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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中期業績公佈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之未經審計之中期業績如下：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收入為人民幣 57.97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幅為 52.63%。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占持續經營業務淨

溢利為人民幣 2.14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 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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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5,796,673 3,797,691 

銷售成本  (4,589,312) (2,752,540) 

  ──────── ──────── 

毛利  1,207,361 1,045,151 

其他收入 4 23,268 14,916 

其他收益，淨額 5 6,912 43,992 

銷售及配送開支  (108,647) (90,258) 

一般及行政開支  (652,232) (573,256) 

  ──────── ──────── 

經營溢利  476,662 440,545 

    

財務收入 7 66,603 24,660 

財務成本 7 (61,012) (62,651) 

  ──────── ──────── 

財務收入/(開支)，淨額  5,591 (37,991) 

應占聯營公司業績    8,491 13,067 

  ──────── ──────── 

除稅前溢利  490,744 415,621 

稅項開支 8 (76,990) (71,751) 

  ──────── ──────── 

持續經營於期間內產生的溢利  413,754 343,870 

    

非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於期間內產生的溢利 9 145,317 787,263 

  ──────── ──────── 

    

期間溢利  559,071 1,131,133 

  ════════ ════════ 

可供分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68,595 458,424 

非控制性權益  290,476 672,709 

  ──────── ──────── 

  559,071 1,131,133 

  ════════ ════════ 

於期間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占溢利的每股盈利:    

   人民幣 人民幣 

-持續經營業務 11 0.043 0.036 

-非持續經營業務 11 0.011 0.0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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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重列) 

   

期間溢利 559,071 1,131,133 

 --------------- --------------- 

   

除稅後其他全面開支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值變化 (41,932) (58,315) 

因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從可供出售金融 

資產儲備轉至損益表部分 - (42,100) 

 ──────── ──────── 

 (41,932) (100,415) 

 --------------- ---------------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517,139 1,030,718 

 ════════ ════════ 

   

可供分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50,726 403,913 

非控制性權益 266,413 626,805 

 ──────── ──────── 

 517,139 1,030,718 

 ════════ ════════ 

可供分配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之全面收入分別來自：   

持續經營業務 371,822 243,455 

非持續經營業務 145,317 787,263 

 ──────── ──────── 

 517,139 1,030,7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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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重列)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052,718 4,004,352 

投資物業  51,465 52,147 

土地使用權  480,859 487,210 

無形資產  248,138 246,595 

聯營公司投資  845,750 848,23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783,460 715,398 

遞延稅項資產  32,975 49,541 

  ──────── ──────── 

非流動資產總值  6,495,365 6,403,479 

  --------------- ---------------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12 4,069,195 3,568,898 

預付供應商款  1,080,948 522,261 

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項  1,012,971 912,726 

存貨  6,927,865 5,679,356 

供交易之金融資產  31,516 - 

已抵押之存款  676,401 153,209 

原期滿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2,557,360 2,692,30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505,218 6,417,910 

  ──────── ──────── 

  20,861,474 19,946,667 

持有待售資產 9 - 7,685,263 

  ──────── ──────── 

流動資產總值  20,861,474 27,631,930 

  --------------- --------------- 

    

總資產  27,356,839 34,035,409 

  ════════ ════════ 



 5  

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續)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重列) 

權益    

股本及可供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分配之儲備    

股本  4,949,025 4,949,025 

儲備  1,728,704 3,466,773 

  ──────── ──────── 

  6,677,729 8,415,798 

非控制性權益  6,145,389 8,352,680 

  ──────── ──────── 

總權益  12,823,118 16,768,478 

  --------------- ---------------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長期借款  734,080 957,080 

政府資助的遞延收入  263,733 278,290 

遞延稅項負債  24,672 60,300 

  ──────── ──────── 

非流動負債總額  1,022,485 1,295,670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3 6,706,855 5,490,094 

預收客戶賬款  2,067,523 2,396,932 

其他應付賬款和預提費用  1,894,026 1,595,514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賬款  685,570 1,279,185 

長期借款的即期部分  588,500 551,000 

短期借款  1,439,705 1,522,300 

流動稅項負債  129,057 161,163 

  ──────── ──────── 

 

 

 13,511,236 12,996,188 

與持有待售資產直接相關的負債 9 - 2,975,073 

  ──────── ──────── 

流動負債總額  13,511,236 15,971,261 

  --------------- --------------- 

總負債  14,533,721 17,266,931 

  --------------- --------------- 

總權益和負債  27,356,839 34,035,409 

  ════════ ════════ 

淨流動資產  7,350,238 11,660,669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845,603 18,064,1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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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集團架構和主要經營活動 

 

由於中國航空工業第二集團公司(「中航第二集團公司」)進行集團重組，中國航空

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中航科工」)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三十日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律在中國成立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中航第二集團公

司與中國航空工業第一集團公司(「中航第一集團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六日

合併成立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中航工業」)。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日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註冊地址為中國北京經濟

技術開發區榮昌東街甲 5 號 2 號樓 8 層。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航空和汽車產品的研究、開發、生產和

銷售。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中國成立的中航工業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中航工業、中航

第一集團公司及中航第二集團公司均為中國國務院控制下的國有企業。 

 

除另有說明外此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簡明財務報表」)數據以人民幣千元列報。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批准刊發此簡明財務報表。 

 

此簡明財務報表未經審計。 

 

本集團重組和架構變化 

 

(a)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日，本公司將持有的哈爾濱東安汽車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東安動力」)54.51%權益(價值約人民幣 24 億元)全部轉讓予中航工業。 

 

中航工業通過以下方式支付代價： 

 

(i)  將持有的中航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航光電」)全部 43.34%權益(價值

約人民幣 18 億元)轉讓予本公司；及 

 

(ii)  以現金支付約人民幣 6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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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團架構和主要經營活動(續) 

 

(b)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認購中航航空電子設備股份有限公司(「中

航電子」，一家本公司的子公司)發行的約 1.24 億股新股(相當於約人民幣 9 億

元)。本公司通過向中航電子轉讓蘭州飛行控制有限責任公司(「中航工業蘭飛」) 

100%權益和成都凱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中航工業凱天」)86.74%權益(價值

總計約人民幣 9 億元)的方式認購該等新股。 

 

此次新股發行完成後，本公司持有的中航電子權益增加至 60.13%，本公司持

有的中航工業蘭飛和中航工業凱天的實際權益分別攤薄至 60.13%和 52.16%。 

 

(c)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中航工業及部分中航工業的其他子公司認購中航

電子發行的約 2.13 億股新股(相當於約人民幣 16 億元)。中航工業及其部分其

他子公司通過向中航電子轉讓陝西寶成航空儀表有限公司(「陝西寶成」)100%

權益，中航工業太原航空儀表有限公司(「太原儀表」)100%權益，中航工業陝

西華燕航空儀表有限公司(「陝西華燕」)80%權益和中航工業陝西仟山電子有

限公司(「仟山電子」)100%權益(價值總計約人民幣 16 億元)的方式認購該等新

股。 

 

此次新股發行完成後，本公司持有的中航電子權益攤薄至 44.49%。本公司、

中航工業及其部分其他子公司已就上述股票發行訂立協議，中航工業及其部分

其他子公司承諾將根據本公司指示行使其持有的中航電子 35%的投票權。因

此，雖然本公司持有的中航電子權益低於 50%，但根據上述安排，中航電子仍

為本公司的一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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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制基礎和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資料乃按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 「中期財務報

告」及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 16 之有關規定而編制。 

 

此簡明財務資料應結合二零一零年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a)  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併導致以往年度財務報表的重列 

 

附註 1(a)所示資產置換前，中航工業持有中航光電 43.34%權益，並事實控制

中航光電。本公司向中航工業收購中航光電後，亦繼續事實控制中航光電。由

於本公司和中航光電於收購前後均受中航工業同一控制，編制本簡明報表時採

用權益結合法會計核算準則。 

 

如附註 1(c) 所示，由於中航電子、陝西寶成、太原儀表、陝西華燕和仟山電

子在企業合併前後均受中航工業同一控制，本公司於編制本集團此合併財務報

表時採用權益結合法會計核算準則。 

 

採用權益結合法時，將中航光電、陝西寶成、太原儀表、陝西華燕和仟山電子

視為已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合併入本集團，因此本

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亦包括其財務狀況、業績及現金流。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的比較數據由於上述

交易已重列。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中航光電向中航工業支付的現金

分派(總計約人民幣 5,802,000 元)視為向原股東做出的分派。 

 

以下為考慮到合併上述同一控制下資產產生的影響，調整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簡明合併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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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制基礎和會計政策(續) 

 
 

(i)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此前 

呈報之金額 

合併 

中航光電 

   合併陝西
寶成、太原儀
表、陝西華燕
和仟山電子 

抵消 

內部金額 

經重列 

後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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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計)    (未經審計) 

非流動資產總額 4,647,343 798,346 957,790 - 6,403,479 

流動資產總額 23,667,016 1,945,795 2,119,739 (100,620) 27,631,930 

非流動負債總額 614,541 440,918 240,211 - 1,295,670 

流動負債總額 13,618,446 928,298 1,525,137 (100,620) 15,971,261 

總權益 14,081,372 1,374,925 1,312,181 - 16,768,478 
 ════════ ════════ ════════ ═══════ ════════ 

 

 

(ii)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簡明合併損益表： 
 

 

此前 

呈報之金額 

合併 

中航光電 

   合併陝西寶
成、太原儀

表、陝西華燕
和仟山電子 

抵消 

內部金額 

經重列 

後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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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2,505,464 655,378 733,094 (96,245) 3,797,691 

 ════════ ═══════ ═══════ ═══════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的期間溢利 207,098 61,390 75,382 - 343,870 

非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非持續經營業 

務的期间溢利 787,263 - - - 787,263 

 ─────── ────── ────── ────── ────── 

期間溢利 994,361 61,390 75,382 - 1,131,133 

 ════════ ═══════ ═══════ ═══════ ════════ 

 

(b)  除下述者外，如全年財務報表內所述，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下列新訂/經修訂準則、準則修改及釋義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

首次強制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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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制基礎和會計政策(續) 

  

國際會計準則第 24 號  (修訂) 關連方披露 

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  (修改) 股權發行分類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修改) 首次採用者有限豁免比較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釋義委員會釋義第14號(修改) 最低資金要求的預付款  

國際財務報告釋義委員會釋義第19號 以權益工具消除金融負債 
 

採用上述新訂/經修訂準則、準則修改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除本集團已自二零零

九年起提前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第 24 號(修訂)。該項修訂對政府相關實體和政

府間的交易滿足國際會計準則第 24 號的所有披露要求引入一項豁免。取而代

之的是，要求披露政府名稱、與政府的關係、各項重大交易的性質及金額，以

及全體重大交易的性質和數量。此條款亦說明並簡化了對關連方的定義。 

 

此外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亦在其年度改進項目內頒佈了一系列對國際會計準

則第 1 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號、國際會計準則第 34 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 1 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和國際財務報告

釋義委員會釋義第 13 號的修改，此等修改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此

等修訂亦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於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財政年度尚未生效，本集團亦未提前採用的新的準

則、對準則的修改及釋義： 

  開始生效日期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  (修改) 財務報表的列報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 12 號 (修改) 遞延稅項：標的資產的收回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 (修改) 員工福利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 27 號 (修改) 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 (修改) 聯營公司投資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號(修改) 
嚴重惡性通貨膨脹和首次

採用者去掉固定日期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修改)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 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合併財務報表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 共同安排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利益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 公允值計量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管理層正在就採用該等新的/經修訂準則、準則修改及釋義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

影響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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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董事會被視作主要經營決策者，負責審閱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並分配資

源。管理層根據該等內部報告確定營運分部的劃分。 

 

董事會從產品的角度劃分業務： 

 

 航空－製造、組裝、銷售及維修直升機、教練機及其他航空產品 (「整機」)。 

 

 航空－製造及銷售航空零部件及元器件 (「航空零部件」)。 

 

 汽車－製造、組裝、銷售及維修汽車發動機。  

 

向董事會呈報的集團以外收入採用與簡明合併損益表相同的方式計量。  

 

本集團位於中國境內，其主要收入均來自中國，其資產亦均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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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經營業務) 

 
航空 

產品整機 

航空 

產品零部件 
共計 汽車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分部收入總額 2,919,769 3,204,066 6,123,835 864,457 

分部間收入 -    (327,162) (327,162) -    

 ──────── ──────── ──────── ──────── 

收入(來自外部客戶) 2,919,769 2,876,904 5,796,673 864,457 

 ════════ ════════ ════════ ════════ 

分部業績 28,139 421,952 450,091 169,554 

 ════════ ════════ ════════ ════════ 

折舊及攤銷 59,762 122,707 182,469 -    

(撥備的撥回)/減值撥備  (17,757) 42,339 24,582 8,372 

財務開支 36,620 24,392 61,012 3,277 

應占聯營公司業績 8,691   (200) 8,491 4,061 

稅項開支 4,813 72,177 76,990 25,529 

 ════════ ════════ ════════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經重列)   

    

分部收入總額 1,448,140 2,557,479 4,005,619 4,412,431 

分部間收入 -    (207,928) (207,928) - 

 ──────── ──────── ──────── ──────── 

收入(來自外部客戶) 1,448,140 2,349,551 3,797,691 4,412,431 

 ════════ ════════ ════════ ════════ 

分部業績  96,558    310,950 407,508 892,009 

 ════════ ════════ ════════ ════════ 

折舊及攤銷 63,407 127,292 190,699 - 

(撥備的撥回)/減值撥備 (207) 32,426 32,219 5,132 

財務開支 45,686 16,965 62,651 25,186 

應占聯營公司業績  13,142  (75) 13,067  4,748 

稅項開支  20,168  51,583 71,751  126,12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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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調整分部業績為期間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重列) 

整機及航空零部件的分部業績 450,091 407,508 

財務收入 66,603 24,660 

公司管理費用   (25,950) (16,547) 

 ──────── ──────── 

持續經營業務除稅前溢利 490,744 415,621 

稅項開支  (76,990) (71,751) 

 ──────── ──────── 

持續經營業務期間溢利 413,754 343,870 

 ════════ ════════ 

   

汽車分部業績 169,554 892,009 

財務收入 1,292  21,380  

 ──────── ──────── 

非持續經營業務除稅前溢利 170,846  913,389  

稅項開支 (25,529)  (126,126) 

 ──────── ──────── 

非持續經營業務期間溢利 145,317  787,26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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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租賃收入 5,423 7,082 

出售廢料獲得的利潤 4,955 2,496 

提供維修及其他服務獲得的收入 1,053 1,33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獲得的股息收入 11,837 4,000 

   ───────   ─────── 

 23,268 14,916 

 ═══════ ═══════ 

 

5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供交易之金融資產公允值收益/(虧損) 548 (6,018) 

出售以下各項的收益/(虧損)：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01 632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49,529 

- 供交易之金融資產 4,763 (151) 

 ────── ────── 

 6,912 43,99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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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開支按性質分類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廣告費 6,634 6,672 

攤銷：   

- 土地使用權 6,499 4,902 

- 無形資產 2,356 1,993 

核數師薪酬 4,936 5,484 

產成品和在製品存貨的變動 (979,495) (597,834) 

已發生的合同成本 2,518,524 1,159,108 

折舊：   

   - 投資物業 682 872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2,932 182,932 

    減：政府資助遞延收入的攤銷 (11,459) (11,870) 

 ──────── ──────── 

 162,155 171,934 

燃油 109,553 117,237 

保險 17,850 3,902 

經營租賃租金 21,587 14,369 

減值撥備/(撥備的撥回)：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1,235 

- 存貨 6,611 (230) 

- 應收賬款 17,971 31,214 

原材料及消耗品成本 1,790,337 1,220,648 

維修及保養開支 51,917 40,809 

研究開支及開發成本 151,797 120,890 

員工成本 1,007,711 734,411 

轉包費用 113,596 140,261 

雜項 270,840 187,499 

運輸開支 28,592 16,333 

交通及差旅費 40,220 35,217 

 ──────── ──────── 

銷售成本、銷售及配送開支、 

一般及行政開支總額 5,350,191 3,416,0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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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收入/(開支)，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財務收入:    

  銀行餘額及存款利息收入 66,603 24,660 

 ------------- ------------- 

財務成本:   

銀行借款利息開支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38,514 48,260 

    -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3,200 2,822 

 ────── ────── 

 41,714 51,082 

其他借款利息開支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7,640 4,302 

    -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10,017 9,245 

 ────── ────── 

 59,371 64,629 

減：物業、廠房及設備資本化的款額 (1,891) (3,767) 

 ────── ────── 

 57,480  60,862 

其他財務開支 3,532 1,789 

 ────── ────── 

 61,012 62,651  

 -------------- -------------- 

 5,591 (37,991)  

 ═══════ ═══════ 

 

8 稅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即期所得稅 106,213 60,719 

遞延所得稅 (29,223) 11,032 

 ─────── ─────── 

 76,990 71,751 

 ════════  ════════ 

 

除了若干子公司是根據相關中國稅務法規享受 15% 優惠稅率外 (二零一零年：

15%)期內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是根據相關中國稅務法規，按本集團旗下公司的應納稅

收入以法定稅率 25% 計算(二零一零年：25%)。



 17 

9 持有待售資產和非持續經營業務 

 

與東安動力有關的非持續經營業務的業績總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864,457 4,412,431 

開支 (693,611) (3,499,042) 

 ──────── ──────── 

除稅前溢利 170,846 913,389 

稅項開支 (25,529) (126,126) 

 ──────── ──────── 

非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145,317 787,263 

 ════════ ════════ 
 

有關東安動力的持有待售資產/負債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有待售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1,911,952 

土地使用權 - 62,276 

聯營公司投資 - 26,838 

遞延稅項資產 - 72,670 

應收賬款 - 1,863,260 

預付供應商賬款 - 18,118 

其他應收賬款和預付賬款 - 42,140 

存貨 - 776,057 

抵押存款 - 55,469 

原期滿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 2,375,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481,483 

 ────────   ──────── 

 - 7,685,263 

 ════════ ════════ 

與持有待售資產相關的負債   

長期借款 - 200,000 

應付賬款 - 1,470,661 

預收客戶賬款 - 135,792 

其他應付賬款和預提費用 - 940,607 

短期借款 - 198,526 

流動稅項負債 - 29,487 

   ──────── ──────── 

 - 2,975,07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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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董事會建議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不進行股息分配(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零)。 
 

11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是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占溢利除以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份的加權

平均股數減去限制性股權激勵計劃持有的股份之差來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來自以下業務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占溢利：   

- 持續經營業務 213,818 172,384 

- 非持續經營業務 54,777 286,040 

   ──────── ───────── 

 268,595 458,424 

    ════════ ═════════ 

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4,930,518 4,830,252 
    ════════ ═════════ 

 

此處未列出每股攤薄收益，因為未處理的潛在攤薄股票對每股收益影響較小。 
 

12 應收賬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應收貿易賬款，總額(附註 (a))   

  - 同系子公司(附註 (b)) 2,333,058 1,711,836 

  - 其他 1,282,216 1,144,004 

 ──────── ──────── 
 3,615,274 2,855,840 
   
減：應收賬款的減值準備 (171,990) (165,122) 

 ──────── ──────── 
 3,443,284 2,690,718 

 --------------- ---------------- 

應收票據(附註 (c))   

  - 同系子公司 386,278 584,328 

  - 其他 239,633 293,852 

 ──────── ──────── 
 625,911 878,180 

 ---------------- ---------------- 
 4,069,195 3,568,8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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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賬款(續) 

 

附註：  

 

(a) 本集團的若干銷售是以預付款形式進行，而向小客戶、新客戶或短期客戶的銷

售則在一般情況下預期於交貨後短期內清償。對有良好信譽歷史或與本集團有

長期合作關係的客戶的銷售，本集團或會給予最長為六個月的信貸期。給予關

連方的信貸期與本集團給予第三方客戶的信貸期接近。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即期至一年 3,122,895 2,476,825 

一至兩年 316,082 190,323 

兩至三年 85,018 56,316 

超過三年 91,279 132,376 

 ──────── ──────── 

 3,615,274 2,855,840 

 ════════ ════════ 

 
 

(b) 應收同系子公司貿易賬款為無抵押和免息，並將根據相關貿易條款支付。 

 

(c) 絕大部分應收票據為平均六個月內到期的銀行承兌票據。 

 

(d) 絕大部分應收賬款以人民幣記賬，且其賬面值大約等於其公允值。 

 

(e) 若干應收貿易賬款已抵押作為銀行貸款的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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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賬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應付貿易賬款(附註 (a))   

       - 同系子公司(附註 (b)) 1,228,051 907,714 

       - 其他 4,237,907 3,426,704 

 ──────── ──────── 

 5,465,958 4,334,418 
 -------------- -------------- 

應付票據(附註 (c))   

       - 同系子公司 530,987 555,126 

       - 其他 709,910 600,550 

 ─────── ─────── 
 1,240,897 1,155,676 
 --------------- --------------- 
 6,706,855 5,490,094 
 ════════ ════════ 

 

附註： 

 

(a) 應付貿易賬款信貸期一般為零至六個月。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即期至一年 4,693,423 3,444,045 

一至兩年 444,121 564,554 

兩至三年 106,271 132,944 

超過三年 222,143 192,875 

 ──────── ──────── 
 5,465,958 4,334,418 

  ════════ ════════ 

   

 (b) 向同系子公司的應付貿易賬款為無抵押和免息，並將根據相關貿易條款支付。 

 

 (c)  絕大部分應付票據為平均六個月內到期的銀行承兌票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應付票據人民幣 974,491,000 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696,436,000 元，經重列) 由已抵押存款共計人民幣 676,401,000 元 (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53,209,000 元，經重列) 擔保。 

 

 (d) 應付賬款的賬面值大約等於其公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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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本期的主要業務板塊為航空整機業務及航空零部件業務。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

集團按照既定的戰略目標，繼續推進業務重組和資本運作。已完成將所持東安動力股權

與中航工業所持中航光電股權的置換工作，至此，本公司已剝離全部汽車業務資產，專

注於航空業務。中航電子發行股份收購航空電子資產的資產重組亦全部完成，航電業務

之產業鏈得到進一步完善。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航空產品盈利穩定提升。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錄得收入為人民幣

57.97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52.63%，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占持續經營業務淨溢利為

人民幣 2.14 億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 1.72 億元，增長 24.42%。 

 

剝離汽車發動機業務導致本集團財務業績合併口徑變化，本期只合併了汽車發動機業務

重組完成前兩個月的業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期本集團綜合

業務 (持續經營和非持續經營) 錄得收入為人民幣 66.61 億元，較上年同期下降

18.87%；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占綜合業務淨溢利為人民幣 2.69 億元，較上年同期的人

民幣 4.58 億元,減少人民幣 1.89 億元。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面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中國宏觀經濟在中國國民經濟和

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十二五」）開局之年繼續保持增長。作為被納入到「十

二五」中戰略性新兴产业的航空工業，在宏觀經濟增長的背景下，亦獲得了有利的發展

環境和更大的市場需求，但同時技術創新和行業競爭的加劇也對中國航空工業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本公司之控股股東中航工業在中國航空工業成立六十周年之際，面對新的形

勢和挑戰，堅持創新航空高科技，發展戰略性產業，於今年再次上榜世界 500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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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作為中國航空工業海外上市的民用航空產品製造業務的旗艦公司，繼被納入香港

恒生綜合指數成分股之後，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六日，摩根士丹利資本國際公司宣佈將

中航科工納入摩根士丹利全球標準指數系列中的中國指數成份股，進一步提升了本公司

在國際資本市場的地位。同時，本公司亦進一步擴大航空製造業務的研究、開發、製造

和銷售的規模，實現航空產品業務穩步增長。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公司持續推動資產重組工作，完成汽車發動機業務的剝離及航電

業務的重組，優化本集團航空產業鏈。同時為深化本公司薪酬制度改革，充分調動高級

管理人員和核心人才的積極性，支持本公司戰略實現和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家第一批被

批准實施 H 股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的試點企業，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本公司

採納了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本公司實施了限制性股票激勵

計劃並對 149 位激勵計劃參與者進行了首次授予。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錄得航空產品銷售收入為人民幣 57.97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

長 52.63%。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拓寬市場。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日，第 49 屆巴黎航

展成功舉辦，迎來新中國航空工業 60 歲生日的中航工業以「融入世界航空產業鏈」為

主題參展，全面展示中國航空工業在技術創新方面整體實力的提升以及融入世界航空產

業鏈的最新成果，本集團多項產品參加展示，為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打下了基礎。 

 

二零一一年五月份，哈飛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總公司簽訂了

30 架 Z9 系列直升機收購協議，在未來的 5 年內完成 30 架 Z9 系列直升機的销售及出

口。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团参与研制的新初教飞机获得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适航证。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江西洪都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洪都航空」) 10 架 K8

外銷機製造試飛工作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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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航電新產品訂貨量大幅度上漲，在市場上獲得廣泛應用，取得了較大的市場

份額。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國際合作項目均取得重大進展。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二日，中

航工業與巴西航空工業公司(Embraer S.A.)簽訂合作框架协议，將運用本集團參與投資

的哈爾濱安博威飛機工業有限公司的場地、設施和人力資源在中國合資組裝生產萊格塞

600/650 公務機。本公司參與投資的哈爾濱哈飛空客複合材料製造中心有限公司也於上

半年完成廠房建設，並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與空客簽署協議，將逐步提高空客

A320 系列飛機方向舵的產量。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持續提升技術研發能力。洪都航空飛行遙測監控資料處理系

統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日開始運行。該系統的性能指標在國內處於領先地位，完全能

滿足三代飛機的試飛測試任務。二零一一年四月，中航光電試驗檢測中心通過了中國

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CNAS)和國防科技工業實驗室認可委員會(DILAC)組織

的國家實驗室資質認可，標誌著中航光電的試驗檢測能力和管理水準達到了國際先

進水準。在航空电子及机械制造等产品设计及制造等方面，特别是在航空电子系统集

成和复杂零件制造方面，本集團也具有較強的制造技术实力和综合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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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前景 

 

在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宏觀經濟背景下，國家明確將航空產業納入到國家戰略性新兴产

业，提出「建設新型國產幹支線飛機、通用飛機、直升機產業化平臺」，並且明確了民

航在綜合交通運輸體系中的作用，構建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完善以國際樞紐機場和幹線

機場為骨幹、支線機場為補充的航空網路，積極推動通用航空發展，改革空域管理體制，

提高空域資源配置使用效率。從發展戰略、行業立法、產業政策、財政投入等方面，給

予航空工業長期、穩定的支持。「十二五」期間，民航全行業的投資規模將在人民幣

15,000 億元以上，到「十二五」末，運輸機場的數量將達到 220 個以上；機隊規模將

由現在的 2,600 多架上升到 4,500 架以上，特別是通用飛機數量會有較大增加。 

 

同時，基於中國低空空域開放政策預測，在未來五至十年，整個航空製造業將成為中國

裝備製造業領域的一個重要亮點，航空裝備製造業的整個市場容量將超過萬億。未來

20 年對新飛機的需求大大增加，巨大的市場讓未來中國航空製造業具備極大的發展空

間，航空產品市場需求將繼續保持高速增長。通用航空的發展將帶動國內通用航空工業

快速發展；隨著城市化進程不斷加速，在短途運輸、搶險救災、海上石油開採、醫療救

護和勘探服務等領域，對民用直升機的需求也將持續增長；低空空域的開放使得個人使

用航空器具備了可能性，國內直升機產業未來將迎來一個發展的朝陽期。同時，航母平

臺的建設也將刺激對航空製造業的需求，空天時代的到來和發展將帶動航空工業整體經

濟的發展。 

 

積極的政策支持及巨大的市場潛力將給中國航空工業帶來長期的增長機遇，在國家大的

發展戰略下，中國航空工業將繼續發展，實現中國由航空大國向航空強國的轉變，作為

中國航空工業海外上市的民用航空產品旗艦公司，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統

籌研發和製造，健全和優化創新體系，努力形成先進航空科研能力、系統綜合集成能力

和數位化研製生產能力，加快由跟蹤創新向自主創新的跨越；深化管理體制、增強發展

能力和市場競爭能力；加強品質和安全建設，建立健全航空產品品質技術體系；加強國

際合作，充分利用全球的人才、技術、資源和市場，提高國際競爭力；重視人才培養，

培養造就專業技術人才、專門技能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隊伍，為中國航空工業及本集團

的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撐；繼續進行資本重組，完善本集團航空業務產業鏈，擴大

航空業務規模，促進本集團航空業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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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共實現收入為人民幣 57.97

億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 37.98 億元增加人民幣 19.99 億元，增幅為 52.63%。主要

得益於本期直升機和航電產品銷量增加。 

 

綜合業務(持續經營業務和非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綜合業務 (持續經營和非持續經營) 共實

現收入為人民幣 66.61 億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 82.10 億元減少人民幣 15.49 億元，

降幅為 18.87%，主要是由於本集團剝離汽車發動機業務後合併口徑變化導致收入同比

降低。 

 

板塊資料 

 

綜合業務: 

 

本集團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綜合業務中，航空整機板塊收入為人民幣 29.20 億元，較上年

同期增長 101.62%，占綜合業務總收入的 43.84%，收入的增長主要得益於直升機和教

練機銷量增加；航空零部件板塊收入為人民幣 28.77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 22.43%，

占綜合業務總收入的 43.19%；汽車板塊收入(非持續經營業務)為人民幣 8.64 億元，較

上年同期下降 80.41%，占綜合業務總收入的 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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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額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共實現毛利額為人民幣

12.07 億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 10.45 億元增加人民幣 1.62 億元，增幅為 15.50%，

主要得益於直升機和航電產品銷售收入的快速增長。 

 

綜合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綜合業務實現毛利額為人民幣 14.21 億

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 21.59 億元減少人民幣 7.38 億元，降幅為 34.18%，主要是由

於本集團剝離汽車發動機業務後合併口徑變化導致毛利額同比降低。 

 

銷售及配送開支(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共發生銷售及配送開支人民

幣 1.09 億元，較上年同期人民幣 0.9 億元增加人民幣 0.19 億元，增幅為 21.11%，主

要是銷售人員工資費用增長所致；本期銷售及配送開支占收入的比重為 1.88%，較上年

同期的 2.37%下降了 0.49 個百分點。 

 

行政開支(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共發生行政開支人民幣6.52

億元，較上年同期人民幣 5.73 億元增加人民幣 0.79 億元，增幅為 13.79%，主要是研

發支出增加以及人員工資上升所致；本期行政開支占收入的比重為 11.25%，較上年同

期的 15.09%下降了 3.84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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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收入 / (開支)，淨額(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共發生財務開支淨收益為人

民幣 0.06 億元，主要是由於銀行利息收入增加所致，而上年同期為淨支出人民幣 0.38

億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淨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占持續經營業務淨溢利為人

民幣 2.14 億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 1.72 億元，增長 24.42%，主要是因為本期直升

機和航電產品銷售收入快速增長。 

 

綜合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占綜合業務淨溢利為人民幣

2.69 億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 4.58 億元,減少人民幣 1.89 億元，降幅為 41.27%，主

要是由於本集團剝離汽車發動機業務後合併口徑變化導致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占淨溢

利同比降低。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額為人民幣 45.05 億元，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來源於年初現金及銀行存款和本期營業運作所得。 

 

截止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借款為人民幣 27.62 億元，其中：短期借款為人

民幣 14.39 億元，即期部分的長期借款為人民幣 5.89 億元，非即期部分的長期借款為

人民幣 7.3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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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借款的到期情況如下： 

 

  人民幣百萬元 

一年內償還 589 

兩年內償還 43 

三年至五年內償還 145 

五年後償還 546 

 
──────── 

合計 1,323 
 

截止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款為人民幣 17.99 億元，平均利率為 6%，

較期初減少人民幣 1.93 億元；其他借款為人民幣 9.63 億元，較期初減少人民幣 0.75

億元，平均利率為 5%。 

 

本集團的借款需求受季節變化的影響較小。 

 

資本架構 

 

截止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借款主要以人民幣結算，而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主要是以人民幣、港幣及美元持有。 

 

資產抵押情況 

 

截止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抵押借款人民幣 0.5 億元，抵押物為應收賬款，

賬面淨值為人民幣 0.5 億元。 

 

資本負債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率為 10.10%(經重列，於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為 8.90%)，以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借款總額除以資產總額計算。 

 

匯率風險 

 

本公司存有少量的港幣存款。匯率的不確定性對本集團的匯率風險影響較小。 

 

或有負債及擔保 

 

截止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未為任何第三方提供擔保，也無重大或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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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1、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中航機電系統有限公司（「中航機電」）簽

訂了收購協議，據此，中航機電有條件地同意出售及本公司有條件的同意收購天津

航空機電有限公司（「天津航空」）的全部股份權益，代價約為人民幣768,278,300

元，其中包括(i) 代價之25%，即約人民幣192,069,575元將由本公司以支付現金的

方式滿足；及（ii）代價之75%，即約人民幣576,208,725元將於完成時由本公司以

向中航機電發行和配發182,344,533股新內資股（「對價股份」）的方式滿足，價

格為每對價股份港幣3.734元 (相當於約人民幣3.16元) （「天津航空收購」）。中

航機電向本公司發行之對價股份數量將以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或其授權代表確

認及備案爲準。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及第14A章之規定，天津航空收購構成本公司

之須予披露交易及關連交易。該交易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召開之臨時股東大

會上獲得本公司獨立股東之批准。交易詳情謹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

五日發佈之公告及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發佈之通函。 

 

2、 於本報告期，本集團汽車發動機業務剝離已完成，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七日，中航

工業原持有中航光電174,052,911股股份已過戶至本公司。本公司原持有東安動力

的251,893,000股股份已正式過戶至中航工業，此等股份過戶完成后，本公司直接

持有中航光電174,052,911股股份，占中航光電總股本的43.34%，成為中航光電的

控股股東。本公司不再持有東安動力股份權益。交易詳情謹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零

九年十一月四日發佈之公告及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寄予股東之通函以及

本公司隨後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日，二零一一年一月

二十八日，二零一一年三月二日及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日發佈之各類自願性公告。 

 

3、 於本報告期，中航電子資產重組已完成。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董事會宣佈, 

中航電子資產重組下之相關股份變更登記及相關工商變更登記已全部完成。交易詳

情謹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及二零一一年六

月二十三日分別發佈之公告及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二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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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募集資金(含二零一零年三月配售募集資金)共計投入人

民幣 18.90 億元，用於高級教練機、直升機及航空複合材料的生產和研發以及收購航空

資產和股權投資。其餘部分均以孳息短期存款存於中國之銀行。 

 

雇員情況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 33,762 名雇員。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期間，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員工成本為人民幣 10.08 億元，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 7.34

億元增加人民幣 2.74 億元。                           

 

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變動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未发生董事、监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變動。 

 

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以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董事及監事證券交易之守則。在向所有董事及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

會確定本公司董事及監事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均遵守上述守則

所規定之有關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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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 

 

董事會已成立審計委員會，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審核委員會有效運作指引」

及其他規定，制訂了《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工作細則》。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已經審計委員會審閱。 

 

企業管治 

 

本公司嚴格執行各項監管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規範運作。本公司亦設立內部審計部

門，加強對本集團持續關連交易的監控。經檢討本公司採納有關企業管治的安排，董事

會認為在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從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中列載的全部條文。 

 

其他重大事項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本公司採用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計劃對象包括本集團執

行和非執行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中層管理人員，以及其他董事會認為對本集團整體業

績和可持續發展有直接貢獻的關鍵骨幹員工。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董事會批准決

議，於授予日向 149 位激勵計劃參與者以每股限制性股票港幣 4.15 元的授予價格首次

授予约 37,013,900 股限制性股票，約佔本公司於授予日已發行股本之 0.748%。限制

性股票激勵計劃之詳情謹請參閱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一年二月二

十三日、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分別發佈之公告及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發佈之通

函。 

 

購買、出售及贖回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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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本公佈之電子版本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avichina.com)

刊登。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本公司股東寄發及於聯交所網站登載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當中載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建議之所有資料。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林左鳴 

北京，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發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林左鳴先生、譚瑞松先生、吳獻東先生，及非執行董

事顧惠忠先生、徐占斌先生、耿汝光先生、張新國先生、高建設先生、李方勇先生、陳元先先生、

王勇先生、莫利斯•撒瓦(Maurice Savart)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郭重慶先生、李現宗先生、劉

仲文先生組成。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