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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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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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KING	HOLDINGS	LIMITED
中國龍工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39）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公佈

中國龍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期間」）的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
零一零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12,721,160	 ��,0��,���
銷貨成本  (9,507,055	) (�,���,��� )    

毛利  3,214,105	 �,���,���

其他收入 4 93,149	 ��,���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369,509  (�,��� )
銷售及分銷開支  (592,782	) (���,��� )
行政開支  (294,489	) (���,��� )
研發開支  (342,120	) (���,�00 )
其他開支  (12,427	) (��,��� )
財務收入 4 27,992	 �0,0��
財務成本 � (395,153	) (�0�,0�0 )    

除稅前溢利 6 2,067,784	 �,���,���

所得稅開支 7 (337,917	) (���,��� )    

年內溢利  1,729,867	 �,���,���

其他全面收入  –	 –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1,729,867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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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下列各方應佔年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729,502  �,���,�0�
 非控制權益  365	 ���    

  1,729,867  �,���,���    

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一年內溢利 9 0.40	 0.��    

攤薄
 －一年內溢利 � 0.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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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37,752  �,0��,���
 預付租約款項  205,642	 ���,���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59,218	 –
 融資租約應收款項 10 446,026	 �,���,���
 遞延稅項資產  204,529	 ��0,0��
 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  239,952	 ���,���
 應收貸款 11 –	 �0,���    

非流動資產總額  4,793,119	 �,���,���    

流動資產
 預付租約款項  5,383	 �,���
 存貨 12 4,379,718  �,���,���
 融資租約應收款項 10 852,340	 ���,���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3 3,130,134	 �,��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824,690	 ���,���
 已抵押存款 15 470,649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 1,684,400	 �0�,���    

流動資產總額  11,347,314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6 2,723,074  �,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973,513	 ���,���
 計息銀行借款 17 795,425	 �,���,���
 可換股債券 18 24,846  –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12,704  �,0��
 應付所得稅  127,405	 ���,���
 撥備  150,749	 ���,���
 衍生金融工具 18 13	 –    

流動負債總額  4,807,729  �,���,�0�    

流動資產淨額  6,539,585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332,7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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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按金  108,026	 ���,���
 計息銀行借款 17 1,511,719  ��0,���
 可換股債券 18 825,329	 ��0,���
 長期貸款票據 19 2,205,315	 –
 遞延稅項負債  72,136	 ��,��0
 撥備  24,994	 –
 衍生金融工具 18 178,416	 ���,���    

非流動負債總額  4,925,935  �,���,���    

資產淨值  6,406,769	 �,���,0��    

股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444,116	 ���,���
 股份溢價及儲備  5,646,826	 �,��0,���
 建議末期股息  313,661	 ���,���    

  6,404,603  �,��0,��0
非控股權益  2,166	 �,�0�    

總權益  6,406,769	 �,���,0��    



- � -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公司資料

中國龍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一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
法（二零零零年修訂本）第二十二章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控股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China Longgong 
Group Holdings Limited。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地址於年報簡介中披露。

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製造及分銷輪式裝載機、壓路機、挖掘機、
起重叉車及其他基建機器以及為基建機器提供融資租約。

2.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
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和詮釋）、香港普遍採納的會計原
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惟若干樓宇及衍生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除外。該
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除非另有說明外，該等財務報表以港幣列報，所有
價值進位至最接近的人民幣千元。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
表。附屬公司與本公司的財務報表的報告期間相同，並採用一致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司
的業績由收購日期（即本集團取得控制權之日）起計綜合入賬，並繼續綜合入賬至該等控制
權終止時為止。集團內公司間的結餘、交易、集團內公司間交易所引致未變現盈虧及股息
均於綜合賬目時全數抵銷。

附屬公司的全面收益總額乃歸屬於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引致結餘為負數。

於不喪失控制權情況下附屬公司的所有權權益發生變動，則按權益交易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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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本集團失去對一間附屬公司的控制權，則其撤銷確認(i)該附屬公司的資產（包括商譽）及
負債、(ii)任何非控股權益的賬面值及(iii)於權益內記錄的累計交易差額；及確認(i)所收代
價的公平值、(ii)所保留任何投資的公平值及(iii)損益中任何因此產生的盈餘或虧損。先前
於其他全面收益表內確認的本集團應佔部份重新分類為損益或保留盈利（視何者屬適當）。

2.2	 會計政策及披露事項的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的財務報表內首次採納下列新制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首次採納者就相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號披露資料的有限豁免」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有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呈列－
  供股的分類」的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
 －詮釋第��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規定的預付款項」的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清償財務負債
 －詮釋第��號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的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的改進  的改進

除如下文所進一步闡釋（有關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及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包含於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改進內）的影響）外，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該等財務報表產生重大財
務影響。

採納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有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闡明及簡化有關連人士的定義。新定義強調有關連人士
關係的對稱性，並闡明人員及主要管理人員影響一家實體的有關連人士關係的情況。
經修訂準則亦引入報告的實體與政府及受同一政府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的實體
進行交易的一般關連人士披露規定的豁免。關於有關連人士的會計政策已修訂，以反
映根據經修訂準則的有關連人士定義變動。採納該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
業績表現概無構成任何影響。關連人士交易的詳情包括關連可比較資料，乃載於綜石
財務報表附註��。

(b)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佈的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當中載列對若干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各項準則均設有獨立過渡性條文。儘管採納部分修訂可能導致會
計政策變動，惟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政狀況或業績表現概無構成重大財務影響。最
適用於本集團的主要修訂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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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業務合併」：修訂闡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會
計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的修訂消除對或然代價的豁免，並不適用
於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前所進行的業務合併的或
然代價。

 另外，修訂限制非控股權益計量選擇的範圍。屬於現時擁有權權益並賦予其擁
有人於清盤時按比例分佔實體的被收購方淨資產的非控股權益成份，方可以公
平值或以現時的擁有權工具按比例分佔被收購方可識別淨資產計量。除非其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須採用其他計量基準，否則非控股權益的一切其他成份
均以收購日期的公平值計量。

 修訂亦加入明文指引，以闡明尚未取代及自願取代的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獎勵
的會計處理方式。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財務報表的呈列」：修訂闡明其他全面收益各成份的分析可
於權益變動表或財務報表附註呈列。本集團選擇於權益變動表呈列其他全面收
益各成份的分析。

•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修訂闡明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
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對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
則第��號所作出的後續修訂預期將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的後開始的年度期
間或開始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時（兩者中以較早者為準）應用。

2.3.	 已頒佈但未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於該等財務報表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嚴重惡性通脹及取消首次採納者的固定
  過渡日」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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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其他實體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財務報表的呈列：其他全面
  收益項目的呈列」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所得稅－遞延稅項：
  相關資產的收回」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詮釋第�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披露－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呈列－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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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評估初步應用時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的影響。目前，該等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會計準則不可能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造成重大影響。

3.	 經營分類資料

二零一一年

分類收益及業績

	 銷售		 建築機器
	 建築機器		 融資租賃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收益 12,515,897		 205,263		 12,721,160

分類業績 2,185,522		 166,706		 2,352,228
對賬︰
利息收入     27,992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溢利     95,381
企業其他未分配開支     (12,664	)
財務成本     (395,153	)     

除稅前溢利     2,067,784
     

分類資產 12,438,059		 1,342,796		 13,780,855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359,578     

總資產     16,140,433
     

分類負債 3,346,656		 646,404		 3,933,060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5,740,604     

總負債     9,73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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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分類收益及業績

 銷售  建築機器
 建築機器  融資租賃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收益 ��,���,���  �0�,���  ��,0��,���

分類業績 �,�0�,���  ���,���  �,���,���
對賬︰
利息收入     �0,0��
未分配其他開支     (��,��� )
企業其他未分配開支     (�,��� )
財務成本     (�0�,0�0 )     

除稅前溢利     �,���,���
     

分類資產 �,���,���  �,���,���  ��,�0�,���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     

總資產     ��,���,���
     

分類負債 �,�0�,���  �,���,���  �,���,���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0�,���     

總負債     �,��0,��0
     

來自主要產品及服務的收益

本集團來自其主要產品及服務的收益分析卜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輪式裝載機 8,866,956		 69.7	 �,���,���  ��.�
挖掘機 1,713,353		 13.5	 �,���,���  ��.�
壓路機 367,480		 2.9  ���,���  �.�
起重叉車 929,296		 7.3	 ���,���  �.�
其他 638,812		 5.0	 ���,���  �.�       

小計 12,515,897		 98.4	 ��,���,���  ��.�

融資租約利息收入 205,263		 1.6  �0�,���  �.�       

合計 12,721,160		 100	 ��,0��,���  �00
       

概無自單一客戶產生的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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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財務收入及其他溢利及虧損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27,992	 �0,0��
   

其他收入
政府補助 60,184	 ��,���
其他 32,965	 ��,���   

 93,149  ��,���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溢利及虧損
可換股債券的衍生部分公平值溢利╱（虧損） 239,996	 (��,��0 )
贖回可換股債券時溢利 –	 ��,0��
可換股債券匯兌調整 37,363	 �0,���
外匯溢利 58,018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時（虧損）╱溢利 (2,608	) �,���
呆壞賬撥備 (6,321	) �,��0
融資租約應收款項撇銷 –	 (�,��� )
出售陳舊及廢棄原材料時溢利 43,061	 ��,���   

 369,509	 (�,��� )
   

5.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五年內須償還銀行借款利息 149,522	 ��,0��
長期貸款票據利息 93,726	 –
可換股債券利息 116,862	 ���,���
其他財務成本 35,043	 –   

 395,15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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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抵免）以下各項後釐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9,507,055  �,���,���
折舊 283,501	 �0�,��0
土地租賃付款攤銷 8,763	 �,���
研發成本 342,120	 ���,�00
核數師酬金 3,020	 �,0��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董事薪酬（附註�））
 薪資及薪酬 563,833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6,666	 �0,��0   

員工成本總額 610,499	 ���,���   

外匯差額，淨額 95,381	 ��,���

金融資產的減值
 －應收貿易款項（附註��） 945	 (�,��� )
 －其他應收款項（附註��） 1  �,���
 －融資租約應收款項（附註�0） 5,375	 �,���   

 6,321  �,���   

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6,312	 –
產品保證撥備 280,978	 ���,���
可換股債券衍生部分公平值（溢利）╱虧損 (239,996	) ��,��0
銀行利息收入 (27,992	) (�0,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時虧損╱（溢利） 2,608	 (�,��� )
出售陳舊或廢棄物料時溢利 (43,061	) (��,��� )
   

7.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集團︰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321,246	 ���,���
 過往年度企業所得稅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3,353	) �,��0
 已付預提稅項 –	 �,���   

 297,893	 ���,���

遞延稅項 40,024	 (��,��� )   

年內稅項開支總額 337,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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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大陸法定稅率按除稅前溢利計算的所得稅開支與按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開支進行對
賬，同適用稅率（即法定稅率）與實際稅率對賬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除稅前溢利 2,067,784	   �,���,���
     

按法定稅率��%計算的稅項
 （二零一零年︰ ��%） 516,946		 25.0	 ���,���  ��.0
毋須繳付稅項的收入(i) (86,855	)	 (4.2	) (��,��� ) (0.� )
不可扣減稅項的開支(ii)  50,632		 2.4	 ��,���  �.�
未確認稅項虧損的稅項影響 5,855		 0.3	 �,0��  0.�
動用早前未確認稅項虧損 –		   (�,��� ) (0.�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701	)	 (0.1	) �,��0  0.�
按不同所得稅率扣除的遞延稅項 291		 0.01	 �,���  0.�
預扣稅項的影響 24,978		 1.2	 ��,���  �.�
優惠稅率��.�%及��%的影響 (171,229	)	 (8.3	) (���,��� ) (��.� )       

年內稅項開支及實際稅率 337,917		 16.3	 ���,���  ��.�
       

(i) 毋須繳付稅項的收入主要包括可換股債券衍生部分公平值溢利及可換股債券及長期貸
款票據匯兌溢利。

(ii) 不可扣減稅項的開支一般乃指無適當扣稅文件的開支及其他雜項開支（即可予撥備稅
項減免限額超出部分），如招待開支及廣告開支。

8.	 股息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確作分派的股息︰
 二零一零年末期每股港幣0.�元
  （二零零九年末期︰港幣0.0�元） 355,732  ��0,���
 二零一一年中期每股港幣0.0�元
  （二零一零年中期︰港幣0.�0元） 209,397	 ���,00�   

	 565,129	 ���,���
   

股東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港幣0.�0元（二零零九年：港幣0.0�元），並於隨後派發予本公司
股東。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0�元（二零一零年︰港幣0.�0
元）已獲董事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批准，且其後向本公司股東支付。



- �� -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0.0�元（相當於合共人民
幣���,���,000元）已由董事建議，惟須待股東於擬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舉行股東週年大會
上批准。

9.	 每股盈利

計量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各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
 用於計量每股基本盈利 1,729,502	 �,���,�0�

可換股債券票據的利息 116,861	 ��,���
可換股債券匯兌調整 (37,363	) (��� )
可換股債券衍生部分公平值溢利	 (239,996	) (�0,0�� )
贖回可換股貸款票據時溢利 –	 (��,0�� )   

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未扣除可換股債券
 的利息、溢利及虧損 1,569,004	 �,���,���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股 		 千股

股份
計量每股基本盈利所用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的加權平均股數 4,280,100	 �,��0,�00

攤薄影響－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
 可換股債券 327,611	 ���,�0�   

計量每股基本攤薄盈利所用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的加權平均股數 4,607,711	 �,���,�0�
   



- �� -

10.	 融資租約應收款項

	 本集團
	 	 最低租賃付款
	 最低租賃付款	 的現值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租約應收款項包括︰
 一年內 910,261	 ���,���  852,340	 ���,���
 一年至五年內 493,787	 �,���,��0  451,401	 �,���,���       

 1,404,048  �,���,���  1,303,741	 �,��0,0�0
減︰未賺取財務收入 100,307  ���,���  –	 –
減︰減值撥備 5,375  –  5,375	 –       

應收最低租賃付款的現值 1,298,366	 �,��0,0�0  1,298,366  �,��0,0�0
       

按以下分析︰
 流動部分     852,340	 ���,���
 非流動部分     446,026	 �,���,���       

     1,298,366	 �,��0,0�0
       

融資租約應收款項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	 –
已確認減值虧損 5,375	 �,���
撇銷 –	 (�,���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5,375	 –
   

融資租賃項下租賃資產的無保證餘值為零。年內並無確認任何或然租金收入。

上述融資租賃的實際年利率介乎於�.�%至�0%之間（二零一零年︰ �.�%至��%）。

融資租約應收款項已就租賃基建機械作出擔保。倘無租賃違約時，本集團不可出售或重新
抵押抵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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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收到的可退回融資租約按金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部分 219,994  ���,���
非流動部分 108,026	 ���,���   

 328,020	 ���,�0�
   

11.	 應收貸款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固定利率應收貸款
－一年內到期 16,580	 ��,�0�
－一至兩年內到期 –	 �,���
－兩至五年內到期 –  ��,0�0   

 16,580	 ��,���

－減︰一年內到期金額 16,580	 ��,�0�   

 –	 �0,���
   

應收貸款按年息介乎於�.��%至��.00%。一年內的應收貸款計入其他應收款項。

12.	 存貨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1,197,593	 �,0��,��0
在建工程 211,540	 ���,���
製成品 2,970,585  �,���,��0   

 4,379,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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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2,444,862	 �,0��,���
減值虧損 (66,568	) (��,��� )   

 2,378,294	 ��0,���

應收票據 751,840	 ���,���   

 3,130,134	 �,��0,���
   

除新客戶一般需預繳款項外，本集團主要按信貸方式與客戶交易。而主要客戶信貸期一般
為期三個月且最高為六個月。每位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嚴謹監察其未償還應
收款項，並設有信貸監控部門務求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理層更會定期檢討逾期欠
款。鑒於以上所述及目前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涉及大量不同客戶，因此並無高度集中的
信貸風險。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物或其他信貸產權負擔。貿易
應收款項不計利息。

按發票日期計及扣除撥備後，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1,775,503	 ���,0��
三至六個月 528,581	 �,���
六個月至一年 74,210	 ���   

	 2,378,294	 ��0,���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65,623	 ��,���
確認╱（回撥）減值虧損 945	 (�,���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66,5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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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獨立或共同認為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未到期亦未減值 2,304,084	 ��0,0��
一個月內到期 68,060	 ���
一至三個月到期 6,150	 �0�   

 2,378,294	 ��0,���
   

即未到期亦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與大批不同需求且並無任何近期違約記錄的客戶有關。

到期但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與若干於本集團擁有良好往績記錄的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往經
驗，本公司的董事認為，該等餘款毋須作出減值撥備，乃因信貸質素並無出現重大變動，
且餘款仍視為可悉數收回。

於報告期末，應收票據賬齡為六個月。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向銀行
抵押任何應收票據，以取得短期信貸融資（二零一零年︰人民幣���,��0,���元）。

14.	 預付款項、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9,338	 ��,��0  2,016	 ���
減︰減值 (19,353	) (��,��� ) –	 –       

 89,985	 ��,���  2,016	 ���       

預付款項 348,944	 ���,���  –	 –
可扣減增值稅 385,761	 ���,�00  –	 –       

 824,690	 ���,���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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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變動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19,352	 ��,���
已確認減值虧損 1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9,353  ��,���
   

1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有抵押存款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2,092,473	 ��0,0��  311,926  �,���
定期存款 62,576	 �,���  57,762	 –       

	 2,155,049	 ���,���  369,688	 �,���       

減︰有抵押定期存款︰     –	 –
抵押銀行承兌票據（附註��） (470,649	) (���,��� )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84,400	 �0�,���  369,688	 �,���
       

初始貨幣	 美元		 港元		 歐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0�0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0��  �
     

16.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1,793,168	 �,���,���
應付票據 929,906	 �,��0,���   

 2,723,07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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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發票日期計，於報告期末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六個月內 2,674,804	 �,���,0��
六個月至一年 21,842	 ��,�0�
一至兩年 16,317	 �,���
兩至三年 3,831  �,���
三年以上 6,280	 �,���   

 2,723,074	 �,0��,���
   

應付票據於報告期末為六個月且由有抵押銀行存款提供擔保（附註��）。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免息。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7.	 計息銀行借款

本集團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實際利率      實際利率
 (%)		 到期		 人民幣千元 	 (%)  到期  人民幣千元

即期
銀行貸款－無抵押 3.22	–	7.22		 二零一二年		 700,225	 �.�� – �.��  二零一一年  �,���,���
長期銀行貸款即期部分
 －無抵押 4.86	–	7.28		 二零一二年		 95,200	 �.�� – �.0�  二零一一年  ���,0�0           

     795,425	     �,���,���           

非即期
銀行貸款－無抵押 4.86	–	7.28		 二零一三年		 1,511,719  �.�� – �.0�  二零一二年  ��0,���
	 		至二零一四年		 		 		至二零一四年           

     2,307,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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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實際利率      實際利率
 (%)		 到期		 人民幣千元 	 (%)  到期  人民幣千元

即期
銀行貸款－無抵押 1.73-6.5		 二零一二年		 495,046	 �.�� – �.��  二零一一年  ��,0��
長期銀行貸款即期部分
 －無抵押 –		 		 –  �.�� – �.��  二零一一年  ��0,0�0           

   		 495,046	     ���,0��           

非即期
銀行貸款－無抵押 1.69-4.31		 二零一三年		 64,499  �.�� – �.��  二零一二年  ���,��0
	 		至二零一四年		 		 		至二零一四年           

    	 559,545	     ��0,���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據分析︰

一年內 795,425	 �,���,���  495,046  ���,0��
第二年 866,719	 ���,���  64,499	 ���,���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645,000	 ���,���  –	 ���,�0�       

 2,307,144	 �,���,���  559,545	 ��0,���
       

本集團以相關集團實體的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列值的銀行借款如下︰

初始貨幣	 美元		 港元		 歐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0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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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可換股債券及衍生金融工具

本集團及本公司	 負債部分		 衍生工具部分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i) ��,���  ��  ��,���
 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ii)  ���,���  ���,���  �,00�,���     

 ��0,���  ���,���  �,0��,�0�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i) ��,���  �,��0  ��,���
 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ii)  ���,���  ���,���  �,���,���     

 ��0,���  ���,���  �,���,�0�
     

i)	 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本公司發行���百萬美元的可換股債券（「二零零七年可換
股債券」），發行價為每份�0,000美元的可換股債券�0,000美元。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
券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各持有人可按初步兌換價港幣�0.����元（「二零零七年
兌換價」）將每份可換股貸款票據兌換為一股本公司普通股，惟須受於二零零七年四月
二十七日刊發的發售通函（「二零零七年發售通函」）所列之反攤薄調整規限。於二零一
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二零零七年兌換價已於作出反攤薄調整後修訂為港幣�.��元。

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及衍生工具部分於年內變動如下︰

本集團及本公司	 負債部分		 衍生工具部分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  ���,���
 匯兌調整 ���  –  ���
 利息開支 ��,���  –  ��,���
 贖回 (�0�,��� ) (��,��� ) (�0�,��� )
 公平值變動 –  (�0,0�� ) (�0,0�� )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0  ��,���
     

 匯兌調整 (�,�0� ) –  (�,�0� )
 利息開支 �,���  –  �,���
 公平值變動 –  (�,��� ) (�,��� )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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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本公司發行���百萬美元的另一批可換股債券（「二零零
九年」可換股債券），發行價為每份�0,000美元的可換股債券�0,000美元。二零零九年
可換股債券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各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持有人可按初步兌換
價港幣�.00元（「二零零九年兌換價」）將每份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兌換為一股本公司
普通股，惟須受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六日刊發的發售通函（「二零零九年發售通函」）所列
之反攤薄調整規限。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二零零九年兌換價已於作出反攤薄
調整後修訂為港幣�.��元。

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及衍生工具部分自發行以來於年內變動如下︰

本集團及本公司	 負債部分		 衍生工具部分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0��  ���,��0
 匯兌調整 (��,��� ) –  (��,��� )
 利息開支 �0�,���  –  �0�,���
 公平值變動 –  �0�,���  �0�,���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匯兌調整 (��,��� ) –  (��,��� )
 利息開支 ���,���  –  ���,���
 公平值變動 –  (���,��� ) (���,��� )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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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長期貸款票據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為��0百萬美元的優先票據（「該等票據」），該等票
據將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到期。自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日起（包括該日），該等票據按年
利率�.�0厘計息，每半年支付一次，即於每年六月三日及十二月三日支付。

選擇性贖回該等票據

由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至適用贖回日期，本公司或會一次或多次如於下文所示年度的六月
三日起十二個月期間內，按下文所載贖回價格（以本金額百分比表示）贖回所有或任何部分
該等票據，另加所贖回該等票據的應計及未付利息（如有），惟該等票據持有人有權於相關
記錄日期收取相關派息日的利息：

年份	 贖回價格

二零一四年 �0�.��0%
二零一五年及其後 �0�.���%

本公司可選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前隨時按相當於所贖回該等票據全部本金額的贖回
價格全部（而非部分）贖回該等票據，另加截至贖回日期的適用溢價及應計及未付利息（如
有）。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前，本公司可隨時及不時選擇以於股票發售中一次或多次銷
售本公司普通股所得的現金款項淨額，按相當於所贖回該等票據本金額�0�.�0%的贖回價
格，贖回最多為該等票據本金總額的��%，另加贖回日期的應計及未付利息（如有），惟於
每次有關贖回後，於原發行日期最初發行的該等票據須有至少��%的本金總額尚未償還，
且任何有關贖回須於有關股票發售結束後�0日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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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業務回顧

受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影響，本年度內銷售增長有所放緩。本財政年度的綜合銷售較上
個財政年度增加�.�%至人民幣��,���百萬元。經營毛利約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
約人民幣�,���百萬元減�.�%。整體毛利率由��.�%減少至��.�%。本集團認為導致毛利率
的原因如下：

(�) 由於受到宏觀政策的影響及行業成本壓力，總體製造成本上升；

(�) 管理層顧及挖掘機市場風險而調整運營模式導致平均售價降低。

於本年度內，中國北部繼續為本公司的主要銷售地區，佔總營業額約��.��%（二零一零
年：��.��%），西北地區本年度內佔總營業額約��.��%（二零一零年：��.��%）。南部地
區佔總營業額的百分比約�.��%（二零一零年：��.��%）。東北，華東，西南及華中的收
益佔總營業額均有所下降，分別佔約�.��%，�0.��%，�.��%及��.��%（二零一零年：分
別佔�.�%，��.��%，��.��%及��.��%）。出口營業額達人民幣��0百萬元，增幅��.��%。

產品分析

輪式裝載機

輪式裝載機的收益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0%，與去年基本持平（二零一零年：佔本集團
營業額約��.��%）。

ZL�0系列繼續是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於本年度內的營業額達人民幣�,���百萬元，較去
年增加�.��%。ZL�0系列為集團第二大收入來源，其營業額達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
增加約��.��%。ZL�0系列在整體銷售中的比重不大，其營業額達人民幣��百萬元，僅約
為佔總營業額約0.��%。小型裝載機營業額達人民幣���百萬元，比去年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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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機

挖掘機營業額回落約��.��%至人民幣�,���百萬元（二零一零年：人民幣�,���百萬元）。

叉車及壓路機

本年度內，本集團銷售��,�00台叉車，銷售額增長��.��%至約人民幣���百萬元（二零一
零年：�0,���台，銷售額為人民幣���百萬元），主要是由於龍工致力於銷售渠道的不斷
擴展，逐步打造起該領域的品牌效應。壓路機營業額達人民幣���百萬元，較二零一零年
減少��.��%（二零一零年：銷售額為人民幣���百萬元)，這是由於公路，港口，城鎮等固
定資產的投資增速減緩導致的需求調整。

零件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零件的銷售收益約達人民幣���百萬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0.��%（二零一零年:人民幣��0百萬元），佔集團總營業額約�.��%。

融資租賃利息

於二零一一年，來自融資租賃利息收入的營業額佔本集團總收益�.�%，較去年略有下降
（二零一零年：佔本集團營業額約�.�%）。

財務回顧

現金及銀行結餘

本集團年內的現金狀況良好。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
約為人民幣�,���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0�百萬元）。本集團並
以約人民幣���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百萬元）的銀行存款作為
抵押，以取得銀行開出的應付票據，供購買原料之用。

與去年比較，現金及銀行結餘增加約人民幣�,���百萬元，此乃由於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淨
額約人民幣�,���百萬元、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百萬元、融資活動現金流入
淨額人民幣�,���百萬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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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仍然維持穩固的財務狀況。股東資金總額由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百萬元增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0�百萬元，升幅為��.�%。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流動比率為�.��。

董事認為，本集團有足夠資源支持其營運資金需求及應對其可預見的資本開支。

資本架構

年內，本公司概無於期間贖回其任何股份。

年內，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發行本金總額為��0百萬美元的優先票據。該票據
按�.�%的年率計息，將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到期。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間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
何股份及任何其他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資產負債比率（其定義為總負債除以資產額）約為
�0.��%（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

資本開支

期間，本集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約人民幣���百萬元（二零一零年：約人民幣���百萬
元），以擴充福建，上海，江西，河南四大基地產能。該等資本開支以換股貸款票據、長
期票據、銀行借貸及本集團內部資金悉數撥付。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收購物業，厰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已訂約但尚
未計入財務報表，該等開支約為人民幣���百萬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
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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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0��年是中國工程機械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節點，總體上將告別了持續多年的超高速增
長階段，進入一個平穩增長的「中速」發展階段。未來中長期，中國工程機械仍舊具備了
積極發展的推動力。國家將確保國家已經批准開工的在建水利、電力、鐵路、重大裝備
等項目順利推進，對拉動工程機械市場需求起到重要作用，同時，國家城鎮化進程的快
速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政策的落實等將為工程機械市場發展提供巨大的空間；國際市
場對中國製造工程機械產品的認可度越來越高，中國高性價比的產品勢必獲得國外用戶
更多的青睞。在中國宏觀環境總體樂觀的同時，工程機械行業又將面臨產能過剩、競爭
加劇、生產要素成本持續上升以及需求短期不振的局面，市場的機遇將更傾向於做好充
分準備的企業。

基於此，我們將在�0��年穩中求進，借助管理和運營模式的變革，主動調整，借助已形
成的龍工的競爭優勢，尋找新的突破點和發力點，以期實現穩健發展。�0��年，我們會
更加努力，全力確保裝載機行業領導者地位，促進挖掘機產業健康穩定發展，大力提升
叉車和路面機械的市場競爭力，緊緊抓住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提升龍工品牌，打造核
心競爭力，為廣大投資者帶來最大的回報！

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董事會致力維持並確保高水準的企業管治常規。董事會強調，為維持董事會的質素，各
董事須具備不同的專長，提高透明度及實施有效的問責制度，務求提升股東價值。董事
認為，本公司於本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所載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遵守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確認在
年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 �� -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連同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已持續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就審
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進行討論及審閱本集團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概無贖回其任何股份。

年內，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發行本金總額為��0,000,000美元之優先票據。票據
將按年利率�.�%計息，並將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到期。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或任
何其他上市證劵。

股息

年內向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0�元，總金額為港幣���百萬元（相當於人民幣�0�百
萬元）。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
股普通股港幣0.0�元。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二年六月四日（星期一）（首尾兩日
包括在內)暫停股份登記，期間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為確定股東享有末期股息的資
格，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作登記，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號合和中心��樓����-����室。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工作範圍

初步公佈所列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綜合全面收入報表及其相關附註的數字，已經獲得本集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同
意，該等數字乃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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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數額。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在此方面履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
港核數準則、香港委聘審閱準則或香港保證聘約服務準則的保證聘約，因此安永會計師
事務所概不會就初步公佈發表任何保證。

刊登財務資料

本全年業績公佈刊登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lonking.cn)， 而
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同時刊登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
站(www.lonking.cn)。

承董事會命
中國龍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新炎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新炎先生、邱德波先生、羅健如先生、陳超先生、
林鍾明先生及房德欽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倪銀英女士，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潘龍清先生、錢世政博士及韓學松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