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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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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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網站：www.behl.com.hk）

（股份代號：392）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要點

‧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之營業收入約為116.28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21.2%。

‧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之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達14.18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上升

11.3%。

‧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盈利達1.25港元。

‧ 宣派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現金股息每股20港仙。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綜合業績以及於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二零零八年同期之比較

數字。本集團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之綜合營業收入為116.28億港元，較去年同期上

升21.2%。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14.18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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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各業務分類之除稅後純利如下：

除稅後純利 比例
千港元 %

天然氣業務 1,040,271 73.4
啤酒業務 172,106 12.1
水務處理業務 118,954 8.4
收費道路 65,163 4.6
其他 21,584 1.5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I. 業務回顧

天然氣業務

北京市燃氣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北京燃氣」）之天然氣分銷業務錄得營業收入
58.9億港元，較去年上半年增加16%。本年度上半年天然氣分銷業務所得純利
為4.51億港元，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增加11.4%。售氣量約為28.6億立方米，較
去年同期之24.9億立方米增長14.9%。北京市之管道系統（包括自有及托管管道）
之總長度進一步增至約12,000公里。於回顧期間，產生資本開支8.81億港元，
主要用於遠郊區縣高壓管道建設，新管網基建工程等項目。銷售量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量 比例

萬立方米

採暖 145,431 50.8%
發電 55,365 19.3%
家庭 38,935 13.6%
公共服務 20,987 7.3%
生產 8,069 2.8%
製冷 4,459 1.6%
其他 13,024 4.6%

合計 286,2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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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北京天然氣管道有限公司（「中石油北京管道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上半
年之輸氣量約為69.6億立方米，而去年上半年為58.5億立方米，增幅約19%。
輸氣量迅猛增長主要由於渤海及河北地區城市燃氣營運商之強勢需求所致。
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北京燃氣於中石油北京管道公司擁有40%股本權益而攤
佔除稅後純利5.87億港元，較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相比增長32.8%。中石油北京
管道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之資本開支約為13億港元，主要用於北京秦煌
島支線建設、陝京二線增輸工程及京58地下儲氣庫群等項目。

啤酒業務

「燕京」及相關品牌之啤酒產品總銷量上升約14%至234萬千升。營業收入增加
21.4%至50億港元，主要原因為銷量增加及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所致。本集團
應佔溢利增加39.4%至約1.72億港元，主要原因為毛利率較高，成本控制得宜
及人民幣匯率升值所致。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燕京啤酒股份公司」）
在北京市場控制了85%以上的市場佔有率，在奧運會品牌帶動下，北京市場優
勢獲得進一步鞏固，上半年銷量同比增長6.9%。外埠市場上半年發展更為迅
速，銷量同比增長 17%，其中廣東市場銷量增長 63%，河北市場銷量增長
42%。

於回顧期內，燕京啤酒股份公司約投入四億多港元對廣東燕京啤酒，赤峰燕
京啤酒等項目增資，主要用於擴建及技術改造工程。

水務處理業務

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本集團應佔北京第9號水廠特許權溢利約為9,060萬港
元。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擁有60.22%權益之附屬公司北控水務集
團有限公司（「北控水務」）（股份代號：371）於二零零九年上半錄得營業額4.35

億港元及本集團應佔溢利為2,800萬港元。本集團現時於中國大陸經營及在建
的每日水處理能力超過360萬噸。本集團預期日後繼續通過北控水務投資優質
水務項目。

收費道路

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由於連接北京國際機場3號航站樓之南線高速路分散了
車流量，故首都機場高速公路之車流量下降25%至1,738萬輛次。

故此，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首都機場高速公路之營業收入下降25.8%至1.67

億港元。本集團應佔溢利亦較去年同期下降47%至約6,400萬港元。

深圳石觀公路本年度上半年之車流量下跌14%至401萬輛次。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應佔溢利為16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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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景

天然氣業務

北京地區之天然氣分銷業務於過去錄得銷量持續增長，且用戶日漸增多。隨

著大北京地區經濟及人口之持續增長，清潔能源消費（特別是管道天然氣）之

需求呈現穩步增長。需求增長將進一步推動北京都會區以及近郊區之燃氣分

銷業務之銷量。北京燃氣透過北京市周邊縣政府積極致力於管道天然氣基礎

設施投資。本集團中期將繼續配置更多資源用於開發遠郊區縣新市場。

在輸氣業務方面，於回顧期間，現有包括陝京一、二線長輸管道之增壓及儲

氣工程進展順利。預計於明年竣工後，每年之綜合輸氣能力將達到190億立方

米。

啤酒業務

「燕京」仍將為中國大陸當地最佳啤酒品牌之一。全國瓶裝生產設施連同既有

分銷網絡將於日後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由於利潤率較高之高檔啤酒賺取更

高市場份額並為燕京啤酒股份公司帶來更高利潤，燕京啤酒股份公司之利潤

率將保持穩定。

水務處理業務

透過北控水務進行之水務業務之處理量預期將逐漸增加，中期目標為達到每

日處理量超過500萬噸。

收費道路

按照北京國際機場1號至3號航站樓現有空運量，首都機場高速公路之車流量

預計將保持穩定，每日為9萬輛次左右。由於深圳地區周邊其他免費公路交通

分流影響，預計深圳石觀公路之車流量將進一步下降。本集團將認真考慮撤

銷此項目並向深圳有關機構尋求合理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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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財務回顧

營業收入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之營業收入約為116億港元，較二零

零八年上半年增加21.2%。該增加主要乃因燃氣銷量增加及啤酒銷量增加。其

他業務之營業收入貢獻佔總營業收入不多於6%。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增加21.3%至87.1億港元，與營業收入增長基本相符。燃氣分銷業務

之銷售成本包括天然氣採購成本及管道網絡折舊成本。

毛利率

本期間之整體毛利率為25.1%。毛利率與去年同期相若。天然氣分銷業務之平

均毛利率約為16.1%，低於毛利率較高之啤酒業務、收費道路及水務業務，原

因在於直接成本結構不同。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包括（其中包括）總利息收入4,350萬港元；視作出售附屬公司權益收

益1.34億港元；政府資助6,240萬港元；及㶅兌收益等。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集團經營業務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之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19%至6.63億港

元，與營業收入增長相符。燃氣分銷業務之銷售及分銷成本比例低於啤酒業

務，原因為消費品業務之廣告開支較高。

管理費用

本集團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之管理費用為7.66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0.5%。

管理費用增加之主要原因為在四川、內蒙古及新疆之新啤酒裝瓶廠投產及合

併新收購之北控水務污水處理廠。高於營業收入增加百分比乃由於啤酒業務

管理費用之比例相對較高。

財務費用

本集團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之財務費用為1.83億港元，幾乎與二零零八年同期相

同。銀行貸款利息較低之原因為於回顧期間以港元計值之銀團貸款利率下跌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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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共同控制公司業績

主要指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應佔中石油北京管道公司純利之40%。中石油北京

管道公司分別由北京燃氣及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擁有40%及60%權

益。中石油北京管道公司之主要業務為傳輸天然氣，透過其自有之總長度約

2,200公里之陝京一線、二線天然氣長輸管道向沿線之城市燃氣營運商供應天

然氣。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分佔聯營公司淨虧損390萬港元。

稅項

實際所得稅率維穩在25.7%的水平，主要原因為業務結構穩定。另外，因視為

出售北控水務權益之特殊收益淨額屬資本性質，故無須繳稅。

IV. 本集團財務狀況

現金及銀行借貸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為102.4億港元。於

二零零九年五月，本集團把握機會發行五年期可換股債券21.75億港元。該所

得款項將主要用作撥付即將動工之陝京三線管道項目之資本投入。

截至財務狀況報表日期，本集團營運資金淨額充足，達67.4億港元。本集團保

持足夠銀行信貸融資以滿足營運資金要求，並持有充裕現金資源於可見未來

撥付資本開支。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借貸為80.5億港元，主要包括

所列之五年期銀團貸款21億港元、項目融資28.3億港元及中國附屬公司貸款

31.2億港元。約25%銀行及其他貸款以港元計值，其餘則以人民幣計值。於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借貸淨額5.72億港元。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並無任何重大變動。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底，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為1,137,281,000股股份，而股東權益亦增至305.2億港

元。總權益為377.6億港元，而於二零零八年底則為363.1億港元。

基於燃氣分銷、收費道路、啤酒及水務特許經營權業務主要以現金結算，故

本集團之經常性現金流量強勁，已準備就緒爭取日後之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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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現金股息每股20港仙（二

零零八年：中期股息每股20港仙）。預期本公司大約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向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發股息。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一日（星期四）至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星期一）（包括

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期間不會進行股份轉讓。為符合資格獲派中期股

息，所有已填妥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三）下午

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進行登記，地址為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財務狀況表後事項

謹請參閱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3。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37,000名僱員。僱員薪酬按工作表現、

專業經驗及當時市場慣例而定。管理人員會定期檢討本集團之僱員薪酬政策及安

排。除退休金外，亦會根據個別表現評估向若干僱員發放酌情花紅及授出購股權

作為獎勵。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董事進行股份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的證券交易採納一套不低於《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的行為守則。

董事在回應本公司作出的特定查詢時確認，彼等於回顧期間內一直遵守載於上市

規則附錄十之董事進行股份交易的標準守則所列的指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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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建立及維持高標準之企業管治。除以下披露的偏離情況外，本公司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

治常規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守則條文」）。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任期，因此偏離守則條文第

A.4.1條的規定。然而，鑒於彼等須按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輪值告退，本公司認

為已有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不會低於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武捷思先生、

林海涵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及傅廷美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審查及監

察本公司之財政匯報程序及內部運作監控。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認為編製有關業績已採用適合

的會計政策，並已作出足夠的披露。

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期 業 績 公 佈 已 刊 載 於 聯 交 所 之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behl.com.hk)上。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將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下旬寄發予各股

東，並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及本公司之網站上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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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收入 3 11,628,432 9,593,445

銷售成本 (8,710,454) (7,183,059)

毛利 2,917,978 2,410,386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365,337 379,035
銷售及分銷費用 (663,141) (557,202)
管理費用 (766,097) (586,884)
其他經營費用淨額 (183,117) (96,274)

經營業務溢利 5 1,670,960 1,549,061

財務費用 6 (183,177) (183,324)

佔下列公司盈虧：
　共同控制公司 593,581 441,741
　聯營公司 (3,875) (6,132)

稅前溢利 2,077,489 1,801,346
稅項 7 (346,266) (281,911)

期內溢利 1,731,223 1,519,435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1,418,078 1,273,378
　少數股東權益 313,145 246,057

1,731,223 1,519,435

股息  —  中期 8 227,456 227,600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9
　基本 1.25港元 1.12港元

　攤薄 1.15港元 1.12港元



– 10 –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1,731,223 1,519,435

其他綜合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36,468) 1,357,648

期內綜合收入總額，扣除稅項 1,694,755 2,877,083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1,388,343 2,361,439

　少數股東權益 306,412 515,644

1,694,755 2,87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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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744,070 17,988,216

　投資物業 198,588 198,759

　預付土地租金 1,173,859 1,136,358

　商譽 8,542,124 8,537,759

　特許經營權 1,970,154 1,813,494

　其他無形資產 13,625 14,969

　共同控制公司權益 4,740,084 4,508,590

　聯營公司權益 805,311 802,207

　服務特許權安排下之應收款項 2,814,449 2,821,3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010 124,270

　可供出售之投資 301,089 309,789

　遞延稅項資產 496,897 484,772

　總非流動資產 39,817,260 38,740,494

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金 23,423 24,356

　存貨 2,925,263 3,067,436

　應收合約客戶款項 364,617 202,512

　服務特許權安排下之應收款項 496,632 380,792

　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 10 1,288,415 1,056,02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28,476 1,419,334

　公平值變動於損益反映之財務資產 751 1,566

　其他可收回稅項 36,243 72,873

　受限制現金及已抵押存款 61,843 64,4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182,499 6,666,940

　總流動資產 16,808,162 12,956,248

總資產 56,625,422 51,69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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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 113,728 113,700

　儲備 30,179,060 29,006,598

　建議派發股息 227,456 511,650

30,520,244 29,631,948

少數股東權益 7,237,710 6,678,522

總權益 37,757,954 36,310,470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貸 4,932,345 3,895,388

　可換股債券 2,766,839 515,908

　界定福利計劃 398,026 389,815

　大修理撥備 166,561 121,438

　其他長期負債 226,974 204,442

　遞延稅項負債 307,601 279,859

　總非流動負債 8,798,346 5,406,85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及應付票據 12 1,131,208 1,190,222

　應付合約客戶款項 78,448 107,83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4,684,198 4,689,729

　應繳所得稅 567,735 457,983

　其他應付稅項 490,093 361,021

　銀行及其他借貸 3,117,440 3,172,636

　總流動負債 10,069,122 9,979,422

總負債 18,867,468 15,386,272

總權益及負債 56,625,422 51,69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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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並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編製此中期財務報表所使用之

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編製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的

一致，惟使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生

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後作出之會計政策變動除外。會

計政策變動之影響詳載於附註2 。

2. 會計政策變更所產生的影響

總括而言，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導致額外披露，闡釋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此項準則規定有關本集團經營分部之資料披露並取代了之前分部資料需分別按業務和地區披

露之要求。採納此項準則對於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財務業績並無任何重大影響。本集團已決

定經營分部與之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所界定之業務分部相同。有關各項該等

分部之額外披露於附註3呈示，當中包括經修訂比較資料。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

此項經修訂準則按權益將股東變動及非股東變動獨立入賬。權益變動表將僅包括與股東進行

之交易詳情，而權益內所有非股東變動作為單項予以呈列。此外，該修訂準則引入綜合收益

表：其指所有於損益內確認之收入及開支項目，連同所有其他已確認收入及開支（無論於單

份報表或兩份有聯繫報表內）。本集團已選取以兩份相關連報表呈列資料。

採納其他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本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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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組成業務單位，並擁有五個可報告之業務分部。

本公司並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成上述之可呈報經營分部。

管理層分別監測其業務單位之經營業績，旨在確定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經營分部

下表呈列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分部之收益及溢

利資料。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污水及

管道 自來水 高速及收費 企業及

燃氣業務 處理業務 啤酒業務 公路業務 其他業務 對銷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5,888,694 553,901 5,005,828 204,252 20,297 (44,540) 11,628,432

銷售成本 (4,942,844) (262,410) (3,408,619) (115,263) (14,060) 32,742 (8,710,454)

毛利 945,850 291,491 1,597,209 88,989 6,237 (11,798) 2,917,978

經營業務溢利 667,081 238,318 654,723 87,756 78,569 (55,487) 1,670,960

財務費用 (59,835) (61,454) (76,875) (476) (28,226) 43,689 (183,177)

佔下列公司盈虧：

　共同控制公司 589,541 4,040 － － － － 593,581

　聯營公司 － － (354) － (3,521) － (3,875)

稅前溢利 1,196,787 180,904 577,494 87,280 46,822 (11,798) 2,077,489

稅項 (156,387) (34,908) (132,975) (21,448) (548) － (346,266)

期內溢利 1,040,400 145,996 444,519 65,832 46,274 (11,798) 1,731,223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1,040,271 118,954 172,106 65,163 33,382 (11,798) 1,41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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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污水及

管道 自來水 高速及收費 企業及

燃氣業務 處理業務 啤酒業務 公路業務 其他業務 對銷 綜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5,077,756 121,260 4,123,912 267,793 2,724 － 9,593,445

銷售成本 (4,223,484) — (2,857,725) (99,499) (2,351) － (7,183,059)

毛利 854,272 121,260 1,266,187 168,294 373 － 2,410,386

經營業務溢利 589,135 129,717 536,517 162,650 146,850 (15,808) 1,549,061

財務費用 (39,476) (13,187) (106,123) (791) (39,555) 15,808 (183,324)

佔下列公司盈虧：

　共同控制公司 441,741 — — — — － 441,741

　聯營公司 — — (794) 661 (5,999) － (6,132)

稅前溢利 991,400 116,530 429,600 162,520 101,296 － 1,801,346

稅項 (143,158) (22,297) (82,208) (33,297) (951) － (281,911)

期內溢利 848,242 94,233 347,392 129,223 100,345 － 1,519,435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847,182 93,815 123,492 126,564 82,325 － 1,273,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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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43,517 60,803

推算利息收入 － 6,145

投資收入 － 4,476

其他 179,600 214,040

223,117 285,464

收益淨額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的收益 － 65,304

視為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權益的收益 134,071 －

視為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權益的收益 － 2,581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7,021 8,690

其他 1,128 16,996

142,220 93,571

365,337 379,035

5. 經營業務溢利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溢利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648,554 615,591

特許經營權攤銷* 54,740 42,674

* 期內之特許經營權攤銷列於簡明綜合收益表內「銷售成本」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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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之利息 153,017 170,971

可換股債券之估算利息 23,813 3,483

其他貸款之利息 6,347 8,870

183,177 183,324

7.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 7 160

　中國大陸 330,321 265,126

遞延稅項 15,938 16,625

期內稅項開支總額 346,266 281,911

香港利得稅就期內在香港獲得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預提。中國大陸業務之所得

稅乃按照當地的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根據期內獲得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適用之稅率預提。

根據中國大陸有關稅規及規例，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可享有所得稅豁免及減免。

8. 股息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六日，董事會宣派中期現金股息每股20港仙（二零零八年：中期股息每

股20港仙），合共227,456,000港元（二零零八年：227,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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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期內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未經審核溢利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

均數1,137,034,591股（二零零八年：1,138,919,385股）計算。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金額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計

算，並已作出調整以反映本集團視作兌換全部攤薄可換股債券之影響，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數乃假設普通股因視為行使所有本公司購股權及本集團可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之可換股債券

而按零代價發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出現每股盈利金額之攤薄事件。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股東應佔

　期內溢利 1,418,078 1,273,378

有關本集團具攤薄效應之可換股債券負債

　部份之期內估算利息開支 23,109 —

假設行使北控水務發行之所有具攤薄效應

　可換股債券而導致於北控水務之

　權益遭攤薄因而令期內溢利減少 (127,973)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1,313,214 1,273,378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普通股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

　之加權平均數 1,137,034,591 1,138,919,385

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849,136 614,114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144,883,727 1,139,53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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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

集團內不同公司有不同的信貸政策，視乎各公司的市場需求及所經營的業務而定。公司會編

製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並密切監察，以將應收款項涉及的任何信貸風險降至

最低。應收貿易賬項及應收票據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減值後）於財務狀況報表日期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

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136,709 961,288

一至兩年 89,172 44,698

兩至三年 8,972 18,548

三年以上 53,562 31,492

1,288,415 1,056,026

11. 股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137,281,000股（二零零八年：1,137,001,000股）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113,728 113,700

期內，280,000份購股權所附帶的認購權按認購價每股12.55港元獲行使，以致發行280,000股

每股面值0.1港元的股份，總現金代價（扣除開支前）為3,51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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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項及應付票據

本集團之應付貿易賬項及應付票據於財務狀況報表日期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029,671 997,868

一至兩年 48,222 158,266

兩至三年 42,152 18,351

三年以上 11,163 15,737

1,131,208 1,190,222

13. 財務狀況表後事項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三日及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北控水務（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本金金額

40,000,000港元及34,090,784港元之若干第二批債券及中科成可換股債券，已分別按換股價0.40

港元及0.69港元轉換為100,000,000股及49,406,933股北控水務新普通股，分別導致北控水務產

生額外已發行股本14,941,000港元及股份溢價62,960,000港元，以及本集團於北控水務之股權

由60.22%攤薄至57.62%。本集團現階段尚未能披露該等交易之任何財務影響。

14. 比較金額

若干比較金額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15. 其他財務資料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及總資產減流動負債分別為6,739,040,000

港元（二零零八年：2,976,826,000港元）及46,556,300,000港元（二零零八年：41,717,320,000港

元）。

承董事會命

主席

王東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東先生、張虹海先生、李福成先生、白金榮

先生、周思先生、鄂萌先生、劉凱先生、郭普金先生、雷振剛先生、姜新浩先生、譚振輝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武捷思先生、白德能先生、林海涵先生、傅廷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