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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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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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止之
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2011年  �0�0年  變化率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重列）

營業額 50,703.00  ��,���.��  ��.��
毛利 10,797.20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 1,460.57  �,0��.��  ��.��
每股盈利－基本（人民幣元） 0.41  0.��  ��.��

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0��年��月��日止年
度的末期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0�元（含稅）。股息總額約為人民幣���,���,��0元，建議股
息派發須待擬於�0��年�月��日召開的本公司年度股東大會批准後方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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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

 2011  �0�0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營業額 � 50,702,998  ��,���,���
銷售成本  (39,905,802 ) (��,�0�,��� )    

毛利  10,797,196  �,���,���
利息收入  161,713  ���,���
其他收入 � 882,544  ���,�00
銷售及營銷費用  (1,427,096 ) (�,���,��� )
管理費用  (4,084,073 ) (�,���,��� )
匯兌損失  (55,750 ) (�0�,��� )
其他費用  (84,082 ) (��,��� )
融資費用  (1,437,423 )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9,737  �0,���    

除稅前利潤  4,882,766  �,���,���
所得稅費用  (920,272 ) (���,��� )    

年內利潤  3,962,494  �,�0�,���    

下列人士應佔年內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1,460,567  �,0��,���
 非控制權益  2,501,927  �,�0�,���    

  3,962,494  �,�0�,���    

每股盈利－基本╱攤薄（按每股人民幣元列值） � 0.40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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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

 2011  �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年內利潤  3,962,494  �,�0�,���    

其他全面收益（費用）
安全生產費撥備  74,601  ��,���
動用安全生產費  (54,817 ) (��,��� )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38,788 )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損失）收益  (228,884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的所得稅  47,912  (��,��� )    

年內其他全面（費用）收益（扣除稅項）  (199,976 ) ��0,���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3,762,518  �,��0,���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328,771  �,���,0��
 非控制權益  2,433,747  �,�0�,0�0    

  3,762,5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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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
  31 /12/2011  ��/��/�0�0  �/�/�0�0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221,741  ��,0�0,���  ��,���,���
 預付租賃款項  3,070,931  �,���,���  �,0��,���
 投資物業  120,775  ���,���  ���,��0
 無形資產  531,809  ���,��0  ���,���
 採礦權  477,166  ��0,0��  ���,���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266,810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343,756  �,���,���  �,���,���
 預付收購附屬公司款項  101,400  –  ���,��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0 75,846  ��,��0  ��,���
 其他非流動資產  237,789  ���,��0  ���,���
 遞延所得稅資產  594,351  ���,���  ���,0��      
  43,042,374  ��,���,00�  ��,0��,���      
流動資產
 存貨  8,157,322  �,���,��0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0 15,687,986  �0,���,���  �,���,���
 應收客戶的合同工程款項  341,073  ���,���  ���,���
 預付租賃款項  98,648  ��,���  ��,���
 衍生金融工具  3,165  ��,���  ��,��0
 其他流動資產  35,180  �0,���  ��,0��
 受限制銀行結餘  1,919,043  �,���,��0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157,521  ��,���,���  �0,���,���      
  36,399,938  �0,���,���  ��,���,0��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117,426  –  –      
  36,517,364  �0,���,���  ��,���,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22,730,623  �0,�0�,0��  ��,�0�,0��
 應付股利  2,498  –  –
 應付客戶的合同工程款項  131,295  ��0,���  �0�,0��
 衍生金融工具  138  –  ���
 所得稅負債  606,008  ���,���  �0�,���
 短期融資券  800,000  �00,000  –
 借款  13,610,404  �,���,���  �,���,���
 提前退休及補充福利責任  44,525  ��,���  �0,���
 撥備  41,398  ��,�0�  –      
  37,966,889  �0,���,���  ��,�0�,���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負債  12,038  –  –      
  37,978,927  �0,���,���  ��,�0�,���      
淨流動資產（負債）  (1,461,563 ) ���,���  (���,��0 )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1,580,81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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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2011  ��/��/�0�0  �/�/�0�0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非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4,120  �,���  �,���
 衍生金融工具  775  �,���  �,���
 公司債券  2,487,829  �,���,���  �,���,���
 中期票據  4,352,670  �,�00,000  –
 借款  9,641,003  �0,���,���  �,���,���
 撥備  44,874  ��,���  –
 遞延收入  446,482  ���,���  ���,���
 提前退休及補充福利責任  301,494  ���,�0�  ���,���
 遞延所得稅負債  671,641  ���,�0�  ���,���      

  17,950,888  ��,�00,���  �0,���,���      

淨資產  23,629,923  �0,���,���  ��,0��,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 3,571,464  �,���,���  �,���,���
 儲備  7,253,405  �,���,���  �,���,�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0,824,869  �,���,0��  �,���,���
非控制權益  12,805,054  �0,���,���  �,�0�,���      

權益總額  23,629,923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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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信息

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00�年�月��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根據中國
《公司法》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前身為中國非金屬材料總公司，該公司為中國中材
集團有限公司（「中材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公司董事認為截止�0��年��月��日，公司最
終控制方為國務院國資委。中材集團為其直接控股公司。本公司�00�年��月�0日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註冊辦公地址及主要業務地點為中國北京西城區西直門內北順城街��號。

綜合財務信息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列值。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水泥及新材料的
生產、銷售業務。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已生效的新修訂及經修訂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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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採納者有限豁免可比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號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0�年修訂本） 關聯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供股份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預付額最低資金要求
 －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區分金融負債與權益工具
 －詮釋第��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關聯方披露（於二零零九年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九年修訂），在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了修訂：

(a)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九年修訂）對關連方之定義作出修訂。此修訂對綜合
財務報表披露無重大影響。

 
(b)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九年修訂）亦對政府關聯方之披露規定提供部分豁免
（前準則並無對政府關聯方的特定豁免規定）。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
九年修訂）定義本集團及其附屬公司是政府關聯方。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規
定，本集團可豁免按《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九年修訂）��段的規定對政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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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政府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之實體進行交易和未清款項（包括承諾）之披露，此
外，對於關聯方間的交易，《香港會計準則準則》第��號（於二零零九年修訂）規定，集
團需對每個重大關聯交易及餘額的性質、定價及某類重大交易（而非單獨交易）的總體
影響程度進行定性或者定量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九年修訂）要求追溯應用，此會計準則的應用對集團本年
度及之前年度的財務業績及狀況無重大影響，然而，財務報告已對關聯方信息披露做相應
的調整以反映《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零九年修訂）的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准則第3號業務合併的修訂
（作為�0�0年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的一部分）

作為�0�0年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的一部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進行了修訂，
以澄清關於收購日非控股權益的計量選擇只能在非控制性權益是目前的所有權利益和賦予
其持有人一個實體的淨資產在清算時的比例份額。所有其他類型的非控制性權益在收購日
按公允價值計量，除非其他準則要求另外的計量基礎。此外，作為�0�0年頒布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的改進的一部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就被收購公司的員工持有的股份
為基礎支付交易的會計處理，提供更多的指導。具體來說，修訂本規定，不會被替換的被
收購公司的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易，應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以股份為基礎付款（基
於市場的措施）於收購日期測量。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修訂已應用於本年度，並
沒有導致使用非控股權益所佔淨資產的比例來計量的被收購子公司的非控股權益的任何變
化。

其他修訂準則的應用對集團本年度及以前年度的財務報告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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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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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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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協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於其他實體中權益的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公允價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其他綜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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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訂） 員工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修訂） 投資聯營企業及合資企業�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抵消�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剝離費用：露天礦生產階段�

 －詮釋第�0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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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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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金融資產轉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修訂擴大了涉及金融資產轉讓交易的披露要求。這些修訂旨在
提供更大的透明度，圍繞風險時，金融資產轉移，但轉讓方保留一定程度的持續暴露在資
產。修正案還要求披露金融資產的轉讓不是均勻分佈在整個期間。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將影響本集團的披露，在未來的金融資
產轉讓。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抵銷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及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澄清現有的應用程序有關的問題，以抵銷要求。具體來說，該修
訂澄清「目前有抵銷的法律強制執行的權利」和「同步實現和解決」的含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修訂要求實體透露偏移和相關的金融工具（如抵押張貼要求安排）
強制執行主淨額結算協議或類似安排下的權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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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月�日起，中期的年度期間內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需要修訂抵銷披露。披露也應
提供所有比較期間追溯。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正案尚未生效，直到�0��年�月�日
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追溯申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在�00�年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引入了新的分類和計量金融資產的要求。在�0�0年
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分類和金融負債的計量和終止確認的要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主要要求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的範圍內所有已確認金
融資產其後按攤銷成本或公允價值計量確認和計量。具體來說，內舉行的一個商業模
式，其目標是收集合約現金流量，並有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支付本金及利息未償還本
金的債務投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在隨後結束會計期間。在隨後的會計期間結束
時，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和股權投資按公允價值計量。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號，實體可能提出後續在股權投資的公允價值的變化（即不持作買賣）在其他綜合收
益，僅股息收入一般在損益中確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關於金融負債的分類和測量的最顯著的效果，涉及到金融負
債的公允價值變動（被指定為通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負債的信用風險的變化歸因於簡
報。具體來說，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為金融負債，指定為通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的金額，負債的信用風險變化是由於在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於其他全面介紹
收入，除非確認負債的信用風險的變化，在其他綜合收益的影響，會造成或放大利潤
或虧損的會計錯配。金融負債的信用風險公允價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此
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整個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的變化量指定為通過損益按
公允價值損益。

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在未來可能會在本集團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
債的報告金額產生重大影響。但是，它現階段不可行去提供合理的估計，直到已經完成了
詳細的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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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和披露的新訂及經修訂的準則

�0��年�月，合併，聯合安排，聯營公司及信息披露的五個準則包發出，包括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0��年修訂）和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修訂）。

這些準則的主要要求如下所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取代的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綜合財務資
料及香港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綜合－特殊目的實體。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包括
控制的新定義，它包含三個部分：(a）對被投資單位的權力，(b)從參與被投資者活動中所涉
及可變回報之風險或權益，以及(c)使用其權力的能力，以影響投資者的回報金額。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0號為處理複雜的情況提供更廣泛的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是一項披露準則，是適用於附屬公司權益的實體。在一般情況
下，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披露要求比現行標準更加廣泛。

這五個標準是�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這五項準則在同一時間預先應用
是被允許的。

本公司董事預期，這些準則將在�0��年�月�日起開始的年度期間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所
採用。應用這些準則可能有報告金額在合併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然而，本公司的董事
尚未這些準則的影響進行詳細分析，因此還沒有量化的影響程度。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確立了有關公允價值計量公允價值計量和披露的單一來源的指
導。該準則定義了公允價值，建立計量公允價值的框架，並要求有關公允價值計量的披
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範圍是廣泛的。它適用於兩種金融工具項目和非金融工具
項目，而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要求或允許有關公允價值計量和披露，在特定情況除外。
在一般情況下，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披露要求比現行準則更加廣泛。例如，目前
的三個層次的公允價值層級的定量和定性披露要求的金融工具，只有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號金融工具－披露將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擴大到包括在其範圍內的所有資產和負
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是允許預先應用的，�0��年�月�日起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
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將被本集團在�0��年�月�日開始期間綜合財務
報表應用，新準則的應用可能影響綜合財務報表，並在綜合財務報表中作更廣泛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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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其他綜合收益項目的介紹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保留選項呈現在一個單獨的語句，或在兩個獨立的，但連續報表
損益和其他綜合收益。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要求額外披露其他綜合收益的部分
等其他綜合收益項目分為兩類：（一）項目，將不會重新分類，隨後損益；（二）項目可能被
重新分類，隨後損益時，在滿足特定條件。其他綜合收益項目的所得稅須在同一基礎上分
配。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是�0��年�月�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其他綜合收益項目
的介紹，將作相應的修改，修訂時，在以後會計期間應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2011年修訂）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更改為界定福利計劃和辭退福利的會計。最顯著的變化，涉及
到界定福利義務和計劃資產變動的會計處理。該修正案要求確認界定福利責任，並在計劃
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時，他們的出現，從而消除“走廊法”，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以前
的版本允許。該修正案要求所有精算利得和損失通過其他治安綜合收入淨退休金資產或負
債在合併報表的財務狀況，以反映計劃的赤字或盈餘的全部價值確認立即予以確認。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需要有某些例外追溯
應用。董事預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正案將被本集團的合併，於�0��年一月一日起或
之後開始期間的財務報表，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可能會影響報告本集團界定福利
方面的款項通過計劃。然而，董事尚未修訂申請的影響進行了詳細分析，因此還沒有量化
的影響程度。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20號的露天礦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0號的露天礦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適用於清除廢
物產生表面採礦活動（「生產剝採成本」）在礦山生產階段的成本。根據「釋義」，清除廢物活
動的費用（「剝離」）提供礦石改善是公認的某些條件得到滿足時，非流動資產（「活動剝離資
產」），而正常持續經營的費用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存貨佔剝離活動。剝離活動的資產佔
為增加，或作為一個提高，現有的資產，並歸類為有形或無形的，根據現有資產的性質，
它的組成部分。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0號的過渡性條文，於�0��年�月�日起或之後開始
的年度期間生效。董事預計將在�0��年�月�日起開始的年度期間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所
採用的釋義。

除上文所披露，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的
財務狀況有任何結果的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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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為提供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生產及銷售水泥及新材料的收入，已扣除折扣，
退回及銷售相關稅金。

 2011  �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營業額包括：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24,274,879  ��,���,�0�
 －水泥 20,233,829  ��,���,���
 －新材料 6,194,290  �,���,��0    

 50,702,998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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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的報告分部列示如下：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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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服務 裝備製造

水泥 生產及銷售水泥及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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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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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收入及業績

下文為按可報告分部劃分的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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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外部銷售 24,274,879  20,233,829  6,194,290  –  50,702,998
分部間銷售 3,083,237  7,484  52,649  (3,143,370 ) –          

總計 27,358,116  20,241,313  6,246,939  (3,143,370 ) 50,702,998
          

分部業績 2,071,083  3,797,798  700,942  (502,385 ) 6,067,438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支出         (38,699 )
利息收入         161,713
融資費用         (1,437,423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9,737          

除稅前利潤         4,88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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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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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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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0�  ��,���,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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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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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利潤         �,���,���
          

分部業績指在未分配董事薪酬、利息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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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及負債

下文為按可報告分部劃分的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分析：

分部資產

 31/12/2011  ��/��/�0�0  �/�/�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14,901,857  �0,���,���  �0,�0�,���
水泥 36,431,734  ��,0�0,0��  ��,���,0�0
新材料 12,795,539  ��,���,0��  �,���,���     

分部資產總額 64,129,130  ��,0��,���  ��,���,���
抵銷 (1,305,547 ) (���,00� ) (���,��� )
未分配資產 16,736,155  ��,��0,0��  ��,���,0��     

綜合資產 79,559,738  ��,�0�,���  ��,���,���     

分部負債

 31/12/2011  ��/��/�0�0  �/�/�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14,599,149  ��,���,���  ��,�00,���
水泥 7,440,226  �,0��,��0  �,���,���
新材料 2,817,631  �,�0�,���  �,���,���     

分部負債總額 24,857,006  ��,���,���  ��,���,�0�
抵銷 (1,670,668 ) (�,0�0,��0 ) (�,���,��0 )
未分配負債 32,743,477  ��,���,���  ��,��0,���     

綜合負債 55,929,815  ��,���,���  ��,���,��0     

就監控分部之間的表現及分配資源而言：

• 除遞延所得稅資產及未分配資產（包括於聯營公司的權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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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資產均分配予可報告分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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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所得稅負債、遞延所得稅負債及未分配負債（包括衍生金融工具、短期融資
券、借款、公司債券、中期票據、可供出售的負債及若干未分配總部負債）外，
所有負債均分配予可報告分部。

(c)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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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量分部業績或
 分部資產時包括的款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
 投資物業折舊 193,133  1,465,061  560,083  398  2,218,675
攤銷 13,671  98,796  27,511  –  139,978
確認的減值損失：
物業、廠房及設備 –  83,298  58,265  –  141,563
無形資產 –  114,352  –  –  114,352
貿易應收款項 165,488  51,819  31,296  –  248,603
其他應收款項 15,169  12,471  3,439  109  31,188
應收貸款 –  6,069  132  –  6,201
存貨撥備 40,859  25,285  12,393  –  78,537
撥回存貨撥備 –  (496 ) (8,654 ) –  (9,15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淨
 （收益）虧損 (24,953 ) 6,164  (5,838 ) 365  (24,262 )
出售預付租賃款項而
 產生的淨收益 –  (1,745 ) –  –  (1,745 )
政府補助 (9,899 ) (261,305 ) (72,986 ) –  (344,190 )
可預期的建造合同虧損 123,426  –  –  –  123,426
添置非流動資產（附註） 526,056  6,560,741  2,511,913  799  9,599,509
          

定期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
 但並不包括於分部業績或
 分部資產的款項：
利息收入 (94,779 ) (51,939 ) (13,047 ) (1,948 ) (161,713 )
融資費用 40,393  742,154  351,091  303,785  1,437,42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9,524 ) (110,223 ) 10  –  (129,737 )
所得稅費用（抵免） 398,250  461,791  60,357  (126 ) 920,272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79,108  1,131,929  55,773  –  1,26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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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0�0年��月��日止年度（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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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量分部業績或分部
 資產時包括的款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
 投資物業折舊 ���,���  ���,0��  ���,���  ���  �,�0�,��0
攤銷 ��,���  �0�,���  ��,���  �,���  ���,���
確認的減值損失（撥回）：
物業、廠房及設備 –  ��0,���  ���,�0�  –  ���,���
貿易應收款項 �0,���  (�,��� ) ��,���  –  ���,���
其他應收款項 (��,��� ) �0,���  ���  ���  ��,0��
應收貸款 ��,���  (��,��0 ) (�,�0� ) –  �,�0�
存貨撥備 –  �,���  ��,���  –  ��,�0�
撥回存貨撥備 –  (��� ) (�,��� ) –  (�,��� )
核銷無形資產而產生的虧損 –  ��  �,�0�  –  �,��0
核銷採礦權而產生的虧損 –  ���  ���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淨
 （收益）虧損 (��,��� ) (��,��� ) �,���  –  (��,��� )
出售預付租賃款項而
 產生的淨收益 –  (�,��� ) (�,��� ) –  (�,�0� )
政府補助 (��,��� ) (���,��� ) (��,��0 ) –  (���,��0 )
可預期的建造合同虧損 ���,���  –  –  –  ���,���
添置非流動資產（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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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收入 (���,��� ) (��,��� ) (�0,��� ) (�,��� ) (���,��� )
融資費用 ��,���  ���,0��  ���,���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0,��� ) (��,��� ) (�,��� ) –  (�0,��� )
所得稅費用（抵免） ���,���  ���,���  ��,���  (��� ) ���,���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  �,0��,�0�  ��,���  –  �,���,���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於聯營公司的權益、金融工具及遞延所得稅資產。截至�0��年��月��日止年
度的添置資產包括透過業務合併進行收購所產生的添置為人民幣���,00�,000元（�0�0年：人民幣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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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區資料

本集團於五個主要地區營運，即中國（原駐地）、中東、非洲、其他亞洲國家及歐洲。

本集團按地理位置劃分來自外部客戶收入及非流動資產詳情如下：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非流動資產
 2011年  �0�0年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中國 40,411,792  ��,���,�0�  39,998,611  ��,���,���
中東 2,109,684  �,0�0,0��  22,856  �,���
非洲 3,788,091  �,���,���  6,181  ��,���
其他亞洲國家 3,141,292  �,���,���  773  ���
歐洲 1,014,603  ���,���  –  �,���
其他 237,536  ���,0�0  –  –

 50,702,998  ��,���,���  40,028,421  ��,���,���       

附註：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於金融工具及遞延所得稅資產。

(e)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0��年及�0�0年��月��日止兩個年度，概無任何單一外界客戶進行的交易收入達
本集團收入�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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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債務重組收益（附註a） 1,971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24,262  ��,���
出售預付租賃款項的收益 1,745  �,�0�
出售附屬子公司的收益 7,322  – 
實現遠期合約的匯兌收益 4,707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股息收入（附註b） 24,783  ��,���
其他勞務收入 –  ���
銷售廢餘原材料收入 11,832  �,���
廉價承購收益 –  �0,���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變動
 －外匯遠期合同 –  ��,���
 －利率掉期合同 –  �,���
罰款收入 27,579  ��,���
租金收入 28,221  ��,���
免除其他應付款項 4,788  �,���
增值稅退還（附註e） 393,664  ���,���
政府補助
 －使用╱攤銷年內遞延收入 175,417  ��,���
 －與費用相關的補助（確認為其他收入） 168,773  �0�,���
其他 7,480  �,���   

 882,544  ���,�00   

6. 所得稅費用

本集團於兩個年度在香港並無業務，故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本集團現時旗下若干公司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乃根據各此等公司於年內按
相關中國所得稅務規則及法規釐定的應課稅收入以��%（�0�0年：��%）的法定所得稅率計
提撥備，惟若干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可按優惠稅率��%（�0�0年：��%）繳稅。

按海外利潤計算的稅項則按年內估計應課稅利潤以本集團經營所在司法管轄區的現行稅率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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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綜合收益表列賬的所得稅費用金額為：

 2011  �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當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1,073,924  ���,���
 －海外稅項 5,355  �0,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1,309 ) (��,��� )    

 1,077,970  ���,���    

遞延所得稅
 －稅率變動對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的影響淨額 (1,084 ) (�,��� )
 －其他遞延所得稅 (156,614 ) (���,0�� )    

 (157,698 ) (���,��0 )    

 920,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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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年內利潤

本集團年內利潤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2011  �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確認為費用的存貨成本 24,205,142  ��,���,���
核數師酬金 8,600  �,�00
僱員福利費用（包含董監事的津貼） 2,679,643  �,���,��0
折舊及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11,007  �,���,�0�
 －預付租賃款項 95,034  �0,�0�
 －投資物業 7,668  �,���
 －無形資產 13,859  ��,���
 －採礦權 31,085  ��,���
經營租賃租金 145,928  ��0,���
應佔所得稅費用：
 －聯營公司 28,395  ��,��0
 －共同控制實體 533  ���
研究及開發成本 576,762  �0�,���
安全生產費撥備 74,601  ��,���
保修撥備（計入銷售成本） 28,693  ��,���
可預期的建造合同虧損（計入銷售成本） 123,426  ���,���
就貿易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計入管理費用） 248,603  ���,���
就其他應收款項確認的減值虧損（計入管理費用） 31,188  ��,0��
就應收貸款確認的減值虧損（計入管理費用） 6,201  �,�0�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的減值虧損（計入管理費用） 141,563  ���,���
就無形資產確認的減值損失（計入管理費用） 114,352  –
存貨撥備（計入銷售成本） 78,537  ��,�0�
撥回存貨撥備（計入銷售成本） (9,150 ) (�,��� )    

8. 股息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年度已付及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 �0�0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
   （�0�0年：�00�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 142,859  ��,���   

董事會已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含稅）（�0�0年︰人民幣0.0�元（含稅）），惟
須待股東於即將召開的股東大會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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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除以截至�0��年及�0�0年��月��日止各年
度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2011  �0�0
   （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人民幣千元） 1,460,5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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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9  0.�0�   

(b) 攤薄

截至�0��年及�0�0年��月��日止兩個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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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31/12/2011  ��/��/�0�0  �/�/�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貿易應收款項及質保金
貿易應收款項 9,284,669  �,���,���  �,���,���
質保金 122,691  ��,���  ���,���     

 9,407,360  �,���,���  �,���,��0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767,167 ) (���,0�� ) (���,��� )     

貿易應收款項及質保金淨額 8,640,1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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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2011  ��/��/�0�0  �/�/�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應收貸款、預付款、押金、僱員
 備用金及其他應收款項淨額 7,123,639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5,763,832  �0,��0,���  �,���,���

減：非即期部分
   質保金 (75,846 ) (��,��0 ) (��,��� )     

即期部分 15,687,986  �0,���,���  �,���,���     

(a)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及質保金（扣除減值虧損影響）的
賬齡分析如下：

 31/12/2011  ��/��/�0�0  �/�/�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少於六個月 7,022,203  �,���,���  �,�0�,���
六個月至一年 965,171  �0�,���  ��0,���
一年至兩年 469,503  ���,���  ���,���
兩年至三年 142,648  ���,�0�  ���,���
多於三年 40,668  ��,���  ��,���     

 8,640,193  �,���,���  �,���,���     

本集團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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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年內結算。本集團給予其
貿易及工程客戶介乎�0至���天的信貸期。本集團並無於上述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
任何抵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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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31/12/2011  ��/��/�0�0  �/�/�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貿易應付款項 12,324,469  �,���,���  �,���,���     

押金、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0,410,274  ��,��0,���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22,734,743  �0,�0�,���  ��,���,���

減：非即期部分：
   應計薪金及福利 4,120  �,���  �,���     

即期部分 22,730,623  �0,�0�,0��  ��,���,0��     

根據發票日期呈列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31/12/2011  ��/��/�0�0  �/�/�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少於六個月 8,071,656  �,���,�0�  �,���,�0�
六個月至一年 2,163,733  �,���,���  �,��0,���
一年至兩年 1,703,385  �,���,���  ���,���
兩年至三年 228,636  ���,�0�  �00,��0
多於三年 157,059  ���,��0  ��,���     

 12,324,469  �,���,���  �,���,���     

購貨信用期介乎�0天至��0天之間，本集團採取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以確保在賒賬期限內付
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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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0��年�月�日及
 �0��年��月��日 �,���,���  �,���,���  ��0,���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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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或有負債

  2011年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償還借款擔保（附註a）  60,000  ���,�00    

附註：

(a) 本集團為其他國有企業及若干獨立第三方的多項外部借款擔任擔保人。於報告期
末，其他國有企業及若干獨立第三方實際已動用的未償還借款擔保金額為人民幣
�0,000,000元（�0�0年：人民幣���,�00,000元）。

(b)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向其他國有企業/獨立協力廠商提供於下列期間到期之擔保：

  2011  �0�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年內  30,000  ���,�00
於第二至第五年  30,000  �0,000    

  60,000  ���,�00    

14. 報告期後事項

(a) �0��年�月��日，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天山股份），一間於深圳証券交易所上
市的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以每股人民幣�0.��元向公眾股東公開發行�00,000,000股新
股，淨募集資金（扣除相關發行費用及公司認購部分外）約為人民幣�,���,���,000元。

(b) �0��年�月��日，中國中材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同中材集團達成一項股權轉讓協議，以約人民幣���,���,�00元收購南京水泥工業設計
研究院，一間主要從事物業租賃和管理服務的公司，�00%權益，於本業績公告日，
收購尚未完成。

 收購詳情見公司�0��年�月��日發布的公告。

(c) �0��年�月��日，蘇州中材建設有限公司，一間中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
司，同中材集團達成一項股權轉讓協議，以人民幣約��,���,�00元收購中材資產管理
（蘇州）有限公司，一間主要從事物業租賃和管理服務的公司，�00%權益。於本業績
公告日，收購尚未完成。

 收購詳情見公司�0��年�月��日發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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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0��年�月��日，中材建設有限公司，一間中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同
中材集團達成一項股權轉讓協議，以人民幣約��,���,�00元收購中材物業管理有限公
司，一間主要從事物業租賃和管理服務的公司，�00%權益。於本業績公告日，收購
尚未完成。

 收購詳情見公司�0��年�月��日發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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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行業回顧

報告期內，世界經濟復甦緩慢，中東、北非政局動盪，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升級，新
興經濟體經濟發展增速回落，國際金融市場大幅震盪，大宗商品價格高位波動，全球通
脹壓力依然較大。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日趨明顯，圍繞市場、資源、產業等方面的國際
競爭更趨激烈。海外水泥工程建設市場雖露出復甦跡象，但項目啟動速度依然緩慢。

受國家對水泥行業實施宏觀調控的影響，中國國內新開工水泥生產線數量呈逐年減少趨
勢。�0��年全國水泥製造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但在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
支持下，新疆、甘肅等局部地區新建產能需求有較大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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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統籌國際市場佈局 擴大國內市場優勢

報告期內公司統籌佈局海外市場開拓，新簽境外合同額超過人民幣���億元，連續四年保
持了全球第一的市場份額。面對國內水泥產業結構調整的市場形勢，公司發揮自身的優
勢和特長，加大EP、EPC模式的開拓力度，國內市場合同額仍實現較大幅度上升，全年
新簽國內合同額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0%。截至�0��年��月��日，該分部結轉合同
額達人民幣���億元，市場份額領先的優勢進一步擴大。

高度重視合同履約 業主滿意度進一步提升

公司始終把增強履約能力，提高服務質量和水平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並取得了斐然的
成績。報告期內，公司通過採取各種措施，克服了工程環境複雜，資源結構性短缺等種
種困難，保證了項目總體順利推進。報告期內共有��個總承包項目獲得業主頒發的FAC
或PAC證書，其中RCC項目被評為�0��年度沙特市場優秀中資項目；伊拉克SCP二線實現
提前點火投產，獲得業主的獎勵；遼寧交通水泥�000t/d水泥生產線工程榮獲「�0��年度國
家優質工程銀質獎」。

強化科技興企戰略實施 核心競爭力進一步提高

公司圍繞國家產業政策和行業發展趨勢，實施科技興企戰略，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和科研
開發投入，圓滿完成了水泥裝備等多個國家支撐計劃項目，並通過了驗收。

公司承擔的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城市生活垃圾在水泥窯中的處置技術及裝備研究」項目已
通過課題驗收；《水泥工廠節能設計規範》獲得「中國標準創新貢獻獎」二等獎；自主開發
的LJP袋除塵品入選成為�0��年國家重點環境保護實用技術，除塵效果達到國際領先水
平；「大型節能粉磨技術裝備」榮獲「節能中國優秀技術示範單位」獎。科技興企戰略的實
施，進一步提高了公司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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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業務拓展積極推進 多元化戰略進一步深化

依托公司強大的研發能力和業務模式拓展能力，按照「相關多元」發展戰略，公司在做好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業務的同時，積極推進新業務拓展。江蘇溧陽生活污泥處置項
目已於�0��年�月投入運行，處置規模��0t/d。溧陽城市廢棄物處理投資項目進展順利，
已完成設備安裝正在進行調試，預計於�0��年�月底投入試運行，該項目已被國家環保部
列入中挪合作水泥窯共處置示範線項目。中國中材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與中材湘潭水
泥有限責任公司（「中材湘潭」）合作完成了新型乾法水泥生產線脫硝項目，使中材湘潭成
為全國首家脫硝工程投運水泥企業。海外生產線運營管理業務的比重呈增長的態勢，報
告期內，公司相繼在埃及、尼日利亞、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簽訂了生產線運營管理合
同，合同額近人民幣�億元。

公司積極推進非水泥領域工程承包業務的開拓，首個光伏工程EPC項目施工安裝工作已
基本結束，預計�0��年�月可並網發電。此外還達成多個合作意向，為�0��年公司在該領
域的業務推進奠定了基礎。

水泥

行業回顧

�0��年中國宏觀經濟實現了平穩較快增長，水泥行業產量也保持了穩定增長，全年共生
產水泥�0.��億噸，同比增長��.�%。但由於全年大部分時間物價水平持續攀升，原燃材
料價格高位波動，水泥行業採購支出和人工成本不斷推高，成本壓力增大。

受中央銀行調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加息的影響，行業資金需求壓力加大，財務成本快速增
加。下半年以來由於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速度減緩，水泥行業需求增長同比放
慢。水泥價格呈前高後低走勢，但全國水泥平均價格仍保持在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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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國家對水泥行業延續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繼續淘汰落後產能，有效控制新增產
能，鼓勵推進兼併重組，進一步加強節能減排。全年行業新增產能有所減緩，但部分地
區供需失衡現象沒有明顯緩解，全行業將面臨更嚴格的環保排放壓力。

業務回顧

戰略佈局優勢顯著 經營業績持續提升

報告期內，公司主要市場區域的需求穩定，產能得到充分發揮，新疆和華東、華中區域
價格同比上升，公司在該區域的盈利水平大幅提高。水泥分部�0��年業績持續提升，全
年共銷售水泥及熟料�,���.�0萬噸，同比增長��.��%。實現營業額人民幣�0,���.��百萬
元，同比增長��.��%，分部業績同比增長��.��%。

加快項目建設 完善產業佈局 延伸產業鏈

公司加快在優勢區域的產能擴張。西北地區水泥產能達到�,�00萬噸，進一步鞏固了公
司在該區域的市場佔有率。該分部在強化水泥主業發展的基礎上，積極延伸產業鏈，發
展商品混凝土業務，同時向骨料等領域延伸。為提升商品混凝土技術水平和競爭力，公
司收購行業內惟一的混凝土及製品科研機構——蘇州混凝土水泥製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0��年底，公司商品混凝土產能達到�,���萬立方米。

優化組織構架 拓展融資渠道 增強企業發展後勁

報告期內，寧夏賽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對寧夏建材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吸收合
併，減少了管理層級，提高了公司的持股比例。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天山股
份」）公開增發及甘肅祁連山水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祁連山」）配股獲中國證監會批准，
其中天山股份已於�0��年�月完成公開增發。祁連山、中材水泥有限責任公司、天山股份
相繼發行中期票據或短期融資券，發行總額達人民幣�,�00百萬元，進一步增強了企業發
展後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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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社會責任 發展循環經濟

公司持續踐行社會責任，推動節能減排，促進改善環境，提高經濟效益。報告期內，新
增餘熱發電裝機容量��MW；��個餘熱發電項目正在建設之中，設計發電能力��MW；
截至�0��年底，公司水泥生產線餘熱發電累計裝機容量�0�.�MW，�,�00t/d以上的可配水
泥生產線中已有��%配置了餘熱發電裝置，全年累計發電��,���.��萬Kwh，減少二氧化
碳排放��.0�萬噸。公司在新疆阜康新建的二條�,�00t/d利用電石渣制水泥熟料生產線投產
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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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萬噸，與使用石灰
石生產水泥相比，每年可減排��0萬噸二氧化碳。

加強內部管理 持續改善運營指標

報告期內，該分部繼續加強內部管理，採取多項措施，降低生產成本，提高運營效率。
不斷深化內部對標管理，加強生產管理和技術改造，主要運營指標均有所改善，消耗指
標同比有所下降，噸熟料標準煤耗同比減少�.��公斤。企業競爭力進一步增強，促進了
效益的進一步提高。

新材料

行業回顧

報告期內，全球經濟復甦步伐明顯放緩，歐債危機、產能相對過剩等經營壓力使得新材
料產業競爭激烈，行業發展有所減緩。�0��年是全球玻璃纖維市場複雜多變的一年。上
半年市場逐步回升，但從第三季度開始，由於歐債危機影響擴大，國內宏觀經濟調控和
銀根緊縮力度加大，市場下行趨勢開始顯現。風電行業受上半年脫網事故影響，風場建
設放緩，風電葉片訂單推遲交付或減少，與此同時，風電主機廠激烈競爭致使風電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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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進一步下降。CNG氣瓶產業受國內外清潔能源政策引導，市場需求增加，產銷量大
幅度提升。多晶硅行業受產能擴張和歐美市場需求減少的影響，三季度之後銷量和價格
都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行業競爭進一步加劇。

業務回顧

加快產業佈局 延伸產業鏈

報告期內，風電葉片產業克服了需求量減少和價格下降的不利影響，仍保持了一定程度
的盈利。完成了北京八達嶺、吉林白城、甘肅酒泉生產線佈局，並通過建設年產�0套葉
片模具生產線延伸產業鏈。CNG氣瓶產業加快產能擴張，�0��年底產能達到��萬隻，並
啟動了年產��萬隻CNG氣瓶生產線建設。加快太陽能多晶硅熔煉器生產基地的建設，著
力打造石英陶瓷從原礦開發、原料深加工到製品的產業鏈發展模式，逐步形成了山東、
江蘇、江西、四川四大石英產業基地。

加強管理 降低成本 提高競爭力

報告期內，公司進一步加強預算管理、生產流程管理、對標管理，同時通過技術提升、
原材料國產化等方式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太陽能多晶硅熔煉器合格率同比提
高了近�個百分點。風電葉片業務克服經營壓力，深化多項成本管理措施，實現盈利。

提升產品質量 開拓國際市場

公司經過長期的積累，產品品質受到客戶認可，品牌價值逐漸凸顯，市場競爭力明顯提
高，產品銷售渠道快速拓展，國際市場開拓取得新突破。部分型號的風電葉片已經成功
出口美國和加拿大，CNG氣瓶出口額也進一步增加。公司自主研發的覆膜濾料產品順利
通過美國環保局(EPA)環境技術認證(ETV)。ETV測試結果顯示，覆膜濾料性能優異，達
到國際先進濾料標準。其他先進複合材料、先進陶瓷材料等也受到國際市場普遍認可，
擁有穩定優質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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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2011年  截至�0�0年
 12月31日  ��月��日
 止年度  止年度  變動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重列）

營業額 50,703.00  ��,���.��  �,�0�.��  ��.��
銷售成本 (39,905.80 ) (��,�0�.�� ) (�,�00.�� ) ��.0�       

毛利 10,797.20  �,���.��  �,�0�.��  ��.��
其他收入 882.54  ���.�0  (��.0� ) (�.�� )
銷售及營銷費用 (1,427.10 ) (�,���.�� ) (���.�� ) ��.��
管理費用 (4,084.07 ) (�,���.�� ) (���.�0 ) ��.�0
匯兌損失 (55.75 ) (�0�.�� ) ��.��  (��.�� )
其他費用 (84.08 ) (��.�� ) (�.�0 ) �.��       

營業利潤 6,028.74  �,��0.��  �,���.��  ��.��
利息收入 161.71  ���.��  �.��  �.��
融資費用 (1,437.42 ) (���.�� ) (���.��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9.74  �0.��  ��.��  ��.0�       

除稅前利潤 4,882.77  �,���.�0  ���.��  ��.�0
所得稅費用 (920.27 ) (���.�� ) (���.�� ) ��.��       

年內利潤 3,962.49  �,�0�.��  ���.��  ��.��       

下列人士應佔年內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1,460.57  �,0��.��  ��0.��  ��.��
非控制權益 2,501.93  �,�0�.��  ���.��  �.��       

股息 214.29  ���.��   

業績表現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除稅前利潤為人民幣�,���.��百萬元，同比增長��.�0%。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年內利潤為人民幣�,��0.��百萬元，同比增長��.��%。本公司每股盈利為人民
幣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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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經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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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年本集團的營業額為人民幣�0,�0�.0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
增長��.��%，主要是由於水泥業務銷售額大幅增加。其中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
增加了人民幣�,���.��百萬元；水泥分部增加了人民幣�,���.�0百萬元；新材料分部增加
了人民幣���.��百萬元。

銷售成本

�0��年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0�.�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0�.��百萬
元，增長��.0�%，主要是由於水泥和新材料產品銷量增加及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業
務量增加。其中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增加了人民幣���.��百萬元；水泥分部增
加了人民幣�,00�.��百萬元；新材料分部增加了人民幣���.��百萬元。

毛利及毛利率

�0��年本集團的毛利為人民幣�0,���.�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
長��.��%，其中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增加了人民幣��0.00百萬元；水泥分部增
加了人民幣�,���.��百萬元；新材料分部減少了人民幣��.��百萬元。

�0��年本集團的毛利率為��.��%，較�0�0年的��.��%，上升�.��個百分點。水泥技術裝
備與工程服務分部和水泥分部毛利率均有提高，新材料分部毛利率有所下降。

其他收入

�0��年本集團的其他收入為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0百萬元，減少
�.��%。減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有併購子公司帶來的負商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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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營銷費用

�0��年本集團的銷售及營銷費用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百
萬元，增長��.��%，主要是由於銷量增加，銷售及營銷費用相應增加。其中水泥技術裝
備與工程服務分部增加了人民幣�0.��百萬元；水泥分部增加了人民幣���.��百萬元；新
材料分部增加了人民幣��.��百萬元。

管理費用

�0��年本集團的管理費用為人民幣�,0��.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
增長��.�0%，主要是由於新生產線的不斷投產，營運費用增加，此外研發費用增加。
其中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增加了人民幣���.��百萬元；水泥分部增加了人民幣
�0�.��百萬元；新材料分部減少了人民幣���.0�百萬元。

匯兌損失

�0��年本集團的匯兌損失為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0�.��百萬元，下降
��.��%，主要是由於外幣業務量減少及期末外幣資產餘額減少。

其他費用

�0��年本集團的其他費用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上升
�.��%，主要是由於遠期外匯合約公允價值變動損失。

營業利潤和營業利潤率

�0��年本集團的營業利潤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0.��百萬元，
增長��.��%。其中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增加了人民幣���.��百萬元；水泥分部
增加了人民幣�,��0.��百萬元；新材料分部增加了人民幣���.�0百萬元。

�0��年的營業利潤率為��.��%，較�0�0年的�0.��%，增長了0.�0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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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0��年本集團的利息收入為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
�.��%。

融資費用

�0��年本集團的融資費用為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上
升��.��%。主要是由於融資規模擴大，借款利率上升。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0��年本集團的應佔聯營公司業績為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0.��百萬
元，增長��.0�%，主要是由於部分聯營公司盈利增長較大。

所得稅費用

�0��年本集團的所得稅費用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
長��.��%，主要是由於隨著除稅前利潤的增加而增加。

非控制權益應佔年內利潤

�0��年本集團的非控制權益應佔年內利潤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
�,�0�.��百萬元，增長�.��%，主要由於公司持股比例相對較低的子公司業績增幅較小。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

基於上文所述，�0��年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0�0年
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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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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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2011  �0�0  變化率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重列）

營業額 27,358.12  ��,���.��  �.��
銷售成本 23,397.92  ��,���.��  �.0�
毛利 3,960.20  �,��0.�0  ��.��
銷售及營銷費用 191.76  ���.��  ��.��
管理費用 1,708.50  �,���.��  ��.��
分部業績 2,071.08  �,�0�.��  �.��

營業額

�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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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年的人
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工程完工量保持基本穩定的同時增加了
貿易等業務的貢獻，及採礦服務業務量增加。

銷售成本

�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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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年的
人民幣��,���.��百萬元，增長�.0�%，主要原因是當期業務量增加，成本相應增加。

毛利及毛利率

�0��年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的毛利為人民幣�,��0.�0百萬元，較�0�0年的人
民幣�,��0.�0百萬元，增長��.��%。�0��年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的毛利率為
��.��%，較�0�0年的��.��%，上升�.��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境外工程項目的毛利率及
礦山工程業務毛利率上升。

銷售及營銷費用

�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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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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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用

�0��年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的管理費用為人民幣�,�0�.�0百萬元，較�0�0年的人
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研發費用增加和差旅、業務費、人工成
本等的增長。

分部業績

基於上文所述，�0��年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的分部業績為人民幣�,0��.0�百萬
元，較�0�0年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

水泥

 2011  �0�0  變化率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重列）

營業額 20,241.31  ��,���.0�  ��.��
銷售成本 14,420.58  �0,���.��  ��.��
毛利 5,820.73  �,0��.��  ��.0�
銷售及營銷費用 924.76  ��0.�0  �0.��
管理費用 1,729.83  �,���.��  �0.��
分部業績 3,797.80  �,�0�.��  ��.��

營業額

�0��年水泥分部的營業額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0�百萬
元，增長��.��%，主要原因是銷量增加及產品平均價格上升。

銷售成本

�0��年水泥分部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0,���.��百萬
元，增長��.��%，主要原因是銷量增加。

毛利及毛利率

�0��年水泥分部的毛利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
長��.0�%。�0��年水泥分部的毛利率為��.��%，較�0�0年的��.��%，增長0.��個百分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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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營銷費用

�0��年水泥分部的銷售及營銷費用為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0.�0百萬
元，增長�0.��%，主要原因是銷量增加，包裝、運輸費用增加。

管理費用

�0��年水泥分部的管理費用為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百萬
元，增長�0.��%，主要原因是新投產的生產線增加，運營費用增加。

分部業績

基於上文所述，�0��年水泥分部的分部業績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
�,�0�.��百萬元，增長��.��%。

新材料

 2011  �0�0  變化率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重列）

營業額 6,246.94  �,���.��  �.��
銷售成本 4,798.90  �,��0.0�  ��.��
毛利 1,448.03  �,���.��  (�.�� )
銷售及營銷費用 310.58  ���.�0  ��.��
管理費用 588.77  ���.��  (��.0� )
分部業績 700.94  ���.��  ��.��

營業額

�0��新材料分部的營業額為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
增長�.��%，主要原因是玻璃纖維、CNG氣瓶等產品量增價漲，但部分被風電葉片的價
格下降、銷量減少所抵銷。

銷售成本

�0��年新材料分部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0.0�百萬
元，增長��.��%，主要原因是玻璃纖維及CNG氣瓶銷量的增加，成本相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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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0��年新材料分部的毛利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
減少�.��%。�0��年新材料分部的毛利率為��.��%，較�0�0年的��.��%，減少�.��個百分
點。

銷售及營銷費用

�0��年新材料分部的銷售及營銷費用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0百
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主要產品銷量增加。

管理費用

�0��年新材料分部的管理費用為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
降低��.0�%，主要原因是本年計提的減值準備減少。

分部業績

基於上文所述，�0��年新材料分部的分部業績為人民幣�00.��百萬元，較�0�0年的人民
幣���.��百萬元，增長��.��%。

資金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現金流量：

 2011  �0�0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列）

經營活動（動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1,153.60 ) �,���.��
投資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 (7,796.31 ) (�,���.�� )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5,894.55  �,��0.��
年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162.45  ��,���.��

經營活動（動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於�0��年經營活動（動用）產生的現金淨額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減少至人民
幣-�,���.�0百萬元。主要原因是應收賬款、存貨等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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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

於�0��年投資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由�0�0年的人民幣�,���.��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
�,���.��百萬元。主要用於新建水泥生產線。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於�0��年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由�0�0年的人民幣�,��0.��百萬元，減少至人民幣
�,���.��百萬元。比�0�0年減少的主要原因是報告期內支付的股利和利息增長較大。

營運資金

於�0��年��月��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0,���.��百萬元（�0�0年：人
民幣��,���.��百萬元）。未動用銀行借款授信為人民幣�0,��0.0�百萬元（�0�0年：人民幣
��,���.��百萬元）。本集團於�0��年��月��日之流動比率（以總流動資產除以總流動負債
計算）下降至��.��% （�0�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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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淨額為有息負債總額（包括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列的即期借款、非即期借款、短期融資
券、中期票據與應付債券）減去受限制銀行結餘和銀行結餘及現金。於�0��年��月��日，
本集團淨負債率為��.��%（�0�0年：��.��%）。

憑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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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本集團具備
充足財務資源支持未來擴展。

借款

於�0��年��月��日，本集團的借款餘額為人民幣�0,���.�0百萬元。

 2011年  �0�0年
 12月31日  ��月��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列）

短期借款及一年內到期的長期借款 13,610.40  �,���.��
短期融資券 800.00  �00.00
長期借款，扣除一年內到期的部分 9,641.00  �0,���.��
公司債券 2,487.83  �,���.��
中期票據 4,352.67  �,�00.00   

借款總額 30,891.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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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於�0��年��月��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月��
日之流動資產淨額人民幣���.��百萬元，減少人民幣�,���.�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短期借
款、貿易及其他應付款增加較多。

存貨分析

於�0��年��月��日，本集團之存貨約為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月��日之存貨
人民幣�,���.��百萬元，增加人民幣�,���.0�百萬元，主要由於生產經營規模擴大。�0��
年的存貨周轉天數由�0�0年的�0.��天增加至��.��天，主要是由於部分產品周轉週期變
長。

貿易應收賬款

於�0��年��月��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賬款約為人民幣�,���.��百萬元，較�0�0年��月��
日之貿易應收賬款人民幣�,���.��百萬元，增加人民幣�,���.��百萬元，貿易應收款項周
轉速度下降是貿易應收賬款增加的主要原因。�0��年，本公司的平均貿易應收賬款周轉
天數為��.��天，比�0�0年的��.��天增加��.��天。

在建合同工程

於�0��年��月��日，本集團之在建合同工程約為人民幣�0�.��百萬元（於�0�0年��月��
日：人民幣-���.��百萬元），主要由於部分合同工程結算速度減緩。

資產押記

於�0��年��月��日，本集團以賬面值為人民幣�,���.�0百萬元、人民幣�0�.��百萬元及人
民幣零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租賃款項及投資性物業作為抵押（�0�0年��月��日：
人民幣�,���.��百萬元及人民幣���.��百萬元及人民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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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本集團
 2011  �0�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償還借款擔保 60,000  ���,�00   

合計 60,000  ���,�00   

重大投資

報告期內，本公司無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資產

報告期內，本公司無重大收購及出售資產。

市場風險

本公司在一般業務過程中承受多種市場風險，包括合同風險、外匯風險、利率風險和原
材料與能源價格風險。

合同風險

本公司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業國際業務比重大、建設週期長，海外合同由於受國際
環境以及合同履約當地政治經濟等不可控因素影響，部分項目存在合同延期的風險，存
在變更或終止的風險。

報告期內本公司進一步加強了合同風險管理，規範新簽合同條款，提高合同執行力；對
在手合同進行清理，做好風險防範預案；對正在施工項目，加強對業主付款風險的評
估，密切關注業主資信狀況，及時進行工程階段性結算；就已經發生的相關項目的緩
建、停建，積極和業主溝通，避免損失。未來公司將繼續加強上述措施，以有效應對合
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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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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工程以及產品出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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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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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利率會由貸款人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變動而做出調整。因此，本集團承受借款利率波動而引發的風
險。

原材料與能源價格風險

鋼材、煤炭、電力、天然氣等為公司主要消耗的原材料和能源，其價格波動對公司成本
效益影響較大。

展望

�0��年世界經濟復蘇之路依然嚴峻。中國經濟將圍繞“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實施積極的
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的發展。積極推進改革和結構調整，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解決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公司將在不
斷鞏固三大主業的基礎上發展相關多元產業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和提
升產品品質，優化資源配置，不斷提高創新能力，積極開拓市場，擴大產業規模，提升
質量效益。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0��年將進一步加強對國際市場開發的統籌規劃，積極
探索針對不同國家特點的差異化商業模式，在鞏固傳統市場的同時，加大對印度、俄羅
斯、南美等新興市場的開發，繼續提升國際競爭優勢；進一步加大非水泥產業相關工程
領域EPC市場的開拓力度；進一步加大節能環保新技術、新產品以及其他新產業領域的
技術研發力度，為新產業的拓展提供技術支撐。努力提升光伏工程、水泥窯協同處置城
市廢棄物等新業務的規模和貢獻度；不斷擴大備品備件等售後服務業務在銷售收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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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進一步加強工程服務與裝備製造的協同，不斷提升裝備自給率。進一步做優做強
採礦服務業，積極向冶金、有色、化工等行業拓展。力爭�0��年新簽合同額超過人民幣
�00億元。

水泥分部將繼續堅持區域龍頭戰略，把握國家西部大開發和支持新疆發展的有力時機，
加快戰略佈局，積極推動併購重組，擴大市場佔有率和區域控制能力。持續強化內部管
理，全面提高運營效率，提升主要運營指標，努力降低成本，開拓市場，保證市場競爭
激烈區域中企業的盈利水平。預計至�0��年底，公司控制的水泥產能將超過�億噸。同時
加快推進商品混凝土及相關產業發展，公司�0��年末的商品混凝土產能將超過�,000萬立
方米。

新材料分部將抓住國家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有利時機，發揮技術優勢，加大研發
投入，不斷提升創新能力，加大新產品的開發力度；在擴大優勢產品產能的同時，深度
挖掘市場，樹立品牌和提升核心競爭力。適時調整產品結構和市場定位，努力實現產業
向高端發展轉型。積極實施風電葉片的國際化戰略，加快新產品的開發和升級換代，實
現產品的規模化。玻璃纖維業務要繼續調整產品結構和市場定位，提升技術水平和產品
品質。太陽能多晶硅熔煉器在完善生產基地佈局的同時，將不斷優化生產工藝流程，降
低成本，充分發揮產能，積極開拓國內外市場。CNG氣瓶產業將抓住市場機遇，快速擴
大產業規模，積極開拓高端市場，提高市場佔有率。公司將繼續擴大其它先進複合材料
的產能規模，努力開拓市場，積極培育新的增長點。

股息

本公司於�0��年�月��日（星期二）舉行年度董事會會議，以提呈決議案建議派付截至�0��
年��月��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除稅前），合共約人民幣���.��百萬元。
倘利潤分配預案獲股東於�0��年�月��日的�0��年年度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批准，則
末期股息將派付予於�0��年�月��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持有人。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代扣代繳企業
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00�]���號）的規定，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H股非居民企
業股東派發�00�年及以後年度股息時，統一按�0%的稅率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据此，
本公司須於向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分派末期股息前按�0%的稅率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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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企業所得稅。以非個人登記股東名義登記（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
代名人、信託人或其他團體及機構）的股份，將視為由非居民企業股東持有，因此應收股
息須預扣企業所得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0��年�月��日頒佈的《關於國稅發[����]0��號文件廢止後有關個人
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從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香港發行的股份
取得的股息，一般可按�0%的稅率繳納個人所得稅。然而，就各個境外居民個人股東而
言，稅率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內地的相關稅收協定而可能有所不同。根據上
述通知，在向於�0��年�月��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H股個人股東分派末期股息時，本
公司將預扣�0%的末期股息作為個人所得稅，除非相關稅務法規、稅收協定或通知另有
規定。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0��年�月��日（星期日）至�0��年�月��日（星期二）期間（首尾兩日包括在內）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年度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本公司H股持有
人須於�0��年�月��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半前，將所有過戶文件交回本公司於香港的H股
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樓
����-����室。

本公司將於�0��年�月��日（星期一）至�0��年�月��日（星期五）期間（首尾兩日包括在內）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收取股息，本公司H股持有人須於�0��年�月��日
（星期五）下午四時半前，將所有過戶文件交回本公司於香港的H股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號合和中心�� 樓����-����室。

企業管治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本公司一直全面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所有守則條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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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並要求本公司董事及監事的證券交易依照標準守則進行，該標準也適用於本公司
的高級管理人員。經本公司做出特別查詢後，全體董事及監事已確認他們在�0��年整個
年度一直完全遵守標準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陸正飛先生、王世民先生及一名非執行董事劉
志江先生組成。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
商討有關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包括審閱�0��年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經審核年度
業績，並無異議。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截至�0��年��月��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股份。

刊登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將於本公司網站(www.sinoma-ltd.cn)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刊載。
本公司之�0��年年度股東大會將於�0��年�月��日（星期二）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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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的�0��年年報以及年度股東大會之通告，並在本
公司及聯交所網站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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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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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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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