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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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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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亞 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BYD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11）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九 個 月 之 未 經 審 核 業 績

財務摘要

‧ 營業額約為人民幣34,502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30.88%

‧ 毛利約為人民幣6,702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21.34%

‧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2,433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4.02%

‧ 每股盈利約為人民幣1.07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3.60%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比亞迪」）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合併

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的比較數字。此乃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所述的規定呈列。

本未經審核業績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董事會審閱及

批准。

未經審核業績不能反映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本

公司奉勸各投資者及股東在處置本公司股份時保持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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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34,502,025 26,360,580

銷售成本 (27,799,822) (20,837,223)

毛利 6,702,203 5,523,357

其他收入及收益 379,897 236,249

政府補貼及資助 116,123 222,742

銷售及分銷成本 (1,489,438) (1,005,178)

研究與開發成本 (1,030,456) (783,139)

行政開支 (1,407,284) (1,067,336)

其他開支 (104,073) (53,845)

融資成本 (232,204) (208,422)

除稅前盈利 2,934,768 2,864,428

所得稅開支 (217,145) (310,395)

期間盈利 2,717,623 2,554,033

應佔：

　母公司權益擁有人 2,432,521 2,338,434

　少數股東權益 285,102 215,599

2,717,623 2,554,033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

　應佔的每股盈利

　－基本 人民幣1.07元 人民幣1.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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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632,978 18,906,929
發展中物業 165,834 －
投資物業 － 1,927
預付土地租金 4,152,230 1,661,369
商譽 65,914 58,603
其他無形資產 952,940 770,753
預付款項 3,973,800 1,953,289
投資共同控制實體 258,783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1,139 －
遞延稅項資產 397,756 185,927

非流動資產總值 32,611,374 23,538,797

流動資產
存貨 7,179,217 4,408,407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5,565,619 9,792,8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64,713 644,032
衍生金融工具 － 1,000
已抵押存款 125,453 33,72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86,012 2,316,826

流動資產總值 16,821,014 17,196,80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3,281,212 11,518,658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2,206,022 2,277,220
預收客戶賬款 2,532,877 3,340,965
遞延收入 38,199 207,831
衍生金融工具 － 94
計息銀行借貸 5,758,101 547,129
應付稅項 268,313 236,701
撥備 333,420 248,850

流動負債總額 24,418,144 18,377,448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7,597,130) (1,180,64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5,014,244 22,35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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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貸 2,925,665 3,106,514

遞延收入 1,136,286 224,508

非流動負債總額 4,061,951 3,331,022

資產淨值 20,952,293 19,027,127

權益

母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2,275,100 2,275,100

　儲備 16,095,342 13,656,474

　擬派股息 － 750,783

18,370,442 16,682,357

少數股東權益 2,581,851 2,344,770

權益總額 20,952,293 19,02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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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運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5,571,416 8,752,56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9,678,710) (4,592,565)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3,968,011 (2,330,56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139,283) 1,829,438

期初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316,826 1,701,397

匯率變動淨影響 8,469 (15,839)

期末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186,012 3,514,99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2,186,012 3,475,044

　－於取得時原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

　　　無抵押定期存款 125,453 39,952

2,311,465 3,514,996

承董事會命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王傳福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的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王傳福先生；非執行董事呂向陽先生、夏佐全先

生及David L.Sokol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林佑任先生、李東女士及武常岐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