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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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無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09）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二零零九年全年業績摘要

‧ 成功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 收入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二零零八年上升��.�%

‧ 毛利額為人民幣�,���.�百萬元﹐較二零零八年上升��.�%

‧ 淨利潤為人民幣�,���.�百萬元，較二零零八年上升��.�%

‧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淨利潤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二零零八年上升��.�%

‧ 核心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淨利潤率（不計算投資物業公平值的稅後淨收益）為
��.�%，較二零零八年上升�.�個百分點

‧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元

‧ 董事會擬派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
元，或人民幣���.�百萬元

全年業績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告期」）的全年業績，連同二零零八
年同期的比較數字。本業績已經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審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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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實現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約人民幣
�,0��.�百萬元，比去年上升約��.�%；每股基本盈利約人民幣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0.��元），比去年上升人民幣0.0�元；年末資產淨值約為人
民幣��,���.�百萬元，比年初增加約人民幣�,��0.�百萬元；年末每股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元，比年初增加約人民幣�.��元。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
（含稅）（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0.0�元），合共人民幣���.�百萬
元（含稅）（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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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 11,701,087		 �,��0,���
銷售成本  (8,441,898	)	 (�,���,��� )    

毛利  3,259,189		 �,���,0��

其他所得及收益 � 604,028		 ���,���
投資物業公平值淨收益  665,307		 ��0,���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451,205	)	 (���,��� )
行政開支  (972,070	)	 (��0,��� )
其他淨開支  (79,564	)	 (��,��� )
融資成本 � (209,128	)	 (���,��� )
應佔利潤及虧損：
 聯控實體  49,314		 (��,��� )
 聯營公司  16,091		 (��,��� )    

稅前利潤 � 2,881,962		 �,�0�,���

所得稅開支 � (766,856	)	 (���,���)    

年度利潤  2,115,106		 �,���,0��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 2,035,388		 �,��0,���
 少數股東權益  79,718		 ��,���    

  2,115,106		 �,���,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0.63元		 人民幣0.��元    

有關本年度應付及建議末期股息的詳情在附註�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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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年度利潤  2,115,106	 �,���,0��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資產：
 公平值變動  2,419	 –
 所得稅影響  (605	) –    

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116,920	 �,���,0��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037,202	 �,��0,���
 少數股東權益  79,718	 ��,���    

  2,116,9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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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040,049		 �,���,���
投資物業  8,195,400		 �,�0�,���
土地使用權  1,451,811		 �,���,���
商譽  246,350		 ��,���
其他無形資產  26,122		 ��,���
採礦權  149,348		 ��,���
聯控實體權益  241,325		 ���,�0�
聯營公司權益  316,835		 ���,���
可供出售投資  17,411		 ��,���
遞延稅項資產  231,580		 ���,���    

非流動資產總值  17,916,231		 ��,���,��0    

流動資產
存貨  7,698,826		 �,���,���
應收賬款及票據 �0 1,613,258		 �,���,���
預付款、押金及其他應收款  2,409,619		 �,���,���
可收回稅款  20,412		 �0,���
限制現金  142,747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499,609		 �,���,���
持有作出售非流動資產  155,962		 –    

流動資產總值  17,540,433		 ��,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 2,285,463		 �,���,���
其他應付及應計款  5,736,011		 �,���,0�0
應付股息  –		 ��,0��
計息銀行貸款  2,420,600		 �,���,�00
應付稅款  590,710		 ���,���
補充退休津貼及提早退休福利撥備  42,156		 ��,���    

流動負債總值  11,074,940		 ��,���,���    

流動資產╱（負債）淨值  6,465,493		 (�,��0,0�� )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4,381,7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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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3,724,546		 �,���,�00
公司債券 �� 1,933,904		 –
遞延稅項負債  1,213,650		 ���,���
補充退休津貼及提早退休福利撥備  562,429		 ���,���
遞延收入  322,537		 �0�,���
其他非流動負債  140,292		 ��0,���    

非流動負債總值  7,897,358		 �,���,���    

資產淨值  16,484,366		 �,���,���    

股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資本  3,873,333		 �,�00,000
儲備  10,817,007		 �,���,���
建議末期股息 � 	 271,133	 ���,000    

  14,961,473		 �,���,���
少數股東權益  1,522,893		 ��0,00�    

總股權  16,484,3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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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為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股份制有限責任公
司。本公司的註冊地址位於中國北京東城區北三環東路��號。

本集團主營業務為水泥及新型建築材料的生產及銷售、房地產開發、物業投資以及提供物
業管理服務。

本公司H股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
上市。依本公司董事意見，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北京金隅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母公
司」），一家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北京市國資委」）管理的國有企
業。

2.1	 編制基礎

該等財務報表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包括全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香港公認的會計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制。除以公平值計算的投資物業及若干
股本投資外，該等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法編制。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以賬面值及公平
值減銷售成本兩者中較低者列賬。該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為標準貨幣，除另有
所指外，所有數值均湊整至最接近千位數。

合併基準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載有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收購受
共同控制的子公司乃以合併會計法入賬。收購非共同控制的子公司乃以購買法入賬。所有
收入、開支以及產生自本集團內公司間交易及公司間結餘的未實現收益及虧損已在合併賬
目時悉數對銷。

合併會計法涉及發生共同控制組合的合併實體或業務的財務報表項目，猶如該等項目自該
等合併實體或業務首次受有關控制方控制當日起已合併處理。合併實體或業務的資產淨
值乃按控制方認為的現有賬面值進行合併。不會就商譽或就收購方於被收購公司可識別資
產、負債及或有負債公平淨值的權益超出共同控制合併當時的投資成本確認任何金額。綜
合損益表包括各合併實體或業務自所呈報之最早日期或該等合併實體或業務首次受共同控
制當日起（以較短期間為準）的業績，不以共同控制合併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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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法涉及將業務合併的成本分配至收購日期所收購可識別資產及所承擔負債及或有負債
之公平值。收購成本按交易當日所獲資產及所產生或所承擔負債的公平值總和，另加收購
應佔直接成本計算。或有代價於可能進行調整且可以可靠計量時確認。隨後計量或然代價
會影響商譽。根據購買法，子公司業績由收購日期起（即本集團取得控制權當日）悉數合併
入賬，直至該控制權終止當日為止。

少數股東權益指本公司子公司的業績及資產淨值中並非由本集團持有之外界股東權益。收
購少數股東權益乃使用權益概念方法入賬，而代價與佔所收購資產淨值賬面值之差額則確
認為一項股權交易。

2.2	 會計政策的改變

於二零零九年，本集團提早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有關板塊資產資料之經
營板塊披露）（有關準則乃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開始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界定板塊資產僅於該等資產計入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呈報之計量時方
予以報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須追溯應用。由於有關資料並非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
人定期報告，故並無於經營板塊資料中披露。

3.	 經營板塊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組成業務單位，並擁有以下四個可報告的業務板
塊：

(a) 水泥板塊進行水泥及混凝土生產及銷售；

(b) 新型建築材料板塊進行建築材料及傢具的生產及銷售；

(c) 房地產開發板塊進行房地產開發；及

(d) 物業投資及管理板塊於具有潛在租金收入及╱或資本增值的物業進行投資，並向住宅
及商用物業提供管理及保安服務。

管理層監控本集團各經營板塊之業績，以便就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作出決策。板塊業績根
據可報告的板塊利潤（乃經調整稅前利潤之計量）評估。經調整稅前利潤乃與本集團稅前利
潤一致之計量，惟利息收入、融資成本、股息收入以及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並不計入該等
計量。

板塊間的銷售及轉讓乃經參考向第三方所作銷售的售價，按當時的市價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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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乃僅得自其在中國的業務，而本集團概無非流動資產位於中國
境外。

年內，概無來自與單一外部客戶的交易的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的�0%或以上。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新型		 		 物業
	 水泥		 建築材料		 房地產開發		 投資及管理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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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塊收入
外部客戶 �,��0,0��  �,���,���  �,���,�0�  ���,���  ��,�0�,0��
板塊間 ��,���  ��,�0�  –  ��,���  ��,�0�         

總收入 �,�0�,���  �,���,���  �,���,�0�  ���,���  ��,���,���

對賬：
板塊間銷售抵銷         (��,�0� )         

收入         ��,�0�,0��
         

板塊業績 ���,���  �0�,���  �,0��,���  ���,��0  �,�0�,���

對賬：
板塊間業績抵銷         ��,��0
利息收入         ��,�0�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淨值         (��,0�� )
融資成本         (�0�,��� )         

稅前利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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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		 		 物業
	 水泥		 建築材料		 房地產開發		 投資及管理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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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板塊資料
應佔聯控實體利潤及虧損 –  (�,��� ) ��,���  –  ��,���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及虧損 ��,���  (��,��� ) –  –  ��,0��
投資物業公平值淨收益╱
 （虧損） –  �,���  (�,0�0)  ���,���  ���,�0�
於損益表中確認╱（撥回）的
 淨減值虧損 ��,���  �,���  (�0� ) –  ��,���
折舊及攤銷 ���,���  ��,�0�  �,���  ��,���  �0�,���

聯控實體權益 –  ���,0��  ��,���  –  ���,���
聯營公司權益 ��,000  ���,���  –  �,���  ���,���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的資產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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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新型    物業
 水泥  建築材料  房地產開發  投資及管理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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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塊收入
外部客戶 �,���,�0�  �,���,���  �,���,���  ���,���  �,��0,���
板塊間 ��,��0  ��,���  –  �,���  ��,�0�         

總收入 �,���,���  �,�0�,���  �,���,���  ��0,��0  �,���,���

對賬：
板塊間銷售抵銷         (��,�0� )         

收入         �,��0,���
         

板塊業績 ���,0��  ���,���  ���,���  �,���,���  �,���,���
對賬：
板塊間業績抵銷         �,���
利息收入         ��,��0
企業及未分配開支淨值         (���,��� )
融資成本         (���,��� )         

稅前利潤         �,�0�,���
         

其他板塊資料
應佔聯控實體利潤及虧損 –  (�,��� ) (��,��0 ) –  (��,��� )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及虧損 �,���  (��,��� ) (��� ) –  (��,��� )
投資物業公平值淨收益╱
 （虧損） –  ��,���  (��,��� ) �0�,���  ��0,���
於損益表中確認╱（撥回）
 的淨減值虧損 ��,�0�  –  (��� ) –  ��,���
折舊及攤銷 ���,���  ��,���  �,���  ��,��0  ���,���

聯控實體權益 –  ���,���  ���,��0  –  ���,�0�
聯營公司權益 ���,���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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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所得及收益

收入，即本集團的營業額，代表已售商品的發票淨值（扣除退貨及賬款折扣）；由銷售物業
所得的總額（扣除營業稅及附加費）；所提供服務帶來的淨值；投資物業已收及應收租金毛
收入（扣除營業稅及附加費）；以及年內的已收及應收物業管理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其他所得及收益的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貨品銷售 7,088,620		 �,���,��0
物業銷售 3,350,304		 �,���,���
土地銷售 187,057		 –
投資物業所得租金毛收入 336,416		 ���,���
物業管理費 219,282		 ���,���
所提供服務 155,810		 ���,���
工業廢物處理收入 119,125		 ���,���
酒店經營 128,210		 ���,���
其他 116,263		 ���,0��   

 11,701,087		 �,��0,���
   

其他所得及收益
出租廠房及機器所得租金毛收入 28,760		 ��,�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23,000		 ��,�0�
出售土地使用權收益 26,677		 –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29,569		 –
銀行利息收入 21,303		 ��,��0
得自聯控實體的利息收入 7,368		 ��,���
搬遷補償 46,310		 ��,���
政府資助
 －遞延收入確認 34,960		 ��,�0�
 －增值稅退稅 254,414		 ���,���
服務費收益 14,069		 �0,��0
其他 117,598		 ���,0��   

 604,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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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前利潤

本集團的稅前利潤乃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7,778,334		 �,���,���
已提供服務成本 663,564		 ���,���
折舊 371,437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		 �,���
土地使用權攤銷 29,718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872		 �,���
採礦權攤銷 6,22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淨（收益）╱虧損 (23,000	)	 �,���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 (29,569	)	 –
出售土地使用權收益 (26,677	)	 –
出售子公司虧損 –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及監事薪酬）：
 薪金 560,987		 ���,���
 養老計劃供款（定額供款計劃） 137,697		 ��0,���
 補充退休補助及提早退休福利 31,960		 ��,���
 福利及其他開支 79,959		 ��,���   

 810,6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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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385,026		 ���,���
公司債券利息 59,813		 –
減：資本化利息 (235,711	)	 (���,��� )   

 209,128		 ���,���
   

7.	 所得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中國企業所得稅 459,880		 ���,���
 中國土地增值稅 118,438		 �0�,�0�   

 578,318		 ���,���
遞延 188,538		 ���,���   

年度總稅款 766,856		 ���,���
   

香港利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未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利潤，故此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
零八年：無）。

中國企業所得稅

年內於中國營運所產生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按估計應課稅利潤之適用稅率，並根據現行法
例、詮釋及慣例計算。

歸屬於聯控實體部份的稅款為人民幣��,���,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00元（稅務
抵免）），包括於綜合損益表中「應佔聯控實體利潤及虧損」一項中。

歸屬於聯營公司部份的稅款為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000元），包
括於綜合損益表中「應佔聯營公司利潤及虧損」一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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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土地增值稅

中國土地增值稅乃按土地增值額（即銷售物業所得款項減包括土地使用權攤銷、借貸成本及
全部房地產開發項目支出等可扣減開支的數額）的�0%至�0%的遞加稅率徵收。

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年內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於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及年內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
平均數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2,035,388	 �,��0,���
   

	 股份數目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年內本公司已發行
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33億	 ��億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額並無就攤薄
作出調整，乃因該等年度內本集團並無任何具潛在攤薄影響之已發行普通股。

9.	 股息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元
 （二零零八年：人民幣0.0�元） 271,133	 ���,000   

 271,133	 ���,000
   

本年度建議末期股息須經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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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票據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1,450,289	 �,���,���
應收票據 389,772	 ���,���
減：減值撥備 (226,803	) (���,��� )   

 1,613,258	 �,���,���
   

本集團向不同業務板塊的客戶提供不同信貸期。就水泥及新型建築材料業務板塊而言，信
貸期通常為三個月，主要客戶可增至九個月。就房地產開發業務而言，已售物業的代價應
由買家根據相關購銷協議條款支付。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扣除撥備）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六個月內 806,698		 ���,���
七至十二個月 307,280		 ���,�0�
一至兩年 77,995		 ��,���
兩至三年 15,610		 ��,���
三年以上 15,903		 �,���   

 1,223,486		 ���,���
   

11.	 應付賬款及票據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2,142,326	 �,���,���
應付票據 143,137	 ���,��0   

 2,285,463	 �,���,���
   

應付賬款不計息。購貨的平均信貸期為六十天至九十天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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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的應付賬款（以發票日期為基準）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107,151	 ���,0��
四至六個月 338,564	 ��,���
七至十二個月 263,749	 ���,���
一至兩年 349,991	 ���,0��
兩至三年 34,571	 ��,���
三年以上 48,300	 ��,���   

 2,142,326  �,���,���
   

12.	 公司債券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向中國公司投資者發行合共人民幣��億元的七年期公司債券
（「債券」）。債券以固定年利率�.��厘計息並按年支付。債券由北京國有資本經營管理中心
（北京市國資委所管理的機構）擔保。債券持有人有權於發行日期五週年屆滿時行使贖回
權。於報告期末，債券按攤銷成本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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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辭

尊敬的各位股東：

我謹代表董事會，欣然向各位股東提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
績公告及彙報本集團在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取得的良好經營業績。

於二零零九年，全球經濟遭受美國次貸危機所引致的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二零零九年亦
是中國經濟跨入新世紀以來最為困難的一年。中國政府全面實施並不斷完善應對全球金
融危機和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的一攬子計畫，成功扭轉經濟下滑局面，率先實現中國經濟
於二零零九年復蘇並穩定向好。受中國政府經濟刺激計畫以及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
貨幣政策推動，二零零九年下半年內需日益增長，而受高速鐵路、機場、公路以及城市
化建設等眾多關鍵基建項目拉動，水泥、建材需求顯著增加，房地產行業快速回升。根
據國家統計局之統計資料，中國經濟於二零零九年增長�.�%，而按年度基準計算的第四
季增長更高達�0.�%，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於二零零九年同比上升�0.�%至人民幣���,���億
元。

面對充滿挑戰的全球經濟環境及複雜且變動不居的國內外經濟形勢，董事會準確把握發
展機遇，積極應對形勢變化，科學制定發展策略，採取有效經營計畫，充分發揮本公司
在戰略佈局、產業鏈、管理整合、技術和品牌等方面的優勢，大力拓展目標市場，加強
區域資源整合，提高管理水準和運營效率，保持了本集團經營業績的穩定、快速、健康
發展，主要業務實現穩健增長。同時，充分把握資本市場的有利時機，成功實現公司H
股在香港聯交所主板首次公開發行和上市。在此，我謹代表董事會向廣大投資者和各位
股東對本公司發展事業的關心和支持表示誠摯的感謝！

本報告期間，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銷售收入約為人民幣��,�0�.�百萬元，同比
增長約��.�%；年內的稅後利潤約為人民幣�,���.�百萬元，同比增長約��.�%，歸屬於本
公司擁有人的利潤約為人民幣�,0��.�百萬元，同比增長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
盈利約為人民幣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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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建議派付末期現金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含稅）。

水泥及預拌混凝土

二零零九年，中國政府加大對水泥行業重組和抑制水泥行業產能過剩的調控力度。通過
淘汰技術落後產能、堅持節能環保及提高水泥行業的進入門檻，進一步引導水泥行業健
康、有序發展，同時亦為本集團水泥產業營造有利的發展機遇。

作為環渤海地區最大的水泥企業之一，本集團充分借助國家一攬子經濟刺激計畫和擴大
基礎設施建設的市場機遇，堅持京津冀「大十字」戰略佈局，加大區域資源整合、並購重
組和市場拓展力度，大區域市場的控制力和競爭力大幅提升。

一是，公司加快重點項目佈局，公司新建的鹿泉東方鼎鑫水泥有限公司（「鼎鑫水泥」）日
產�,000噸熟料生產線、贊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贊皇水泥」）年產�00萬噸粉磨站等新建
擴建項目順利投產運行。截至二零零九年底公司水泥總產能達到�,���萬噸，進一步增強
在京津冀區域市場的控制力和競爭力。混凝土業務加快在北京、天津、河北省等相關重
點區域的市場開拓，實現了快速增長。

二是，公司強化優質石灰石礦等戰略資源掌控，通過並購重組增加石灰石儲備�.��億
噸。截至二零零九年底，本公司實際控制的石灰石資源儲備達到�.�億噸，為提升公司水
泥業務的業績及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三是，公司緊抓市場有利時機，成功中標京石、京滬、張承、京承等��條鐵路、高速公
路工程及北京多條地鐵和南水北調工程，報告期間內實現水泥總銷量約�,���萬噸，同比
增加約���萬噸；商品混凝土銷量約��0萬立方米，同比增加約��萬立方米，水泥板塊的
銷售收入約人民幣�,�0�.�百萬元，同比增長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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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強化公司水泥產業發展循環經濟的先發優勢，創新水泥盈利模式。公司自主研發
建設的國內第一條依託水泥窯無害化、資源化處置城市生活污泥的示範線成功運營，年
處置能力達到北京市生活污泥總量的四分之一；公司自主研發設計的國內首條利用水泥
窯無害化處置生活垃圾焚燒後剩餘飛灰的中試線已試運行，開創了水泥產業嶄新的盈利
模式，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協調統一。

新型建築材料

本報告期間，本集團有效克服了金融危機造成外需不足的影響，新型建築材料業務實現
平穩較快增長，「園區化」發展優勢進一步呈現。

一是，本集團進一步加大市場前景好、收益高的項目投資建設，北京通達耐火技術股份
有限公司（「通達耐火」）年產�萬噸高檔耐火製品生產線技術改造項目投產運行、年產��萬
噸耐材原料基地順利開工。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通達耐火以其高水準的先進技術
及研發實力，獲評為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

二是，公司加快同類產業資源的整合進程，先後完成加氣混凝土業務和塗料業務的整
合，實現經營效益和市場競爭力的顯著提升。

三是，公司按照「統一規劃、分步建設」模式，佔地�,000餘畝的大廠金隅工業園區以建設
速度快、綜合成本低、配套一體化、管理專業化，以及有效集中爭取當地優惠政策支援
等多方面優勢，為入園企業提供了系統化的優質服務；首批入園企業中已建成�.�萬噸的
玻璃棉生產線和�,�00萬立方米的礦棉板生產線，並正式投入運營。

四是，本集團推進集成化銷售模式，大力開拓重點工程市場，天壇傢俱、星牌礦棉板、
幹拌砂漿、塗料、玻璃棉等主要產品成功中標國家博物館、京包隧道、國家會議中心、
北京多條地鐵站、天津津門津塔等工程項目，實現銷售業務較快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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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開發

本報告期內，公司房地產開發業務堅持「兩個結構」調整和「好水快流」的經營策略，取得
突出業績。

其一，通過深化調整開發項目結構和土地儲備結構，堅持快開發、快建設、快銷售等措
施，在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房地產市場遇冷時，本集團加快項目開工、建設進度和土地儲
備，在我國房地產先抑後揚、先冷後熱的變局中，贏得了主動，佔領了先機。金隅七零
九零、金隅觀瀾時代、金隅可樂+、金隅萬科城、金隅時代城等項目基本售罄，金隅美和
園、金隅麗景園等保障性住房項目銷售指標對接率達到�0%以上。

其二，通過規避週期式的經營策略，本集團重點佈局北京、天津、杭州等一線城市，土
地儲備取得豐碩成果。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零年初，成功獲取本集團自有入市交易地塊
�宗、非自有入市交易地塊�宗，新增土地儲備���.�萬平方米。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
一日，本公司擁有土地儲備約���萬平方米。

物業投資及管理

物業投資及管理業務在深化整合中規模效益進一步凸現，實現租金和收益的穩步增長，
繼續保持了較高的出租率和租金水準。

其一，本集團持有的物業面積持續增加，經營規模和市場競爭力進一步增強。二零零九
年，環球貿易中心三期投入運營，增加物業面積�.�萬平方米，投資物業總面積達到�0.�
萬平方米。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新收購大成國際寫字樓項目，增加投資性物業面積�.�
萬平方米，大成國際寫字樓位於北京東四環，地理位置優越，具備可觀的升值空間。

其二，通過有效的宣傳推廣和行銷策略，鞏固和擴展客戶資源，進一步提升本集團物業
經營的良好品牌和市場形象。通過完善的設施和優秀的服務水準，環球貿易中心吸引了
英特爾、日本電通、德國電信、一汽奧迪等國際大型公司入戶；公司高檔物業管理榮獲
「中國物業行業金牌服務品牌企業」殊榮；鳳山度假村作為唯一入選的北方溫泉，被境外
媒體評為「中國嚴選十大溫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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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根據若干主要國際經濟組織的預測，全球經濟有望穩步回升，而中國經濟將繼續維持較
快增長。與此同時，金融危機影響仍舊存在，中國宏觀經濟仍然充滿變化和不斷調整。
二零一零年將是機遇和挑戰並存的一年。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將順勢宏觀政策調整，應對經濟形勢變化，把握發展新機遇，繼續
加大大區域市場產業佈局和業務發展，拓展經營規模、發揮協同效益、增強抵禦經濟波
動的實力，全面推動公司強勢發展。

水泥及預拌混凝土業務方面，公司將在進一步完善京津冀「大十字」戰略佈局的同時，
有選擇地在資源優勢區域競爭性佈局，加快推進水泥產業兼併重組步伐和新、改、擴建
水泥項目建設，提高區域市場覆蓋率和佔有率，在主動競爭中贏得發展主導權；加快稀
缺資源佔有，夯實戰略基礎，提高對京津冀及其他區域戰略資源的掌控度，為水泥產業
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進一步拓展「低炭經濟和循環經濟」的新型水泥產業發展模
式，發揮餘熱發電、處置城市污泥和工業廢棄物等優勢，降低運營成本，提高生產附加
價值；強化核心業務戰略合作的新模式，加強與中國昊華化工（集團）總公司（「中國昊
華」）、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等戰略夥伴的跨行業合作與協同發展，通過資源分享
和優勢互補，拓展公司水泥業務發展空間。

新型建築材料業務方面，公司將繼續堅持「園區化」發展模式，在加快結構調整中不斷
提升產業集中度，進一步增強核心競爭力。通過緊密對接北京市都市型工業發展規劃定
位，加快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不斷夯實公司都市型工業的發展基礎；繼續推進同業資
源的整合深度和力度，使資產優化、產能集中、人才彙聚，不斷提升產業整體市場競爭
力和經濟效益；在大廠金隅工業園成功發展的基礎上，加快其他工業園區的規劃建設，
使之成為新型建材製造業再創業、大發展的新平臺；堅持循環經濟理念和低碳經濟策
略，將清潔生產、節能減排、綜合利用等措施貫穿到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更好地實現
「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協調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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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開發業務方面，公司將抓住房地產市場回暖機遇，以合理穩健的市場運作手段擴
大土地儲備，擇機推動自有土地入市交易，同時優化市場區域，適度進入城市化潛能
大、城鎮化前景好的二、三線城市，持續科學地儲備適量的土地資源；保持科學合理的
開發產品組合，進一步加大普通商品房的開發比例，加快建設、加快銷售、加快資金回
籠，提升盈利能力和現金流轉；充分發揮金隅核心產業鏈優勢，積極探索住宅產業化發
展模式，提升品牌影響力，打造精品項目，實現房地產開發業務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物業投資及管理業務方面，公司將充分發揮資源整合和規模優勢，利用國家「擴內需」政
策帶來的增長機遇，有效對接首都北京的經濟發展定位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加強經營
模式、盈利模式及服務內容的創新，加大行銷力度，優化經營環境、提升服務水準和物
業品牌價值，進一步提升盈利能力。

最後，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衷心感謝各位股東及本集團業務夥伴於過去一年的支持和幫
助。二零一零年，在各位股東的大力支持和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有信心進一步
實現各項業務的快速發展，以優良的業績回報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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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資料概要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收入 11,701.1		 �,��0.�  ��.�
毛利 3,259.2		 �,���.0  ��.�
稅前利潤 2,882.0		 �,�0�.�  ��.�
年度利潤 2,115.1		 �,���.0  ��.�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淨利潤 2,035.4		 �,��0.�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基本每股盈利 人民幣0.63元		人民幣0.��元  �.�
總資產 35,456.7		 ��,���.�  ��.�
淨資產 16,484.4		 �,���.�  �0�.�     

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36.8% 8,550.7

11,701.1

年度利潤（人民幣百萬元）                      

2,115.1

1,386.0

+52.6%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毛利額（人民幣百萬元）

 

2,112.0 

+54.3% 

3,259.2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淨利潤（人民幣百萬元）

1,320.9

 
+54.1%

2,035.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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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資料概要

水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銷量		 銷量  %

水泥（萬噸） 1,388.0		 �,0�0.0  ��.�
其中：自產水泥（萬噸） 1,082.0		 ��0.0  ��.�
混凝土（萬立方米） 290.0		 ���.0  ��.�
固廢處理（萬噸） 16.0		 ��.0  ��.�

新型建材
     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

傢俱（人民幣百萬元） 678.0		 ���.0  �.�
耐火材料（萬噸） 17.3		 ��.�  ��.�
貿易及物流（人民幣百萬元） 1,080.0		 ���.0  �.�
其他產品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533.0		 ���.0  (��.� )

房地產開發
     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

新竣工面積（萬平方米） 54.0		 ��.0  ��.�
結轉面積（萬平方米） 47.4		 ��.�  ��.�
其中： 商品房（萬平方米） 36.1		 �0.�  ��.�
 保障性住房（萬平方米） 11.3		 �.�  ���.�

註： 以上不含本公司聯控實體北京金隅萬科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金隅萬科」）年內結轉面積
��.�萬平方米。

物業投資及管理
     變動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

投資物業總面積（萬平方米） 60.1	 ��.0  ��.�
可出租面積（萬平方米） 47.2	 ��.�  ��.�
實際出租面積（萬平方米） 37.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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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業績回顧

二零零九年，公司借助中國政府�萬億人民幣經濟刺激政策的帶動和環渤海經濟區域固定
資產投資大幅增加的良好契機，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區域佈局，強化內部運營管理
水準，提升管理效率，降低運營費用，公司各項經濟指標均實現較大幅度增長。

二零零九年，公司業績增長迅速，收入首次突破百億元，同比增長��.�%，達到人民幣
��,�0�.�百萬元；毛利額同比增長��.�%，達到人民幣�,���.�百萬元；淨利潤同比增長
��.�%，達到人民幣�,���.�百萬元。

公司的水泥、新型建材、房地產開發及投資物業四大業務板塊業績均取得了顯著的增
長，其中：

• 水泥業務收入增長��.0%，達到人民幣�,�0�.�百萬元，毛利增長��.�%，達到人民幣
���.�百萬元；

• 新型建材業務收入增長�.�%，達到人民幣�,���.�百萬元，毛利增長�0.�%，達到人
民幣���.�百萬元；

• 房地產業務收入增長��.�%，達到人民幣�,���.�百萬元，毛利增長��.�%，達到人民
幣�,���.0百萬元；及

• 物業投資及管理業務增長��.0%，達到人民幣���.�百萬元，毛利增長��.�%，達到人
民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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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板塊（人民幣百萬元）

3,314.8

4,608.3

收入 毛利

08年
09年

995.4
526.0

新型建材板塊（人民幣百萬元） 

2,701.7
2,878.9

509.0 613.6

收入 毛利

08年
09年

房地產開發板塊（人民幣百萬元）

1,968.3

3,571.9

664.0

1,188.0

收入 毛利

08年
09年

物業投資及管理板塊（人民幣百萬元） 

630.1
699.6

416.0
463.5

收入 毛利

08年
09年

各業務板塊經營狀況分析

	 各業務板塊收入比較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水泥板塊 4,608.3		 �,���.�  ��.0
新型建材板塊 2,878.9		 �,�0�.�  �.�
房地產開發板塊 3,571.9		 �,���.�  ��.�
物業投資及管理板塊 699.6		 ��0.�  ��.0
抵銷 (57.6	)	 (��.� ) 不適用     

合計 11,701.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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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業務板塊毛利總額比較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水泥板塊 995.4		 ���.0  ��.�
新型建材板塊 613.6		 �0�.0  �0.�
房地產開發板塊 1,188.0		 ���.0  ��.�
物業投資及管理板塊 463.5		 ���.0  ��.�
抵銷 (1.3	)	 (�.0 ) 不適用     

合計 3,259.2		 �,���.0  ��.�     

	 各業務板塊毛利率比較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

水泥板塊 21.6%		 ��.�%  �.�
新型建材板塊 21.3%		 ��.�%  �.�
房地產開發板塊 33.3%		 ��.�%  (0.� )
物業投資及管理板塊 66.3%		 ��.0%  0.�
抵銷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平均 27.9%		 ��.�%  �.�     

二零零九年各板塊收入分佈   

房地產開發
31%

物業投資及管理
6%

水泥
39%

新型建材
24%

二零零九年各板塊毛利分佈  

房地產開發
36%

物業投資及管理
14%

水泥
31%

新型建材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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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泥業務

二零零九年，公司水泥板塊實現收入人民幣�,�0�.�百萬元，同比增長��.0%；毛利
人民幣���.�百萬元，同比增長��.�%；毛利率��.�%，同比提高�.�個百分點。

二零零九年公司自產水泥毛利率��.�%，同比提高�.�%；噸毛利達到人民幣��元╱
噸，同比提高人民幣��元╱噸；噸淨利人民幣��元╱噸，同比提高人民幣��元╱
噸。

水泥板塊業績大幅增長，(i)一方面受益於京津冀區域良好的水泥市場環境，二零零
九年該區域的水泥價格平均上漲了約人民幣��元╱噸；(ii)另一方面受益於公司同一
營運、節能減排降低成本增效等內部管控方面的卓越改善。

(�) 加快推進水泥產業兼併重組步伐，提高區域市場佔有率和掌控力

公司緊抓市場有利時機，不斷擴大在環渤海區域的市場份額，成功中標京石、
京滬、張承、京承等��條鐵路、高速公路工程及北京多條地鐵和南水北調工
程。本期水泥銷量達到�,���萬噸，同比增加���萬噸；其中自產水泥�,0��萬
噸，同比增加���萬噸。公司新建的鼎鑫水泥日產�,000噸熟料生產線和贊皇水
泥年產�00萬噸粉磨站投產。

公司充分利用中國政府調整水泥產業結構，鼓勵行業重組的機遇，加快推進環
渤海區域水泥產能的併購重組，並與中國昊華等公司建立戰略合作關係。截至
二零零九年底，公司水泥總產能�,���萬噸，預計二零一零年能將水泥產能迅速
擴大到約�,000萬噸，加大了本集團對區域水泥市場的掌控力。

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舉行的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併購重組
計劃情況如下：

 單位：萬噸
    水泥  權益  石灰石
水泥板塊 所在區域 控股比例  年產能  年產能  儲備  備註

天津振興水泥有限公司 天津 �0.��%  ��0  �0�  –
張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河北省張家口 �0%  ��0  ��  �,�00
曲陽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河北省曲陽 �0%  �00  ��0  �,000  在建，二零一零年
 （「曲陽水泥」）           四月投產
涿鹿永興水泥有限公司 河北省涿鹿 �00%  �00  �00  �,000  在建，二零一零年
 （「永興水泥」）           六月投產
平谷水泥二廠生產線 北京平谷 �00%  �00  �00  –        

合計    ��0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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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水泥戰略資源儲備，夯實水泥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的保障

截至二零零九年底，公司實際控制的石灰石資源儲備達到�.�億噸，通過併購
重組增加石灰石儲備�.��億噸，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石灰石儲備總計
�.��億噸；此外，公司將進一步通過各種方式整合水泥戰略資源，預計二零一
零年底可將石灰石儲備增加到�0億噸左右。戰略資源的儲備為提升公司水泥業
務的業績及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

(�) 強化公司在水泥行業發展循環經濟的先發優勢，創新水泥行業盈利模式

公司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產業。廣泛在水泥生產線採用餘熱發電技
術，率先利用水泥窯開展處置城市與工業廢棄物、生活污泥及垃圾，強化公司
在水泥「節能、環保、高附加值」的新型水泥產業模式，大幅提高了盈利能力。

二零零九年，本公司餘熱發電機組配備達到��.�兆瓦，全年發電量共計�.��億
千瓦時，節約成本近人民幣�0百萬元，並以此為基礎，成功進行了本集團首項
國際碳減排交易，獲得首筆交易收入人民幣�.��百萬元。

公司利用水泥窯，處置工業廢棄物、城市污泥、垃圾、飛灰等，均取得顯著的
社會和經濟效益。二零零九年，北京金隅紅樹林技術有限責任公司（「金隅紅樹
林」）處置工業廢棄物及城市污泥��萬噸，北京新北水水泥有限責任公司（「新北
水」）及金隅紅樹林利用�00萬噸的水泥生產線合併實現淨利潤人民幣���.�百萬
元，同比增長��.�%；北京市琉璃河水泥有限公司（「琉璃河水泥」）利用�00萬噸
的水泥生產線實現淨利潤人民幣�0.�百萬元，同比增長��.�%。金隅紅樹林取
得國家環保部頒發全國唯一一家「利用水泥窯處置廢棄物經營許可證」，為下一
步公司在水泥行業推廣應用此技術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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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內部運營管控，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盈利水準

公司依託在水泥行業人才、技術及管理優勢，提高收購水泥企業營運水泥和獲
利能力。公司下屬子公司鼎鑫水泥通過規模化生產，提升區域市場控制能力，
降低運營成本，二零零九年利用擁有的僅��0萬噸產能生產線，實現收入人民
幣�,�0�百萬元，同比增長��.�%，實現淨利潤人民幣���.�百萬元，同比增長
��0.�%。較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收購鼎鑫水泥之初產能增加��0萬噸，淨利潤
增長近�0倍。

(�) 加快水泥下游產業佈局，發揮產業鏈協同優勢

公司率先在行業內加快商品混凝土產業布局，通過控制區域混凝土生產，控
制水泥終端市場，延伸水泥產業利潤鏈條。報告期內，本公司銷售商品混凝
土��0萬立方米，同比提高��萬立方米；收入為人民幣��0百萬元，同比增長
��%，毛利率達到�.�%，同比提高�.��個百分點。

2、	 新型建材業務

二零零九年，公司新型建材板塊實現收入人民幣�,���.�百萬元，同比增長�.�%；毛
利人民幣���.�百萬元，同比增長�0.�%；毛利率��.�%，同比提高�.�個百分點。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收入
新型建材板塊整體 2,878.9		 �,�0�.�  �.�
 －裝飾裝修材料 904.0		 ��0.0  (�.� )
 －節能牆體保溫材料 307.9		 ���.�  ��.�
 －耐火材料 587.0		 ��0.0  ��.�
 －商貿物流 1,08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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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毛利
新型建材板塊合計 613.6		 �0�.0  �0.�
 －裝飾裝修材料 179.0		 ���.0  (�.� )
 －節能牆體保溫材料 69.6		 ��.0  �0.�
 －耐火材料 189.0		 ���.0  ��.�
 －商貿物流 176.0		 ���.0  ��.�
毛利率（%）
新型建材板塊整體 21.3%		 ��.�%  �.�
 －裝飾裝修材料 19.8%		 ��.�%  �.�
 －節能牆體保溫材料 22.6%		 ��.�%  (�.� )
 －耐火材料 32.2%		 ��.�%  �.�
 －商貿物流 16.3%		 ��.�%  �.�

公司新型建材業務，積極調整產品結構和市場策略，重點發展優勢產品，抓住經濟
復蘇的有利時機，保持了業務的整體增長。

(�) 加快「工業園區」建設，大力發展新型、綠色、節能建材產品

將重點優勢產品項目向園區集聚，實現「園區化」和產業集群化發展模式，促進
產品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二零零九年，大廠工業園已建成�.�萬噸的玻璃棉生
產線和�,�00萬立方米的礦棉板生產線，並已投入運營。

(�) 搶抓市場機遇，大力開拓重點工程市場

建立建材產品集成化銷售模式，為大型工程進行整體配套供應，實現銷售業務
增長。二零零九年，公司成功中標國家博物館、京包隧道、國家會議中心、北
京地鐵站及天津津門津塔等工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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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房地產開發業務

二零零九年，公司房地產開發業務實現收入人民幣�,���.�百萬元，同比增長��.�%；
毛利總額人民幣�,���.0百萬元，同比增長��.�%；毛利率��.�%，同比下降0.�個百分
點，實現收入現金流入人民幣�,���.0百萬元。

(�) 加快在建項目銷售，加速資金回籠

二零零九年，本公司房地產項目結轉面積��.�萬平方米，同比增長��.�萬平方
米。其中，商品房結轉面積��.�萬平方米，同比增長��.0萬平方米；保障性住
房結轉面積��.�萬平方米，同比增長�.�萬平方米。另外，本公司聯控實體金隅
萬科年內結轉面積��.�萬平方米，公司按照股權比例獲得收益約人民幣��百萬
元。

(�) 加大一線城市土地儲備，嚴控項目土地成本，提升產品盈利能力

公司通過規避週期式的經營策略，重點佈局一線城市，在土地儲備方面取得了
豐碩的成果，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零年初已新取得土地儲備���.�萬平方米，平
均樓面地價僅人民幣�,���元╱平方米。另外，經本公司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
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關於「收購北京大成開發集團有限公司（「大成開
發」）」的房地產相關項目，增加土地儲備��.�萬平方米。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公司的土地儲備達到���萬平方米；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公司擁
有土地儲備約���萬平方米（其中：持有未建土地���萬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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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零年初已新取得土地儲備

	 	 	 	 	 總規	 	 折合
序號	 項目名稱	 位置	 購買時間	 權益	 劃面積	 土地金額	 樓面地價
     （平方米） （人民幣 （人民幣元╱
      萬元） 平方米）

� 土橋一期 北京 二零零九年 �00% ���,��� ��,��� �,���
   五月二十五日
� 土橋二期 北京 二零零九年 �00% ���,��� ��,00� �,���
   六月十二日
� 大興黃村商業金融 北京 二零零九年 �00% ���,��� ��,��0 �,���
   四月二十七日
� 東沙河西區（西海岸） 北京 二零零九年 �00% �0�,��0 ��,��� �,0��
   六月二十五日
� 杭州觀瀾時代�地塊R-0� 杭州 二零零九年 �00% ���,��0 ��,�00 �,�0�
   十二月三日
� 杭州觀瀾時代�地塊R-0� 杭州 二零零九年 �00% ��,��0 ��,��� �,���
   十二月三日
� 西三旗項目 北京 二零零九年 �00% ��,��� ��,��0 ��,�0�
   十二月三十日
� 天津張貴莊� 天津 二零一零年 �00% ���,��� ���,��0 �,���
   一月十一日
� 天津張貴莊� 天津 二零一零年 �00% �00,000 ��,000 �,0�0
   三月二十三日
�0 東沙河西岸介山二期 北京 二零一零年 �00% ��,��� �0,0�0 �,���
   三月五日       

 合計    �,���,�00 ���,0�� �,���       

4、	 物業投資及管理業務

二零零九年，公司物業投資及管理板塊繼續保持了高出租率和盈利水準。實現收
入人民幣���.�百萬元，同比增長��.0%；毛利總額人民幣���.�百萬元，同比增長
��.�%；毛利率��.�%，同比提高0.�個百分點。

(�) 高檔投資性物業面積持續增加，估值水準穩步提升

 二零零九年，環球貿易中心三期投入運營，增加物業面積�.�萬平方米，投資物
業總面積達到�0.�萬平方米；物業總體估值達到人民幣��億元，平均每平方米
估價約人民幣��,���元。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通過「收購大成開發」的表
決，使公司成功收購大成國際寫字樓項目，增加投資性物業面積�.�萬平方米，
大成國際寫字樓位於北京東四環CBD區域，地理位置優越，項目出租率高，盈
利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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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效應突顯

 公司出租率保持區域高水平，公司所持有的物業項目獲得「全國優秀物業示範
大廈」稱號，公司通過完善的設施和優秀的服務，先後吸引了英特爾、日本電
通、德國電信、一汽奧迪等國際知名公司入駐。品牌效應的提升，直接帶動了
本公司物業出租率及出租價格的提高。

二零零九年大廈物業出租經營情況表
	 	 	 物業	 	 	 平均	 單位
	 位置	 權益	 總面積	 公允價值	 出租單價	 出租率	 公允值
   （萬平方米）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元╱
    億元） 元╱曰）  平方米）

環球貿易中心一期 北京北三環 �00% �0.� ��.�� �.� ��.�% ��,���
騰達大廈 北京西二環 �00% �.� �.�� �.� ��.�% ��,���
金隅大廈 北京西二環 �00% �.� �.�� �.0 ��.�% ��,���
建達大廈及建材經貿大廈 北京東二環 �00% �.� �.�� �.� ��.�% ��,��0	 	 	 	 	 	 	

	 小計	 	 26.5	 42.26	 	
其他物業 北京城區  ��.� ��.��  	 	 	 	 	 	 	

	 合計	 	 60.1	 81.95	 	 	 13,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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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損益表項目的分析

1.	 其他所得及收益

報告期內，本集團實現其他所得及收益人民幣�0�.0百萬元，同比增加人民幣��.�百
萬元，主要是因為鼎鑫水泥、琉璃河水泥、新北水等單位由於收入增長，增值稅退
稅金額增加。

2.	 投資物業公平值淨收益

報告期內，本集團報告期內投資物業公平值淨收益為人民幣���.�百萬元，同比減少
人民幣���.�百萬元。本期投資性物業公平值淨收益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本期北京房產
價格普遍大幅上漲，評估師根據公開市場情況，提高了對本公司投資物業的公平價
值。

3.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行政費用及融資費用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期間費用佔收入的比重均有較大幅度的下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 451.2		 ���.�  �.�
佔收入比重 3.9%		 �.�%  降低�.�個
     百分點
行政費用 972.1		 ��0.�  ��.�
佔收入比重 8.3%		 �0.�%  降低�.�個
     百分點
融資費用 209.1		 ���.�  (��.� )
佔收入比重 1.8%		 �.�%  降低0.�個
     百分點

(�) 二零零九年銷售及市場推廣費用人民幣���.�百萬元，同比增加人民幣�.�百萬
元，較二零零八年輕微增加。本集團通過統一銷售管道等方式，同比將銷售及
市場推廣費用佔收入比重降低�.�個百分點至�.�%。

(�) 二零零九年行政費用人民幣��0.�百萬元，同比增加人民幣��.�百萬元，主要是
由於本集團混凝土及水泥企業的業務擴張，使得行政費用有所增加。但本集團
通過整合內部管理，同比將行政費用佔收入比重降低�.�個百分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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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融資費用人民幣���.�百萬元，同比減少人民幣��.�百萬元。通過統
一資金管理、集中信貸，提高企業信用評級，使大部分借款在基準利率的基礎
上下浮�0%。同比將融資費用佔收入比重降低0.�個百分點至�.�%。

4.	 應佔聯控實體及聯營公司利潤及虧損

二零零九年應佔聯控實體及聯營公司利潤及虧損由去年的虧損人民幣��.�百萬元，
變動至今年的盈利人民幣��.�百萬元，主要是由於今年從本公司聯控實體金隅萬科
獲得盈利人民幣��百萬元。

資產負債狀況

	 主要資產負債項目比較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流動資產 17,540.5		 ��,0��.�  ��.�
流動負債 11,074.9		 ��,���.�  (��.� )
淨流動資產（負債） 6,465.6		 (�,��0.� ) 不適用
非流動資產 17,916.2		 ��,���.�  ��.�
非流動負債 7,897.4		 �,���.�  �00.�
總資產 35,456.7		 ��,���.�  ��.�
淨資產 16,484.4		 �,���.�  �0�.�
其中：本公司股東應佔股權 14,961.5		 �,���.�  �0�.0
   少數股東權益 1,522.9		 ��0.0  ��.�
資產負債率（%）（總負債除以總資產） 53.5		 ��.�  降低��.�百分點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品質大幅提高，合併範圍內資產總額為人民
幣��,���.�百萬元，較上年末增加��.�%；淨資產人民幣��,���.�百萬元；較上年末增加
�0�.�%；資產負債率��.�%，較本報告期初降低��.�個百分點。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淨流動資產額為人民幣�,���.�百萬元，同比增加
人民幣�,���.�百萬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合計為人民幣�,���.�百萬元，同
比增加人民幣�,���.�百萬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計息銀行借款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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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民幣�,���.�百萬元。其中，須於一年內償還之計息銀行貸款為約人民幣�,��0.�百
萬元，比年初減少約人民幣�,���.�百萬元；須一年後償還之計息銀行貸款為約人民幣
�,���.�百萬元，比年初增加約人民幣�,���.�百萬元。

公司於報告期內，成功發行人民幣��億元的七年期公司債券，債券信用等級�A級，票面
利率�.��%，遠低於市場同類金融產品利率水平；在香港聯交所主板公開上市發行，募
集資金約港幣��.��億元。公司於報告期內先後與多家銀行簽署合作協定，獲得綜合授信
人民幣���億元，利率較銀行同期基準利率下調�0%。顯著改善了公司財務狀況和資本結
構，為公司業務運營發展提供了穩定的資金支持。

未來前景及展望

公司將加速區域、戰略資源的整合，強化公司在水泥、新型建材、房地產開發、物業投
資及管理四大產業板塊的核心優勢。大力發展低碳經濟、循環經濟，依託科技創新不斷
提升核心競爭力和市場競爭優勢。緊緊抓住國家出臺的「拉動內需」、「建材下鄉」、「鼓勵
行業重組」等有利政策契機。保持公司持續快速發展，實現公司業績的全面快速增長。

1.	 水泥業務展望

水泥板塊要通過加快重點項目建設投產，在進一步完善京津冀戰略佈局的同時，有
選擇的在資源優勢區域競爭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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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降發展成本，實現有序擴張

要在控降發展成本的前提下，實現水泥產業板塊的有序擴張。公司在建的贊皇
水泥、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太行水泥」）、永興水泥、曲陽水泥共�條
日產�,000噸水泥熟料生產線進展順利，計畫將於二零一零年陸續投產運營。公
司最新併購重組燕趙水泥等年產能�00萬噸水泥項目，要提高運營品質和獲利
能力。確立公司在華北地區第一大水泥生產商的市場地位，以新增產能的快速
增長搶佔市場先機、提高市場覆蓋率和佔有率。

(�) 佔有稀缺資源，夯實戰略基礎

要更大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進一步提高對京津冀及其他區域戰略
資源的掌控度，為公司的水泥產業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配合水泥產業佈
局的同時，加快混凝土產業的佈局，發展混凝土產業，提升區域水泥市場控制
能力，延伸水泥產業利潤鏈條。

(�) 拼搶新興市場，適度向外佈局

要在鞏固京津冀進行戰略佈局形成的良好基礎之上，一方面積極抓好電石渣製
造水泥等戰略性項目的布點；另一方面，選准選好發展項目，把握好節奏和幅
度，以京津冀為核心區域，以地震波的擴展方式，適度延伸「大十字」戰略佈局
的半徑，進一步提升公司水泥產業在大區域市場的影響力和控制力。

(�) 堅持走低碳經濟、循環經濟之路，大力推進節能減排

加快對接國家強化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制，加強節能減排重點工程建設，開展低
碳經濟試點等政策措施，積極探索水泥行業「低碳排放、高效能、高效率」為特
徵的低碳技術研發和低碳經濟發展路徑，建立國家環保工程研究中心和國家環
保工程實驗室；大力推廣利用水泥窯處置工業廢棄物、污泥、垃圾焚燒飛灰技
術，不斷提高水泥產業盈利能力，創造水泥行業嶄新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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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型建材業務展望

新型建材板塊要在加快結構調整中不斷提升產業集中度，進一步提升核心競爭力，
進一步堅持好「園區化」發展模式。

(�) 加快「工業園區」建設

將加快「工業園區」建設，通過「園區化」生產和管理，實現產業集群化發展，促
進產品生產技術升級，提升產品市場競爭力和盈利水準。目前大廠工業園區新
建高檔木製品項目、年產�萬噸高檔塗料生產基地項目，預計二零一零年將投
產運營。

(�) 加快產品結構調整

深入推進和不斷加快資源整合深度和力度，加快產品結構調整，重點發展優勢
產業。實現產業整體市場競爭力和經濟效益的大幅提升，公司擁有的年產�,�00
萬平方米的礦棉板生產線、年產�萬噸高檔耐火製品生產線、年產��萬噸優質
耐火原材料生產線等多個重點優勢產業項目都已投產或即將投產，預計未來可
為公司帶來可觀的收益。

3.	 房地產開發業務展望

房地產開發板塊要密切關注政策導向，繼續深化「兩個結構」調整，著力實施「好水快
流」方針，加快做強做大步伐。

(�) 加快產品結構調整，加快項目銷售

加大普通商品房的開發比例，著力實施「好水快流」方針，加快建設、加快銷
售、加快資金回籠，加大已建成兩限房的對接力度，儘快將現實資源轉化為現
實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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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局一綫城市，充足土地資源儲備

公司房地產開發業務將繼續重點佈局北京、天津、杭州及重慶等一線城市，適
度進入城市化潛能大、城鎮化前景好的二、三線城市，持續科學的儲備適量的
土地資源。在控制總量成本的基礎上，獲取升值潛力較大的優質土地資源。

(�) 加快資產重組，多管道擴展公司業務

 公司近期已成功重組大成房地產，未來公司將利用各種時機，積極開展重組業
務，迅速擴大房地產業務經營規模。同時，公司將根據業務發展需要，適時對
北京區域具備條件的自有土地進行開發，優化土地儲備資源結構，提升經營業
績。充分發揮公司核心產業鏈優勢，積極探索住宅產業化發展模式。

4.	 物業投資及管理業務展望

現代服務業板塊要在深化資源整合和提升投資收益的同時，認真研究處理好規模效
益問題。

(�) 持續增加核心區域、優質地段的持有物業面積

	 在建的環球貿易中心四期（酒店及公寓）進展順利，將很快投入運營。公司將根
據市場情況，通過多種方式，增加在一線城市、核心區域、優質地段的持有物
業面積。

(�) 保持高品牌效應，提升出租水準

	 本公司將發揮物業出租及管理的高品牌優勢，提升出租率及出租價格，提升經
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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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公司發行上市共募集資金約港幣��.�億元，扣除境外上市相關費用，實際可用外匯
資金約港幣��.�億元（約等於人民幣��.�億元）。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七
日刊發的招股說明書所述，本集團已計畫首次公開發售所得的所得款項用途，於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用作預定用途的款項的實際使用情況載列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七月二十九日至		 七月二十九日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募集資金		 期間募集資金		 期間募集資金		 	 年度募集資金
用途	 使用計畫		 使用計畫		 實際使用		 	 餘額使用計畫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人民幣千元

水泥業務 ��  �,��0,000  ��,�00  �  ��0,000
新型建築材料業務 �  �0�,000  �0�,000  �  –
房地產開發 ��  �,�0�,000  �,���,00  �  ���,�00
償還銀行貸款 ��  ���,000  ���,000  �  –
運營資金及其他一般商業用途 �0  ���,000  ���,000  �  –        

總計 �00  �,��0,000  �,���,�00   �,���,�00        

附註：

� 包括收購鼎鑫水泥少數股權及平二水泥廠生產線和建設鼎鑫水泥及琉璃河水泥餘熱發
電項目。

� 大廠工業園區的新型建築材料生產基礎建設及與美國USG公司合資建立的一條全亞洲
最大的年產�,�00萬平方米礦棉生產板生產線。

�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七日刊發的招股說明書，募集資金的約��%用於保障
性住房建設。金隅麗景園、朝陽區東柳項目為本公司子公司北京金隅嘉業房地產開發
有限公司開發的經濟適用房及兩限房。

� 主要為歸還交通銀行、華夏銀行、北京銀行貸款。

� 該項為補充本集團的日常流動資金，預留部分港幣用於日常支付境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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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子公司

(a)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本集團收購河北太行華信建材有限責任公司的控制權，該
公司持有太行水泥�0%權益，故太行水泥列賬為本公司聯營公司。於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本集團取得對太行水泥董事會的控制權，故太行水泥列賬為本集團
子公司。太行水泥從事水泥生產及銷售。

(b) 北京愛樂屋建築節能製品有限公司（「愛樂屋」）原為本公司的聯營公司，於本公
司於年內向第三方收購其額外�0%權益後成為本公司的子公司。愛樂屋從事建
築材料製造及銷售。此項收購的代價為人民幣�,�00,000元，已於收購日期以現
金方式支付。

資產抵押

(a)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以下資產已抵押予若干銀行作為向本集團授予貸款的抵
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物業 4,394,600		 �,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0,569		 ���,��0
土地使用權 44,456		 ��,���
在建物業 1,756,340		 �,���,���   

 6,445,965		 �,��0,0��   

(b)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以下資產已抵押予若干銀行作為向母公司授予貸款的抵
押：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物業 –		 ���,��0
物業、廠房及設備 –		 �,���
土地使用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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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a) 截至報告期末止本集團有以下未撥備或有負債：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向銀行提供擔保以
 向若干本集團物業
  買家提供按揭信貸 (i) 1,731,931		 ���,0��

向銀行提供有關向
 母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包括本集團）
  提供貸款的擔保 (ii) –		 ��,�00    

  1,731,931		 ���,���    

附註：

(i) 本集團為若干銀行就若干本集團物業買家的按揭貸款授出的按揭信貸提供擔
保。根據擔保的條款，倘該等買家未能償還按揭款項，本集團須向銀行償還未
能還款的買家所結欠的未償還按揭本金，以及應計利息及罰款，而本集團則有
權接管相關物業的法定權及擁有權。本集團的擔保期由授出相關按揭貸款之日
開始，並於發出房屋所有權證時終止，該房屋所有權證通常於買家擁有該相關
物業後若干期間內發出。

該等擔保的公平值並不重大，而本公司董事認為如未能支付款項，相關物業的
可變現淨值足以抵銷償還所欠按揭本金、應計利息及罰款，故此，財務報表內
並無為該等擔保作出撥備。

(ii) 該等擔保的公平值並不重大，而本公司董事認為拖欠付款風險不大，故此，財
務報表內並無為該等擔保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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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集團具有總額約人民幣���.�百萬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百萬元）的與
轉讓若干其他應向母公司支付結餘相關的或有負債。倘母公司無法就此等轉讓
負債履行其責任，本集團仍須對此負責。根據一項彌償保證承諾，母公司已同
意就因上述轉讓負債而產生的任何虧損或損害向本集團作出彌償。

(c) 本集團擁有與尚無正式產權的若干土地及物業相關的或有負債。本集團可能會
遭受懲罰、訴訟或其他行動。因為無法合理估計該等法律程序及索償的結果，
所以概無就該等法律程序及索償作出撥備，而管理層相信虧損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一項彌償保證承諾，母公司已同意就與不完整產權證有關的任何虧損及損
害向本集團作出彌償。

資本承諾

於本報告期末，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簽合同但未作撥備：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165,403		 �0�,���
 興建正由本集團開發作
  銷售的物業 1,522,822		 �,���,0��
 向聯控實體投入資本 –		 �0,�0�   

 1,688,225		 �,0��,���   

報告期後事項

(a)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七日，本公司與母公司及母公司全資子公司北京大成房地產開
發有限公司（「大成房地產」）訂立六項收購協議（統稱「收購協議」）。

(i) 根據收購協議，本公司同意向母公司收購天津振興水泥有限公司的�0.��%股權
及上海三明建材有限公司的�00%股權，總價款分別約為人民幣�00百萬元及人
民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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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根據收購協議，本公司同意向大成房地產收購張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的�0%
股權、曲陽金隅水泥有限公司的�0%股權、涿鹿永興水泥有限責任公司的�00%
股權及北京大成開發集團有限公司的�00%股權，價款分別約為人民幣���百萬
元、人民幣��百萬元、零及人民幣���百萬元。

有關上述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七日的公告。

(b)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拉法基中國海外控股公司（「拉法基中國海外
控股」）訂立三項股權轉讓協議（統稱「股權轉讓協議」）。根據股權轉讓協議，本公司
同意向拉法基中國海外控股收購北京興發水泥有限公司的��%股權、北京順發拉法
基水泥有限公司的�0%股權及北京易成－拉法基混凝土有限公司的��.���%股權，總
價款約為人民幣�0�.�百萬元。

股權轉讓協議須待相關目標公司少數股東批准及中國監管機關批准後方可作實。有
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三日的公告。

員工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名（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名）僱員。本集團根據中國法律及法規為中國僱員提供退休保險、醫療保險、失業
保險、生育保險、工傷保險及住房公積金等，本集團綜合僱員崗位、工齡、業績等因素
向僱員支付酬金，並定期檢討有關薪酬及福利待遇。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於報告期間的銷售所得及採購支出大部分以人民幣結算。
本集團大部分金融工具如應收賬款及票據、現金及銀行結餘均以該等交易相關業務的相
同功能貨幣或與功能貨幣掛鈎的貨幣計值，因此相信本集團的匯率風險微乎其微。本集
團並無使用任何遠期合約或貨幣借款對沖其利率風險，年內並無因外幣匯率波動而有任
何重大困難或令業務或營運資金受影響，然而，管理層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並在需要
時採取審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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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良好的企業管治有利於提高整體表現及問責性，對於現代化企業管治至為重要。董事會
奉守良好企業管治的原則，以股東利益為依歸，並致力確定及制訂最佳常規。本公司已
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自二零零
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本公司H股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以來，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

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由資深優秀人員組成，能確保權力及授權制衡。董事會現包括六名
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架構上有強大的獨立元素。

標準守則

本公司亦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具體查詢，全體董事
確認，彼等由上市日期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
標準。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規定，成立審計委員會，目的是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報
告過程。審計委員會由一名非執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於二零一零年四月
十六日召開的會議，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
綜合財務報表。審計委員會已審議本集團二零零九年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建議董事會採
納。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成員為：張成福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昭廣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徐永模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周育先先生（非執行董事）及葉偉明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張成福先生為審計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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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及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設立薪酬及提名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薪酬及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
責乃就本公司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人員的整體薪酬政策及架構向董事會作出推薦建
議、審閱以表現釐定的薪酬，確保董事概無釐定本身的薪酬以及就填補董事會空缺的候
選人向董事會作出推薦建議。薪酬及提名委員會由蔣衛平先生（執行董事）、石喜軍先生
（執行董事）、胡昭廣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永模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張成福先
生（獨立非執行董事）五名成員組成。蔣衛平先生為薪酬及提名委員會主席。

刊發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全年業績公告於香港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
bbmg.com.cn)刊登。本公司將於稍後向其股東寄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年報，當中會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的一切資料，屆時亦可登入上述網站閱
覽。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自本公司H股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上市起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公
司及子公司均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7元，
有待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二）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上批准。

如獲批准，末期股息將支付予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
名冊的股東。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
實施條例，本公司向名列於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期股息時，有義務
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0%。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或受託人，或其他組織及團體名義登記的H股股份皆被視為非
居民企業股東所持股份，其應得股息將被預扣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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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零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一）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二）止
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登記，以釐定股東可享有的建議末期股息配額及是否
有權出席本公司應屆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為符合資格獲取末期股息（如有），且
有權出席本公司即將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二）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所有股份過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H股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及本公司內資股過戶登記處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
限責任公司，地址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西城區金融大街27號投資廣場22層（郵編：
100032），方為有效。

股東周年大會

本公司的股東周年大會將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二）舉行。股東周年大會通告
將於稍後發出並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蔣衛平

中國北京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蔣衛平先生、李長利先生、姜德義先生、石喜軍先生、王洪
軍先生及鄧廣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周育先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胡昭廣先生、
徐永模先生、張成福先生及葉偉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