走過
11:30 鳳凰觀天下：問答神州
12:00 文化大觀園
12:30 周末正午播報
12:55 鳳凰氣象站
13:00 築夢天下
13:30 金曲點播
13:35 鳳凰焦點關注
13:55 絲路文明
14:00 風雲對話
14:30 台灣名嘴匯
15:00 資訊快遞
15:30 鳳凰衝擊播：財經正前方
16:05 金曲點播
16:15 鳳凰精選
17:20 世紀大講堂
18:00 台灣名嘴匯
18:30 笑逐言開
19:15 承諾2020
20:00 一虎一席談
21:00 時事直通車
21:40 皇牌大放送
22:45 生命密碼
23:30 台灣名嘴匯
00:00 鳳凰精選
01:10 我們一起走過
02:00 一虎一席談
02:50 築夢天下
03:15 承諾2020
04:00 笑逐言開
04:40 生命密碼
05:20 我們一起走過

06:00 早晨新聞
08:00 屢見耆工
08:30 韓流時刻-勁歌排行榜
09:30 月刊少女野崎同學
10:00 西甲前瞻
10:30 ATP場內場外2016
11:00 信長協奏曲
12:00 午間新聞
12:30 Lady MaMa
13:00 活匠當下
13:30 學嘢
14:30 粵詞越愛
15:00 一球入魂
15:30 ATP 16 精華
16:30 甜心格格
17:00 境界之輪迴
17:30 區區有樂
18:00 6點新聞報道
18:30 杏林在線
19:00 大鳴大放
19:30 Kai POP
20:00 8點新聞報道
20:30 大人女子
21:30 恐怖醫學
22:30 對不起 標籤你
23:30 晚吹-真PK
00:15 幸福退休日
02:45 Interviu
03:00 山步．行
03:30 「煮」角
04:30 輝哥的饌賞貳
05:30 一切從溫泉開始

06:00 朝聞天下
08:35 星推薦
08:39 家有喜婦-13/32
09:29 家有喜婦-14/32
10:19 家有喜婦-15/32
11:07 家有喜婦-16/32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3:34 等着我
14:35 吉尼斯中國之夜
18:01 尋寶-我有傳家寶
19:00 新聞聯播
19:31 天氣預報
19:39 焦點訪談
20:03 星光大道
22:00 晚間新聞
22:38 開講啦
23:33 誰是終極英雄-槍王爭霸

賽5(1套)
00:27 動物世界
01:18 晚間新聞
01:50 精彩一刻
02:32 星光大道
04:10 今日說法
05:00 新聞聯播
05:30 人與自然

06:00 海峽兩岸
06:30 今日亞洲
07:00 中國新聞
07:30 今日關注
08:00 中國新聞
09:01 深度國際
09:47 中國文藝-暑期特編-11
11:12 國寶檔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3:00 天涯共此時
13:45 天天飲食(海外版)
14:00 中國新聞
14:15 開國元勳朱德-21/33
14:58 開國元勳朱德-22/33
15:43 開國元勳朱德-23/33
16:26 開國元勳朱德-24/33
17:09 開國元勳朱德-25/33
18:00 中國文藝
19:00 中國新聞
19:30 今日亞洲
20:00 外國人在中國
20:30 海峽兩岸
21:00 中國新聞
21:30 今日關注
22:00 「漢語橋」2016全球外國

人漢語大會-5
23:33 大宋提刑官-37/52
00:16 大宋提刑官-38/52
01:03 天天飲食(海外版)
01:18 東方-35/39
02:00 新聞聯播
02:31 東方-36/39
03:13 東方-37/39
04:00 中國新聞
05:00 東方-38/39
05:45 天天飲食(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