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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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國 交 通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00）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中交股份」）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本公司及其所
有附屬公司（下文合稱「本集團」，文意另有所指除外）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
告」編製的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業績如下：

財務概要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
人民幣�,�0�.��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利潤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
幣��.0�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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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利潤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
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元，而二零一零年同期則為人民幣
0.��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新簽合同額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
人民幣�,���.��億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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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在執行未完成合同金額為人民幣�,���.��億元，而於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則為人民幣�,���.��億元。

業務概覽

公司為中國領先的交通基建企業，公司的四項核心業務領域－基建建設、基建設計、疏浚和裝
備製造業務均為業內領導者。憑藉公司六十年來在多個領域的各類項目中積累的豐富營運經
驗、專業知識及技能，公司能為客戶提供涵蓋基建項目各階段的綜合解決方案。

公司業務遍及中國各地，尤其在中國三大經濟最繁榮、發展最迅速的環渤海灣、長江三角洲及
珠江三角洲地區更加活躍。同時，公司的業務還遍布全球�0多個國家及地區，主要在東南亞、
中東、非洲、獨聯體及南美洲。

上半年，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動蕩，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上升。我國經濟社會發
展繼續保持良好態勢，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斷加強和改善宏觀調
控，經濟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

上半年，公司以主營業務發展為基礎，調整資產結構、業務結構和市場結構，大力實施「走出
去」的大海外戰略，克服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等諸多不利因素影響，轉變經營模式，開拓市場，積
極與地方政府開展戰略合作，優勢互補、共謀發展，取得階段性成果。上半年，公司生產經營
保持良好態勢，新簽合同額穩步增長，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再創新高，順利實現時間過半任務過
半的經營目標。

上半年，本集團收入為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利潤總額為人民幣��.�0億元，同
比增長��.�%；新簽合同額為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持有在執行未完成合同金額為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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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建建設業務

上半年，本集團完成基建建設業務收入為人民幣�,0��.��億元，同比增長��.�%；新簽合同
額為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持有在執行未完
成合同金額為人民幣�,�0�.��億元，同比增長��.0%。

上半年，公司根據市場變化，積極調整經營策略，發揮多元業務的組合效應，雖然受中國鐵
路建設市場調整的影響，鐵路建設新簽合同額大幅減少，但是港口建設工程、投資業務和海
外工程業務的市場開拓再創佳績，有力地推動了基建建設板塊的新簽合同額繼續保持快速 
增長。

(1) 港口建設

上半年，本集團於中國大陸港口基建新簽合同額為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
��.�%。

上半年，中國水工建設市場繼續呈現區域熱點態勢，水工項目新簽合同額在環渤海地區
持續增長，黃三角和山東「藍色經濟區」市場需求呈現上升勢頭，南方地區在貿易形勢轉
暖的情況下逐漸復蘇。此外，根據《國務院關於加快長江等內河水運發展的意見》的精
神，中國加大內河投資力度，長江內河治理工作得到加快推進，高等級航道的建設推動
了內河港口的規模化，進而拉動港口擴建工程項目的增加。

(2) 道路與橋梁建設

上半年，本集團於中國大陸道路與橋梁建設新簽合同額為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
��.�%。

國家投資資金轉向以西部省份為重點，中、東部省份的市場開始大幅萎縮。因此，公司
積極向西部市場挺進，把握西部大開發帶來的市場機會，在「高、新、特、難」項目施工
領域繼續領跑，先後在新疆、重慶等地獲得多個重點公路建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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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鐵路建設

五月份，中國鐵道部確定二零一一年鐵路投資規模為人民幣�,���億元，其中基本建設
投資規模為人民幣�,000億元。上半年，根據鐵道部快報數據完成基本建設投資為人民
幣�,���億元，同比增速放緩，新開工項目大幅減少。上半年，本集團於中國大陸鐵路
建設沒有簽訂新的合同。

八月十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對已經批准但尚未開工的鐵路建設項目，重新組織系統
的安全評估。此外，暫停審批新的鐵路建設項目，並對已受理的項目進行深入論證，合
理確定項目的技術標準、建設方案。

因此，今年鐵路建設項目市場開拓形勢十分嚴峻。

(4) 投資業務（BOT/BOO及BT項目等）

上半年，本集團於中國大陸投資業務新簽合同額為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
�00.�%。

上半年，地方投資項目機會明顯增多，公司發揮融資、投資、設計與施工總承包於一體
的綜合優勢，積極與地方政府加強合作，先後在廣州、廈門和烏魯木齊等地區成立區域
總部，統籌和協調所在區域集團內部資源，取得可喜成果。投資業務新簽合同額快速增
長，對公司主營業務發展起到拉動作用，有望成為公司利潤新的增長點。

(5) 海外工程業務

上半年，本集團基建建設業務中海外工程業務新簽合同額��.�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為
���.��億元），同比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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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新興市場國家相繼推出基建計劃，對機場、港口、鐵路、公路和能源設施需求
增加。中國政府強力推動「走出去」戰略，加大對外投資，實施一系列舉措，如：中國－
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邊境大通道建設、中非基金等均給公司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公
司積極貫徹實施「十二五」規劃的「大海外」戰略，成立海外事業部，調動各子公司的積極
性，通過組織結構的調整和內部資源整合，向海外市場要訂單，要增量，不斷提高海外
業務的佔比。

此外，公司加強海外在建項目的重點監控，建立健全企業內部控制制度，加強項目風險
評估與合規管理工作，為海外工程業務做大做強奠定扎實基礎。

(6) 其他工程

上半年，本集團於中國大陸其他工程新簽合同額為人民幣��0.��億元，同比增長
��.�%。

上半年，公司在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設、城市軌道交通等其他工程領域再創佳績，新
簽合同額強勁增長，對主營業務形成有利的補充。

2. 基建設計業務

上半年，本集團基建設計業務收入為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新簽合同額為人民
幣��.��億元，同比增長��.�%。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持有在執行未完成合同金額為
人民幣��0.��億元，同比減少0.�%。

上半年，公司基建設計業務平穩運行，新簽合同額的增量主要來自於綜合性合同的增加。勘
察設計業務由於水運項目機會較少，高速公路項目受審批限制和規模控制的影響，新簽合同
額與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上半年，公司加快推進基建設計業務進軍海外市場的腳步，成功中標巴拿馬大橋項目，這是
我國勘察設計行業在國際公開競標的橋梁工程項目中首次中標，對開拓國際市場具有里程碑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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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疏浚業務

上半年，本集團疏浚業務收入為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0%；新簽合同額為人民幣
���.0�億元，同比增長��.�%。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持有在執行未完成合同金額為
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

上半年，疏浚吹填市場持續發展，新簽合同額同比增長較快，市場需求主要來源於沿海各地
方政府大型圍海造地項目。基建疏浚和維護疏浚市場保持平穩，上半年新簽項目的總體數量
增加，但合同金額較大的單個項目有所減少，新簽合同額與上年基本持平。

上半年，本集團沒有新建造施工船舶交付使用，按照公司的造船計劃，下半年將有�條大型
專業船舶投入使用，按照標準工況下每年預計新增產能�000萬立方米。

4. 裝備製造業務

上半年，本集團裝備製造業務收入為人民幣��.��億元，同比減少�.�%；新簽合同額為人民
幣���.��億元，同比增長��.�%。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持有在執行未完成合同金額
為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

上半年，港口機械市場逐步復蘇，振華重工新簽合同額持續增長，其中港口機械產品訂單量
穩步恢復，海工和鋼結構產品訂單大幅度增長。

此外，公司自去年八月成功收購Friede Goldman United, Ltd（以下簡稱「F&G」）以來，F&G公
司各項經營管理運行良好，行業龍頭地位得到鞏固，新簽訂單迅猛增長，F&G與振華重工的
合作穩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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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的討論與分析

閣下應將本節連同本中期業績公告所列示的本集團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包括有關附
註）一併閱讀。

概覽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入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
的人民幣�,�0�.��億元增長��.�%。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新簽合同價值
為人民幣�,���.��億元，與二零一零年同期相比增長��.�%。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持有在執行未完成合同金額為人民幣�,���.��億元，增長��.�%。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為人民幣��0.��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
��.��億元增加人民幣��.�0億元或��.�%。基建建設業務、基建設計業務及疏浚業務的毛利較二
零一零年同期分別增長��.�%、��.�%及��.�%；而裝備製造業務及其他業務的毛利則較二零一
零年同期分別減少��.�%及�0.�%。基建建設業務、基建設計業務、疏浚業務、裝備製造業務及
其他業務的毛利率分別為�.�%、��.�%、��.�%、�.�%及�0.�%，而二零一零年同期則為�.�%、
��.�%、��.�%、�.�%及�0.�%。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利潤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
幣��.0�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主要因毛利增長所致。基建建設業務、基建設計
業務及疏浚業務的營業利潤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分別增長�0.�%、��.�%及��.�%；裝備製造業務
的營業虧損亦較二零一零年同期減少�0.�%；而其他業務的營業利潤則較二零一零年同期減少
��.�%（全部為計入未拆分成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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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利潤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
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集團的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元，而二零一零年同期為人民幣0.��元。

以下是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業績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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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經營業績

收入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
�,�0�.��億元增長��.�%。收入增長的原因為基建建設業務、基建設計業務及疏浚業務的收入分
別增加達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億元及人民幣��.��億元（全部為抵銷分部間交易前），
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分別增長��.�%、��.�%及��.0%。同時，裝備製造業務的收入較二零一零年
同期略減人民幣�.��億元或�.�%，以及其他業務的收入較二零一零年同期減少人民幣�.�0億元或
��.�%。

銷售成本及毛利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
民幣�,�0�.�0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基建建設業務、基建設計業務及疏浚業務的
銷售成本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分別增加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億元及人民幣��.��億元（全
部為抵銷分部間交易前），分別增長��.0%、��.�%及��.�%。同時，裝備製造業務及其他業務於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分別減少人民幣�.��億元及人
民幣�.��億元，或�.�%及��.�%。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所用原材料及消耗品的成本、分包成本、僱員福利開支及租金。截至二零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用原材料及消耗品的成本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
期的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此增長速度低於收入及總銷售成本的增長
速度，主要原因為所用原材料及消耗品成本佔總成本比例較高的裝備製造業務有所下滑。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包成本為人民幣�0�.��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
���.��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主要原因為基建建設業務分包增加所致。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僱員福利開支為人民幣�0�.��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
��.��億元增加人民幣��.0�億元或��.�%，主要因業務擴展及人均成本增加所致。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租金為人民幣��.�0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0�億元增加人
民幣�.��億元或�0.�%，主要由於基建建設業務的機器、設備及船舶的租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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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為人民幣��0.��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
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0億元或��.�%。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由
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上升至�.�%，主要由於基建建設業務及疏浚業務的毛利率上升所致。

營業利潤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利潤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
幣��.0�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營業利潤增加主要由於毛利增加所致。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基建建設業務、基建設計業務、疏浚業務的營業利潤
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分別增加人民幣��.�0億元、人民幣�.��億元及人民幣�.��億元（全部為抵銷分
部間交易及計入未拆分成本前），分別增長�0.�%、��.�%及��.�%；裝備製造業務的營業虧損較
二零一零年同期減少人民幣�,�00萬元或�0.�%（為抵銷分部間交易及計入未拆分成本前）；其他業
務的營業利潤較二零一零年同期減少人民幣�,�00萬元或��.�%（為抵銷分部間交易及計入未拆分
成本前）。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利潤率由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上升至�.�%，主要
由於對成本及開支的控制改善所致。

財務收入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收入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
幣�.��億元增加人民幣�0.��億元，主要由於期內確認的債務重組收益所致。

財務費用淨額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費用淨額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
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財務費用增加主要由於借款金額增加及市場利率
增加所致。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利潤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利潤為人民幣�,�00萬元，而二零一零
年同期則為人民幣�,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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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聯營企業利潤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應佔聯營企業利潤為人民幣�,�00萬元，而二零一零年同
期則為人民幣�,�00萬元。

除所得稅前利潤

基於上述原因，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除所得稅前利潤為人民幣��.�0億元，較
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

所得稅費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所得稅費用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
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實際
稅率從二零一零年同期的��.�%降低至�0.�%，主要由於因本期間確認債務重組產生的收益而動
用部分先前未確認的稅項虧損，導致所得稅費用減少所致。

非控制性權益應佔利潤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非控制性權益應佔虧損為人民幣�,�00萬元，而二零一零
年同期的非控制性權益應佔利潤則為人民幣�,�00萬元，主要由於二零一一年本公司若干子公司
收購非控制性權益，以及本公司非全資持有的子公司振華重工錄得營業虧損所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基於上述原因，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為人民幣
��.��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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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利潤的利潤率為�.�%，而二零一
零年同期則為�.�%。

分部經營討論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入、毛利及營業利潤的
分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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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毛利 毛利率 營業利潤(�) 營業利潤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業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  (%)  百萬元）  百萬元）  (%)  (%)

基建建設 107,834  ��,���  7,706  �,0��  7.1  �.�  4,926  �,���  4.6  �.�
佔總額的百分比 76.3  ��.�  64.1  ��.�      65.6  ��.�
基建設計 5,963  �,���  1,420  �,���  23.8  ��.�  836  ��0  14.0  ��.�
佔總額的百分比 4.2  �.�  11.8  ��.0      11.1  ��.�
疏浚 15,586  ��,���  2,325  �,���  14.9  ��.�  1,903  �,���  12.2  �0.�
佔總額的百分比 11.0  �0.�  19.4  ��.�      25.3  ��.�
裝備製造 8,965  �,��0  259  ���  2.9  �.�  (238 ) (��� ) (2.7 ) (�.� )
佔總額的百分比 6.4  �.�  2.2  �.�      (3.2 ) (�.� )
其他業務 2,952  �,���  304  ���  10.3  �0.�  89  ���  3.0  �.�
佔總額的百分比 2.1  �.�  2.5  �.�      1.2  �.�                

小計 141,300  ���,��0  12,014  �,���      7,516  �,�0�
分部間抵銷及未拆分成本 (2,375 ) (�,��� ) –  –      (67 ) (�0� )                

合計 138,925  ��0,���  12,014  �,���  8.6  �.�  7,449  �,�0�  5.4  �.�                 

(�) 營業利潤總額即分部利潤總額減去未拆分成本。

基建建設業務

本節所呈列的基建建設業務財務資料並未抵銷分部間交易及未計入未拆分成本。

下表載列基建建設業務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主要損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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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收入 107,834  ��,���
銷售成本 (100,128 ) (��,��� )    

毛利 7,706  �,0��
銷售及營銷費用 (27 ) (�0 )
管理費用 (3,195 ) (�,��� )
其他收入淨額 442  ���    

分部業績 4,926  �,���   

折舊及攤銷 1,789  �,���   

收入。基建建設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人民幣�,0��.��億元，較二
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為本集
團國內及海外客戶增加基建開支從而帶動對本集團服務的需求進而使得本集團所承辦項目的總
值增加。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基建建設業務所訂立的新簽合同價值為人民
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截至
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單一項目佔本集團的總收入超過�%。

銷售成本及毛利。基建建設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
�,00�.��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0%。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成本佔收入的百分比由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下降至
��.�%。

基建建設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為人民幣��.0�億元，較二零一零年
同期的人民幣�0.��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毛利率由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上升至�.�%，主要原因為本集團加大項目管理力度以及優化基
建建設業務結構，如提高投資項目等毛利率較高項目所佔的比例。

銷售及營銷費用。基建建設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及營銷費用為人
民幣�,�00萬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00萬元減少人民幣�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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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用。基建建設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管理費用為人民幣��.��億
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主要由於業務擴展導致
管理人員增加以及研究及開發費用增加所致。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管理費用
佔收入的百分比自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上升至�.0%。

其他收入淨額。基建建設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淨額為人民幣
�.��億元，而二零一零年同期為人民幣�.��億元。

分部業績。基於上述各項，基建建設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業績為
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0億元或�0.�%。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部業績的利潤率從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上升至�.�%。

基建設計業務

本節所呈列的基建設計業務財務資料並未抵銷分部間交易及未計入未拆分成本。

下表載列基建設計業務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主要損益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收入 5,963  �,���
銷售成本 (4,543 ) (�,��� )    

毛利 1,420  �,���
銷售及營銷費用 (59 ) (�� )
管理費用 (537 ) (��� )
其他收入淨額 12  �0    

分部業績 836  ��0   

折舊及攤銷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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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基建設計業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
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為在本集團國
內及海外客戶增加基建開支及對本集團有關複雜項目的專業設計技能及經驗的需求增加，此等
因素均促使設計合同（包括綜合性合同）總值有所增長。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就基建設計業務所訂立的新簽合同價值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
元增加人民幣�0.��億元或��.�%。

銷售成本及毛利。基建設計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
��.��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成本佔收入的百分比由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上升至��.�%。

基建設計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為人民幣��.�0億元，較二零一零年
同期的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
利率從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下降至��.�%，主要原因為毛利率較低的綜合性合同所產生的收
入比例增加。

銷售及營銷費用。基建設計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及營銷費用為人
民幣�,�00萬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0萬元增加人民幣�,�00萬元。

管理費用。基建設計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管理費用為人民幣�.��億元，
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00萬元或��.�%。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管理費用佔收入的百分比由二零一零年同期的�0.�%下降至�.0%。

其他收入淨額。基建設計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淨額為人民幣
�,�00萬元，而二零一零年同期為人民幣�,000萬元。

分部業績。基於上述各項，基建設計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業績為
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部業績的利潤率從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下降至��.0%。

疏浚業務

本節所呈列的疏浚業務財務資料並未抵銷分部間交易及未計入未拆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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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疏浚業務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主要損益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收入 15,586  ��,���
銷售成本 (13,261 ) (��,��� )    

毛利 2,325  �,���
銷售及營銷費用 (4 ) (�� )
管理費用 (550 ) (��� )
其他收入淨額 132  ��    

分部業績 1,903  �,���   

折舊及攤銷 604  ���   

收入。疏浚業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
同期的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0%。收入增加主要由於中國的港口發展及沿
海吹填造地活動增加，導致對本集團疏浚服務的需求增加所致。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就疏浚業務所訂立的新簽合同價值為人民幣���.0�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
��0.��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

銷售成本及毛利。疏浚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億
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佔疏浚業務收入的百分比為��.�%，而二零一零年同期為��.�%。

疏浚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
的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0�億元或��.�%。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
從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上升至��.�%，主要原因為本集團加大項目管理力度。

銷售及營銷費用。疏浚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及營銷費用為人民幣
�00萬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0萬元減少人民幣�,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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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用。疏浚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管理費用為人民幣�.�0億元，較二
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00萬元或��.�%。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管理費用佔收入的百分比自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略減至�.�%。

其他收入淨額。疏浚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淨額為人民幣�.��億
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0萬元增加人民幣�,�00萬元。

分部業績。基於上述各項，疏浚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業績為人民
幣��.0�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截至二零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部業績的利潤率從二零一零年同期的�0.�%上升至��.�%。

裝備製造業務

本節所呈列的裝備製造業務財務資料並未抵銷分部間交易及未計入未拆分成本。

下表載列裝備製造業務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主要損益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收入 8,965  �,��0
銷售成本 (8,706 ) (�,��� )    

毛利 259  ���
銷售及營銷費用 (55 ) (�� )
管理費用 (603 ) (��� )
其他收入╱（費用）淨額 161  (��� )    

分部業績 (238 ) (��� )   

折舊及攤銷 6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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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裝備製造業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
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億元減少人民幣�.��億元或�.�%。收入減少的主要原因為二零一零年就
裝備製造業務所訂立的新簽合同價值下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裝備製造
業務所訂立的新簽合同價值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億元增加人
民幣��.��億元或��.�%，主要由於港口機械市場逐步復蘇令重工裝備需求增加以及離岸工程及鋼
結構產品需求增加所致。

銷售成本及毛利。裝備製造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
��.0�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減少人民幣�.��億元或�.�%。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成本佔收入的百分比由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上升至��.�%。

裝備製造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年
同期的人民幣�.��億元減少人民幣�,�00萬元或��.�%。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
利率從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下降至�.�%。毛利率下降主要因裝備製造業務的固定成本較高所
致。

銷售及營銷費用。裝備製造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及營銷費用為人
民幣�,�00萬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0萬元增加人民幣�00萬元。

管理費用。裝備製造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管理費用為人民幣�.0�億元，
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0�億元或��.�%。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裝備製造業務管理費用佔收入的百分比為�.�%，而二零一零年同期則為�.�%，主
要由於研究及開發費用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費用）淨額。裝備製造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淨額
為人民幣�.��億元，而二零一零年同期的其他費用淨額為人民幣�.��億元，主要由於經營活動的
匯兌收益╱虧損變動所致。

分部業績。基於上述各項，裝備製造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業績為
虧損人民幣�.��億元，而二零一零年同期的營業虧損為人民幣�.��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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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業務

本節所呈列的其他業務財務資料並未抵銷分部間交易及未計入未拆分成本。

下表載列其他業務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入、銷售成本及毛利資
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收入 2,952  �,���
銷售成本 (2,648 ) (�,00� )    

毛利 304  ���   

收入。其他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零
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減少人民幣�.�0億元或��.�%，主要因物流業務產生的收入減少所致。

銷售成本及毛利。其他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億
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0�億元減少人民幣�.��億元或��.�%，主要由於物流業務減少
所致。銷售成本佔收入的百分比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略減至二零一一
年同期的��.�%。

其他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為人民幣�.0�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
人民幣�.��億元減少人民幣�,�00萬元或�0.�%。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從
二零一零年同期的�0.�%上升至�0.�%。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本集團業務需要大量營運資金，以在收取客戶付款前，為購置原材料及進行工程、建設及其他
項目工作提供資金。本集團過往主要以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滿足其營運資金及其他資本需求，而
所需餘額則主要以借款籌集。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未動用信貸額度人民幣
�,0��.��億元。本集團自公開上市後已進入金融市場，從而可獲得額外的籌資靈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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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數據

下表列示自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
現金流量表選取的現金流量數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經營活動所使用現金淨額 (9,336 ) (�,��� )
投資活動所使用現金淨額 (6,471 ) (�,��� )
籌資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 15,947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40  (�,0�� )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826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匯兌虧損 (19 ) (�� )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947  ��,���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所使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億元，而二零
一零年同期則為人民幣��.��億元，主要由於營運資金的變化，尤其是在建合同工程增幅較大所
致。在建合同工程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人民幣���.��億元，而二零一零年
同期則增加人民幣��.��億元。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投資活動所使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
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減少人民幣�.��億元或��.�%，主要原因為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
支出減少以及購買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支出減少，繼而部份被購置無形資產的增幅所抵銷。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金額為人民幣��.��億
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減少人民幣��.0�億元，主要由於裝備製造業務中購置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支出減少所致。本集團購買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金額為人民幣�,�00萬元，
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民幣��.��億元（主要包括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參與若干上市公司的配股）
減少人民幣��.��億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購置無形資產的金額為人民幣
�0.��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增加人民幣��.0�億元，主要由於增加對BOT項目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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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資活動現金流量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籌資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為人民幣���.��億元，較二零一
零年同期的人民幣��.0�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主要由於借款所得款項增加人民幣���.��億
元的影響所致，借款增加部份隨後被償還借款增加人民幣���.��億元所抵銷。

資本性支出

本集團的資本性支出主要包括用於投資於BOT項目、購置機械、設備及船舶以及建設廠房的支
出。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業務劃分的資本性支
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基建建設業務 5,459  �,���

－ BOT項目 3,242  �,���

基建設計業務 86  ��0
疏浚業務 1,284  �,���
裝備製造業務 510  �,���
其他 11  �0    

合計 7,350  �,���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資本性支出為人民幣��.�0億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的人
民幣��.��億元增加人民幣�.��億元或�.0%，主要原因為基建建設業務的資本性支出增加。

營運資金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和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平均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和平均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的周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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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  止十二個月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天數）  （天數）

平均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周轉期(�) 65  ��

平均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周轉期(�) 119  �0�   

(�)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平均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等於六個月期初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
（扣除撥備）加六個月期末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扣除撥備），再除以二。平均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周轉期
（以天計算）等於平均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除以收入，再乘以��0。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
個月，平均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等於年初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扣除撥備）加年末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
（扣除撥備），再除以二。平均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周轉期（以天計算）等於平均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除以收
入，再乘以���。

(�)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平均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等於六個月期初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加
六個月期末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再除以二。平均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周轉期（以天計算）等於平均貿易應
付款及應付票據除以銷售成本，再乘以��0。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平均貿易應付款
及應付票據等於年初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加年末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再除以二。平均貿易應付款及應付
票據周轉期（以天計算）等於平均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除以銷售成本，再乘以���。

下表載列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賬齡
分析。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六個月以內 42,182  ��,��0
六個月至一年 7,969  �,���
一年至兩年 4,116  �,���
兩年至三年 979  �,0��
三年以上 848  ���    

合計 56,09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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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與其客戶達成的信貸條款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者維持不變。管理層定期緊密監控本集團的逾期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的收
回情況，並在適當時會就該等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作出減值撥備。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的減值撥備為人民幣��.��億元，而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人民幣��.��億
元。

下表載列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賬齡
分析。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一年以內 84,757  ��,���
一年至兩年 3,320  �,���
兩年至三年 637  ��0
三年以上 292  ���    

合計 89,006  ��,��0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與其供應商達成的信貸條款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者維持不變。本集團或會因本集團客戶延遲結賬而延遲向供應商和分包商
付款。不過，本集團一直並無因未按時根據本集團與供應商或分包商訂立的合同支付未清償餘
額而產生任何重大糾紛。

質量保證金

下表載列質量保證金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允價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流動部份 7,597  �,���
非流動部份 13,253  ��,00�    

合計 20,8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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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

借款

下表載列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款總額的到期日。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一年以內 50,258  ��,��0
一年至兩年 6,842  �,���
兩年至五年 19,478  ��,�0�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76,578  ��,���
五年以上 22,265  ��,�00    

借款總額 98,843  ��,���   

本集團的借款主要以人民幣及美元計值，其次為港元、日圓及歐元。下表載列本集團於二零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計值貨幣劃分的借款的賬面值。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 81,480  ��,0��
美元 15,609  ��,�0�
港元 964  ���
日圓 776  ���
歐元 10  ���
其他 4  �    

借款總額 98,843  ��,���   

本集團根據負債比率監控資本。該比率是以債務淨額除以總資本計算。債務淨額以合併資產負
債表所列借款總額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計算，而總資本是以合併資產負債表所列總權益加債務
淨額計算。本集團的負債比率（以債務淨額除以總資本計算）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為��.�%，
而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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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本集團就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的法律索償承擔或有負債。

 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決訴訟(�) 546  ��0
尚未償還的貸款擔保(�) 597  ���    

合計 1,143  �,�0�   

(�) 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涉及多宗被訴官司。於管理層在參考法律意見後可合理估計官司結果時，本集團已就
其可能蒙受的損失作出撥備。如官司結果未能合理估計或管理層認為不大可能蒙受損失，則不會就上述未決訴
訟作出撥備。本集團將不計入任何蒙受損失機會甚微或被訴金額對於本集團不重大的未決訴訟。

(�) 本集團就本集團若干共同控制實體、聯營企業以及若干第三方實體所借的多項外部借貸擔任擔保人。

市場風險

本集團承受多種市場風險，包括在日常業務過程中的利率變動風險及外匯風險。

利率風險

由於本集團並無重大計息資產，故本集團的收入及經營現金流量絕大部份不受市場利率變動的
影響。

本集團承受的利率變動風險主要源於本集團的借款。浮息借款使本集團面對現金流量利率風
險。定息借款則使本集團面對公允價值利率風險。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款中約
人民幣���.�0億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億元）為定息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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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內大多數實體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而本集團大部份交易以人民幣結算。然而，本集團
海外業務的發票、向海外供應商購買機械及設備的款項以及若干支出會以外幣結算。此外，本
集團因若干建造合同產生以外幣計值的收入，且本集團的銀行借款有相當一部份以外幣計值，
尤其以美元、港元及日圓居多。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為其他外幣，而將人民幣兌換為外幣須受
中國政府頒布的外匯管制規則及法規所規限。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中國政府推行有管理浮動匯
率制度，允許人民幣於按市場供求及參照一籃子貨幣厘定的受規管範圍內浮動。同日，人民幣
兌美元匯率上升約�%。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自二零零五年七月起已上
升約��%。中國政府於日後可能對匯率制度作出進一步調整。如人民幣升值，則以外幣計值的資
產折算為人民幣時將會貶值。

外幣匯率波動會減少本集團以外幣計值的任何合約銷售收入及增加本集團以外幣計值的借款，
或會對本集團造成不利影響。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旗下
若干子公司使用遠期外幣合約與內地及海外注冊銀行進行交易，以對沖其於主要以美元、日
圓、韓圓及歐元計值的個別交易中的外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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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信息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重列）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2,914  ��,���
租賃預付款項  8,129  �,��0
投資物業  409  ���
無形資產  19,062  ��,�0�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  885  ���
於聯營企業的投資  3,027  �,��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5,261  ��,���
遞延所得稅資產  1,823  �,�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23,963  ��,���    

  125,473  ���,���    

流動資產
存貨  23,859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98,070  ��,���
應收客戶合同工程款項  57,470  ��,���
衍生金融工具  57  ��
其他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60  ��
限制性存款  1,577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947  ��,���    

  220,040  ���,0�0    

總資產  345,5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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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重列）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825  ��,���
股本溢價  13,853  ��,���
其他儲備  37,435  ��,��0
擬派末期股息 �� –  �,���    

  66,113  ��,��0
非控制性權益  10,559  �0,���    

總權益  76,672  ��,���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48,585  ��,���
遞延收入  511  ���
遞延所得稅負債  2,727  �,��0
提前退休及補充福利責任  2,095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181  �,���    

  56,099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47,108  ���,���
應付客戶合同工程款項  13,371  ��,�0�
流動所得稅負債  1,587  �,0��
借款  50,258  ��,��0
衍生金融工具  71  ��
提前退休及補充福利責任  200  ���
撥備  147  ���    

  212,742  ���,���    

總負債  268,841  ���,���    

權益及負債總額  345,513  ��0,���    

淨流動資產╱（負債）  7,298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2,7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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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利潤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經重列）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收入 � 138,925  ��0,���
銷售成本 � (126,911 ) (��0,��0 )    

毛利  12,014  �,���
其他收入 � 1,129  ���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 66  (��� )
銷售及營銷費用 � (286 ) (��� )
管理費用 � (5,163 ) (�,0�� )
其他費用 � (311 ) (��� )    

營業利潤 � 7,449  �,�0�
財務收入 � 1,348  ���
財務費用淨額 �0 (1,553 ) (���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利潤  42  �0
應佔聯營企業利潤  24  ��    

除所得稅前利潤  7,310  �,0��

所得稅費用 �� (1,519 ) (�,��� )    

本期間利潤  5,791  �,���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829  �,��0
 －非控制性權益  (38 ) ��    

  5,791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每股盈利
 （以人民幣元列示）
 －基本 �� 0.39  0.��    

 －攤薄 �� 0.39  0.��    

股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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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經重列）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本期間利潤  5,791  �,���    

其他綜合收益╱（費用）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虧損，扣除遞延稅項
 －本期間產生的虧損  (369 ) (�,��� )
 －減：公允價值重估儲備撥入利潤表  (24 ) (� )
匯兌差額  31  (�� )    

本期間其他綜合費用，扣除稅項  (362 ) (�,��� )    

本期間綜合收益總額  5,429  ���    

下列人士應佔綜合收益╱（費用）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484  ���
 －非控制性權益  (5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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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法定  投資  安全        非控制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公積  盈餘儲備  重估儲備  生產儲備  匯兌儲備  留存收益  合計  性權益   權益合計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結餘（如前呈報）  14,825  13,853  (3,070 ) 760  8,722  741  56  24,255  60,142  10,938  71,080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修訂本）的調整
 （附註�(a)）  –  –  5,313  –  –  –  –  (2,465 ) 2,848  (7 ) 2,841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結餘（經重列）  14,825  13,853  2,243  760  8,722  741  56  21,790  62,990  10,931  73,921                      

本期間利潤╱（虧損）  –  –  –  –  –  –  –  5,829  5,829  (38 ) 5,791

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扣除遞延稅項  –  –  –  –  (350 ) –  –  –  (350 ) (19 ) (369 )
轉撥至利潤表的公允價值重估儲備，
 扣除遞延稅項  –  –  –  –  (24 ) –  –  –  (24 ) –  (24 )
匯兌差額  –  –  –  –  –  –  29  –  29  2  31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綜合（費用）╱收益總額  –  –  –  –  (374 ) –  29  5,829  5,484  (55 ) 5,429                      

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  –  –  –  –  –  –  –  (2,372 ) (2,372 ) –  (2,372 )
宣派予非控制性權益的股息  –  –  –  –  –  –  –  –  –  (90 ) (90 )
非控制性權益的注資  –  –  –  –  –  –  –  –  –  13  13
因收購若干子公司的股本權益
 而與非控制性權益進行的交易  –  –  11  –  –  –  –  –  11  (240 ) (229 )
安全生產儲備撥備 ��  –  –  –  –  –  129  –  (129 ) –  –  –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14,825  13,853  2,254  760  8,348  870  85  25,118  66,113  10,559  76,672                      



- �� -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經重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法定  投資  安全        非控制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公積  盈餘儲備  重估儲備  生產儲備  匯兌儲備  留存收益  合計  性權益  權益合計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
 附註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結餘（如前呈報）  ��,���  ��,���  (�,0�� ) ���  ��,�0�  ���  ��  ��,���  ��,���  ��,���  ��,���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修訂本）的調整  –  –  �,�0�  –  –  –  –  (�,�00 ) �,�0�  (� ) �,0��                      

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結餘（經重列）  ��,���  ��,���  �,��0  ���  ��,�0�  ���  ��  ��,���  ��,���  ��,�0�  ��,���                      

本期間利潤
  –  –  –  –  –  –  –  �,��0  �,��0  ��  �,���

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
 扣除遞延稅項  –  –  –  –  (�,��� ) –  –  –  (�,��� ) –  (�,��� )
轉撥至利潤表的公允價值重估儲備，
 扣除遞延稅項  –  –  –  –  (� ) –  –  –  (� ) –  (� )
匯兌差額  –  –  –  –  –  –  (�� ) –  (�� ) (�� ) (��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綜合（費用）╱收益總額  –  –  –  –  (�,�0� ) –  (�� ) �,��0  ���  �0  ���                      

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  –  –  –  –  –  –  –  (�,��0 ) (�,��0 ) –  (�,��0 )
宣派予非控制性權益的股息  –  –  –  –  –  –  –  –  –  (�� ) (�� )
非控制性權益的注資  –  –  –  –  –  –  –  –  –  ��  ��
因收購若干子公司的股本權益
 而與非控制性權益進行的交易  –  –  �0  –  –  –  –  –  �0  (��� ) (��� )
安全生產儲備撥備 ��  –  –  –  –  –  �0�  –  (�0� ) –  –  –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結餘  ��,���  ��,���  �,��0  ���  �,�0�  ���  ��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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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經營活動所使用現金淨額 ��(a) (9,336 ) (�,��� )

投資活動所使用現金淨額 ��(b) (6,471 ) (�,��� )

籌資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 ��(c) 15,947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40  (�,0�� )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826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匯兌虧損  (19 ) (�� )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9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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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信息

作為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中交集團」）為籌備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H股股份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而進行的集團重組的一部分，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八日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公司法在中國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完成其全球首次公開發
行，其註冊地址為中國北京市西城區德勝門外大街��號。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基建建設、基建設計、疏浚、裝備製造及其他業務。

除非另有說明，此等合併財務報表乃以人民幣列示。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經董事會批
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已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
務報告」編製，應與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者
（誠如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述）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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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續）

(a) 下列準則的修訂及詮釋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採納，且與本集團相關：

下列準則的修訂及詮釋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採納：

 於下列日期或之
 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業務合併」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以重估基準作為認定成本」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金融工具：披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財務報表的呈列」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關連方披露」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中期財務報告」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除下文所述對現有准則的修訂外，本期間採納以上修訂及詮釋對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並無產
生任何重大影響，對本集團主要會計政策亦無產生任何重大變動。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以重估基準作為認定成本」。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允許首次採納者採用以事件驅動的公允價值作為資產及負債的認定
成本，即使該事件發生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過渡日之後但於首份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表報出之
前。當該等重新計量發生在過渡日之後、但在首份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表期間之內，則對事件
驅動公允價值的任何後續調整於權益確認。

 於本公司登記設立日二零零六年十月八日，本公司前身注入本公司的資產及負債以歷史成本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允許過往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呈報實體在有限的期間內
追溯應用本修訂。因此，本集團已選擇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應用本修訂。前述
資產負債以重估值作為認定成本，自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過渡日起進行追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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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續）

(a) 下列準則的修訂及詮釋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採納，且與本集團相關（續）：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的調整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採納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1號
 調整前結餘  （修訂本）的調整  調整後結餘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52,436  478  52,914
租賃預付款項 5,372  2,757  8,129
投資物業 393  16  409
於聯營企業的投資 3,023  4  3,02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5,211  50  15,261
遞延所得稅資產 2,411  (588 ) 1,823
存貨 23,831  28  23,859
其他資產 240,091  –  240,091     

總資產 342,768  2,745  345,51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63,359  2,754  66,113
非控制性權益 10,566  (7 ) 10,559     

總權益 73,925  2,747  76,672
     

遞延所得稅負債 2,729  (2 ) 2,727
其他負債 266,114  –  266,114     

總負債 268,843  (2 ) 26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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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續）

(a) 下列準則的修訂及詮釋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採納，且與本集團相關（續）：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採納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號
 結餘（如前呈報）  （修訂本）的調整  結餘（經重列）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  ���  ��,���

租賃預付款項 �,���  �,���  �,��0

投資物業 ��0  ��  ���

於聯營企業的投資 �,���  �  �,��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0�  �0  ��,���

遞延所得稅資產 �,���  (��� ) �,�0�

存貨 ��,���  ��  ��,���

其他資產 �0�,���  –  �0�,���     

總資產 �0�,���  �,���  ��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0,���  �,���  ��,��0

非控制性權益 �0,���  (� ) �0,���     

總權益 ��,0�0  �,���  ��,���
     

遞延所得稅負債 �,���  (� ) �,��0

其他負債 ���,���  –  ���,���     

總負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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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續）

(a) 下列準則的修訂及詮釋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採納，且與本集團相關（續）：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採納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號
 結餘（如前呈報）  （修訂本）的調整  結餘（經重列）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  �0�  ��,���

租賃預付款項 �,���  �,���  �,���

投資物業 ���  ��  ��0

於聯營企業的投資 �,��0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0  �0  ��,�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  (��� ) �,���

存貨 ��,���  ��  ��,��0

其他資產 ���,�0�  –  ���,�0�     

總資產
 ���,0��  �,0��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  �,�0�  ��,���

非控制性權益 ��,���  (� ) ��,�0�     

總權益 ��,���  �,0��  ��,���
     

遞延所得稅負債 �,��0  (� ) �,���

其他負債 ���,�0�  –  ���,�0�     

總負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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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續）

(a) 下列準則的修訂及詮釋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採納，且與本集團相關（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採納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1號
 調整前金額  （修訂本）的調整  調整後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銷售成本 (126,826 ) (85 ) (126,911 )
其他收益淨額 70  –  70
管理費用 (5,123 ) (40 ) (5,163 )
其他收入及費用淨額 139,314  –  139,314     

除所得稅前利潤 7,435  (125 ) 7,310
所得稅費用 (1,550 ) 31  (1,519 )     

本期間利潤 5,885  (94 ) 5,791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5,923  (94 ) 5,829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採納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號
 金額（如前呈報）  （修訂本）的調整  金額（經重列）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銷售成本 (��0,��� ) (�� ) (��0,��0 )

其他虧損淨額 (��� ) (�� ) (��� )

管理費用 (�,��� ) (�� ) (�,0�� )

其他收入及費用淨額 ���  –  ���     

除所得稅前利潤 �,���  (��� ) �,0��

所得稅費用 (�,��� ) ��  (�,��� )     

本期間利潤 �,0��  (��� )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  (��� ) �,��0
     

•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關聯方披露」。本集團已於以前年度提早採納此修訂並簡化了與政府
相關實體的關聯方交易及結餘的披露。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延續上述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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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續）

(a) 下列準則的修訂及詮釋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採納，且與本集團相關（續）：

‧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中期財務報告」。該修訂強調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中的現行披露原
則，並就如何應用該等原則提供指引。其更強調有關重大事件及交易的披露原則。額外披露涵蓋公
允價值計量變動（如重大）的披露以及需要更新自最近期年報以來的相關資料。該會計政策變動僅導
致額外披露。本集團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採納此項修訂。

(b) 下列準則的修訂及詮釋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採納，惟與本集團無關：

•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金融工具：呈列」－「配股的分類」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比較披露對首次採納者有限豁免」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號「以權益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號（修訂本）「最低資金規定的付款」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採納年度的會計政策變更」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價格受監管的營運使用認定 

成本」

•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號（修訂本）「顧客忠誠度計劃」

(c) 下列新準則及準則的修訂已予頒佈，惟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且未被提早 

採納：

 於下列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披露－金融資產的轉讓」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 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本集團正具體評估預期影響，並將於其生效時採納新準則及準則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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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續）

(d) 下列準則的修訂已予頒佈惟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尚未生效，且與本集團無關：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嚴重惡性通貨膨脹和就首次採納者刪除固定日期」（自二零一一年
七月一日起生效）

•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遞延稅項：相關資產的收回」（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4.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按照與向首席經營決策者提供的內部報告貫徹一致的方式報告。首席經營決策者被界定為總裁辦公
會。該辦公會由行政總裁擔任主席，並由作出戰略決策的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組成。管理層已根據經由總裁辦
公會審閱用以分配資源至分部並評估其表現的報告確認經營分部。

總裁辦公會從服務和產品等事宜考慮經營分部。管理層評估以下五個經營分部的表現：

(�) 港口、道路、橋樑及鐵路基建建設（「建設分部」）；

(�) 港口、道路及橋樑基建設計（「設計分部」）；

(�) 疏浚（「疏浚分部」）；

(�) 裝備製造（「裝備製造分部」）；及

(�) 其他（「其他分部」）。

總裁辦公會根據營業利潤（不包括未拆分成本）評估經營分部的表現。向總裁辦公會提供的其他資料是按與財務
報表貫徹一致的方法計量。

分部間銷售的價格一般不低於成本，且其條款由上述經營分部相互協議。

職能單位的經營開支應分配給身為該單位所提供服務主要使用者的相關分部。不可撥予某特定分部的其他共享
服務的經營開支及總部開支列入未拆分成本。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預付款項、無形資產、存貨、應收款項、應收客戶合同工程款項以
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惟不包括遞延稅項、投資及衍生金融工具。

分部負債主要包括應付款項及應付客戶合同工程款項，惟不包括稅項及借款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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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資本性支出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租賃預付款項、投資物業及無形資產的添置。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業績及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所包含的其他分部項目 

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建設  設計  疏浚  裝備製造  其他  抵銷  合計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分部業務總收入 107,834  5,963  15,586  8,965  2,952  (2,375 ) 138,925
分部間收入 (1,106 ) (393 ) (477 ) (399 ) –  2,375  –             

收入 106,728  5,570  15,109  8,566  2,952  –  138,925             

分部業績 4,926  836  1,903  (238 ) 89  –  7,516
未拆分成本             (67 )             

營業利潤             7,449
財務收入             1,348
財務費用淨額             (1,553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利潤             42
應佔聯營企業利潤             24             

除所得稅前利潤             7,310
所得稅費用             (1,519 )             

本期間利潤             5,791             

其他分部項目
折舊 1,657  77  597  627  28  –  2,986
攤銷 132  11  7  31  3  –  184
存貨撇減 –  1  –  13  –  –  14
建造合同可預見虧損撥備 37  –  11  49  –  –  9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減值撥備╱（撥回） 128  14  (14 ) 24  1  –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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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業績及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所包含的其他分部項目 

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經重列） 

 建設  設計  疏浚  裝備製造  其他  抵銷  合計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分部業務總收入 ��,���  �,���  ��,���  �,��0  �,���  (�,��� ) ��0,���

分部間收入 (��0 ) (�� ) (�,0�� ) (�� ) (��� ) �,���  –             

收入 ��,���  �,���  ��,���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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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拆分成本             (�0� )             

營業利潤             �,�0�

財務收入             ���

財務費用淨額             (���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利潤             �0

應佔聯營企業利潤             ��             

除所得稅前利潤             �,0��

所得稅費用             (�,��� )             

本期間利潤             �,���             

其他分部項目
折舊 �,���  ��  ���  �0�  ��  –  �,���

攤銷 ��  �0  �  �0  �  –  ���

存貨撇減 –  –  –  ��  –  –  ��

建造合同可預見虧損（撥回）╱撥備 (� ) –  (� ) ��  –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減值撥備╱（撥回） ��  �  ��  (� ) (� ) –  ��             

提供予總裁辦公會有關總資產及總負債的金額是按與財務報表貫徹一致的方法計量。該等資產及負債是按其相
關聯的經營分部所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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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分部資產及負債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的資本性支出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建設  設計  疏浚  裝備製造  其他  抵銷  合計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分部資產 209,601  11,448  41,120  47,054  3,578  (4,070 ) 308,731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             885
於聯營企業的投資             3,027
未拆分資產             32,870             

總資產             345,513             

分部負債 136,620  3,827  19,522  8,025  1,421  (4,070 ) 165,345          

未拆分負債             103,496             

總負債             268,841             

資本性支出 5,459  86  1,284  510  11  –  7,35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分部資產及負債與實體資產及負債對賬如下：

 資產  負債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分部資產╱負債 308,731  165,345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 885  –
於聯營企業的投資 3,027  –
未拆分：
 遞延所得稅資產╱負債 1,823  2,727
 流動所得稅負債 –  1,587
 即期借款 –  50,258
 非即期借款 –  48,58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5,261  –
 其他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60  –
 衍生金融工具 57  71
 現金及其他總部資產╱總部負債 15,669  268    

合計 345,513  26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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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資產及負債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資本性支出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經重列） 

 建設  設計  疏浚   裝備製造  其他  抵銷  合計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分部資產 ���,���  �0,���  ��,���  ��,��0  �,���  (�,��� ) ���,��0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             ���

於聯營企業的投資             �,��0

未拆分資產             ��,���             

總資產             ��0,���             

分部負債 ���,���  �,���  ��,���  �,��0  �,���  (�,��� ) ��0,���          

未拆分負債             ��,���             

總負債             ���,���             

資本性支出 ��,���  ��0  �,0��  �,���  ��  –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部資產及負債與實體資產及負債對賬如下：

 資產  負債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分部資產╱負債 ���,��0  ��0,���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 ���  –

於聯營企業的投資 �,��0  –

未拆分：
 遞延所得稅資產╱負債 �,�0�  �,��0

 流動所得稅負債 –  �,0��

 即期借款 –  ��,��0

 非即期借款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

 其他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  –

 衍生金融工具 ��  ��

 現金及其他總部資產╱總部負債 ��,���  ���    

合計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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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入按照中國及其他地區呈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中國（香港和澳門除外） 124,439  �0�,�0�

其他地區 14,486  ��,0��    

 138,925  ��0,���    

其他地區主要包括安哥拉、沙特阿拉伯、斯里蘭卡、赤道幾內亞等位於非洲、中東及東南亞的國家及香港。

5. 按性質劃分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列）

所用原材料及消耗品 47,947  ��,���

分包成本 40,434  ��,���

僱員福利開支 10,653  �,���

租金 8,870  �,00�

營業稅及其他交易稅項 3,859  �,���

燃料 3,245  �,���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投資物業折舊 2,986  �,���

商品銷售成本 1,753  �,���

運輸成本 2,059  �,���

差旅費 947  ��0

維修及保養費 689  �0�

水電費 587  ���

研究及開發成本 515  �0�

保險 302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減值撥備 153  ��

建造合同可預見虧損撥備 97  ��

無形資產攤銷 97  ��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87  ��

存貨撇減 14  ��

其他費用 7,066  �,���    

銷售成本、銷售及營銷費用以及管理費用總額 132,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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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租金收入 151  ���

出售原材料收入 138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股息收入
 －上市權益證券 211  ���

 －非上市權益投資 31  ��

政府補貼 100  ��

其他 498  ���    

 1,129  ���    

7.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列）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22  �

出售租賃預付款項收益 –  ��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的收益 8  –

出售其他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收益 3  �

其他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
 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虧損 (7 ) (�� )

衍生金融工具收益：
－遠期外匯合約 42  ��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收益 42  �

匯兌虧損淨額 (44 ) (��� )    

 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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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出租成本 68  ��

出售原材料成本 138  �

其他 105  ���    

 311  ���    

9. 財務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伊拉克貸款債務重組收益(a) 930  –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158  �0�

 －長期應收款項折現轉回 236  �0�

其他 24  �0    

 1,348  ���    

(a) 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八日本公司註冊成立前，中交集團的前身訂約承擔一九八零年代若干伊拉克建設項
目。有關建設項目原由中國銀行提供貸款（「伊拉克貸款」）進行融資。自一九九零年發生波斯灣戰爭以
來，由於伊拉克政府並無清償有關建設項目的未償還應收款，故本集團並無根據原貸款協議償還任何本
金或利息。根據中國國務院辦公廳於一九九七年頒佈的規定，本集團並無接獲因未償還款項而須支付本
金、利息及罰款的通知。於二零零零年，中國銀行將伊拉克貸款轉讓予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東方資
產」）。

於二零一零年，中國政府與伊拉克政府訂立雙邊協議，以安排伊拉克政府償還拖欠中國企業的逾期應收
款。根據上述雙邊協議，中國財政部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就清償伊拉克貸款發佈通知（「通知」）。於二零
一一年六月，雙方根據通知所載的原則訂立了債務重組協議（「協議」）。根據協議，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伊拉克貸款結餘（本金及應付利息）之�0%可獲豁免，餘額連同利息須於二零二八年四月前每
年兩次分期償還，按年利率�.�%計息。因此，已終止确認的原貸款與根據協議所承擔的新伊拉克貸款之
間的差額人民幣��0,000,000元，確認為「財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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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財務費用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利息費用發生額  2,002  �,���

減：資本化利息費用  (651 ) (��� )    

利息費用淨額  1,351  �,0��

 分為：
 －銀行借款  724  ���

 －其他借款  32  ��

 －公司債券  259  ���

 －中期票據  225  ���

 －融資租賃負債  45  ��

 －債券  66  ��    

  1,351  �,0��

借款外匯收益淨額  (301 ) (��� )

其他  503  ���    

  1,553  ���    

將建設或購買合資格資產直接應佔的借款費用予以資本化，作為該等資產成本的一部分。於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借款費用資本化金額為人民幣���,000,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人民幣���,000,000元），其中約人民幣���,000,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000,000元）計入在建合同工程、約人民幣���,000,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000,000元）計入在建工程成本及約人民幣�0�,000,00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0�,000,000元）計入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特許經營資產成本。使用的資本化比率為�.��%（二零一零年：
�.��%），即用於為合資格資產融資的借款成本。

11. 稅項

本集團大部分成員公司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根據各成員公司於本期間按相關中國所得稅條
例及法規釐定的應課稅收入以��%（二零一零年：��%）的法定所得稅率計提撥備，但本公司獲豁免繳稅或享有
��%至��%（二零一零年：�.�%至��%）優惠稅率的若干子公司除外。

本集團若干成員公司須繳納香港利得稅，香港利得稅乃按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估計應課稅利
潤以稅率��.�%（二零一零年：��.�%）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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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稅項（續）

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的稅項則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利潤以該等公司經營所在國家或司法轄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簡明合併中期利潤表列賬的所得稅費用金額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列）

當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1,608  �,0��
 －其他  32  ��    

  1,640  �,���
遞延所得稅  (121 ) (�� )    

所得稅費用  1,519  �,���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利潤表列示的實際所得稅費用與根據除所得稅前利潤所應用的法定稅率計算的金額差異
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列）

除所得稅前利潤  7,310  �,0��
減：應佔共同控制實體和聯營企業利潤  66  ��    

  7,244  �,���    

按中國法定稅率��%計算的稅項  1,811  �,���
非課稅收入  (164 ) (��� )
不可作稅務抵扣的費用  62  ��
動用先前未確認的稅項虧損  (84 ) (� )
並無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的稅項虧損  99  ���
適用於若干國內及海外子公司的稅率差異的影響  (205 ) (��� )    

所得稅費用  1,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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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除以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重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人民幣百萬元）  5,829  �,��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百萬股）  14,825  ��,���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人民幣元）  0.39  0.��    

(b) 攤薄

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發行在外具潛在攤薄效應的普通股，因此，每股
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3. 股息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元合共人民幣�,���,000,000元的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已獲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

董事會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14.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現金流量表的補充資料

(a) 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經營活動所使用現金  (5,489 ) (�,��� )

已付利息  (1,703 ) (�,�0� )

已付所得稅  (2,144 ) (�,��0 )    

經營活動所使用現金淨額  (9,33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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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未經審核簡明合併中期現金流量表的補充資料（續）

(b) 主要投資活動：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891 ) (�,��� )

租賃預付款項增加  (845 ) (��� )

購買無形資產  (3,067 ) (�,��� )

購買投資物業  (33 )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324  ���

出售租賃預付款項所得款項  9  ��

出售無形資產所得款項  2  –

出售投資物業所得款項  2  �

向共同控制實體增加投資  (98 ) (�� )

向聯營企業增加投資  (188 ) (�� )

向子公司增加投資  (229 ) (�0� )

購買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6 ) (�,��� )

購買其他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30 ) (�� )

出售共同控制實體所得款項  –  �

出售聯營企業所得款項  1  –

出售其他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33  �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所得款項  203  ��

已收利息  182  ���

已收股息  250  ��    

(c) 主要籌資活動：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借款所得款項  46,091  �0,�0�

非控制性權益的注資  13  ��

償還借款  (27,695 ) (��,��� )

派付予本公司股東的股息  (2,372 ) –

派付予非控制性權益的股息  (9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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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推行良好企業管治。本公司董事會相信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中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亦無重大偏離該守則。

遵守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以規管董事及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及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
各董事及監事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審計委員會審閱

董事會轄下的審計委員會成員現時包括劉章民先生、陸紅軍先生及鄒喬先生，各人均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合併
中期財務資料。審計委員會亦已就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常規以及內部監控等事項，與本
公司的高級管理層進行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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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周紀昌
董事長

中國北京
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為周紀昌、劉起濤、傅俊元、張長富、陸紅軍#、袁耀輝#、鄒喬#、劉章民# 
及梁創順#。

# 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