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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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MC Enric Holdings Limited
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99）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變幅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益 4,626,306 3,737,502 23.8%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74,779 (1,001,960) 107.5%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人民幣0.039元 (人民幣0.517元 ) 107.5%

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
事會」）公佈，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財務業績，連同於
2016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中期財務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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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及8 4,626,306 3,737,502

銷售成本 (3,879,107) (3,067,532)  

毛利 747,199 669,970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值變動 7,435 (2,312)
其他收益 86,623 99,276
其他（開支）╱收入淨額 (16,954) 22,522
銷售費用 (166,218) (126,088)
行政費用 (361,868) (349,080)  

經營溢利 296,217 314,288

融資成本 4 (42,778) (44,310)
減值撥備 5 (105,549) (1,214,880)  

除稅前溢利╱（虧損） 4 147,890 (944,902)

所得稅費用 6 (71,280) (64,137)  

期間溢利╱（虧損） 76,610 (1,009,039)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74,779 (1,001,960)
非控制者權益 1,831 (7,079)  

期間溢利╱（虧損） 76,610 (1,009,039)
  

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 人民幣0.039元 (人民幣0.517元 )
  

－攤薄 人民幣0.038元 (人民幣0.517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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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溢利╱（虧損） 76,610 (1,009,039)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匯兌差額 57,847 (19,042)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34,457 (1,028,081)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32,626 (1,021,002)

非控制者權益 1,831 (7,079)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134,457 (1,02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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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17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附註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50,973 2,148,410
在建工程 92,149 122,767
預付土地租賃費 424,996 430,176
無形資產 216,183 228,221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6,000 6,000
商譽 312,328 317,528
遞延稅項資產 100,225 92,593  

3,302,854 3,345,695  

流動資產
衍生金融工具 221 –
存貨 2,632,988 2,248,202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9 3,191,864 2,769,315
按金、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140,078 1,171,474
應收關連方款項 205,448 173,197
有限制銀行存款 254,456 263,64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61,170 2,916,900  

9,986,225 9,542,728  

流動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2,983 10,197
銀行貸款 543,232 177,055
關連方貸款 460,000 875,00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2,218,367 1,966,34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937,781 2,539,317
應付關連方款項 123,487 73,597
保用撥備 57,859 43,563
應付所得稅 20,738 50,587
僱員福利負債 336 318  

6,364,783 5,735,979  

流動資產淨值 3,621,442 3,806,74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924,296 7,15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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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014,623 1,421,939

保用撥備 43,877 38,524

遞延稅項負債 152,975 122,562

遞延收入 259,349 264,650

僱員福利負債 2,860 2,704  

1,473,684 1,850,379  

資產淨值 5,450,612 5,302,06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7,758 17,743

儲備 5,287,689 5,140,98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益 5,305,447 5,158,731

非控制者權益 145,165 143,334  

總權益 5,450,612 5,30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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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股權變動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一般儲備

基金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制者

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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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16年1月1日 17,733 143,236 1,124,571 138,501 (330,020) 405,141 4,812,841 6,312,003 153,469 6,465,472

期間虧損 – – – – – – (1,001,960) (1,001,960) (7,079) (1,009,039)

其他全面收益 – – – – (19,042) – – (19,042) – (19,042)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19,042) – (1,001,960) (1,021,002) (7,079) (1,028,081)          

就行使購股權發行之股份 9 3,442 – (1,024) – – – 2,427 – 2,427

以股份為基礎的報酬 – – – 19,889 – – – 19,889 – 19,889

轉撥至一般儲備 – – – – – 8,275 (8,275) – – –

已付2015年末期股息 – – – – – – (162,895) (162,895) – (162,895)          

於權益中直接確認公司股權持

有人的投入和分配總額 9 3,442 – 18,865 – 8,275 (171,170) (140,579) – (140,579)          

於2016年6月30日 17,742 146,678 1,124,571 157,366 (349,062) 413,416 3,639,711 5,150,422 146,390 5,296,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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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股權變動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一般儲備

基金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制者

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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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17年1月1日 17,743 147,005 1,124,571 171,748 (428,754) 452,424 3,673,994 5,158,731 143,334 5,302,065

期間溢利 – – – – – – 74,779 74,779 1,831 76,610

其他全面收益 – – – – 57,847 – – 57,847 – 57,847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57,847 – 74,779 132,626 1,831 134,457          

就行使購股權發行之股份 15 6,346 – (1,854) – – – 4,507 – 4,507

轉撥至保留盈利 – – – (586) – – 586 – – –

以股份為基礎的報酬 – – – 9,583 – – – 9,583 – 9,583

轉撥至一般儲備 – – – – – 14,069 (14,069) – – –          

於權益中直接確認公司股權持

有人的投入和分配總額 15 6,346 – 7,143 – 14,069 (13,483) 14,090 – 14,090          

於2017年6月30日 17,758 153,351 1,124,571 178,891 (370,907) 466,493 3,735,290 5,305,447 145,165 5,45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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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中期財務報表的編製基準

本公告所載綜合業績乃摘錄自本集團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除非另
有指明，否則該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呈列。

本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
會」）頒佈《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中期財務報表
應與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而年度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在編製此等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和估計不確
定性的關鍵來源，與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的相同。

中期財務報表雖未經審核，但已由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
《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主要事件及交易

如本公司於2015年及2016年年報所披露，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集安瑞科投資控股
（深圳）有限公司（「安瑞科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於2015年8月27日與SOEG PTE LTD、江蘇太平
洋造船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春和集團有限公司（「春和」）（統稱「賣方」）訂立協議（「協議」），
據此賣方同意出售以及安瑞科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同意購入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
司（「南通太平洋」）100%的股權。其後，本公司、南通太平洋及春和訂立財務資助框架協議
（「財務資助協議」），規管本集團以貸款及擔保形式向南通太平洋提供的財務資助。

本公司於2016年6月1日公告，董事會認為協議中的若干先決條件不能達成，賣方違反了
協議若干重大條款。安瑞科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向賣方發出了終止通知函，以（其中包括）
終止協議，並要求退還預付代價款人民幣178,634,000元。同日，本公司向南通太平洋及春
和發出終止通知函，以（其中包括）終止財務資助協議，並要求南通太平洋退還貸款人民
幣482,052,000元及解除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提供予或有利南通太平洋的銀行貸款擔保人
民幣1,000,000,000元。於2016年12月31日，應收南通太平洋的款項合計為人民幣1,480,351,000

元。根據可得的資料，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已分別就應收賣方及南通太平
洋的款項計提約人民幣178,634,000元及人民幣1,184,281,000元的大幅撥備。

本公司於 2017年7月5日公告，南通太平洋由中國法院委任的南通太平洋破產清算組（「管
理人」）接管。安瑞科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南通太平洋及管理人訂立重整投資協議，據此，
安瑞科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作為重整投資人）提呈要約，透過收購南通太平洋的已發行股
份（佔南通太平洋全部股權），購買南通太平洋的重大資產，代價為人民幣 799,800,000元。
此要約及重整計劃須獲南通太平洋債權人於債權人會議上批准及獲中國法院批准。

其後，本公司於2017年8月4日公告，重整計劃已獲得南通太平洋債權人於債權人會議上
批准，並獲得中國法院批准。本公司已收購南通太平洋的 100%已發行股份，南通太平洋
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於2017年8月15日，此交易已大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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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i) 本集團所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於本會計期間，並無首次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的準則對本集團及本公司造成重大
影響。

(ii) 尚未採納之新準則及詮釋

下列是已發佈但在2017年1月1日開始的財務期間仍未生效的新準則和對現有準則
的修訂，而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

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開始的

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約收入」 2018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2018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連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之應用」的 

修訂

2018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2018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的修訂 2018年1月1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2號「外幣交易及 

墊付代價」
2018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2019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投資者與 

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間之資產出售或注資」的修訂
待決定

3 收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廣泛用於能源、化工及液態食品行業的各式各樣運輸、儲存及加工裝備
的設計、開發、製造、工程及銷售，並提供有關技術保養服務。

收益指 (i)來自售出貨品的銷售價值（已扣除退貨撥備），不包括增值稅或其他銷售稅，並
且扣除任何商業折扣；及 (ii)來自工程項目合約的收益。期內於收益確認各重要類別收益
的金額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貨品 3,319,337 2,439,112

工程項目合約的收益 1,306,969 1,298,390  

4,626,306 3,737,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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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i)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利息 41,346 38,282
銀行費用 1,432 6,028  

42,778 44,310
  

(ii) 其他項目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01,052 94,129
無形資產攤銷 22,916 19,899
預付土地租賃費攤銷 5,181 5,128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 17,204 28,677
撥回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 (2,188) (185)
存貨撇減撥回 (79) (4,378)
研究及開發成本 78,216 67,744
物業租金的經營租賃支出 9,147 5,122
產品保用的費用撥備 35,856 14,330
以股份為基礎的報酬 9,583 19,889

  

5 減值撥備

該金額表示載述於附註1「主要事件及交易」中的減值撥備，其分析如下：

截止6月30日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賣方款項的減值撥備 – 178,634
應收南通太平洋款項的減值撥備 (i) 105,549 1,036,246  

105,549 1,214,880
  

(i) 如「主要事件及交易」一節附註 1披露，於2017年7月5日，安瑞科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南通太平洋及管理人訂立該協議，據此，安瑞科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作為重整投資
人）提呈要約，收購南通太平洋的全部已發行股份。就本公司所深知，基於管理人提
供的償債能力分析報告，估計應收南通太平洋款項於 2017年6月30日的可收回金額
約為人民幣190,521,000元。因此，本公司進一步計提約人民幣105,549,000元的減值撥
備，以撇減應收南通太平洋款項，並將此撥備金額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綜合損益表中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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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45,770 46,160
遞延稅項 25,510 17,977  

71,280 64,137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賺取須繳納香港利得稅的應課稅溢利，因此並未就香港利得稅計
提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稅法」），本公司於中國的附屬公司須按法定所得稅
率25%繳納所得稅，惟該等享有適用於高新技術企業的稅務優惠待遇的公司可按所得稅
率15%繳納所得稅除外。

依據稅法、《關於境外註冊中資控股企業依據實際管理機構標準認定為居民企業有關問
題的通知》和《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依據實際管理機構標準實施居民企業認定有關問題的公
告》，深圳市地方稅務局發出批覆認定本集團若干外資附屬公司為中國居民企業。因此，
於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就中國附屬公司可分派溢利計提遞延預扣稅
項負債。

荷蘭附屬公司、比利時附屬公司、丹麥附屬公司，德國附屬公司及英國附屬公司分別按
相關國家的現行稅率25%、33.99%、25%、30%及20%繳納稅項，並按獨立基準計算。

7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虧損）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的盈利╱（虧損） 74,779 (1,001,960)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937,702,353 1,936,208,599

有關本公司購股權計劃的潛在攤薄 

普通股影響 15,521,743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953,224,096 1,936,208,599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具有稀釋性的潛在普通股，因為該等股份若
轉換成為普通股將減少每股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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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部報告

本集團按不同分部管理其業務，該等分部乃按業務種類（產品和服務）劃分。該劃分標準
與本集團最高層管理人員用於資源分配及業績考評等內部報告資料的基礎相一致，由此
本集團根據業務分部的經濟特徵而劃分出下列3個可呈報分部。

• 能源裝備：此分部專注於製造及銷售多類型用作儲存、輸送、加工及配送天然氣的
裝備，例如壓縮天然氣拖車、密封式高壓氣體瓶、液化天然氣（「LNG」）拖車、LNG儲
罐、液化石油氣（「LPG」）儲罐、LPG拖車、天然氣加氣站系統及天然氣壓縮機；以及
為天然氣行業提供設計、採購及安裝施工服務。

• 化工裝備：此分部專注於製造及銷售多類化學液體及化學氣體的儲運裝置，例如罐
式集裝箱。

• 液態食品裝備：此分部專注於供儲存及加工啤酒、果汁及牛奶等液態食品之不銹鋼
儲罐之工程、製造及銷售；以及為釀酒業及其他液態食品行業提供設計、採購及安
裝施工服務。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能源裝備 化工裝備 液態食品裝備 合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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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2,164,153 1,445,660 1,363,939 1,248,365 1,098,214 1,043,477 4,626,306 3,737,502

分部間收益 979 105 44,444 27,584 – – 45,423 27,689        

可呈報分部收益 2,165,132 1,445,765 1,408,383 1,275,949 1,098,214 1,043,477 4,671,729 3,765,191
        

可呈報分部溢利 

（經調整經營溢利） 9,649 24,749 216,885 172,319 105,747 142,443 332,281 339,511
        

能源裝備 化工裝備 液態食品裝備 合計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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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7,213,955 6,776,022 2,221,348 2,126,082 3,226,232 2,944,387 12,661,535 11,846,491

可呈報分部負債 3,342,568 2,810,174 981,186 851,249 1,908,480 1,790,889 6,232,234 5,452,312
        



– 13 –

(b) 可呈報分部收益、溢利、資產及負債的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益 4,671,729 3,765,191
分部間收益對銷 (45,423) (27,689)  
   
綜合收益 4,626,306 3,737,502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溢利╱（虧損）
可呈報分部溢利 332,281 339,511
分部間溢利對銷 (1,470) (1,158)  
  
來自本集團外部客戶的可呈報分部溢利 330,811 338,353
融資成本 (42,778) (44,310)
未分配經營支出 (34,594) (24,065)
減值撥備 (105,549) (1,214,880)  
  
綜合除稅前溢利╱（虧損） 147,890 (944,902)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12,661,535 11,846,491
分部間應收款項對銷 (293,464) (160,800)  
  

12,368,071 11,685,691
遞延稅項資產 100,225 92,593
未分配資產 820,783 1,110,139  
   
綜合總資產 13,289,079 12,888,423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6,232,234 5,452,312
分部間應付款項對銷 (293,464) (160,800)  
   

5,938,770 5,291,512
應付所得稅 20,738 50,587
遞延稅項負債 152,975 122,562
未分配負債 1,725,984 2,121,697  
   
綜合總負債 7,838,467 7,586,358

  

分部基準或分部損益的計量基準與去年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並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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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2,000,684 1,697,877  

逾期少於一個月 168,224 47,148
逾期一至三個月 191,768 280,974
逾期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 349,987 338,841
逾期超過十二個月 481,201 404,475  

逾期金額 1,191,180 1,071,438  

3,191,864 2,769,315
  

預期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扣除呆壞賬撥備的減值虧損）可於一年內收回。一般而言，債
項均應於收費通知書發出當日支付。經協商後，若干擁有良好交易及付款記錄的客戶可
按個別情況獲給予最長十二個月的賒賬期。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1,998,560 1,645,745
應付票據 219,807 320,600  

2,218,367 1,966,345
  

本集團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7年
6月30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823,293 1,560,219
三個月至十二個月 203,373 275,664
超過十二個月 191,701 130,462  

2,218,367 1,966,345
  

預期所有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將於一年內償還。

11 股息

就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派發或提議派發任何股息（已於 2016年就截至2015年12
月31日止年度支付人民幣162,895,000元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 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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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廣泛用於能源、化工及液態食品三個行業的各類型運輸、儲存
及加工裝備的設計、開發、製造、工程及銷售，並提供有關技術保養服務。

產品組合

本集團三個業務分部包括以下隸屬不同品牌的產品：

能源裝備

• 壓縮天然氣（「CNG」）高壓瓶式壓力容器

•  CNG拖車

• 液化天然氣（「LNG」）拖車及儲罐

• 天然氣加氣站系統

• 液化石油氣（「LPG」）拖車及儲罐

• 天然氣壓縮機

• 項目工程服務，如LNG相關項目

能源裝備主要以品牌名稱「安瑞科」、「聖達因」及「宏圖」出售。

化工裝備

• 化學液體、液化氣體及低溫液體的罐式集裝箱

罐式集裝箱主要以品牌名稱「中集罐箱」出售。

液態食品裝備

• 不銹鋼加工罐及儲罐

• 項目工程服務，如加工及配送啤酒及果汁的交鑰匙項目

此等產品及服務的品牌名稱為「Ziemann Holvrieka」及「Bri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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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表現

收益

隨着國際油價在2016年下半年觸底回升以及中國政府頒佈利好政策，LNG裝備
的市場需求於2017年上半年有所增加。因此，本集團的能源裝備分部期內收益大
幅增加。儘管期內特種罐式集裝箱收益輕微減少，但標準罐式集裝箱的強勁需
求令化工裝備分部收益於期內增加。期內液態食品裝備分部收益輕微增加，主
要由於於2016年6月收購Briggs Group Limited帶來併購增長所致。因此，2017年上
半年的收益上升23.8%至人民幣4,626,306,000元（2016年同期：人民幣3,737,502,000

元）。各分部的表現載列如下：

2017年上半年，能源裝備分部的收益上升49.7%至人民幣2,164,153,000元（2016年
同期：人民幣1,445,660,000元），原因為中國天然氣重卡的需求大增令LNG裝備
需求增加，以及政府制定利好政策鼓勵使用天然氣。該分部仍為本集團最高收
益的分部，佔本集團總收益 46.8%（2016年同期：38.7%）。

期內標準罐式集裝箱銷量增加，抵銷了特種罐式集裝箱的需求放緩，因此化工裝
備分部之收益上升9.3%至人民幣1,363,939,000元（2016年同期：人民幣1,248,365,000

元），該分部佔本集團整體收益 29.5%（2016年同期：33.4%）。

液態食品裝備分部之收益於期內輕微上升 5.2%至人民幣1,098,214,000元（2016年
同期：人民幣 1,043,477,000元），主要因併購增長所致。該分部佔本集團總收益
23.7%（2016年同期：27.9%）。

毛利率及盈利能力

能源裝備分部之毛利率下跌至13.6%（2016年同期：16.9%），主要由於市場競爭。
就化工裝備分部而言，其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16.0%微升至期內17.5%，此乃由
於期內標準罐式集裝箱平均售價增長速度較每單位成本快所致。由於項目執
行經營成本增加，故液態食品裝備分部毛利率於期內輕微下降至 19.6%（2016年
同期：21.6%）。

雖然化工裝備分部的毛利率上升，但因能源及液態食品裝備分部毛利率均下
跌，使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下跌1.7個百分點至16.2%（2016年同期：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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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溢利對收益比率下降2個百分點至6.4%（2016年同期：8.4%），主要歸因於毛
利率下降及銷售費用增加速度較收益快，以及期內其他收入淨額轉為其他開
支淨額。

有關收購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南通太平洋」）全部股權的重整計劃
根據相關中國法律已獲得南通太平洋債權人於債權人會議上批准，其後於2017

年8月4日獲得中國法院批准。基於管理人提供的償債能力分析報告，估計財務
資助於 2017年6月30日的可回收金額約為人民幣 190,521,000元。因此，本集團於
期內額外計提人民幣 105,549,000元減值撥備。

儘管經營溢利有所減少，期內本集團的所得稅費用上升11%至人民幣71,280,000

元（2016年同期：人民幣 64,137,000元）。此乃主要由於就期內進行的工程合約產
生的溢利確認稅項費用。

前景

2017年上半年，環球經濟繼續改善。發達經濟體總體復蘇平穩，美國、歐元區
和日本經濟普遍回暖；新興經濟體中，中國和印度繼續引領增長。但全球復蘇
並不平衡，結構性強勁增長仍未出現，依然面臨不少不確定因素，包括歐洲多
國大選、地緣政治、美國聯儲局加息和新興市場的債務等，下半年全球經濟仍
面臨下行壓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17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 (GDP)將增長
3.5%，高於2016年全球GDP增長率。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頒布的數據，2017年上半年中國GDP增長6.9%，高於政府
此前設定的增長目標。展望未來，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全球區域貿易保護加
強，經濟形勢錯綜複雜。但全球化的大趨勢不會就此止步，中國深化改革和「一
帶一路」的戰略已經啓動。低碳生活的追求將持續推動清潔能源、綠色物流等
裝備和工程服務的需求增長，新技術、新市場和新商業模式不斷湧現，本集團
也將迎來新的機遇。

為順應宏觀形勢，把握機遇，本集團將加強現有業務的穩健經營和內涵優化，
鞏固核心業務基礎，未來以「實現有質量的發展」為核心目標，堅守「裝備製造
+工程服務+整體解決方案」核心業務主航道，通過全球化和專業化發展提升運
營水平，並依靠創新驅動新業務發展，保持增長的活力與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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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集團依託能源、化工、液態食品行業，致力於行業設備及工程的現代
化，目前已形成大型工業設備、規模化及標準化的製造能力和大型能化工程的
EPC能力，在製造業的供應鏈管理、成本管理、生產運營、工藝創新等方面有較
好基礎。其次，為順應全球製造業發展趨勢，公司將以市場、客戶為導向，以產
品製造和工程服務為基礎，向全面解決方案轉型，帶動現有業務發展。第三，
加強創新機制建設，重點拓展方向包括天然氣水運以及油氣模塊、天然氣分布
式能源、LNG罐箱多式聯運解決方案等。本集團將不斷通過新業務、新技術和
商業模式的創新，實現產業升級。

能源裝備

儘管新能源尚不足以成為主力能源，但在全球能源低碳、清潔發展導向下，石
油相關產業發展空間進一步收縮。相比之下，天然氣在全球有較大的發展空
間，特別是在中國，環境保護、霧霾治理勢在必行。此外，天然氣市場化改革也
將為推進天然氣作為清潔能源的利用加添動力。2016年第四季度以來，中國政
府出台一系列鼓勵天然氣發展的政策，例如《天然氣發展「十三五」規劃》、《關於
深化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加快推進天然氣利用的意見》等。這些
文件確立了逐步把天然氣發展成中國的主體能源之一的目標，提出全面推廣
利用天然氣、推進天然氣價格體制改革和完善財政支持等重要工作。這些政策
將對未來中國天然氣產業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根據中國國家能源局數據，2017年上半年，中國天然氣消費量約為1,140億立方
米，同比增長約11.7%，是近兩年來首次突破雙位數增長。由於天然氣相比其他
化石燃料更具環保效益，加上有中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本集團對中國天然氣行
業的長遠前景抱有信心。2017年上半年，中國天然氣重卡銷售大幅上升，帶動
本公司LNG裝備訂單和業績顯著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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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發改委聯同十二個政府機關於 2017年6月份發佈的《加快推進天然氣
利用的意見》指出，到2020年，天然氣在一次能源消費結構中所佔比例將提高到
10%左右。預計天然氣產業未來發展空間巨大。近期隨著石油價格回升，油氣
價差逐步擴大，天然氣經濟效益凸顯，也提升了中游和下游產業相關需求。另
外發改委聯合其他省市及機關於2017年3月份發佈《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年大
氣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其中制定了取暖煤改氣及汽車油改氣的工作。預計相
關基建及設備的投資將提升對能源裝備分部產品及服務的需求。

Douglas-Westwood預測浮動LNG 設施的全球資本性支出總額將於2017年至2022年
達到416億美元（2011年至2015年：114億美元），因此能源裝備分部除了在中國市
場實踐其市場策略外，亦會探索更多海外市場的增長機會。

經過多年發展，本集團已經初步具備了覆蓋清潔能源上中下游產業的設計、工
程、設備集成、裝備應用等綜合能力，初步構建了天然氣全產業鏈的佈局。本
集團未來將在穩定主業天然氣裝備和工程項目的前提下，密切關注天然氣行
業的發展機會，積極拓展天然氣水運及油氣模塊業務，發展以天然氣為主的清
潔能源燃料儲運、動力燃料和天然氣分布式能源業務，並積極探索清潔能源產
業鏈的業務。

隨著天然氣產業的持續發展和擴大，本公司能源裝備業務有望實現穩步發展。

化工裝備

過往幾年，全球租賃商大量投資於化工罐箱，需求屢創新高。罐箱需求有自然
增長和替代性增長。儘管每年需求數量有一定波動，但總體趨於相對平穩。長
遠來看，隨著全球經濟逐步企穩以及新型市場的發展，全球的化工產業長遠仍
將保持平穩增長態勢，罐箱相較於其他物流工具擁有更明顯的發展前景。

目前歐美發達國家市場已過渡到穩定增長階段，新興市場的罐箱需求將隨著當
地化工行業傳統運輸方式的替代與升級以及對危險品安全、綠色和高效運輸
的高度關注呈逐步增長趨勢，從而推動全球罐箱市場維持一定的增長。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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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的國際化工原料區間貿易推動全球化工產品投資逐步復蘇，更安全、更
經濟、更環保、更智能的綠色物流模式將是大勢所趨。另外，隨著化工行業發
展，新化工介質和衍生介質逐漸增多，特種罐箱市場預計有較大的增長。

本集團將積極推廣更加安全高效的危化品集裝化儲運裝備與技術的普及應用，
保持全球市場領先地位，構建罐箱物聯新模式，完善全生命週期後市場能力。
為鞏固在罐式集裝箱製造業務的市場領先地位，該分部將不斷通過製造技術創
新、成本管控、優化生產方式，以提高生產效率，提升綜合競爭力。另一方面，
該分部將發展更多的售後服務業務，如罐箱堆場業務、罐箱維保業務等，同時
發展「物聯網+罐箱」業務，推出針對罐箱產品的全生命週期監控、管理和服務
一體化平台，為客戶的罐箱營運管理提供更好的服務和解決方案。

液態食品裝備

2014年以來，宏觀經濟增速放緩，消費能力疲弱，全球啤酒消費呈現負增長。
經歷3年產量連年下滑及行業自身調整，2017年中國啤酒行業逐漸進入結構升
級的階段。隨著人口增長以及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全球液態食品裝備市場平
穩增長，預計年均增長率略高於全球GDP增長率，消費增長主要來自亞洲、拉
丁美洲和非洲。另外，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識的加強，對安全、
健康食品的需求越來越旺盛，包括乳製品、果汁等液態食品，給本集團液態食
品業務帶來較多的拓展機會。

本集團持有「Ziemann Holvrieka」以及「Briggs」的知名品牌，具有全球領先的啤酒
糖化和釀造設備及工程能力、成熟的業績積累和全球品牌的競爭優勢。同時，
在歐洲和中國有生產工廠，具備較強的全球生產、採購、運營和區域市場綜合
協調能力。

未來，該分部將利用核心技術和EPC總包優勢，從縱向啤酒產業鏈和橫向液態
食品業務的雙維度發展，拓展全球市場和非啤酒類食品裝備和工程業務。2016

年收購總部位於英國的Briggs Group Limited使得該分部進入全球蒸餾、酵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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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等行業，可為行業中的一些細分領域提供工藝流程設計及總包工程服務。因
此，該分部未來也將積極探討在這些新業務領域的業務發展，力爭創造更多的
收入和利潤增長。

未來計劃及策略

能源裝備

為了加快推進天然氣利用，有效治理大氣污染，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繼2016年
《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後印發《加快推進天然氣利用的意見》的通知，加快推
進天然氣在城鎮燃氣、工業燃料、燃氣發電、交通運輸等領域的利用，實現產
業上中下游共同協調發展。

該分部致力於打造成為中國現代清潔能源體系的主要能源裝備製造商之一。
該分部擁有優越的業界資質、聲譽、往績、銷售及營銷團隊以及研發能力、與
別不同的產品及服務，這正是該分部的競爭優勢。

該分部一直致力於以客戶需求為導向，研發新產品、新技術、新材料及通過自
身升級，不斷向產品智能化、服務個性化、運營管理數據化等多緯度革新。另
外，該分部所有海外業務已實現統一營銷管理，有效整合資源，快速響應市場
需求，有助提升品牌知名度。

除製造能源裝備外，該分部亦致力於新業務的探索，積極向前沿技術和新服務
模式領域延伸，為氫能源、分布式發電、EPC系統解決方案、經營租賃等項目尋
求商機。同時通過近期收購南通太平洋及2016年在新加坡成立子公司，該分部
也積極拓展天然氣船舶應用、水上運輸及浮動LNG設施等市場。

此外，該分部將繼續引領中國市場的行業協會，帶動行業發展及推動提升行業
標準，力求通過建立更多新的業務模式以促進該分部裝備及工程業務的長遠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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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裝備

國家相關政府機構不斷出台政策鼓勵開展多式聯運，建設物流基建、設立多式
聯運示範性項目、鼓勵建設多式聯運樞紐場站，這些工作將有助於加強罐式集
裝箱於中國物流行業的滲透率。

2017年上半年，市場需求整體保持低速增長，公司罐式集裝箱業務在激烈的市
場競爭中表現突出，標準罐式集裝箱、氣體罐式集裝箱、LNG罐式集裝箱、鐵
路罐式集裝箱均取得優異表現。憑借先進的研發能力及豐富的行業經驗，該分
部致力為用戶提供氣體、液體、粉末等一站式儲運解決方案及服務。

化工裝備分部在鞏固標準罐式集裝箱的市場領先地位的前提下，將繼續加大
新產品、特種產品的研發投入、加強與客戶的互動、持續開展品牌建設，通過
打造差異化的競爭能力，鞏固業務的綜合競爭力。為提升客戶滿意度，該分部
基於歐洲服務網點加強售後服務；同時逐步建立起可持續的售後市場服務能
力和網絡。在鞏固裝備製造業務的同時，該分部積極嘗試產品的智能化，利用
互聯網信息技術協助客戶提升運營效率，探索數碼化運營。

液態食品裝備

隨着Ziemann及Briggs的整合，液態食品裝備分部已成為啤酒、烈酒及其他液態
食品生產商及醫藥公司的全面交鑰匙工程解決方案供應商。該分部持續檢視
其發展策略，積極探索更多業務機遇，充分利用該分部的能力，提升其業務定
位。從縱向發展而言，該分部繼續完善啤酒釀造領域的總包能力，務求開發及
提供該等服務及產品予客戶。從橫向發展而言，該分部積極向啤酒以外的其他
液態食品行業如果汁儲運及乳製品加工等拓展業務。

本集團立足中國和歐洲，通過整合南通中集安瑞科食品裝備有限公司（「南通食
品），液態食品裝備分部擴展了於中國的產能及於亞洲的市場網絡，這有助該
分部拓展東南亞等全球市場的計劃。此外，本集團會繼續將歐洲的先進生產技
術及專業知識傳遞至其中國業務。液態食品裝備分部通過組織培訓課程及交
流計劃予中國及德國的項目團隊、工程師及技術人員，將Ziemann的科技融入南
通食品。此外，Briggs的品牌、技術及產品將會於未來引入亞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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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該分部將在美洲及新興市場開拓更多商機及收益來源。

本集團收購總部位於英國的Briggs Group Limited，加強了分部處理釀酒、醫藥及
蒸餾加工設計技術的加工能力。Briggs的整合持續進行，並已收到成效，擴大集
團的項目規模。

此外，該分部將繼續提升「Ziemann Holvrieka」的品牌形象。以統一的品牌形象為
目標，該分部將持續實施營銷策略以提升市場地位，並增加品牌知名度及促進
與客戶的密切關係。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錄得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人民幣2,561,170,000元（2016年
12月31日：人民幣2,916,900,000元）。本集團部份銀行存款合共人民幣254,456,000

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263,640,000元）是於購入時距離到期日超過三個月期
限。本集團一直維持足夠手頭現金，以償還到期銀行貸款及關連方貸款，並繼
續採取謹慎態度處理日後發展及資本性支出。因此，本集團一直審慎管理其財
務資源，並將經常檢討及維持理想的資產負債水平。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及透支為人民幣 1,557,855,000元（2016年12

月31日：人民幣 1,598,994,000元），除用於業務發展及營運資金的為期 3年銀團
貸款及定期貸款之外，其餘貸款均須於一年內償還。除美元銀團貸款及美元
及港元定期貸款按浮息率計息外，整體銀行貸款均按年利率2.96%至4.35%計
息。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抵押銀行貸款（2016年12月31日：無）。於
2017年6月30日，銀行貸款合共人民幣 1,557,855,000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
1,598,994,000元）由本公司附屬公司作出擔保。於 2017年6月30日，關連方貸款為
人民幣 460,000,000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 875,000,000元），有關貸款為無抵
押、以年利率4.35%至4.50%（2016年12月31日：4.35%至4.65%）計息及須於一年內
償還。

由 於 本 集 團 保 留 淨 現 金 結 餘 人 民 幣 797,771,000元（2016年12月31日：人 民 幣
706,546,000元），因此按債項淨額除股東權益計算的淨資產負債比率為零倍（2016

年12月31日：零倍）。淨現金結餘額的增加主要歸因於期內就新項目收取大量
首期按金。本集團於期內的盈利對利息比率為 7.1倍（2016年同期：8.1倍），其下
跌主要由於於2017年同期平均銀行借款增加。當然，本集團經營溢利及充裕的
經營現金流量顯示本集團完全有能力承擔其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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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為人民幣 147,442,000元（2016年同期：人民幣
700,379,000元）。本集團已提取銀行貸款及關連方貸款合共人民幣357,000,000元
（2016年同期：人民幣1,378,235,000元）及償還人民幣779,864,000元（2016年同期：人
民幣715,223,000元）。另外，通過行使購股權所發行的普通股產生人民幣4,507,000

元的現金款項。

資產及負債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總資產為人民幣13,289,079,000元（2016年12月31日：
人民幣12,888,423,000元），而總負債為人民幣7,838,467,000元（2016年12月31日：人
民幣7,586,358,000元）。資產淨值增加2.8%至人民幣 5,450,612,000元（2016年12月31

日：人民幣 5,302,065,000元）。減少主要由於錄得經營盈利人民幣 296,217,000元、
以外幣計值的財務報表因換算而產生的匯兌差額人民幣 57,847,000元，而上述
各項部分被期內就南通太平洋所計提的人民幣105,549,000元減值撥備所抵銷。
因此，每股資產淨值由2016年12月31日的人民幣2.737元增加至2017年6月30日的
人民幣2.812元。

或然負債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由銀行開出的尚未到期保函餘額合共為人民幣695,197,000

元，其中履約及質量擔保餘額合共為人民幣 338,541,000元，而預付擔保餘額為
人民幣356,656,000元。於本公告日期，人民幣157,354,000元銀行擔保已解除。除
此之外，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有關資金來源及資本承擔的未來計劃

目前，本集團的營運及資本性支出主要以其內部資源（如經營現金流量及股東
權益）撥付，並在某程度上以銀行貸款撥付。與此同時，本集團會繼續特別關注
存貨水平、信貸政策及應收款項管理，以提高其未來的經營現金流量。本集團
具備充裕的資金來源和未動用的銀行融資，以應付日後的資本性支出及營運
資金需求。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撥備的資本承擔為人民幣34,433,000元（2016

年12月31日：人民幣28,779,000元）。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已授權但未訂
約的資本承擔（2016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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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主要來自以本集團功能貨幣以外貨幣計值之貿易交易。對
本集團構成此風險的貨幣主要為美元及歐元。本集團持續監察其外匯風險，並
主要通過進行幣值與其主要營運資產及收益相同之業務活動以及籌集幣值與
其主要營運資產及收益相同之資金，藉以控制有關風險。此外，本集團於有需
要時與信譽良好的財務機構訂立外匯遠期合約以對沖外匯風險。

資本性支出

2017年上半年，本集團在資本性支出方面投資人民幣58,865,000元，用作提升產
能、一般維護產能及新業務之用。期內，能源裝備分部、化工裝備分部及液態
食品裝備分部分別在資本性支出投資了人民幣35,247,000元、人民幣19,273,000

元及人民幣 4,235,000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僱員總數約為9,000人（2016年同期：約8,850人）。總員工
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退休福利計劃供款及購股權費用）約為人民幣693,291,000

元（2016年同期：人民幣619,112,000元）。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2016年年報所披露的僱員獎勵及花紅政策、購股權計劃及
培訓計劃並無重大變動。

報告期後事項

收購南通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於2017年7月5日，本集團、南通太平洋與管理人訂立重整投資協議，內容有關
收購南通太平洋全部股權，代價為人民幣799,800,000元（「收購事項」）。有關收購
事項的重整計劃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已獲得南通太平洋債權人於債權人會議上
批准，且其後已於2017年8月4日獲得中國法院批准。根據重整投資協議及重整
計劃，南通太平洋已於2017年8月15日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南通太
平洋的名稱已更改為「南通中集太平洋海洋工程有限公司」。進一步詳情分別
於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7月5日、2017年8月4日及2017年8月16日的公告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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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基於管理人提供的償債能力分析，已額外
計提人民幣 105,549,000元減值撥備。

企業管治

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

本公司最近期之企業管治報告載於2016年年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薪酬委員
會及提名委員會之個別詳情亦已載於相同報告內。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及討論本集團期內未經審核財務報告。

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高翔先生（董事長）及劉春峰先生（總
經理）；非執行董事金建隆先生、于玉群先生、王宇先生及金永生先生；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王俊豪先生、徐奇鵬先生及張學謙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高翔

香港，2017年8月22日

2017年中期報告將派發予股東，並於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