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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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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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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OCEAN SHIPBUILDING INDUSTRY GROUP LIMITED
中 海 船 舶 重 工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51）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中海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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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620,551 581,978

銷售成本 (652,883) (667,875)

(32,332) (85,897)

其他收入 44,822 43,098

修訂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4,262 40,988

抵銷可換股票據負債之虧損 (7,241) －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596 642

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 (65,00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50,000) －

分銷及銷售開支 (721) (834)

行政開支 (60,349) (34,340)

融資成本 4 (68,265) (67,402)

除稅前虧損 5 (169,228) (168,745)

稅項 6 11,082 36,48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158,146) (132,262)

換算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3,687) －

本期全面虧損總額 (161,833) (132,262)

（重列）

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 7 (4.68)港仙 (12.24)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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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76,743 1,095,865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之訂金 3,212 3,136

　預付租賃款－非流動部分 341,089 342,732

　為其他借貸已質押之存款 31,807 31,059

1,452,851 1,472,792

流動資產

　存貨 324,205 348,11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466,958 428,974

　採購原材料之預付款項 764,079 737,330

　預付租賃款－流動部分 1,805 1,762

　可收回稅項 5,274 5,150

　持作買賣之投資 4,534 3,938

　抵押銀行存款 446,046 389,603

　銀行結餘及現金 314,707 142,608

2,327,608 2,057,480

流動負債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9 1,403,402 1,221,387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208,689 863,925

　借貸－於一年內到期 469,017 593,306

　保養撥備 33,994 34,097

　遞延代價 201,737 －

3,316,839 2,712,715

流動負債淨值 (989,231) (655,235)

463,620 81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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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3,400 112,762

　儲備 (206,357) (221,117)

(22,957) (108,355)

非流動負債

　借貸－於一年後到期 85,337 100,360

　應付可換股票據 196,937 427,293

　遞延代價 － 187,543

　遞延稅項負債 204,303 210,716

486,577 925,912

463,620 817,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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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而編製。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本公司董事在編製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已因應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虧損淨額約158百萬港元及截至該日之流動負債較流動資產多出約989百萬港元之情

況，就本集團之未來流動資金作出審慎考慮。考慮到本集團之內部財政資源、現時銀行及其他

金融機構授與融資、很大機會延長遞延代價到期日及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量，董事認為，本集

團於報告期末起計未來十二個月內，將擁有充足的營運資金於財務責任到期時履行有關責任。

因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

度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一致。此外，本集團已於本期間採用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提供以發

行股本工具抵消財務負債的會計處理指引。本集團於回顧期內訂立屬於該性質的交易。根據香

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根據有關安排發行的股本工具將按其公平值計

量，而所抵銷財務負債的賬面值與所發行股本工具的公平值的任何差額將於損益內確認。

於本期間，本集團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

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轉讓財務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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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關聯人士披露

　（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少資金需求之預付款項

　－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於本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並無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或該等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之披露事項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期，

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 撥回相關資產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4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4

　（二零一一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及合作╱ 合資企業投資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聯合安排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的權益披露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值計量4

附註：

1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期間生效

2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期間生效

3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期間生效

4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期間生效

3. 收益及分類資料

收益乃按已收或應收代價之公平值計算，代表來自於日常業務中所提供之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

項（扣除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來自造船之收益為期內造船合約所產生之收入。

本集團根據經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之報告，釐定其經營分部。由於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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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在不同地區營運，提供不同種類之服務，需要不同服務資料以制定不同營銷策略，故有關

分部均為獨立管理。因此，本集團之經營及呈報分部為造船及貿易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類資料如下：

買賣

船舶製造 業務及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620,551 － 620,551

分類業績 (135,827) (27) (135,854)

其他收入 44,822

可換股票據之公平值變動之虧損 (2,979)

未分配之公司開支 (6,952)

融資成本 (68,265)

除稅前虧損 (169,228)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類資料如下：

買賣

船舶製造 業務及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581,978 － 581,978

分類業績 (178,384) (186) (178,570)

其他收入 42,456

可換股票據之公平值變動之收益 40,988

未分配之公司開支 (5,323)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894)

融資成本 (67,402)

除稅前虧損 (16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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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借款利息：

按實際利率計算之應付可換股票據 16,211 26,855

遞延代價之推算利息開支 14,194 10,151

借貸及其他（包括擔保費及票據利息） 37,860 30,396

68,265 67,402

5. 除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目：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 26,81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6,391 32,721

無形資產減值 － 65,000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50,000 －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 894

預付租賃款項撥回 3,697 3,529

並已計入下列各項目：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619

6.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均無應課稅溢利，因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

率為25%，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江西江洲聯合造船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

一年各年企業所得稅法可享受稅務優惠（有效稅率為12.5%，即適用稅率25%之50%）。其後，稅

率將於二零一二年起逐步上升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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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期內稅項抵免乃指回撥遞延稅項。

由於不可預測未來溢利來源， 故並無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7. 每股虧損

本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本公司股本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158,146) (132,262)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000 ’000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重列）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379,202 1,080,625

由於購股權及可換股票據之行使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附註：用作計算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已追溯調整， 以反映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完成公開發售供股股份之紅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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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40,891 39,929

減：呆賬撥備（附註1） (40,891) (39,929)

－ －

可收回增值稅項 236,559 240,434

已付予保證金保存人之按金（附註2） 204,218 170,113

其他 26,181 18,42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466,958 428,974

附註1：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一間海外債務人就無償債能力存檔。故此，貿易應收款項已全數撥

備。

附註2：若干船舶買家就造船合約會向保證金保存人支付分期款項，而並非直接支付予本集團。

本集團有權根據合約收取該等分期款項，但該等款項已交由保證金保存人保管，以確保

該等分期款項乃用作支付本集團就相關造船合約而產生之成本。該等獲保管之分期款項

將會根據造船合約之進度支付予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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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任何已逾期但並無減值之貿

易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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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153,722 63,522

應付票據 480,723 313,689

造船合約之客戶預付款項 174,824 293,045

向客戶退款之撥備 441,246 423,172

應付利息 2,340 2,340

應付股息予一間附屬公司之前股東 23,060 22,518

收購預付租賃款項之應付代價 45,441 44,372

其他 82,046 58,729

1,403,402 1,221,387

下列為根據發票日期或發出日期呈列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0日 198,618 117,995

30-60日 202,834 142,116

61-90日 114,464 61,801

超過90日 118,529 55,299

634,445 377,211

購買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約為90日。本集團已實施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既定

之信貸期內清償。

應付票據由已抵押銀行存款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作為抵押。

非貿易應付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於要求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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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A. 概覽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經營造船業務及證券買賣。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本集團錄得620.55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581.98百萬港元）之收益，較

去年同期增加6.63%。本集團毛損減少62.36%至32.33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毛

損85.90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本期間並無確認無形資產攤銷成本及可預見虧損減

少。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收取一筆過政府補助26.19百萬港元，並錄得換算實

體（該實體以本集團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記錄交易）貨幣項目所產生之匯兌收益

6.82百萬港元。該等收益抵銷了去年同期按重新計量遞延代價基準產生的36.01

百萬港元收益。因此，本集團其他收入輕微增加3.99%至44.82百萬港元，（二零

一零年：43.10百萬港元），原因是收取較多利息收入，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

34.34百萬港元增至60.35百萬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回顧期間向政府繳付額外土

地使用稅26.19百萬港元。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融資成

本約為68.27百萬港元，與二零一零年同期約67.40百萬港元保持相若的水平。本

集團就稅項錄得收益約11.08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36.48百萬港元），主要由於

因回撥遞延稅項所產生的稅項抵免減少。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股東應佔虧損158.15百萬港元

（二零一零年：虧損132.26百萬港元）。回顧期間內之虧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19.58%。

B. 造船業務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前景波動及未明的隱憂與日俱增。由於造船市場與

世界經濟息息相關，造船業務正在減慢復甦步伐。加上新船舶供過於求、人民幣

升值及勞工成本上漲，經營環境持續充滿挑戰。本年度上半年，本集團透過替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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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員工及改善控制措施提升其生產能力。此外，本集團亦與船舶買家重新磋商條

款。該等措施可望改善普遍延遲交付船舶的情況。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造船分部產生約620.55百萬港元之收益，

較去年同期約581.98百萬港元增加約6.63%。造船分部錄得虧損135.83百萬港元

（二零一零年：虧損178.38百萬港元），主要由於並無攤銷成本。本集團仍然錄得

毛損，主要由於人民幣升值產生匯兌差額、修訂若干合約條款以確保成功交付船

舶及船價下跌。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19艘船舶之訂單，當中包括3艘化學品船

(包括重新啟動的合約)、14艘重吊船及2艘多用途船舶。該等船舶預期於直至二

零一三年第一季度交付。

C. 貿易業務及其他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貿易業務錄得輕微虧損約27,000港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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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本公司之法定股本及已發行股本概述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20,000,000,000股（二零一零年: 5,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附註 1） 1,000,000 2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3,667,994,886股（二零一零年: 2,255,249,126股）

　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附註 2) 183,400 112,762

附註1： 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普通決議案，本公司藉增設額外

15,000,000,000股股份將法定股本從 250,000,000港元分為 5,000,000,000股股份增至

1,000,000,000港元分為20,000,000,000股股份。

附註2： 於回顧期間內，若干可換股票據持有人交出約 282.55百萬份可換股票據以認購

1,412,745,760股新股份。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760.75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532.21百萬港元），其中446.05百萬港元為已抵押（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89.60百萬港元）；469.02百萬港元為短期貸款（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593.31百萬港元）；85.34百萬港元為長期借款（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36百萬港元）；約196.94百萬港元為應付之長期可換股票據（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427.29百萬港元），即本金額225.00百萬港元之負債及股權部分（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507.00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負債比率（定義為

非流動負債及短期借貸除以股東權益總額之比率）為(41.63)（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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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477.85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0.66百

萬港元）之銀行存款及已抵押存款、342.89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44.50百萬港元）之預付租賃款及277.35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79.58百萬港元）之物業、廠房及設備、153.55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80.47百萬港元）之存貨及236.56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0.43

百萬港元）之可收回增值稅已抵押予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作為本集團獲其授出借款

及信貸之抵押。銀行存款之抵押將於償還相關應付票據後解除。

匯率浮動之風險及任何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收入及開支乃以港元、美元及歐元計值。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並無對沖其外匯匯率風險組合，原因是本集團未能物色管理該風險的合適工具。

董事會將繼續考慮適當之對沖措施。

新業務、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回顧期間內概無任何新業務、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事項。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結算日後事項。

訴訟及仲裁

於本報告日期，有關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江西江州聯合造船有限責任公司（「船廠」）

與三名船舶買家就彼等發出之撤銷通知之有效性進行仲裁程序。船舶買家發出撤銷

通知乃建基於船廠未能按合約日期交付。

(1) Intrepid Chem (「Intrepid」)：

Intrepid要求退還約48百萬美元之造船本金付款及利息。於回顧期內，Intrepid及

船廠已達成和解協議，以重新啟動正仲裁的合約及取銷另一份尚在初步建造階段

的合約作為整體方案，隨後通知仲裁機構仲裁已停止。根據和解協議條款，一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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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仲裁的船舶已交付Intrepid，而與Intrepid的仲裁程序亦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完

全解決。由於估計可預見虧損已於往年悉數確認，故董事認為並無對本集團業績

造成重大財務影響。

(2) Sloman Neptun Schiffahrts-Aktiengesellschaft (「Sloman」)：

Sloman要求退還總計73百萬美元之造船本金付款及利息。根據船廠分別與

Sloman簽署之造船合約，造船之本金付款是就建造船隻及就所提供建造服務向

船廠作出之付款。仲裁正處於證人交換證詞的階段，並排期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十二日在英國開庭。倘仲裁結果不利於船廠，本集團可能須歸還Sloman索償之

造船本金付款及利息，而船廠可能因船舶之可收回金額（通過出售船隻予其他方）

不足以支付Sloman索償之造船本金付款及利息而產生虧損。由於本集團船隻之

質量是國際公認並遵守國際標準，故本公司認為，船舶可轉售予其他各方而無須

就市價作重大折扣及作出重大修改或更改。

(3) Algoma Tankers International Inc. (「Algoma」)：

Alogma要求退還總計約39百萬美元之造船本金付款及利息之仲裁仍在進行。根

據船廠與Algoma簽署之造船合約，造船之本金付款是就建造船隻及就所提供建

造服務向船廠作出之付款。仲裁正處於交換證據階段，並排期在二零一二年七月

十九日開庭。倘仲裁結果不利於船廠，本集團可能須歸還Algoma索償之造船本

金付款及利息。

除上文披露外，本集團所有成員公司均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仲裁或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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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1,330名僱員。本集團之政策為在本集團薪酬

及花紅制度之一般架構內，確保其僱員之薪金水平與工作表現掛漖。本集團為其香

港僱員參與一項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本集團之合資格人士亦可獲發購股權。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與三名船舶買家就彼等發出之撤銷通知之有效性

進行仲裁程序。

倘仲裁結果不利於本集團，本集團將須向船舶買家歸還涉及仲裁船舶之造船合約之

造船本金付款，以及支付根據相關造船合約計算之本金付款之利息，為數合共約588

百萬港元（不包括重新啟動之合約）（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73百萬港元）。

承擔

(a) 經營租賃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下列不可撤消經營租約而須於下列期間支付未來最低租賃

付款額之有關租賃樓宇之承擔：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970 1,013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464

970 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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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但尚未在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撥備之資本開支約為18.73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4.40百萬港元）。

前景

展望二零一一年下半年，董事預期造船行業之形勢仍然嚴峻，並仍存在造船產能過

剩的憂慮。為應付此艱難情況，本集團加強其內部控制、提高效率及減低成本。本

集團也加強其銷售團隊及積極尋求新訂單的機會。有見西方國家經濟尚未復甦，加

上國債危機可能導致西方國家陷入衰退，本集團已積極尋找國內的造船訂單，而並

非單單依靠國際市場。經過數年的發展，本集團的基礎設施及勞工技能已獲提升。

鑒於以上優勢，本集團認為我們在爭取新合約方面具有競爭優勢。

董事將謹慎地進行證券買賣，並將持續增強本集團的財政狀況，好使本集團可及時

抓緊隨時出現的合適投資機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

準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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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百慕達法例並無載入規定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發售新股

之優先購買權之條文。

審核委員會及審閱賬目

於報告日期，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柏和先生、項思英女士

及向穎女士組成。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報表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進行審閱。

刊發中期報告

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分發予本公司股東，並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

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董事會

於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周安達源先生、李明先生、張士宏先生及汪

三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胡柏和先生、項思英女士及向穎女士所組成。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周安達源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