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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893）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  �0��  變化率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營業額 22,981.52  ��,���.��  �.��

期內利潤 617.83  �,���.��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181.99  ���.��  (��.�� )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人民幣元） 0.05  0.��  (��.�� )

註：  �0��年重列為本報告期內完成共同控制下對南京水泥工業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材資產
管理（蘇州）有限公司、唐山中材物業服務有限公司收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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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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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  �0��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營業額 � 22,981,522  ��,���,���
銷售成本  (19,393,821 ) (��,���,�0� )    

毛利  3,587,701  �,0��,���
利息收入  125,918  �0�,0��
其他收入  335,995  ��0,���
銷售及營銷費用  (669,613 ) (��0,��� )
管理費用  (1,654,481 ) (�,���,0�0 )
匯兌損失  (13,185 ) (��,��� )
其他費用  (23,218 ) (��,��� )
融資費用 � (904,363 )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8,985  ��,���    

除稅前利潤  793,739  �,���,���
所得稅費用 � (175,912 ) (���,��� )    

期內利潤 � 617,827  �,���,���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181,984  ���,���
 非控制權益  435,843  �,���,���    

  617,827  �,���,���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按每股人民幣元列值） � 0.0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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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  �0��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期內利潤  617,827  �,���,���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安全生產費撥備  9,020  ��,���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12,543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虧損）收益  (412,199 ) �,���,�00
有關其他全面（開支）收益項目的所得稅  103,825  (���,��� )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扣除稅項）  (311,897 ) �,�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05,930  �,���,0�0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28,911 ) �,���,���
 非控制權益  434,841  �,���,���    

  305,93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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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0��年�月�0日

  2012年  �0��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月�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7,140,345  ��,���,���  ��,0��,���
 預付租賃款項  3,216,216  �,���,���  �,���,���
 投資物業  180,327  ���,���  �0�,0��
 無形資產  709,168  ���,�0�  ���,��0
 採礦權  481,118  ���,���  ��0,0��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275,795  �,���,��0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933,483  �,���,���  �,���,���
 預付收購附屬公司款項  –  �0�,�00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0 16,939  ��,���  ��,��0
 其他非流動資產  215,681  ���,���  ���,���
 遞延所得稅資產  623,476  ���,�0�  ���,���      

  45,792,548  ��,���,��0  ��,��0,���      

流動資產
 存貨  7,323,157  �,���,���  �,���,��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0 20,317,321  ��,���,���  �0,���,���
 應收客戶的合同工程款項  428,263  ���,0��  ���,���
 預付租賃款項  82,674  �00,���  �0,���
 衍生金融工具  587  �,���  ��,���
 其他流動資產  11,494  ��,��0  �0,���
 受限制銀行結餘  1,731,593  �,���,0��  �,���,��0
 銀行結餘及現金  9,033,634  �0,�00,���  ��,���,���      

  38,928,723  ��,���,���  �0,���,��0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119,240  ���,���  –      

  39,047,963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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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0��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月�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25,922,022  ��,���,��0  �0,���,�0�
 應付股息  209,572  �,���  –
 應付客戶的合同工程款項  280,411  ���,���  ��0,���
 衍生金融工具  4,104  ���  –
 所得稅負債  233,302  �0�,�0�  ���,���
 短期融資券  400,000  �00,000  �00,000
 借款  14,812,070  ��,��0,�0�  �,���,���
 提前退休及補充福利責任  22,869  ��,���  ��,���
 撥備  57,781  ��,���  ��,�0�      

  41,942,131  ��,���,���  �0,���,���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負債  14,038  ��,0��  –      

  41,956,169  ��,���,���  �0,���,���      

淨流動（負債）資產  (2,908,206 ) (�,���,��� ) ���,���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2,884,342  ��,���,0��  ��,���,���      

非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8,102  �,��0  �,���
 衍生金融工具  –  ���  �,���
 公司債券  2,489,033  �,���,���  �,���,���
 中期票據  4,353,890  �,���,��0  �,�00,000
 借款  9,826,223  �,���,00�  �0,���,���
 撥備  26,913  ��,���  ��,���
 遞延收入  433,564  ���,���  ���,���
 提前退休及補充福利責任  326,182  �0�,���  ���,�0�
 遞延所得稅負債  612,782  ���,���  ���,���      

  18,076,689  ��,���,���  ��,���,���      

淨資產  24,807,653  ��,���,0��  �0,�00,��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 3,571,464  �,���,���  �,���,���
 儲備  7,034,207  �,�0�,���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0,605,671  �0,���,00�  �,���,���
非控制權益  14,201,982  ��,�0�,0��  �0,���,���      

權益總額  24,807,653  ��,���,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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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00�年�月��日根據中國《公司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前身為中國中材集團有限公司（「中材集團」）之全資
附屬公司中國非金屬材料總公司。本公司自�00�年��月�0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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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人民幣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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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及銷售業務。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金融工具按適用情況以公允值或重估值計量外，本簡明財務報表是按歷史成本為編製
基礎。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制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一致。

在本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嚴重惡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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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產之轉讓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應用上述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及╱或
該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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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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營業額包括：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11,115,910  �0,���,���
 水泥 8,946,772  �,��0,���
 新材料 2,918,840  �,0��,���   

 22,981,522  ��,���,���
   

4. 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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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營分部的報告分部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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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 生產及銷售水泥、熟料及混凝土

新材料 生產及銷售玻璃纖維、玻璃纖維製品、特種纖維及纖維增
強複合材料及標準砂；玻璃纖維生產、非金屬礦深加工與
先進陶瓷的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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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部收入及業績

下文為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本集團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水泥
 技術裝備與
 工程服務  水泥  新材料  抵銷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外部銷售 11,115,910  8,946,772  2,918,840  –  22,981,522
分部間銷售 1,339,611  13,028  67,984  (1,420,623 ) –         

總計 12,455,521  8,959,800  2,986,824  (1,420,623 ) 22,981,522
         

分部業績 659,815  756,634  294,825  (106,680 ) 1,604,594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支出         (41,395 )
利息收入         125,918
融資費用         (904,363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8,985         

除稅前利潤         79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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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水泥
 技術裝備與
 工程服務  水泥  新材料  抵銷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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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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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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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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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利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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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間銷售乃按現行市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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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部資產

下文為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本集團資產分析：

 2012年  �0��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16,964,462  ��,0��,��0  �0,���,���
水泥 40,988,445  ��,���,���  ��,0�0,0��
新材料 13,752,536  ��,���,���  ��,���,0��     

分部資產總額 71,705,443  ��,���,00�  ��,���,���
抵銷 (1,778,414 ) (�,�0�,��� ) (���,00� )
未分配資產 14,913,482  ��,���,���  ��,��0,���     

綜合資產 84,840,511  ��,���,��0  ��,���,0��
     

就監控分部之間的表現及分配資源而言，除聯營公司的權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遞延
所得稅資產、衍生金融工具、受限制銀行結餘、銀行結餘及現金、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
產、以及若干未分配總部資產外，所有資產均分配予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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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水泥
 技術裝備與
 工程服務  水泥  新材料  未分配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量分部業績時包括的款項：
折舊 125,870  872,192  274,794  187  1,273,043
攤銷 6,456  47,969  13,698  12  68,135
         

定期向主要營運決策者提供但
 並不包括於分部業績的款項：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844  5,934  (1,793 ) –  8,985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水泥
 技術裝備與
 工程服務  水泥  新材料  未分配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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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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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利息支出 916,525  �0�,���
減：在建工程資本化金額 (12,643 ) (��,��� )   

 903,882  ���,�0�
銀行借款的匯兌收益淨額 (370 ) (�,��0 )
銀行承兌匯票的貼現支出 851  �,���   

融資費用總額 904,363  ���,���
   

6. 所得稅費用

本集團於兩個報告期間在香港均無業務，故毋須繳納香港利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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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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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列賬的所得稅費用金額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當期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 209,872  ���,���
 －海外稅項 920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60 ) (�,��� )   

 210,632  ���,���
遞延所得稅 (34,720 ) (�0,��� )   

 175,9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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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期內利潤

期內利潤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折舊與攤銷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68,806  �,0��,��0
 －預付租賃款項 36,057  �0,���
 －投資物業 4,237  �,���
 －無形資產 12,512  �0,0��
 －採礦權 19,566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73,548  ��,�0�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11,941  ��,���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601  –
存貨準備撥回（計入銷售成本） 22,017  ��,���
撥回存貨撥備（計入銷售成本） (23,283 ) –
捐贈 7,760  �,�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收益淨額 (3,516 ) (�0,��� )
由利率掉期合同產生的淨利潤 3,246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股息收入 –  (�,��� )
其他應付款項的豁免 (13,973 ) (�,0�� )
政府補助 (208,304 ) (��,��� )
   

8.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報告期內確認為分派的�0��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
 （�0��年︰ �0�0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 214,288  ���,���
   

截至�0��年�月�0日止的六個月，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的中期股息，並自中期報告期末
起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0��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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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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利潤除以截至�0��年及�0��年�月�0日止六個
月兩個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利潤（人民幣千元） 181,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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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1  0.���
   

(b) 攤薄

截至�0��年及�0��年�月�0日止兩個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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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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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2年  �0��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貿易應收款項及質保金

貿易及票據應收款項 11,126,740  �,���,0��  �,���,0��
質保金 36,690  ���,���  ��,���     

 11,163,430  �,�0�,��0  �,���,���
減：減值虧損 (814,770 ) (���,��� ) (���,0�� )     

貿易應收款項及質保金淨額 10,348,660  �,��0,���  �,���,���     

應收貸款、預付款項、押金、
 僱員備用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貸款 32,482  �0�,���  ��,���
給予供貨商及分包商的預付款項 9,470,233  �,0��,���  �,��0,���
僱員備用金 47,650  ��,���  ���,���
押金 131,265  ��,���  �0�,0��
其他應收款項 476,784  �,00�,�0�  ���,���     

 10,158,414  �,��0,�0�  �,���,���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172,814 ) (���,��� ) (���,0�� )     

應收貸款、預付款項、押金、僱員備用金
 及其他應收款項淨額 9,985,600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20,334,260  ��,���,���  �0,���,�0�

減：非即期部分
   質保金 (16,939 ) (��,��� ) (��,��0 )     

即期部分 20,317,321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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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及質保金（扣除減值虧損）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2年  �0��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少於六個月 6,081,193  �,0��,�0�  �,���,���
六個月至一年 2,898,985  ���,���  �0�,���
一年至兩年 997,734  ���,�0�  ���,���
兩年至三年 319,320  ���,���  ���,�0�
多於三年 51,428  �0,���  ��,���     

 10,348,660  �,��0,���  �,���,���
     

本集團因工程及建築服務產生的貿易應收款項及質保金按規管有關交易的合同所訂明的條
款結算，其中質保金通常在相關服務完成後�至�年內結算。對於貿易及建築服務客戶，本
集團獲授予�0至���天的信用期。本集團並無對以上貿易應收款項及質保金持有任何抵押
物。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12年  �0��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貿易及票據應付款項 12,865,273  ��,���,���  �,���,���      

押金、預提費用、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客戶預付款項 10,147,846  �,��0,���  �,���,���
應付薪金及福利 217,993  ���,��0  ���,���
應付社保費用 260,445  ���,��0  ���,��0
其他稅項 320,490  ���,���  ��0,���
應計費用 286,141  ���,���  ���,��0
應付押金 258,062  ���,�0�  ���,0��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制權益之股息 261,315  ���,���  ��,���
其他應付款項 1,312,559  ���,���  ���,�0�     

 13,064,851  �0,���,���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25,930,124  ��,���,��0  �0,���,�0�

減：非即期部分 (8,102 ) (�,��0 ) (�,��� )     

即期部分 25,922,022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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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及票據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2年  �0��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月�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重列）

少於六個月 6,924,031  �,0��,���  �,���,�0�
六個月至一年 4,218,684  �,���,���  �,���,���
一年至兩年 1,123,439  �,�0�,���  �,���,���
兩年至三年 364,980  ���,���  ���,�0�
多於三年 234,139  ���,0��  ���,��0     

 12,865,27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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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0��年�月�0日、
 �0��年��月��日、
 �0��年�月�日及
 �0��年�月�0日 �,���,���  �,���,���  ��0,���  ��0,���  �,���,���  �,���,���  �,���,���  �,���,���               

13. 報告期後事項

(a) �0��年�月��日，中材科技風電葉片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與天和風電葉片江蘇有限公司（「天和風電」）的原股東達成一項股權轉讓協議，以約人
民幣���,���,000元收購天和風電的�00%權益，天和風電為一間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
風電葉片的公司。收購已於�0��年�月��日完成，而天和風電亦隨之而更名為中材科
技（阜寧）風電葉片有限公司。

(b) �0��年�月�日，寧夏賽馬混凝土有限公司，一間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與寧
夏煜皓砼業有限公司（「煜皓砼業」）的原股東達成一項股權轉讓協議，以約人民幣
��,���,000元收購煜皓砼業的�00%權益，煜皓砼業為一間主要從事混凝土業務的公
司。收購已於�0��年�月�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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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年�月��日，寧夏建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寧夏建材」），一間本公司的非全資附
屬公司，在中國的銀行間債券市場公開發行面值為人民幣�億元、期限為�年、固定利
率為�.��%的中期票據，每年付息一次。

中期票據的所得款項已於�0��年�月��日全部收訖。

有關發行中期票據的詳情已載於寧夏建材於�0��年�月��日刊發的公告中。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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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行業回顧

報告期內，美國經濟溫和增長，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歐債危機的持續發酵給全球經濟
的復蘇蒙上了一層陰影。全球水泥裝備工程產業整體需求較�0��年略有下滑，但南美、
中東、東南亞以及非洲局部區域市場表現好於預期。

報告期內，中國經濟增速呈下降態勢，水泥產能整體過剩，全國水泥製造業固定資產
投資持續下降。報告期內水泥製造業完成固定資產投資人民幣���.��億元，同比下降
�.��%；但西北地區仍保持快速增長，同比增長速度超過��%。針對複雜多變的經濟形勢
變化，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穩增長的政策措施，財政支出和銀行信貸大幅度增加，存
款準備金率和利率雙雙下調，宏觀經濟政策釋放出積極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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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公司經營業績出現下滑，市場覆蓋面進一步提升

受國內外宏觀環境影響，公司生產經營面臨較大壓力。報告期內，該分部的分部業績出
現一定幅度下滑，新簽合同額同比下降。面對不利的國內外環境，公司發揮品牌優勢，
積極開拓國內外市場。報告期內新簽國外合同額有所下降，但簽約合同的業主涉及中
東、南美、非洲、東歐、東南亞等區域多個國家，表明市場活躍度有所提升。隨著多區
域市場的活躍，公司跟蹤項目及進入深入洽談層面的項目有所增加，後期若歐債危機影
響減弱，公司新簽合同額將會有所增加。

強化總承包項目的資源配置和管控力度，項目整體推進順利

報告期內，公司有多個項目順利點火，三個項目獲得臨時接收證書（PAC），七個項目獲
得業主頒發的最終驗收證書（FAC），項目整體推進順利。公司強化總承包項目的資源配
置和管控力度，履約能力得到進一步的提升。公司對出現虧損的項目，認真分析原因，
查找自身不足，並與項目業主充分溝通，為後續項目的履行創造了良好條件。

積極擴大公司業務領域，新業務穩步推進

報告期內，公司在確立的新產業領域進行了積極探索，各項工作初顯成效。環境工程業
務方面，利用水泥窯進行廢棄物處置技術相關科研課題得到發展改革委、科技部等�個
部委的資金支持。江蘇溧陽廢棄物處置示範線已投入試運行，正積極在多個城市推廣。
水泥生產線脫硝技術改造業務發展迅速，系統解決方案較好地適應了市場需求，報告期
內，新簽��個脫硝總承包項目，累計投入運行�條生產線；多元化工程業務方面，西藏日
喀則�0MW光伏EPC項目建設已基本結束，在山東東營、江蘇無錫等地進行了市場前期
開發工作，在電力工程、建築工程、公用工程等方面的市場開拓也在積極推進；綜合裝
備業務方面，對現有水泥裝備製造能力向其他行業延伸進行了工藝技術開發，粉磨、破
碎等設備的適用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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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

行業回顧

�0��年上半年，受全球經濟疲軟影響，中國宏觀經濟增速下滑明顯。在經濟增長減速的
總體環境下，基建開工不足，房地產投資下降，致使水泥需求增長乏力，上半年水泥行
業共生產水泥�.��億噸，同比增長�.��%；同時，多年來的產能高增長使行業面臨著整體
供給過剩的壓力，已造成全國範圍內水泥市場價格大幅下滑，行業盈利水平比去年同期
大幅下降。為保持穩定的經濟增長，上半年政府已開始採取積極措施對宏觀經濟實施預
調，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和基準利率，預計下半年宏觀經濟將逐步恢復平穩增長，水泥行
業盈利水平有望回升。

業務回顧

堅定推進既定戰略，分部規模穩健擴張

水泥分部繼續堅定執行既定戰略，致力於主業發展，穩步擴大業務規模。報告期內有�條
水泥生產線投產，新增水泥產能�,000萬噸，總產能達到�,�00萬噸；積極推進在水泥生產
線配置餘熱發電系統，以降低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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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公司水泥生產線餘熱發
電累計裝機容量���.�MW，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萬噸。同時，該分部穩步推進產業鏈
延伸戰略，在水泥業務區域內新建及收購商品混凝土攪拌站以形成產業鏈協同效應，報
告期內共計新增商品混凝土產能��0萬方。

持續優化內部管理，積極應對不利環境

報告期內在行業總體供給過剩，水泥價格持續低迷的形勢下，水泥分部堅持加強對標管
理，強化成本控制及精細化管理，採取網上招標，集中採購等方式，降低原燃材料、運
輸、維修的採購費用，並加強費用管理，從嚴控制非生產性費用支出。同時加強技術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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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提升設備整體運營水平，生產線運營指標繼續優化，報告期內熟料標準煤耗，水泥
綜合電耗均同比有所降低。

新材料

行業回顧

報告期內，新材料產業受到很大挑戰。全球經濟受歐洲經濟劇烈波動的影響，復蘇進程
波折，市場需求大幅減少，國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內風電、多晶硅等新興產業出現
產能過剩，競爭激烈，部分行業出現企業減產或停產狀況。風電葉片行業受國外政府補
助政策縮減，國內產能過剩的持續影響，價格繼續下跌。玻璃纖維行業市場復蘇乏力，
�0��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玻璃纖維紗產量���.�萬噸，與去年同期相比有�.�%的小幅增
長。CNG氣瓶產業競爭日趨激烈，產品價格有所下降。太陽能多晶硅熔煉器行業受光伏
產業影響，目前暫時處於困難時期。

業務回顧

抓住市場契機，進行產業整合

通過收購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風電葉片業務，進一步加強雙方戰略合作關係，擴大了
葉片產能，實現公司葉片產業在北京、甘肅、吉林、雲南、江蘇和內蒙古的產業佈局，
促進風電葉片產業做強做優。通過技術改造和收購九江三鑽機械有限責任公司�00%股
權，使公司高壓複合氣瓶產業的產品業務延伸至工業氣瓶領域，年產能達��萬隻，其中
CNG氣瓶產能��萬隻，工業氣瓶產能�0萬隻，進一步豐富了主導產業產品種類，擴大了
產業規模，提高了綜合競爭力。

降低產品成本，調整產品結構

報告期內，公司大力推廣成本管理先進企業的成功經驗，通過信息化體系建設，採取優
化工藝流程，大宗物資統一招標採購，加大應收賬款的催收力度等措施，全面實施成本
管控。風電葉片單位銷售成本降低�%以上，CNG氣瓶單位銷售成本降低�0%以上，其它
產品的成本也有不同程度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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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公司加大玻璃纖維產品結構調整的力度，提升產品技術附加值。公司電子布
生產線開始投入生產，產品已部分投放市場。預計下半年高附加值產品佔比將穩步提
高。

財務回顧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  �0��  變化率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營業額 22,981.52  ��,���.��  �.��
銷售成本 (19,393.82 ) (��,���.�0 ) ��.��   

毛利 3,587.70  �,0��.��  (��.�0 )
其他收入 336.00  ��0.��  �0�.��
銷售及營銷費用 (669.61 ) (��0.�� ) �.��
管理費用 (1,654.48 ) (�,���.0� ) �.0�
匯兌損失 (13.19 ) (��.�� ) (��.�� )
其他費用 (23.22 ) (��.�� ) (��.�� )   

營業利潤 1,563.20  �,���.�0  (��.�� )
利息收入 125.92  �0�.0�  ��.��
融資費用 (904.36 ) (���.�� ) �0.��
應占聯營公司業績 8.98  ��.��  (��.�� )   

除稅前利潤 793.74  �,���.��  (��.�� )
所得稅費用 (175.91 ) (���.�� ) (��.�0 )   

期內利潤 617.83  �,���.��  (��.�� )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181.99  ���.��  (��.�� )
 非控制權益 435.84  �,���.��  (��.�0 )

業績表現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除稅前利潤為人民幣���.��百萬元，同比下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為人民幣���.��百萬元，同比下降��.��%。本公司每股
盈利為人民幣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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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營業績

以下所列分部財務信息尚未扣除分部間交易和未分配費用。

營業額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
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是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貿易業務量
增加；水泥分部銷量增加。其中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增長了人民幣���.��百萬
元；水泥分部增長了人民幣���.��百萬元；新材料分部減少了人民幣�0�.��百萬元。

銷售成本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主要是由於銷售額增長。其中水泥技術裝備與
工程服務分部增長了人民幣�,���.��百萬元；水泥分部增長了人民幣�,���.00百萬元；新
材料分部增長了人民幣��.��百萬元。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
人民幣�,0��.��百萬元，降低��.�0%。其中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減少了人民幣
���.��百萬元；水泥分部減少了人民幣�,0��.��百萬元；新材料分部減少了人民幣��0.��
百萬元。毛利率為��.��%，較去年同期的��.��%，下降了�.��個百分點。

銷售及營銷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及營銷費用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
同期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主要是由於產品銷量增加。其中水泥技術裝備
與工程服務分部減少了人民幣0.0�百萬元；水泥分部增長了人民幣��.��百萬元；新材料
分部增長了人民幣�.��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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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管理費用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0�%，主要是由於人工費用增加。其中水泥技術裝備與
工程服務分部增長了人民幣��.0�百萬元；水泥分部減少了人民幣��.��百萬元；新材料分
部增長了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利潤和營業利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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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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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應佔聯營公司業績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
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降低��.��%，主要是由於多個聯營公司業績大幅下降。

所得稅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所得稅費用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百萬元，降低��.�0%，主要是由於除稅前利潤大幅減少。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的人民幣���.��百萬元，降低��.��%。主要由於公司整體業績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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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控制權益應佔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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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業績

下列各分部財務信息尚未扣除分部間交易和未分配費用。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  �0��  變化率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營業額 12,455.52  ��,���.��  �.��
銷售成本 11,015.75  �,���.��  ��.��
毛利 1,439.77  �,���.��  (��.�� )
銷售及營銷費用 86.10  ��.��  (0.�0 )
管理費用 684.11  ���.0�  �.0�
分部業績 659.82  ���.��  (��.�� )

營業額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的營業額為人民幣��,���.��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貿易業務的開
拓帶來收入的增長。

銷售成本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的銷售成本為人民幣
��,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貿易
業務量的增加。



- �� -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的毛利為人民幣�,���.��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下降��.��%。毛利率為��.��%，較去年
同期的��.0�%，降低�.��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貿易業務的毛利率比原有業務毛利率較
低。

銷售及營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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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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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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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  �0��  變化率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8,959.80  �,��0.��  �.��
銷售成本 7,317.35  �,00�.��  ��.��
毛利 1,642.45  �,���.��  (��.�� )
銷售及營銷費用 439.25  ���.��  �.��
管理費用 622.02  ���.��  (�.�� )
分部業績 756.6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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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分部的營業額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隨著新生產線的投產，產品銷量增
加。

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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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分部的毛利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
人民幣�,���.��百萬元，降低��.��%。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分部的毛利率
為��.��%，較去年同期的��.�0%，下降��.��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水泥價格大幅下降。

銷售及營銷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分部的銷售及營銷費用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
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銷量增加，包裝運輸費用相應增
加。

管理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分部的管理費用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百萬元，降低�.��%，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強管理，有效降低運營支出。

分部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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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  �0��  變化率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986.82  �,0��.�0  (�.�� )
銷售成本 2,380.68  �,���.0�  �.��
毛利 606.14  ���.��  (�0.�0 )
銷售及營銷費用 144.27  ���.�0  �.��
管理費用 302.65  ���.0�  ��.��
分部業績 294.82  �0�.��  (��.�� )

營業額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新材料分部的營業額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的人民幣�,0��.�0百萬元，降低�.��%，主要原因是玻璃纖維產品銷量及價格略有下
降，太陽能多晶硅熔煉器銷量及價格均大幅下降。

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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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新材料分部的毛利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
人民幣���.��百萬元，降低�0.�0%。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新材料分部的毛利率為
�0.��%，較去年同期的��.��%，下降�.�0個百分點。主要是太陽能多晶硅熔煉器、玻璃
纖維等產品價格下降。

銷售及營銷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新材料分部的銷售及營銷費用為人民幣���.��百萬元，較
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



- �� -

管理費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新材料分部的管理費用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人工費用增加，計提的應收款項壞
賬準備增加。

分部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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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現金流量：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  �0��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營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 (420.42 ) (�,���.�0 )
投資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 (2,111.42 ) (�,��0.�� )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1,379.48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039.89  ��,�0�.0�

經營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百
萬元，減少至人民幣��0.��百萬元。主要原因是本期預收款增加較大。

投資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投資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由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百
萬元，减少至人民幣�,���.��百萬元。主要原因是為生產線購建支付的現金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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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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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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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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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日，
本集團淨負債率為��.��%（�0��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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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具備充足
資源支援未來擴展。

借款

於�0��年�月�0日，本集團的借款餘額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2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短期借款及一年內到期的長期借款 14,812.07  ��,��0.�0
短期融資券 400.00  �00.00
長期借款，扣除一年內到期的部分 9,826.22  �,���.00
公司債券 2,489.03  �,���.��
中期票據 4,353.89  �,���.��   

借款總額 31,881.2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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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押記

於�0��年�月�0日，本集團以賬面值為人民幣�,�0�.��百萬元、人民幣�0�.00百萬元的物
業、廠房及設備及預付租賃款項作為抵押（�0��年��月��日：人民幣�,���.�0百萬元及人
民幣�0�.��百萬元）。

或有負債

 2012年  �0��年
 6月30日  ��月��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償還借款擔保 40.00  �0.00   

合計 40.00  �0.00   

重大投資

報告期內，本集團無重大投資且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購入資本資產的計劃。

重大收購及出售資產

報告期內，本集團無重大收購及出售資產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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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中國際業務建設週期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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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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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體系建設，對業主資信、項目執行風險、當
地環境人文法律等方面進行全面風險評估，評判項目風險等級。針對項目風險評估結果
和風險等級，通過合同條款規避和化解項目風險，同時制定應對措施和風險應對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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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實提高項目的執行效果。建立對工程項目的跟蹤檢查和項目總結機制，從履約情況、
項目盈利情況、進度控制、費用控制和工程量統計等方面進行總結分析和評價，為今後
的項目報價和項目管理提供參考依據。強化了分包商與勞務隊伍監管，完善了分包商進
入與退出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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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歐元區經濟處於輕度衰退狀態，美、日經濟溫和復蘇，新興經濟體下行
趨勢放緩，隨著中國政府提出的“穩增長”等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顯現，經濟運行
將初步企穩並可能有所回升，三、四季度經濟增長有望略高於二季度。公司將密切關注
國內外宏觀經濟的變化，適時調整公司的營銷策略，搶抓機遇，發揮競爭優勢，努力實
現公司盈利狀況的改善。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將繼續加強南美、中東、東南亞、非洲產油國以及印度、
俄羅斯的市場開拓，積極響應業主需求，不斷創新服務模式，提升差異化服務能力。充
分發揮已建項目優勢，積極開發項目後期服務市場，加速發展後期服務業務。強化重點
項目進度、成本運營監控，及時化解項目履約風險；深入推進項目精細化管理，切實降
低成本費用，進一步提升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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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分部將抓住國家「穩增長」等宏觀經濟措施給行業所帶來的機遇，以及水泥行業推進
兼併重組、淘汰落後、節能減排等政策的逐步落實，進一步加強對標管理，不斷降低成
本，提高產能利用率，擴大市場份額，努力提升盈利水平。同時繼續探索和推動水泥窯
協同處置污泥、城市垃圾等廢棄物技術的應用，發揮企業的環保效能。

新材料分部將充分發揮產品技術領先優勢，繼續提高產品品質和產能利用率，不斷降低
成本，適時進行行業內整合。風電葉片加快產品研發和技術升級，提高出口比例，同時
對各個生產區實現統一管理，促進協同發展。進一步降低太陽能多晶硅熔煉器成本和提
高產品合格率，拓寬高壓複合氣瓶銷售渠道，拓展玻璃纖維及製品高端應用領域。新材
料分部將持續發揮技術和管理優勢，提高競爭能力，擴大市場份額，力爭使該分部�0��
年業績保持基本穩定。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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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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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本公司致力強化企業管治，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全面遵守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及
《企業管治報告》所載的規定，以及已於�0��年�月�日失效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亦無
偏離。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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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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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後事項

於�0��年�月�日，董事會批准建議發行額度為不超過人民幣�0億元的短期融資券，以滿
足本公司生產經營的需要，同時拓寬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本次發行短期融資券待
本公司股東批准及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接受註冊後方能生效，詳情請參閱本公司
日期為�0��年�月�日及�月��日之相關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0��年�月�0日之相關通
函。

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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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譚仲明

北京，�0��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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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