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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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893）

截至2011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財務摘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0�0年  變化率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營業額 22,315,773  ��,���,��0  ��.�0

毛利 5,069,957  �,���,���  ��.��

除稅前利潤 2,426,481  �,���,��0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765,945  ���,���  �0.��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214  0.���  ��.��

註： �0�0年重列為本報告期內完成共同控制下對四間公司收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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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0�0年同期之比
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11  �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營業額 � 22,315,773  ��,���,��0
銷售成本  (17,245,816 ) (��,���,��� )    

毛利  5,069,957  �,���,���
利息收入  102,996  ��,���
其他收入  159,469  ���,���
銷售及營銷費用  (640,131 ) (���,��� )
管理費用  (1,566,965 ) (�,���,��� )
匯兌損失  (24,154 ) (��,��� )
其他費用  (54,176 ) (��,��� )
融資費用 � (691,651 ) (���,��0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1,136  �0,���    

除稅前利潤  2,426,481  �,���,��0
所得稅費用 � (479,254 ) (�0�,��� )    

期內利潤 � 1,947,227  �,���,0��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765,945  ���,���
 非控制權益  1,181,282  �0�,���    

  1,947,227  �,���,0��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按每股人民幣元列值） � 0.2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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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  �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期內利潤  1,947,227  �,���,0��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安全生產費撥備  25,496  ��,���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12,833  (��,�0�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虧損）  1,557,700  (��0,��� )
有關其他全面收益（開支）項目的所得稅  (389,417 ) ��,0�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扣除稅項）  1,206,612  (�0,���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153,839  �,��0,���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959,002  ���,���
 非控制權益  1,194,837  ���,���    

  3,153,8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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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0��年�月�0日

  2011年  �0�0年  �0�0年
  6月30日  ��月��日  �月�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106,011  ��,0�0,���  ��,���,���
 預付租賃款項  2,953,216  �,���,���  �,0��,���
 投資物業  132,008  ���,���  ���,��0
 無形資產  639,290  ���,��0  ���,���
 採礦權  438,025  ��0,0��  ���,���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216,156  �,���,���  ���,��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132,923  �,���,���  �,���,���
 預付收購附屬公司款項  –  –  ���,��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40,747  ��,��0  ��,���
 其他非流動資產  174,204  ���,��0  ���,���
 遞延所得稅資產  504,962  ���,���  ���,0��      

  41,337,542  ��,���,��0  ��,0��,���      

流動資產
 存貨  6,461,162  �,���,��0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13,609,182  �0,���,���  �,���,�00
 應收客戶的合同工程款項  390,501  ���,���  ���,���
 預付租賃款項  92,415  ��,���  ��,���
 衍生金融工具  4,811  ��,���  ��,��0
 其他流動資產  34,348  �0,���  ��,0��
 受限制銀行結餘  1,585,307  �,���,��0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067,397  ��,���,���  �0,���,���      

  34,245,123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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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0�0年  �0�0年
  6月30日  ��月��日  �月�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0 22,312,497  �0,���,���  ��,���,���
 應付股息  138,112  –  –
 應付客戶的合同工程款項  318,975  ��0,���  �0�,0��
 衍生金融工具  –  –  ���
 所得稅負債  228,446  ���,���  �0�,���
 短期融資券  400,000  �00,000  –
 借款  10,629,310  �,���,���  �,���,���
 提前退休及補充福利責任  22,803  ��,���  �0,���
 撥備  27,780  ��,�0�  –      

  34,077,923  �0,���,0��  ��,���,���      

淨流動資產（負債）  167,200  ��,���  (���,�0� )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1,504,742  ��,���,���  ��,���,���      

非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0 1,896  �,���  �,���
 衍生金融工具  10,890  �,���  �,���
 公司債券  2,487,829  �,���,���  �,���,���
 中期票據  2,351,080  �,�00,000  –
 借款  11,536,906  �0,���,���  �,���,���
 遞延收入  295,945  ���,���  ���,���
 遞延所得稅負債  1,109,924  ���,�0�  ���,���
 提前退休及補充福利責任  345,228  ���,�0�  ���,���
 撥備  47,499  ��,���  –      

  18,187,197  ��,�00,���  �0,���,���      

淨資產  23,317,545  �0,���,���  ��,���,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 3,571,464  �,���,���  �,���,���
 儲備  7,908,784  �,0��,���  �,��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1,480,248  �,���,���  �,���,���
非控制權益  11,837,297  �0,���,���  �,���,���      

權益總額  23,317,54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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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及呈報基準

1.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十六之相關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須呈列的全部資料及披露，應與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本集團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
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1.2 採用權益合併法

若干共同控制下合併的業務合併於本期間發生。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載納受共
同控制業務合併所涉合併實體的財務資料，猶如自合併實體首次受控制方控制當日起
已合併。

合併實體的資產淨值從控制方的角度按現有帳面值合併。在控制方權益維持不變的期
間，共同控制合併時產生的商譽或收購方所佔被收購方可識別資產、負債及或有負債
公允淨值超逾成本的差額並不確認。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包括各合併實體自最早呈列日期或自合併實體開始受共同控
制日期的業績（不論何日為共同控制合併的日期，均以較短期間為準） 。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內的比較數字已經重列，猶如合併實體於上一財務狀況表
日或自開始受共同控制日期起（以較短期間為準）已合併。

2.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按公允價值計量（倘適合）的金融
工具則除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0�0年��月��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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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已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0�0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披露的
  比較資料所獲有限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聯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預付款最低資金要求
 －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號

本集團首次於本期間全面採用了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關聯方披露」（�00�年經修訂）。香港
會計準則第��號（�00�年經修訂）之應用就以下兩方面作出了關聯方披露之改變：

本集團為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0�年經修訂）中所定義的政府相關企業。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00�年經修訂）提出豁免政府相關企業部分之披露要求，然而前版本之香港會計準則
第��號不包括對政府相關企業之指定豁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0�年經修訂），本
集團可豁免於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0�年經修訂）第��段中所提及有關與(a)對本集團有控
制權、共同控制權或有重大影響之政府，及(b)被同一政府控制、共同控制或有重大影響之
其他企業之關聯方交易及結餘（包括承諾）之披露要求。再者，就以上之交易及結餘，香港
會計準則第��號（�00�年經修訂）要求本集團披露(a)各獨立重大交易之性質及金額，及(b)在
總體而非獨立地重要的交易的質量上或數量上的指標。

除此之外，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0�年經修訂）闡明及簡化了關聯方之定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0�年經修訂）要求追溯性應用。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0�年
經修訂）並沒有對本期或前期已入賬或已記錄於未經審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之金額有任何影
響。但是，關聯方披露的比較數字已作出了變更以反映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0�年經修
訂）之應用。

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目前及以前會計期間的綜合財務資料
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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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或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用者的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撥回相關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投資�

� 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該五項有關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和披露的新訂及經修訂之準則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頒佈，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倘若選
擇提早應用任何五項新訂及經修訂之準則，惟該全部五項須同時應用。董事預期，本集團
之綜合財務報表將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開始的期間採納該等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有關綜合財務報表
部份。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下，控制權是唯一的綜合基準。此外，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0號就控制權作出新定義，當中包括三部份：（一）對被投資者之權力，（二）從參與
被投資者活動中所涉及可變回報之風險或權益，及（三）利用對被投資者的權力影響投資者
回報的金額的能力。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就複雜的情況提供更廣泛指引。整體而言，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的應用需要大量判斷。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可能導致本
集團不再合併部份被投資方，及合併先前未合併的被投資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是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合營企業」，對兩方或多於兩方之合
營的安排如何分類。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指出合營安排有兩種：合營企業及合
資營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分類是根據各方於安排之下之權利及責任。相反，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當中有三種不同之合營安排：共同控制實體，共同控制資產及共
同控制營運。

除此之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合營企業需以權益法入賬，但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之共同控制實體可以權益法或比例合併法入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應用改變本集
團之共同安排及其會計處理。特別是，本集團之共同控制實體現時採用按比例合併，之後
會採用以權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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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披露之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
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就所供應的商品及提供的服務而言，向本公司執行董事並作為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交用於資
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報告的資料注重業務的性質。

特別是，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營分部的報告分部列示如下：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提供新型乾法水泥生產線及採礦項目的技術裝備與
  工程服務；裝備製造

水泥 生產及銷售水泥、熟料及混凝土

新材料 生產及銷售玻璃纖維、玻璃纖維製品、特種纖維及
  纖維增強複合材料及標準砂；玻璃纖維生產、
  非金屬礦深加工與先進陶瓷的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有關上述分部的資料於下文呈報。

(a) 分部收入及業績

下文為按報告分部劃分的本集團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水泥
 技術裝備與
 工程服務  水泥  新材料  抵銷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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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外部銷售 10,489,900  8,740,281  3,085,592  –  22,315,773
分部間銷售 1,131,706  –  5,812  (1,137,518 ) –         

總計 11,621,606  8,740,281  3,091,404  (1,137,518 ) 22,315,773
         

分部業績 994,088  1,745,988  407,659  (178,035 ) 2,969,700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支出         (25,700 )
利息收入         102,996
融資費用         (691,651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1,136         

除稅前利潤         2,42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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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水泥
 技術裝備與
 工程服務  水泥  新材料  抵銷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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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收入
外部銷售 �0,���,���  �,��0,���  �,���,���  –  ��,���,��0
分部間銷售 ���,���  –  –  (���,��� ) –         

總計 ��,���,���  �,��0,���  �,���,���  (���,��� ) ��,���,��0
         

分部業績 ���,���  ���,���  ���,0�0  (��,��� ) �,���,���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支出         (��,��� )
利息收入         ��,���
融資費用         (���,��0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0,���         

除稅前利潤         �,���,��0
         

分部業績指在未分配董事酬金、利息收入、部分其他收入、融資費用、應佔聯營公司
業績及其他總部管理費用的情況下各分部賺取的利潤。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
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的方法。

分部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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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資產

下文為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本集團資產分析：

 2011年  �0�0年  �0�0年
 6月30日  ��月��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12,686,704  �0,���,���  �0,���,���
水泥 32,071,882  ��,0��,���  ��,���,��0
新材料 12,425,494  ��,���,0��  �,���,���     

分部資產總額 57,184,080  ��,0��,���  ��,���,���
抵銷 (1,472,584 ) (���,00� ) (���,��� )
未分配資產 19,871,169  ��,���,���  ��,���,0��     

綜合資產 75,582,665  ��,���,�00  �0,00�,���
     

就監控分部之間的表現及分配資源而言，除聯營公司的權益、遞延所得稅資產、衍生
金融工具、受限制銀行結餘、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若干未分配總部資產外，所有資
產均分配予經營分部。

(c)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水泥
 技術裝備與
 工程服務  水泥  新材料  未分配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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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量分部業績時包括的款項：
折舊 162,532  534,856  323,233  161  1,020,782
攤銷 5,366  43,593  16,974  102  66,035
         

定期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但
 並不包括於分部業績的款項：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0,884  60,171  81  –  7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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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水泥
 技術裝備與
 工程服務  水泥  新材料  未分配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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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計量分部業績時包括的款項：
折舊 ��,���  ���,���  ��0,���  ���  ��0,0�0
攤銷 �,���  �0,���  ��,���  �  ��,���
         

定期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但
 並不包括於分部業績的款項：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  ���  –  �0,���
         

4. 融資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利息支出  702,882  ���,���
減：在建工程資本化金額  (14,173 ) (��,��� )    

  688,709  ���,�0�
銀行借款的匯兌（收益）損失淨額  (2,470 ) �0�
銀行承兌匯票的貼現支出  5,412  �,��0    

融資費用總額  691,6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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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費用

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在香港均無業務，故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本集團旗下若干成員公司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根據現有各成員公司於期內
按中國所得稅法規釐定的應課稅收入以��%（�0�0年：��%）的法定所得稅稅率計提撥備，
惟獲稅項豁免或按優惠稅率��%（�0�0年：��%）繳稅的若干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則除
外。

海外利潤稅項則按期內估計應課稅利潤及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管轄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列賬的所得稅費用金額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當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544,202  ���,0��
 －海外稅項  6,795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555 ) ��0    

  549,442  ��0,�0�
遞延所得稅  (70,188 ) (��,��� )    

  479,2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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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利潤

期內利潤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折舊與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18,354  ���,���
 －預付租賃款項  39,032  ��,�0�
 －投資物業  2,428  �,���
 －無形資產  20,062  ��,���
 －採礦權  6,941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已確認減值虧損  62,593  ��,���
物業、廠房及設備已確認減值虧損  38,987  ��,�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已確認減值虧損  –  �0�
存貨撥備（計入銷售成本）  16,955  �,���
撥回存貨撥備（計入銷售成本）  –  (��� )
捐贈  2,800  �,���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收益淨額  (10,256 ) (�,��� )
外匯遠期合同收益  –  (��,��� )
利率掉期合同收益  –  (�0�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股息收入  (2,832 ) (�,��� )
負債豁免收益  (1,012 ) (��� )
政府補助  (92,815 ) (��,�0� )
    

7.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報告期內確認為分派的�0�0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
 （�0�0年︰ �00�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  142,859  ��,���
    

截至�0��年�月�0日止的六個月，概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的中期股息，並自中期報告期
末起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0�0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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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利潤除以截至�0��年及�0�0年�月�0日止六個
月兩個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年  �0�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利潤（人民幣千元）  765,945  ���,���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571,464  �,���,���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214  0.���

    

(b) 攤薄

截至�0��年及�0�0年�月�0日止兩個期間，概無具攤薄效應的普通股發行在外。每股
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1年  �0�0年  �0�0年
 6月30日  ��月��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貿易應收款項及質保金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 7,575,852  �,���,���  �,���,���
質保金 84,572  ��,���  ���,���     

 7,660,424  �,���,���  �,���,��0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583,512 ) (���,0�� ) (���,��� )     

貿易應收款項及質保金淨額 7,076,9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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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0�0年  �0�0年
 6月30日  ��月��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應收貸款、預付款項、押金、僱員
 備用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貸款 38,104  ��,���  ��,���
給予供貨商及分包商的預付款項 5,792,932  �,��0,���  �,���,�0�
僱員備用金 167,747  ���,���  ���,0��
押金 158,349  �0�,0��  �0,0��
其他應收款項 572,101  ���,���  ���,���     

 6,729,233  �,���,���  �,�0�,���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156,216 ) (���,0�� ) (���,�0� )     

應收貸款、預付款項、押金、僱員備用金
 及其他應收款項淨額 6,573,017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3,649,929  �0,���,���  �,���,���

減：非即期部分
   質保金 (40,747 ) (��,��0 ) (��,��� )     

即期部分 13,609,182  �0,���,���  �,���,�00
     

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及質保金（扣除減值虧損）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1年  �0�0年  �0�0年
 6月30日  ��月��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少於六個月 5,162,245  �,���,���  �,�0�,���
六個月至一年 1,279,890  �0�,���  ��0,���
一年至兩年 443,995  ���,���  ���,���
兩年至三年 135,077  ���,�0�  ���,���
多於三年 55,705  ��,���  ��,���     

 7,076,912  �,���,���  �,���,���
     

本集團因工程及建築服務產生的貿易應收款項及質保金按規管有關交易的合同所訂明的條
款結算，其中質保金通常在相關服務完成後�至�年內結算。就銷售產品而言，對於還款紀
錄良好的大客戶或長期客戶可獲授予�0至��0天的信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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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11年  �0�0年  �0�0年
 6月30日  ��月��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貿易及票據應付款項 11,153,700  �,���,���  �,���,���     

押金、預提費用、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客戶預付款項 8,511,806  �,���,���  �0,�0�,���
應付薪金及福利 175,290  ���,���  ���,���
應付社保費用 194,087  ���,��0  �0�,���
其他稅項 244,165  ��0,���  ���,0��
應計費用 205,811  ���,��0  ���,��0
應付押金 366,478  ���,�00  ���,0��
附屬公司應付非控制權益之股息 122,489  ��,���  ��,���
其他應付款項 1,340,567  ���,��0  �,0��,���     

 11,160,693  ��,���,���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22,314,393  �0,���,��0  ��,���,���
減：非即期部分 (1,896 ) (�,��� ) (�,��� )     

即期部分 22,312,49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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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及票據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1年  �0�0年  �0�0年
 6月30日  ��月��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少於六個月 7,109,434  �,���,�0�  �,���,���
六個月至一年 2,623,732  �,���,���  �,���,���
一年至兩年 1,028,868  �,���,���  ���,���
兩年至三年 247,071  ���,�0�  �00,�0�
多於三年 144,595  ���,���  �0,���     

 11,153,700  �,���,���  �,���,���
     

11. 股本

 非上市內資股 非上市外資股 H股 總計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人民幣千元  千股  人民幣千元  千股  人民幣千元  千股  人民幣千元

已註冊、發行及繳足：
於�0�0年�月�日、
 �0�0年�月�0日、
 �0�0年��月��日、
 �0��年�月�日及
 �0��年�月�0日 �,���,���  �,���,���  ��0,���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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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概述

本公司主要從事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水泥和新材料三個方面的業務，是全球最大
的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供應商，也是中國非金屬材料行業的領先生產商。

報告期內，面對國內外複雜多變的經濟形勢，公司充分發揮自身綜合優勢，繼續加大國內
外市場的開拓力度，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新簽合同額同比大幅增加，結轉合同額
創歷史新高，進一步鞏固了公司在全球水泥工程市場的領先地位；水泥分部充分利用中國
政府對西部大開發新一輪政策支持，以及加大力度淘汰落後水泥產能的有利時機，加快產
業發展，完善產業布局，積極延伸產業鏈，進一步提升了公司的區域優勢和市場控制力；
新材料分部充分利用中國政府大力發展新興戰略產業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加大在
新材料、環保產業和優勢產品的投資力度，持續強化科技創新能力和內部管理水平，產業
規模、市場競爭能力和經營效益都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同時，公司積極應對國內通脹和貨
幣緊縮帶來的壓力，強化資金運作和管理，保證了公司各業務的健康平穩發展。通過各產
業板塊的共同努力，報告期內公司實現了經營業績的持續快速增長。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行業回顧

報告期內世界經濟復蘇緩慢，不確定因素增加。發達經濟體復蘇乏力，新興經濟體的復
蘇也面臨不斷升溫的通脹風險，短期經濟前景不明朗，新建水泥工程項目開工速度放
緩。

報告期內中國政府繼續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水泥產業結構調整速度加快，上半年
全國水泥行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但局部地區在政策支持下，新增產能
需求有較大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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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不斷加強市場開拓力度，市場份額領先的優勢進一步鞏固

報告期內，公司積極深入拓展海外市場, 繼續加強印度和南美等市場的戰略布局，進一步
擴大在非洲、東南亞市場份額，新簽海外合同額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
在不斷深入開拓國際市場的同時，緊緊抓住國家對西部特別是對新疆發展大力支持的
契機，加大EP、EPC模式的開拓力度，新簽國內合同額人民幣�0�.0�億元，同比增長
��.��%。報告期內，新簽合同總額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截至�0��年�月
�0日，公司結轉合同額為人民幣�0�.��億元，創歷史新高。 

強化履約能力，推動項目順利實施

報告期內, 公司進一步強化項目資源配置能力，不斷提升科學管理水平和風險控制能力，
確保在建項目高質量、高效率順利進行。公司承建的阿曼水泥三線、匈牙利NOSTRA項
目、埃及GOE項目二線、塞浦路斯VASSILIKO項目、哈薩克斯坦標準水泥等生產線順利
點火投產，也門AYCC項目獲得臨時接收證書(PAC)，土耳其Tracim�000t/d項目獲得業主
正式頒予的最終驗收證書(FAC)。蒙西清水、重慶海螺二線、遵義三岔拉法基瑞安等一批
生產線竣工投產。在建海外項目沒有受到局部地區局勢動蕩影響，項目整體進展順利。

加大資源整合力度，不斷提升運營效率

報告期內，該分部通過內部裝備資源整合和組織機構調整，設立了中材裝備集團有限公
司，為做大做強做精裝備業務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隨著該分部資源整合和組織結構調整
的不斷完善，資源配置將進一步優化，運營效率將不斷提升，也為今後持續穩定的發展
奠定了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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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

行業回顧

報告期內，中國宏觀經濟保持穩定增長的態勢，受益於經濟的增長，水泥行業需求仍保
持了較高增速，上半年全國水泥產量�.��億噸，同比增長��.�%。供給方面，隨著國家限
制新增產能政策和淘汰落後產能政策的深入執行，全國大部分地區供給增長開始減緩。

報告期內，水泥行業雖然總體保持增長，但各區域市場出現了不盡相同的發展軌跡。華
東和華中區域受上半年限電的影響，水泥價格大幅提升；華南和華北由於需求穩定增長
以及新增產能減少，水泥價格穩中有升。西北區域，除局部地區受產能集中釋放的影
響，價格出現下滑，其他區域受益於需求的增長，仍保持了較高的價格。

業務回顧

受惠區域輪動效應，分部業績持續提升

報告期內，受益於市場持續景氣，公司在西部區域的產能得到充分發揮，盈利狀況保持
穩定；同時，由於華東、華中區域價格上升，公司在該區域的盈利水平大幅提高。報告
期內，水泥分部實現營業額人民幣�,��0.��百萬元，同比增長��.��%；實現分部業績人民
幣�,���.��百萬元，同比增長��.00%。

加快產業延伸，優化組織架構，產業布局更趨完善

報告期內，水泥分部在強化水泥主業發展的基礎上，積極延伸產業鏈，圍繞主業實施相
關多元發展。該分部積極發展商品混凝土業務，並向骨料等領域延伸。為提升商品混凝
土技術水平和競爭力，公司收購了中國國內惟一的混凝土科研機構—蘇州混凝土水泥制
品研究院有限公司。報告期內，該分部繼續實施組織結構調整，積極推進寧廈賽馬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併寧夏建材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於本報告公告之時，該事項已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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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證監會上市公司併購重組審核委員會有條件批准。報告期內，公司建成投產�條生產
線，新增產能��0萬噸，公司控制水泥產能達到�,�00萬噸。目前公司在建生產線��條，
全部建成後，將新增產能�,��0萬噸。其中預計在�0��年底投產的生產線有�條，增加產
能�,�00萬噸。為保證產能擴張戰略的有效實施，附屬公司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和
甘肅祁連山水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啟動了在A股市場的再融資。

推動低碳清潔生產，發展循環經濟

公司積極推動節能減排，促進改善環境，提高經濟效益。報告期內，有�條水泥生產線配
套建設的純低溫餘熱發電項目建成投入運行，新增餘熱發電裝機容量�0.�MW；�個餘熱
發電項目正在建設之中，設計發電能力��.�MW；報告期內，公司水泥生產線餘熱發電累
計裝機容量���MW，累計發電��0��萬KWh，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萬噸。報告期內，
公司在新疆阜康新建一條日產��00噸利用電石渣制水泥熟料生產線，建成投產後，公司
全部�條電石渣制水泥生產線將實現年消耗電石渣等工業廢渣���萬噸，與使用石灰石生
產水泥相比，每年可減排��0萬噸二氧化碳。

新材料

行業回顧

報告期內，新材料產業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玻璃纖維行業隨著世界經濟的逐步復蘇得到
恢復和發展，產銷量得到穩步提升，中國今年�-�月份行業累計原紗產量��0.�萬噸，同比
增長��.�%，產品銷售價格逐步回升；多晶硅行業受全球光伏太陽能電池需求快速增長的
影響，市場迅速擴大；CNG氣瓶產業受國內外氣體燃料汽車快速發展的影響和相關政策
的引導，需求增長。中國風電行業經過前幾年快速發展，目前處於調整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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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加快產業布局，穩固行業領先地位

報告期內，公司繼續加大風電葉片研發的投入力度，加快新產品的開發，持續降低生產
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繼續保持國內風電葉片技術領先的地位。為有效延伸產業鏈，已
開展年產�0套高性能複合材料葉片模具生產線開工建設前期工作，項目建成投產後將有
效促進公司風電葉片產業的發展。

報告期內，公司建成兩條太陽能多晶硅熔煉器生產線，新增產能��萬隻/年，基本完成了
江西、江蘇、四川等太陽能多晶硅熔煉器製造基地布局。

隨著CNG氣瓶市場形勢好轉，公司加快產能擴張，年產��萬只車用天然氣氣瓶技術改造
項目預計�0��年底建成投產，CNG氣瓶年總產能將達��萬只；同時，年產��萬只天然氣
新型高壓氣瓶生產線有望在今年�季度前開工建設。

玻璃纖維業務加快產品結構調整，產品銷量和價格穩步回升

報告期內，隨著國際市場回暖，公司玻璃纖維業務形勢好轉，產品平均售價和毛利率呈
上升趨勢。公司加大產品結構調整的力度，提升產品技術含量，擴大產品應用領域。同
時，公司調整銷售策略，國內國外市場同步開拓，市場份額穩步上升。



- �� -

財務回顧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  �0�0  變化率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營業額 22,315.77  ��,���.��  ��.�0
銷售成本 (17,245.82 ) (��,���.�� ) ��.��   

毛利 5,069.95  �,���.��  ��.��
其他收入 159.47  ���.��  -��.��
銷售及營銷費用 (640.13 ) (���.�� ) ��.��
管理費用 (1,566.97 ) (�,���.�� ) ��.��
匯兌損失 (24.15 ) (��.�� ) -��.��
其它費用 (54.18 ) (��.�� ) ���.��   

營業利潤 2,943.99  �,���.��  ��.��
利息收入 103.00  ��.��  �.��
融資費用 (691.65 ) (���.��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1.14  �0.��  ��0.0�   

除稅前利潤 2,426.48  �,���.��  ��.��
所得稅費用 (479.25 ) (�0�.�� ) ��.��   

期內利潤 1,947.23  �,���.0�  ��.��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765.95  ���.��  �0.��
 非控制權益 1,181.28  �0�.��  �0.�0

業績表現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除稅前利潤為人民幣�,���.��百萬元，同比增長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為人民幣���.��百萬元，同比增長�0.��%。本公司每股
盈利為人民幣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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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營業績

以下所列分部財務信息尚未扣除分部間交易和未分配費用。

營業額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
人民幣��,���.��百萬元，增長��.�0%，主要是公司水泥分部銷量大幅增長，同時部分地
區價格上升；玻璃纖維市場回暖，價格上升，銷量增加。其中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分部增長了人民幣���.��百萬元；水泥分部增長了人民幣�,���.�0百萬元；新材料分部增
長了人民幣���.��百萬元。

銷售成本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是由於營業額增長。其中水泥分部增長了
人民幣�,���.��百萬元，新材料分部增長了人民幣���.��百萬元，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
務分部減少了人民幣��.��百萬元。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
人民幣�,���.��百萬元，增長��.��%。其中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增長了人民幣
���.��百萬元，水泥分部增長了人民幣�,���.��百萬元，新材料分部增長了人民幣�0�.��
百萬元。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率為��.��%，較去年同期的��.��%，增加
了�.��個百分點。

銷售及營銷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及營銷費用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去年
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是由於產品銷量增加。其中水泥技術裝
備與工程服務分部增長了人民幣��.��百萬元，水泥分部增長了人民幣��0.��百萬元，新
材料分部增長了人民幣��.�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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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管理費用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是由於固定資產維修費增幅較大，人工費
用亦增長，同時公司加大研發投入，研發費用增加。其中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
增長了人民幣��.��百萬元，水泥分部增長了人民幣���.��百萬元，新材料分部降低了人
民幣��.��百萬元。

營業利潤和營業利潤率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利潤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利
潤率為��.��%，較去年同期的�0.��%，增加�.��個百分點。

融資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融資費用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
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是融資規模擴大，同時利率上升所致。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應佔聯營公司業績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
年同期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0.0�%，主要是由於同比新增了三間聯營公司。

所得稅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所得稅費用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主要是由於除稅前利潤大幅增加，同時部分未享
受稅收優惠的公司利潤增加較多。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0.��%。主要由於公司整體業績增長，且持股比例高的
附屬公司業績大幅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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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控制權益應佔利潤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非控制權益應佔利潤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0.�0%。

分部業績

下列各分部財務信息尚未扣除分部間交易和未分配費用。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  �0�0  變化率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營業額 11,621.61  ��,���.��  �.0�
銷售成本 9,873.61  �,���.��  -0.��
毛利 1,748.00  �,���.��  ��.��
銷售及營銷費用 86.34  ��.��  ��.��
管理費用 630.97  ���.��  �.�0
分部業績 994.09  ���.��  �0.��

營業額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的營業額為人民幣��,���.��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0�%。

銷售成本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降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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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的毛利為人民幣�,���.00百
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的毛利率為��.0�%，較去年同期的��.��%，上升�.��個百
分點。主要原因是公司持續保持市場競爭優勢，同時加大內部資源整合力度，有效控制
成本。

銷售及營銷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的銷售及營銷費用為人民幣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上升��.��%。

管理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的管理費用為人民幣��0.��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上升�.�0%，主要原因是研發費用增幅較
大，人工費用也有所增長。

分部業績

基於上文所述，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的分部業績
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0.��%。

水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  �0�0  變化率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營業額 8,740.28  �,��0.��  ��.��
銷售成本 6,004.35  �,���.��  ��.��
毛利 2,735.93  �,���.��  ��.��
銷售及營銷費用 411.69  ���.��  ��.��
管理費用 656.44  ���.��  ��.��
分部業績 1,745.99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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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分部的營業額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銷量大幅增加，同時部分地區價格
上漲。

銷售成本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分部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00�.��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銷量增加。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分部的毛利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
人民幣�,���.��百萬元，增長��.��%。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分部的毛利率
為��.�0%，較去年同期的��.��%，增長�.��個百分點。

銷售及營銷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分部的銷售及營銷費用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
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銷量增加，包裝費、人工費及
裝卸費相應增長。

管理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分部的管理費用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固定資產維修費用增加，同時新建生
產線投入運營，人工成本增加，攤銷亦相應增加。

分部業績

基於上文所述，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分部的分部業績為人民幣�,���.��百
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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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  �0�0  變化率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營業額 3,091.40  �,���.��  ��.��
銷售成本 2,325.07  �,���.��  ��.��
毛利 766.34  ���.�0  ��.��
銷售及營銷費用 142.10  ���.�0  ��.��
管理費用 256.07  �0�.��  -��.��
分部業績 407.66  ���.0�  ��.��

營業額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新材料分部的營業額為人民幣�,0��.�0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玻璃纖維產品、太陽能多晶硅熔
煉器和CNG氣瓶銷量增加，價格上漲。

銷售成本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新材料分部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去年
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新材料分部的毛利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
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新材料分部的毛利率為
��.��%，較去年同期的��.��%，下降�.��個百分點。主要是風電葉片銷售價格下降幅度
較大。

銷售及營銷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新材料分部的銷售及營銷費用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
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銷量增加，運輸費用及銷售
服務費增加，同時人工費用亦相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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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新材料分部的管理費用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的人民幣�0�.��百萬元，降低��.��%，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對部分資產計提減值，剔
除此因素後，管理費用同比增長��.��%，主要是人工費用和研發費用增加。

分部業績

基於上文所述，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新材料分部的分部業績為人民幣�0�.��百
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

資金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現金流量：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  �0�0  變化率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營活動（動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1,478.27 ) �0�.��  -���.��
投資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 (3,120.15 ) (�,���.�0 ) ��.��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3,391.63  �,�0�.��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067.40  ��,���.��  -�.��

經營活動（動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動用）產生的現金淨額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
�0�.��百萬元，減少至人民幣-�,���.��百萬元。主要原因是採購預付款項增加。

投資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投資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百
萬元，增加至人民幣�,��0.��百萬元。主要原因是受限銀行結餘增加，同時去年同期收購
附屬公司帶來的現金流入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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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百
萬元，減少至人民幣�,���.��百萬元，融資規模增長速度放緩。

營運資金

於�0��年�月�0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0��.�0百萬元（�0�0年��月��
日：人民幣��,���.��百萬元）。本集團於�0��年�月�0日之流動比率（以總流動資產除以總
流動負債計算）上升至�00.��%（�0�0年��月��日：�00.��%）。

本集團以淨負債率監察其資本狀況，淨負債率乃以其債務淨額除以總權益計算，其中債
務淨額為總借款（包括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列的即期及非即期借款與應付債券、票據之和）
減去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於�0��年�月�0日，本集團淨負債率為��.��%（�0�0年��月��
日：��.��%）。

憑藉從日常業務營運所得之穩定現金流入，加上現有未動用銀行授信，本集團具備充足
資源支持未來擴展。

借款

於�0��年�月�0日，本集團的借款餘額為人民幣��,�0�.��百萬元。

 2011年  �0�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短期借款及一年內到期的長期借款 10,629.31  �,���.��
短期融資券 400.00  �00.00
長期借款，扣除一年內到期的部分 11,536.91  �0,���.��
公司債券 2,487.83  �,���.��
中期票據 2,351.08  �,�00.00   

借款總額 27,405.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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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押記

於�0��年�月�0日，本集團以賬面值為人民幣�,���.��百萬元及人民幣���.��百萬元的物
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租賃款項作為抵押（�0�0年��月��日：人民幣�,���.��百萬元及人
民幣���.��百萬元）。於�0��年�月�0日，本集團以賬面值為人民幣0百萬元（�0�0年��月
��日：人民幣��.��百萬元）的投資物業作為抵押。

或有負債

 2011年  �0�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未決訴訟或仲裁 10.99  –
未解除擔保 214.50  ���.�0   

合計 225.49  ���.�0   

重大投資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無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資產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無重大收購及出售資產事項。

市場風險

本集團在一般業務過程中承受多種市場風險，包括外匯風險、利率風險和原材料與能源
價格風險。

外匯風險

本集團以人民幣為功能貨幣，國內業務主要以人民幣結算。然而海外工程業務以及產品
出口主要以外幣（主要為美元、歐元）結算。因此，本集團在若干程度上承受匯率波動風
險。報告期內，本集團為規避人民幣匯率波動風險，積極採取如加快結匯速度，在簽訂
合同時充分考慮匯率波動因素等措施盡可能降低匯兌損失對本集團業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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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

本集團承受因借款利率波動而引發的風險。本集團借款，以應付一般公司用途，包括資
本支出及營運資金需要，借款利率會由借款人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變動而做出調
整。報告期內，本集團充分利用集團整體優勢，提高議價能力，降低融資利率；同時積
極拓寬融資渠道，改善負債結構，通過發行中期票據等渠道鎖定融資成本。

原材料與能源價格風險

鋼材、煤炭、電力、天然氣為本集團主要消耗的原材料和能源，其價格波動對本集團成
本效益影響較大。報告期內，鋼材、煤炭、電力和天然氣價格均有所上升。報告期內，
本集團通過改進生產工藝和優化作業流程，降低原料和能源消耗；同時加大集中招標採
購力度，控制採購成本，以降低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帶來的風險。

展望

�0��年下半年，公司將密切關注宏觀經濟變化、貨幣政策動向和國內外市場波動情況，
加快優勢產業發展，加大科研投入，強化新興產業培育力度；在繼續做好內部資源整合
的同時，積極尋求重組併購機遇，增強公司產業的區域龍頭地位和市場領先地位；加強
成本控制，完善風險管控體系，不斷提升公司核心競爭力，力爭全年營業額實現較大增
長。公司有信心創造優異的業績，為未來的快速發展打好基礎。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將繼續加強對印度、南美市場的戰略性布局，深入開拓
新興市場，抓住中國國內西部新建水泥市場的時機，繼續保持市場領先地位，預計全年
新簽合同額將超過人民幣�00億元。隨著該分部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裝備自給率將穩步
提升，從而帶動毛利率和淨利率水平的逐步提高。該分部將進一步加快對相關多元業務
的培育，以大宗、國內外倉儲布局為依托，發展備件及售後服務業務，為全球水泥製造
商提供全方位的在線服務；隨著國家政策對節能環保產業支持力度加大，公司將加大研
發投入，積極推進水泥窯協同處置城市生活垃圾和污泥的應用及裝備的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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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分部將繼續堅持西部擴張、區域龍頭和環境友好戰略。抓住國家支持新疆發展的有
利時機，加快推進項目建設和併購，積極擴大產能和市場佔有率，提升產業集中度，繼
續提高產品的盈利能力。同時加強內部管理，提高運營效率，預計全年水泥及熟料銷量
超過�,000萬噸；加快商品混凝土業務發展，大力拓展市場，力爭年末商品混凝土產能達
到�,000萬方。

新材料分部將抓住國家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有利時機，發揮公司眾多科研院所的
協同研發優勢，繼續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質量。繼續擴大太陽能多晶硅熔煉器產
能，完成江西、江蘇、四川等製造基地布局。風電葉片加快新產品的研發，積極推進風
電葉片模具生產線的建設，延伸風電葉片產業鏈。玻璃纖維在調整產品結構的同時，積
極尋求海外併購，進一步擴大產能和提升產品品質。新材料分部將持續提升產能利用
率，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能力，確保該分部�0��年業績快速增長。

股息

本公司未提出向股東宣派或派付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的建議。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強化企業管治，並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截至�0��年�月�0日止
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所載的規定，亦無偏離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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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而製定的操守守則。本公司現時採納的守則所載條款不低於標準守則的規定。本
公司對全體董事及監事作出詳盡查詢後，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確認董事及監事
均嚴格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成立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就外聘獨立核數
師的委任、重新委任及罷免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並監督其工作。董事會審核委員會成員
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陸正飛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擁
有財務方面的專業資格及經驗）、王世民先生及劉志江先生。於�0��年�月��日，審核委
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並已形成決議。

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報告

本業績公告將於本公司網站(www.sinoma-ltd.cn)及香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刊
載。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寄發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的�0��年中期報告，
並在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譚仲明

北京，�0��年�月�0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譚仲明先生及李新華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
于世良先生、劉志江先生、張海先生及唐保祺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創順
先生、石春貴先生、陸正飛先生、王世民先生及周祖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