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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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KING HOLDINGS LIMITED
中國龍工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39）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初步公佈

中國龍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
零九年同期的比較數字。本集團於期間的中期業績為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的核數師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及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批准。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 6,566,093  �,���,���
銷售成本  (4,910,533 ) (�,���,�0� )    

毛利  1,655,560  ���,���
利息收入  6,058  �,��0
其他收入  23,223  ��,���
其他收益及虧損 � 117,147  ��,0��
研究支出  (73,406 ) (��,��� )
行政開支  (115,000 ) (�0�,��� )
銷售及分銷開支  (395,346 ) (���,��0 )
其他開支  (870 ) (��� )
融資費用 � (92,119 )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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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  1,125,247  �0�,���
所得稅開支 � (198,937 ) (��,��� )    

期內溢利 � 926,310  ���,�0�    

以下各方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926,009  ���,���
非控制權益  301  ��    

  926,310  ���,�0�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 � 0.43  0.��    

攤薄（人民幣） � 0.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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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926,310  ���,�0�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值收益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值產生的遞延稅項負債 –  (�,���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926,310  �0�,���   

以下各方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26,009  �0�,���
非控制權益 301  ��   

 926,3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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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890,729  �,���,���
 土地租約溢價－非流動部分  196,796  ���,���
 融資租約應收款項  1,176,184  ���,���
 遞延稅項資產  186,947  ���,���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按金  89,527  ��,���
 應收貸款  22,061  ��,���    

  4,562,244  �,���,���    

流動資產
 土地租約溢價－流動部分  4,479  �,���
 存貨  2,048,635  �,���,���
 融資租約應收款項  1,960,308  �,���,���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0 312,810  ���,�0�
 貿易應收款項 �0 903,490  ��0,���
 應收票據 �0 615,659  ��0,���
 已抵押銀行存款 �� 168,028  ��0,���
 銀行結餘及現金  491,036  �,0��,���    

  6,504,445  �,00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 1,333,994  �,00�,���
 應付票據 �� 655,782  �,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942,836  ���,���
 撥備  262,335  ���,0��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15,482  ��,�0�
 應付稅項  151,072  ��,���
 銀行借貸 �� 1,366,299  ���,���
 衍生金融工具 �� –  ���,���
 可換股貸款票據 �� –  ���,���    

  4,727,800  �,���,���    

流動資產淨值  1,776,645  �,���,���    

  6,338,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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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22,058  ���,0��
 儲備  4,362,770  �,���,�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584,828  �,���,���
非控制權益  1,391  �,0�0    

總權益  4,586,219  �,��0,���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按金  243,792  ���,���
 可換股貸款票據 �� 733,189  ���,���
 長期銀行借貸 �� 472,073  ���,0��
 遞延稅項負債  40,102  ��,���
 衍生金融工具 �� 263,514  ���,0��    

  1,752,670  �,���,���    

  6,338,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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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計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 1,183,717  ���,���

存貨減少 301,536  ���,���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622,758 ) (���,��� )
融資租約應收款項增加 (1,403,175 ) (���,��� )
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增加） 148,123  (���,��� )
撥備增加 117,292  �0,�0�
融資租約按金增加 126,938  �,���
其他營運資金項目 (6,822 ) �,���   

經營所得（所用）現金 (155,149 ) ���,���
已付所得稅 (165,735 ) (��,0�� )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 (320,884 ) ���,��0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6,058  �0,��0
購入物業、廠房及設備 (148,932 ) (���,��� )
支付土地租約溢價 –  (�,��� )
已抵押銀行存款減少（增加） 52,265  (���,��� )
支付應收貸款 (8,074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3,470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95,213 ) (�,���,��0 )   

融資活動
已付股息 –  (��,��� )
已付利息 (19,772 ) (��,��� )
償還銀行借貸 (540,234 ) (���,000 )
新增銀行借貸 1,209,862  �,���,00�
購回及註銷可換股貸款票據 –  (�0�,��0 )
贖回及註銷可換股貸款票據 (760,417 ) –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110,56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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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526,658 ) (�0�,��� )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21,177  ���,�0�
匯率變動的影響 (3,483 ) –   

年終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491,0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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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呈列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的
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
則第��號」）而編製。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一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章公司法（二零零零年修訂本）在開
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自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起在聯交所主
板上市。董事認為，本公司的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China Longgong Group Holdings Limited。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乃適當地根據公允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礎而編
製。

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
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改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作為對二零零八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改進部分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二零零九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對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集團現金結算股份基礎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詮釋��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本集團對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業務合併預期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號（經修訂）業務合併。本集團亦預期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中有關對取得控制權後及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的附屬公司
擁有權權益變動會計方式的規定。

由於本中期期間內並無進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
訂）適用的交易，故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及因而對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的修訂對本會計期間或前會計期間本公司的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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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往後期間的業績可能因日後進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
第��號（經修訂）及因而對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的修訂適用的交易受到影響。

此外，作為二零零九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一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租
賃」已作出有關租賃土地分類的修訂，於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前，承租人須將租賃
土地分類為經營租約，並在綜合財務狀況報表列作租賃預付款。該修訂刪除有關規定。反
而，該修訂規定租賃土地的分類應按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一般原則作出，即按出租人或
承租人對擁有租賃資產涉及的相關風險及回報釐定。本集團已按租約訂立時現有資料重新
評估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的未到期租賃土地的分類。由於租賃土地不符合融資租約分類
的資格，故認為無須重新分類。

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前會計期間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並無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二零一零年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的披露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的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對首次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披露的比較
  資料的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本規定的預付款�

 －詮釋��（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詮釋��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日（按適用）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引入對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並將於二零一
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並可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所有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
具：確認及計量」範疇之已確認金融資產將按攤銷成本或公允值計量。特別是，(i)根據業務
模式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所持有；(ii)僅為支付本金額及未償還本金額之利息而產生
合約現金流量之債務投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乃按公允值
計量。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可能對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造成影響。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不
會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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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類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於期間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匯報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  建築機器
 建築機器  融資租賃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貨品銷售 3,921,706  –  3,921,706
融資租賃銷售 2,568,336  76,051  2,644,387     

 6,490,042  76,051  6,566,093
     

業績
分部溢利 1,030,829  71,494  1,102,323
未分配利息收入     6,058
未分配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112,869
未分配企業開支     (3,884 )
融資費用     (92,119 )     

除稅前溢利     1,125,247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資產
分部資產 7,042,183  3,178,495  10,220,678
未分配資產     846,011     

綜合資產總值     11,066,689
     

負債
分部負債 1,968,669  1,485,552  3,454,221
未分配負債     3,026,249     

綜合負債總值     6,48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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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  建築機器
 建築機器  融資租賃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貨品銷售 �,���,���  –  �,���,���
融資租賃銷售 �,���,���  ��,���  �,�0�,���     

 �,���,���  ��,���  �,���,���
     

業績
分部溢利 �0�,���  ��,���  ���,���
未分配利息收入     �,��0
未分配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
未分配企業開支     (�,��� )
融資費用     (��,�00 )     

除稅前溢利     �0�,���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分部資產 �,���,���  �,���,���  �,���,0��
未分配資產     �,���,�0�     

綜合資產總值     �,���,���
     

負債
分部負債 �,���,��0  �,�0�,���  �,���,�0�
未分配負債     �,0��,���     

綜合負債總值     �,���,���
     

分類溢利指不獲分配利息收入、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金及融資
費用的各分部所賺取的溢利，為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首席執行官匯報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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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產品及融資租賃利息收入劃分的建築機器銷售分析：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輪式裝載機 4,901,917  74.7  �,���,���  ��.�
挖掘機 1,072,386  16.3  ��0,���  �0.�
壓路機 14,245  0.2  ���,���  �.�
起重叉車 292,623  4.5  ���,0��  �.�
其他 208,871  3.1  �0�,0��  �.�       

小計 6,490,042  98.8  �,���,���  ��.�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76,051  1.2  ��,���  �.�       

合計 6,566,093  100.0  �,���,���  �00.0
       

並無單一客戶佔本集團總營業額�0%或以上。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值變動 69,531  �,��0
購回可換股貸款票據的收益 –  ��,��0
贖回可換股貸款票據的收益 41,047  –
可換股貸款票據的匯兌調整 2,169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收益 1,721  (�,��� )
外匯虧損 2,679  (�,��0 )   

 117,147  ��,0��
   

5. 融資費用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
 透支及其他借貸之利息 23,077  ��,���
可換股貸款票據的實際利息開支 69,042  ��,���   

 92,11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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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支出（抵免）包括：

目前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219,731  ��,���

去年撥備不足
 中國企業所得稅 2,631  ��0

遞延稅項
 於期內收益表中計入 (31,101 ) �,���
稅率變動的影響 7,676  –   

所得稅開支 198,937  ��,���
   

中國企業所得稅根據管理層對各附屬公司整個財政年度的預期全年所得稅率的最佳估計而
確認。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各期間的稅項支出與簡明綜合收益表的
除稅前溢利對賬如下：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除稅前溢利 1,125,247    �0�,���
     
按國內稅率��%計算的稅項 281,312  25.00  �0�,��0  ��.00
授予中國附屬公司稅項豁免及
 減免的影響 (103,647 ) (9.20 ) (��,��� ) (��.�� )
計算稅項時不可扣稅支出的稅務影響 19,986  1.78  ��,���  �.��
計算稅項時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29,096 ) (2.59 ) (��,0�0 ) (�.�� )
去年撥備不足 2,631  0.23  ��0  0.��
未確認稅項虧損的稅務影響 2,169  0.19  ��,���  �.��
稅率變動的影響 7,676  0.68  –  –
預扣稅的影響 17,906  1.59  (�,�0� ) (�.0� )       

期內稅項支出及實際稅率 198,937  17.68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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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溢利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包括存貨撥備撥回
 人民幣��,���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元）） 4,910,533  �,���,�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薪金及津貼 218,344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0,441  �,0�0   

員工成本總額 228,785  ��0,���   

呆壞賬撥備 1,566  ��,�0�
攤銷土地租約溢價 2,216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4,799  ��,���

並經計入：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6,058  �,��0
政府補助收入 10,028  ��,���
   

8. 股息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期內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每股港幣0.0�元
 （二零零八年末期股息：港幣0.0�元） 130,540  ��,���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一項有關進行紅股發行的普通決議案
獲得通過，按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合資格股東每持有本公司一股現有股份發行一股
紅股為基準發行新股份，因此已藉將本公司股份溢價賬港幣�0�,00�,�00元（相等於約人民
幣���,0�0,000元）的進賬額資本化，配發及分派�,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0.�0元之入賬
列作繳足新普通股。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末期股息港幣0.0�元（二零零九年：港幣0.0�元）獲股東通過，其後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
十八日派付予本公司股東。

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0元（二零零九
年：港幣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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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926,009  ���,���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可換股貸款票據的利息 69,042  ��,���
 可換股貸款票據的匯兌調整 (2,169 ) (�,��� )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值變動 (69,531 ) (�,��0 )
 購回可換股貸款票據的收益 –  (��,��0 )
 贖回可換股貸款票據的收益 (41,047 )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盈利 882,304  ��0,���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140,050  �,��0,0�0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可換股貸款票據 209,490  ���,0�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349,540  �,���,0�0
   

用以計算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已就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進行的紅股發行予以追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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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

本集團向貿易客戶提供零至�0日不等的平均賒賬期，惟對具有良好信貸記錄及關係的若干
客戶另行協定較長的賒賬期則除外。

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0日 884,966  ���,���
��至��0日 10,367  ��,��0
���至��0日 1,228  �,0��
���日至�年 6,929  ���   

 903,490  ��0,���
   

本集團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的主要項目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應收款項 58,201  ��,���
減：呆賬撥備 (19,352 ) (��,��� )   

 38,849  ��,���
採購物料及原材料的按金 202,285  ���,��0
可退回之增值稅 71,676  ��0,���   

 312,810  ���,�0�
   

應收票據賬齡為由各報告期間結束起計六個月內。

11.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0日 1,306,422  ���,���
���日至�年 18,325  ��,���
�至�年 4,239  �,���
�至�年 3,683  �,���
超過�年 1,325  �,�0�   

 1,333,994  �,00�,���
   

應付票據賬齡為由各報告期間結束起計六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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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借貸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取得短期銀行貸款人民幣�,�0�,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人民幣�,���,0��,000元）及長期銀行貸款人民幣�0�,�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000元）。該等貸款按市場浮動年利率介乎�.��厘至
�.�0厘計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利率介乎�.��厘至�.��厘計息），須於
一至三年期內分期攤還。已按照有關還款條款償還之銀行貸款為人民幣��0,���,000元（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000,000元）。

13. 已抵押銀行存款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的已抵押銀行存款，乃就本集團為購買材料所發出的銀行承兌票據及信
用狀而獲授的銀行融資作為抵押品。

14. 可換股貸款票據及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
 負債部分  工具部分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可換股貸款票據(i) ��,���  �,0��  ��,0��

 二零零九年可換股貸款票據(ii) �0�,�0�  ��0,���  ���,���     

 ���,���  ���,���  ���,�0�
     

i) 二零零七年可換股貸款票據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本公司發行���,000,000美元的可換股貸款票據（「二零零
七年可換股貸款票據」），發行價為每份�0,000美元的可換股貸款票據�0,000美元。二
零零七年可換股貸款票據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各二零零七年可換股貸款票據持
有人可按初步兌換價港幣�0.����元（「二零零七兌換價」）將每份二零零七年可換股貸
款票據兌換為一股本公司普通股，惟須受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刊發的發售通函
（「二零零七年發售通函」）所列之反攤薄調整規限。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兌換
價經作出反攤薄調整後被修訂為港幣�.��元。除非先前被贖回或兌換，否則二零零七
年可換股貸款票據的到期日為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二零零七年到期日」）。

根據二零零七年發售通函，各二零零七年可換股貸款票據持有人有權要求本公司於二
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或本公司控股股東出現變動時或本公司股份除牌時按初步本金額
���.�0�%贖回全部或部分二零零七年可換股貸款票據。期內，債券持有人已提前行使
選擇權，並贖回已發行的二零零七年可換股貸款票據面值��,��0,000美元（相等於人民
幣��0,���,000元），而本公司已根據二零零七年可換股貸款票據於贖回日期的贖回成
本及公允值於綜合收益表中確認贖回收益人民幣��,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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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二零零七年可換股貸款票據負債部分及衍生工具部分的變動如下：

   衍生
 負債部分  工具部分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換股貸款票據：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  �0�,���  �,���,���
匯兌調整 (�,��� ) –  (�,��� )
期內支付的實際利息開支 ��,���  –  ��,���
購回及註銷 (���,0�� ) (��,��� ) (���,��0 )
公允值變動 –  (�,��0 ) (�,��0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0��,���  ���,���  �,���,���
匯兌調整 ���  –  ���
期內支付的實際利息開支 ��,���  –  ��,���
購回及註銷 (���,��� ) (��,��� ) (��0,0�0 )
公允值變動 –  ��,���  ��,���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匯兌調整 �,���  –  �,���
期內支付的實際利息開支 ��,���  –  ��,���
贖回及註銷 (�0�,��� ) (��,��� ) (�0�,��� )
公允值變動 –  (��,��� ) (��,���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  �,0��  ��,0��
     

ii) 二零零九年可換股貸款票據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本公司發行另一���,000,000美元的可換股貸款票據（「二
零零九年可換股貸款票據」），發行價為每份�0,000美元的可換股貸款票據�0,000美
元。二零零九年可換股貸款票據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各二零零九年可換股貸款
票據持有人可按初步兌換價港幣�.00元（「二零零九年兌換價」）將每份二零零九年可換
股貸款票據兌換為一股本公司普通股，惟須受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六日刊發的發售通函
（「二零零九年發售通函」）所列之反攤薄調整規限。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兌換
價經作出反攤薄調整後被修訂為港幣�.��元。除非先前被贖回或兌換，否則二零零九
年可換股貸款票據的到期日為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二零零九年到期日」）。



- �� -

期內，二零零九年可換股貸款票據負債部分及衍生工具部分的變動如下：

   衍生
 負債部分  工具部分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零九年可換股貸款票據：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發行日
 （所得淨款項） ���,���  ���,���  �0�,���
匯兌調整 (��� ) –  (��� )
期內支付的實際利息開支 ��,���  –  ��,���
公允值變動 –  ��,��0  ��,��0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0��  ���,��0     

匯兌調整 (�,��� ) –  (�,��� )
期內支付的實際利息開支 �0,�0�  –  �0,�0�
公允值變動 –  (�0,�0� ) (�0,�0�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0�,�0�  ��0,���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錄得收入人民幣�,���百萬元，較二零零
九年同期人民幣�,���百萬元顯著上升��.��%。期間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
百萬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急升���.��%（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
幣���百萬元）。期間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變動主要由於以下因素所致：(i)期間國內市場
採礦設備需求強勁反彈及基礎建設需求保持旺盛，使銷售量大幅增加；(ii)由於期間本公
司積極進行推廣，提升新產品如挖掘機的售價，加上售出存貨吸收了鋼材成本下降的影
響，期間整體毛利率增至��.��%（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因
此，股本回報率增至�0.�0%（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主要是由
於我們持續改善管理效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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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中國北部地區的需求持續反彈，佔期間總營業額約
��%，或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長�.�%，此乃由於第��個五年計劃指引的農區開發措施及
持續城市化進程，使到建築工程項目增加所致。

在華東及華中地區，在中國政府的振興經濟措施帶動下，鐵路及公路等大型基建開發項
目使到需求迅速增長。因此，以上兩個地區的銷售額分別佔總營業額約��%及��%，相
比二零零九年同期僅佔總營業額分別��%及�%。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中國西南部及西北部地區的銷售額分別佔總營業額
約��%及�%，相比二零零九年同期分別佔總營業額��%及��%。

期間，中國東北部及華南地區仍維持穩步增長的勢頭，佔期間總營業額約��%。

海外市場的銷售額約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近���%（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百萬元），此乃由於市場需求好轉所致。我們將致力進一步提
升及鞏固海外市場的分銷實力。

產品分析

輪式裝載機

輪式裝載機仍為本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期間營業額約達人民幣�,�0�百萬元，佔本公
司營業額約�0.��%。期間，ZL�0系列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二零零九年
同期增長��.��%。ZL�0為第二大收入來源，營業額約達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來自ZL�0的收入上升��.��%至約人民幣��百萬元。小型裝載機顯著增長
�0�.��%至約人民幣��百萬元。輪式裝載機系列大幅增長是因為期間中國市場的設備需求
急迅上升。由於中國政府推出振興經濟措施，有利多項大型基建發展項目，令需求有所
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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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機

挖掘機方面，我們積極擴充生產能力。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售出
挖掘機�,���台，銷售額約達人民幣�,0��百萬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售出�,0��台，人民幣��0百萬元），銷量及收入增長分別���.��%及���.��%。本公司採取
進取的業務活動如提升售價及推出此系列的改進型號。由於估計將進一步拓展市場，本
公司將致力改善管理效率。

叉車及壓路機

叉車及壓路機的經營收入分別約為人民幣���百萬元及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分
別增長���.��%及��.��%。透過與分銷商的銷售推廣及其他協作，我們致力提升以上兩
個系列的銷售額。

零件

期間，來自銷售零件的銷售額約為人民幣���百萬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長��.0�%。我
們採取積極的銷售活動以鞏固分銷商網絡。

融資租賃利息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來自融資租賃利息的營業額佔本集團總營業額近�.��%，較去年同
期大幅上升��.��%，利息收入增加乃由於融資租賃銷售顯著上升所致。

財務回顧

本集團以其內部所得現金流量、銀行借貸及累計保留盈利資助其營運。本集團採納審慎
的財務策略管理本集團的財務需要。本集團認為其所持有的現金、來自經營的現金流
量、未來收入及現有銀行融資足以應付其營運資金需要。

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概無於期間贖回其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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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收到債券持有人的提前贖回通知，贖回於
二零零七年發行本金總額合共��,��0,000美元（相等於人民幣��0,���,000）的大部分可換
股債券，並於綜合收益收確認贖回收益人民幣��,0��,000元。就以上贖回時及於本公佈日
期，已發行但尚未行使的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的本金額為�,��0,000美元（見附註��）。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間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
股份及任何其他上市債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總負債權益比率（其定義為非流動負債總額（不包括遞延稅項
負債）除以總權益）約為��.��%（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0�%）。

資本開支

期間，本集團在中國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包括在建工程）約人民幣���百萬元（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百萬元），以提升其製造能力。資本開支的整
體增長是由於本集團的擴展策略。本集團預期現有生產設施將足以應付未來數年的生產
需要。該等資本開支以可換股貸款票據、銀行借貸及本集團內部資金悉數撥付。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人民幣���百萬元（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0��百萬元）及已抵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百萬元（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0百萬元）。與去年比較，現金及銀行結餘減少約人民幣
��0百萬元，此乃由於經營業務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百萬元、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人民幣��百萬元、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百萬元及匯兌虧損人民幣�.��百萬元
所致。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已抵押存款結餘減少約人民幣��百萬元，此乃由於本集團減
少存款抵押，作為本集團就購買材料發出銀行承兌票據及信用狀而獲授銀行融資的抵押
品。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比率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存貨周轉天數減少至��天（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天），此乃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底維持較少的原材料及製成品期末結餘，原因是期間內產品的市場需
求龐大所致。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周轉天數及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周轉天數分
別為��天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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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流動及非流動融資租約應收款項結餘分別增至約人民幣���百
萬元及人民幣���百萬元，此乃由於期間內挖掘機的融資租賃銷售額大幅增加所致。

董事認為，本集團將處於強勁及穩健的狀況，並有足夠資源支持其營運資金需求及應付
其可預見的資本開支。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尚未於財務報表
撥備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0百萬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百萬
元）。

前景

得益於宏觀經濟進一步的復蘇，管理層預計，工程機械需求未來將保持��%-�0%的高速
增長及基礎建設需求保持旺盛。具體表現為，中國政府明確提出加大對農村固定資產投
入及繼續推進城市化政策對龍工未來收入保持高速增長有正面積極意義。

隨著集團四大基地去年度內基礎設施的完善，功能設置，產能佈局全面到位，公司各類
產品產能全面擴大。另外，公司加大了技術研究的投放，通過與國際專業團體及著名學
府的合作，研製多元化及具競爭力的產品，預計產品品質及技術上的提升可為股東創造
額外的價值。

與此同時，公司制定了多元化計劃，利用規模效應及內部管理提升，維持綜合毛利率在
行業領先水準。

公司也進一步加大行銷工作力度，積極在品牌宣傳，代理商建設，服務支援，大客戶資
源整合，風險控制方面採取有效措施，進一步提高產品市場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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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本集團致力維持並確保高水準的企業管治常規。董事會強調，為維持董事會的質素，各
董事須具備不同的專長，提高透明度及實施有效的問責制度，務求提升股東價值。董事
認為，本公司於期間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所載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遵守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的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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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確認在
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連同管理層已持續檢討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就審閱、內部監控
及財務申報事宜進行討論及審閱本集團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審閱。

中期股息

董事議決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仙（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仙）。股息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或前後
以郵寄方式向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星期五）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
東派付。

建議紅股發行

董事會建議向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本公司股東進行紅股發行
（「紅股發行」），基準為本公司股東持有每一股現有股份獲發一股每股面值0.�港元的新普
通股（入賬列作繳足）。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前後舉行的應屆股東特別大會
上提呈必要決議案。有關紅股發行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就
紅股發行刊發的公佈。一份載有（其中包括）紅股發行進一步詳情的通函，將儘快在切實
可行情況下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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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星期三）至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五）（首尾兩日
包括在內）暫停股份登記，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為確定股東享有中期股息的資
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二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作登記，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樓����-����室。

刊登財務資料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
股東，並同時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

承董事會命
中國龍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新炎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新炎先生、邱德波先生、羅健如先生、牟雁群博
士、陳超先生、林鍾明先生，房德欽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倪銀英女士；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潘龍清先生、錢世政博士及韓學松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