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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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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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
一一年同期的比較數字。本集團於期間的中期業績為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的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安永」）審閱及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批准。

簡明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 4,723,552  �,���,���
銷售成本  (3,745,280 ) (�,���,��� )    

毛利  978,272  �,�00,���

其他收入  79,176  ��,���
其他收益及虧損 � 34,123  �0,���
銷售及分銷成本  (210,992 ) (���,��� )
行政開支  (132,052 ) (���,��� )
研發開支  (145,924 ) (���,��� )
其他開支  (7,17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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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溢利  595,426  �,�00,���

財務收入  11,373  �0,���
財務成本  (230,159 ) (���,0�0 )    

除稅前溢利 � 376,640  �,���,���

所得稅開支 � (100,337 ) (��0,��� )    

期內溢利  276,303  �,���,���    

下列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76,248  �,���,���
非控股權益  55  ���    

  276,303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除稅後

下列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276,248  �,���,���
非控股權益  55  ���    

  276,303  �,���,���    

每股盈利
 基本，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
  應佔期內溢利（人民幣元）  0.06  0.��
 攤薄，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
  應佔期內溢利（人民幣元）  0.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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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732,993  �,���,���
預付土地租約款項  324,288  �0�,���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63,116  ��,���
融資租約應收款項  185,008  ���,0��
遞延稅項資產  157,851  �0�,���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  200,752  ���,���
長期應收款項  79,791  –    

  4,743,799  �,���,���    

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7,202  �,���
存貨  3,439,033  �,���,���
融資租約應收款項  393,462  ���,��0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 4,239,688  �,��0,���
應收關連人士款項  4,175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99,111  ���,��0
已抵押銀行存款 � 136,513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 1,473,758  �,���,�00    

  10,792,942  ��,���,���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 1,701,795  �,���,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2,177,251  ���,���
撥備  132,649  ��0,���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12,709  ��,�0�
應付所得稅  22,653  ���,�0�
可換股債券 �0 892,221  ��,���
計息銀行借款  576,977  ���,���
衍生金融工具 �0 86,929  ��    

  5,603,184  �,�0�,���    

流動資產淨額  5,189,758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933,5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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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長期應付款項  8,715  –
融資租約按金  83,665  �0�,0��
可換股債券 �0 –  ���,���
計息銀行借款  1,158,702  �,���,���
長期貸款票據 �� 2,213,715  �,�0�,���
遞延稅項負債  78,095  ��,���
撥備  21,254  ��,���
衍生金融工具 �0 –  ���,���    

非流動負債總額  3,564,146  �,���,���    

資產淨值  6,369,411  �,�0�,���    

權益
已發行股本  444,116  ���,���
股份溢價及儲備  5,923,074  �,���,���
建議股息  –  ���,���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367,190  �,�0�,�0�
非控股權益  2,221  �,���    

總權益  6,369,4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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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會計政策的變動

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一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章公司法（二零零零年修訂本）在開
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自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起在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本集團的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China Longgong Group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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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為建築機器提供融資租約。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編製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採納下列會對本集團構成影響且於
本期間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
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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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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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金融資產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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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回相關資產之修訂�

於本中期期間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或該等簡
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本中期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並無重大
變動。

本集團並未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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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貸款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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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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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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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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的呈列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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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訂�

年度改進 載入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的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
 週期的年度改進的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第��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合營安排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過渡性指引之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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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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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正評估初步應用時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但尚未能夠說明該
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是否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2. 經營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

下表分別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營分部收入及
溢利資料。

 銷售  建築機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建築機器  融資租約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4,662,345  61,207  4,723,552

業績

分部業績 571,207  40,371  611,578
對賬：
財務收入     11,373
未分配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14,319 )
未分配企業開支     (1,833 )
財務費用     (230,159 )     

除稅前溢利     376,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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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  建築機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建築機器  融資租約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  ���,���  �,���,���

業績

分部業績 �,���,��0  ���,���  �,���,0��
對賬：
財務收入     �0,���
未分配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
未分配企業開支     �,���
財務費用     (���,0�0 )     

除稅前溢利     �,���,���
     

分部溢利指不獲分配利息收入、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金及財務
費用的各分部所賺取的溢利，為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向首席執行官匯報之方法。

分部間收入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營分部的分部資
產及負債：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15,424,900  ��,���,���
 銷售建築機器 14,797,926  ��,���,�0�
 建築機器融資租約 626,974  �,���,���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111,841  ���,���   

總合資產 15,536,741  ��,��0,���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負債： 5,354,502  �,��0,0��
 銷售建築機器 5,250,526  �,00�,�0�
 建築機器融資租約 103,976  ���,�0�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3,812,828  �,���,���   

綜合負債 9,167,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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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產品及融資租約利息收入劃分的建築機器銷售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  二零一一年  %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輪式裝載機 3,208,078  67.9  �,���,��0  ��.�
挖掘機 530,229  11.2  �,�0�,���  ��.�
壓路機 71,997  1.5  ���,���  �.�
起重叉車 422,180  9.0  ���,�0�  �.�
零件 429,861  9.1  ���,���  �.�       

小計 4,662,345  98.7  �,���,���  ��.�
融資租約利息收入 61,207  1.3  ���,���  �.�       

合計 4,723,552  100  �,���,���  �00
       

3. 其他收益及虧損

本集團的其他收益及虧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收益╱（虧損） 91,487  (��,��� )
可換股債券的匯兌調整 (3,232 ) ��,���
贖回可換股債券的收益 13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收益 (298 ) �,��0
呆壞賬撥備 (42,760 ) –
外匯（虧損）╱收益 (11,087 ) ��,���   

 34,1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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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3,745,280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17,360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2,137  �,���
攤銷土地租約款項 2,848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58,562  ���,0��
   

並經計入：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11,373  �0,���
與收入相關的政府補助 77,119  �,���
   

5. 所得稅

中期綜合全面收入報表的所得稅開支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開支 47,700  �0�,���
與遞延稅項的產生及撥回有關的
 遞延所得稅開支 52,637  ��,���   

 100,3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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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已付及已建議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六個月期間已宣派的普通股股息：
二零一一年末期股息：港幣0. 0�元
 （二零一零年：港幣0.�0元） 313,661  ���,���
建議批准的普通股股息
 （於六月三十日未確認為負債）：
二零一二年首派股息：零（二零一一年：港幣0.0�元） –  ��0,���
   

7.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向貿易客戶提供�個月至��個月的賒賬期，惟對具有良好信貸記錄及關係的若干客戶
另行協定較長的賒賬期。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0日 2,951,111  �,���,�0�
��至��0日 1,164,090  �,��0,���
���日至��0日 49,640  ��,��0
���至��0日 74,847  –   

 4,239,688  �,��0,���
   

應收票據賬齡為由各報告期間結束起計六個月內。本集團將賬面值人民幣�0,���,000元的
應收票據押予若干銀行，以擔保期內獲得之短期信貸融資（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個別已減值之貿易應收款項乃與存在財務困難或拖欠利息及╱或應付本金額之客戶有關，
預期僅有小部份應收款項可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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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1,610,271  �,���,0�� 
減：已抵押銀行存款 (136,513 ) (��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73,758  �,���,�00 
   

已抵押銀行存款指為獲得用於購買生產所需原材料的短期銀行信貸而抵押予銀行的存款，
因此歸類為流動資產。

9.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0日 1,649,469  �,���,�0�
���日至�年 23,942  ��,���
�至�年 6,427  ��,���
�至�年 9,885  �,���
超過�年 12,072  �,��0   

 1,701,795  �,���,0��
   

應付票據賬齡為由各報告期間結束起計六個月內。

10. 可換股債券及衍生金融工具

   衍生
 負債部分  工具部分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i) –  –  –
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ii) ���,���  ��,���  ���,��0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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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發行價值���,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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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上市。各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持有人可按初步
兌換價港幣�0.����元（「二零零七年兌換價」）將每份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兌換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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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的反攤薄調整規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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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如下：

利息

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不計任何利息。

換股期

換股期由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發行後第�0日起至到期日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二
零零七年到期日」）前第�個營業日止。

到期日

除非先前被贖回或轉換，否則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到期日按本金額的���.���%贖回
每份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

本公司選擇贖回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或其後的任何時間，但不遲於二零零七年到期日前的七個營
業日及並非於二零零七年發售通函所界定的截止期間內，本公司可向持有人發出不少
於�0日及不多於�0日的通知，按提早贖回金額（或「二零零七年提早贖回金額」）贖回全
部或部分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惟在發出贖回通知前至多�個交易日止連續�0個交
易日內的任何�0個交易日每一日按現行匯率換算為美元的本公司股份收市價，須最少
相當於上述各聯交所營業日按固定匯率（港幣�.����元兌�.00美元）換算為美元的二零
零七年實際換股價的��0%，否則不得贖回。

債券持有人選擇贖回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或本公司控股股東發生變動或本公司股份被除牌時，各二零
零七年可換股債券的持有人（「二零零七年債券持有人」）將有權要求本公司按初步本金
額的二零零七年提早贖回金額贖回全部或部分該等持有人的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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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的所得款項總額扣除交易成本後，分為如下負債部分及衍
生工具部分（包括被視為與主負債部分並無密切關係的內含衍生工具）：

(i) 負債部分指已訂約未來現金流量以可資比較信貸狀況及大致上可提供相同現金
流量的工具當時適用的市場利率按相同條款貼現的現值，但不計入內含衍生工
具。

該期間所支付的利息自可換股債券發行之日起計，負債部分採用實際利率約
�.��%計算。

(ii) 衍生工具部分指：

(a) 二零零七年債券持有人按初步兌換價（即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港幣0.�元
的普通股（「股份」）港幣�0.����元，並可作出反攤薄調整）將二零零七年可
換股債券兌換為本公司股份的權利的公平值。

(b) 本公司提早贖回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的權利的公平值。

(c) 二零零七年債券持有人要求本公司提早贖回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的權利
的公平值。

根據可換股債券之條款及條件，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
（「到期日」）到期。除非先前按可換股債券之條款及條件所規定被贖回、轉換及註銷，
本公司將於到期日按其本金額之���.���%贖回每份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一二年四月
三十日，本公司收到可換股債券持有人發出之通知，要求本公司於到期日贖回全部
未行使可換股債券。於到期日收市後，本公司已以總額�,0��,���美元（相當於約港幣
��,000,000元）贖回本金總額為�,��0,000美元之全部可換股債券。本公司已透過本集團
內部資源償付該款項。

董事會認為於到期時贖回可換股債券不會對本集團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於到期日贖回可換股債券後，本公司並無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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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及衍生工具部分於期內變動如下︰

 負債  衍生工具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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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0  ��,���
 匯兌調整 (�0� ) –  (�0� )
 支付的實際利息開支 �,���  –  �,���
 公平值變動 –  (��� ) (���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0�  �,���  ��,���
     

 匯兌調整 (�0� ) –  (�0� )
 支付的實際利息開支 ���  –  ���
 公平值變動 –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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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兌調整 ��  –  ��
 支付的實際利息開支 ��0  –  ��0
 贖回及註銷 (��,�0� ) (�� ) (��,��� )
 公平值變動 –  –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  –  –
     

ii) 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發行���,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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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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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七日，二零零九年兌換價已於作出反
攤薄調整後修訂為港幣�.�0元。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已贖回可換股債券本金
總額的��.0�%，導致隨後期間現金流出���,���,000美元。

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的主要條款如下：

利息

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不計任何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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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股期

換股期由二零零九年十月五日或之後任何時間起至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二零零
九年到期日」）前第�0日或緊接該日之前的營業日止。

到期日

除非先前按二零一零年發售通函所界定條款及條件的情況下被贖回、購回及註銷或轉
換，否則本公司將於到期日按本金額的���.�0�%贖回每份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

本公司選擇贖回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或其後的任何時間，但不遲於二零零九年到期日前的七個
營業日及並非於二零零九年發售通函所界定的截止期間內，本公司可向持有人發出不
少於�0日及不多於�0日的通知，按提早贖回金額（「二零零九年提早贖回金額」）贖回全
部或部分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惟在發出贖回通知前至多�個交易日止連續�0個交
易日內的任何�0個交易日每一日按現行匯率換算為美元的本公司股份收市價，須最少
相當於上述各交易日按固定匯率（港幣�.���元兌�.00美元）換算為美元的實際二零零九
年兌換價的��0%，否則不得贖回。

債券持有人選擇贖回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或本公司控股股東發生變動或本公司股份被除牌時，各二
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的債券持有人（「二零零九年債券持有人」）將有權要求本公司按
初步本金額的二零零九年提早贖回金額（每本金額為�0,000美元之債券之贖回金額為
��,���.��美元）贖回全部或部分該等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

發行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的所得款項總額扣除交易成本後，分為如下負債部分及衍
生工具部分（包括被視為與主負債部分並無密切關係的內含衍生工具）：

(i) 負債部分指已訂約未來現金流量以可資比較信貸狀況及大致上可提供相同現金
流量的工具當時適用的市場利率按相同條款貼現的現值，但不計入內含衍生工
具。

該期間所支付的利息自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發行之日起計，就負債部分採用
實際利率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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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衍生工具部分指：

(a) 二零零九年債券持有人按初步兌換價每股普通股港幣�.00元（可作出反攤薄
調整），將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兌換為本公司股份的權利的公平值。

(b) 本公司提早贖回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的權利的公平值。

(c) 二零零九年債券持有人要求本公司提早贖回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的權利
的公平值。

期內自發行以來二零零九年可換股債券負債部分及衍生工具部分的變動如下：

 負債  衍生工具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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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匯兌調整 (��,��� ) –  (��,��� )
 支付的實際利息開支 ��,���  –  ��,���
 公平值變動 –  ��,���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0  ���,0�0  �,���,��0
     

 匯兌調整 �,���  –  �,���
 支付的實際利息開支 ��,0��  –  ��,0��
 公平值變動 –  (���,��� ) (���,��� )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00�,���
     

 匯兌調整 �,���  –  �,���
 支付的實際利息開支 ��,���  –  ��,���
 公平值變動 –  (��,��� ) (��,���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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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長期票據

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發行本金總額為��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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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每年六月三日及十二月三日每半年派息一次（自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日起）。

選擇性贖回該等票據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或之後，本公司或會一次或多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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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於下文所示年度的六月三日起十二個月期間內贖
回，則另加所贖回該等票據於適用贖回日期的應計及未付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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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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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國內對工程機械需求持續疲弱的影響，本集團於二零一二上半年度收入大幅減少。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入人民幣�,���百萬元，較二零一一年
同期人民幣�,���百萬元大幅減少��.�%。收入減少的原因如下：(i)產品售價不同程度下
降；(ii)銷售量大幅減少。經營毛利約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0�百
萬元下降��.�%。整體毛利率由��.�%下跌至�0.�%。毛利率下降乃由以下因素所致：(i)
挖掘機系列單位售價由於促銷策略,下降明顯；(ii)主導產品裝載機較去年同期產量減少,
致使該產品的單位成本上升。期內，本集團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百萬元，相
較二零一一年同期人民幣�,���百萬元，減少了��.�%。減少的原因包括經營毛利的大幅
減少以及由於去年發行的高級債券，本期計提了債券利息導致財務費用大幅上升。

地區業績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中國各地區的銷售額分別佔總營業額的比率變化不
明顯，反映各地的需求相對平緩，趨於穩定。

中國北部地區由於大型工程項目及基礎，交通建設等對工程機械的需求較大,銷售額佔比
仍然較大，達到��.�0%（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該地區佔總營業額約�0.��%）。

中國西南部及西北部地區的銷售額分別佔總營業額約�.��%及��.��%，相比二零一一年
同期分別佔總營業額�.�0%及��.��%。

在華東及華中地區的銷售額分別佔總營業額約��.��%及��.�0%，相比二零一一年同期佔
總營業額分別�0.��% 及��.��%。

中國東北部銷售佔比略有下降，佔期間總營業額約�.��% ,或較二零一一年同期減少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該地區佔總營業額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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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場的銷售額約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近�.��%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百萬元），我們將致力進一步提升及鞏固海外市場的分銷 
實力。

產品分析

輪式裝載機

輪式裝載機仍為本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期間營業額約達人民幣�,�0�百萬元，佔本公司
營業額約��.��%。期間，ZL�0系列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百萬元，較二零一一年同
期減少��.��%。ZL�0為第二大收入來源，營業額約達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
少�0.��%。來自ZL�0的收入減少��.��%至約人民幣��百萬元。小型裝載機營業額減少
��.��%至人民幣�0�百萬元。輪式裝載機系列大幅減少是因為受國家宏觀經濟的影響，較
前幾年的高速增長,銷售量明顯回落。

挖掘機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挖掘機產品銷售佔總體銷售的比重由去年同
期的��%下降為��%。挖掘機銷售額約達人民幣��0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銷售額為人民幣�,�0�百萬元），收入減少��.��% 。該產品收入減少的主要
原因為集團採取不同程度的促銷減價策略，導致該系列產品售價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
降；受宏觀環境緊縮的影響，個人用戶對該系列產品的需求大幅減少,導致銷售量大幅 
減少。

叉車及壓路機

叉車由於受宏觀政策影響相對較小,佔本公司營業額約從去年同期的�.��%上升到本期的
�.��%。叉車營業額約達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這是因為叉車銷量與
去年同期相比，仍明顯減少。

壓路機的經營收入為人民幣��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了��.��%。這是由於壓路機受宏
觀經濟環境的影響，銷量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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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

期間，來自銷售零件的銷售額約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二零一一年同期減少�0.��%。

融資租約利息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來自融資租賃利息的營業額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較去年同
期減少��.0�% ，利息收入減少乃由於集團逐步減少融資租賃業務所致。

財務回顧

本集團以其內部所得現金流量、銀行借貸及累計保留盈利資助其營運。本集團採納審慎
的財務策略管理本集團的財務需要。本集團認為其所持有的現金、來自經營的現金流
量、未來收入及現有銀行融資足以應付其營運資金需要。

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概無於期間贖回其任何股份。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收到債券持有人發出通知，要求本公司於
二零一二年四月三十日的到期贖回日贖回全部未行使可換股債券。

於到期日收市後，本公司已以總額�,0��,���美元（相當於港幣��百萬元）贖回本金總額為
�,��0,000美元之可換股債券。於到期贖回日及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無已發行但尚未
行使的二零零七年可換股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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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總資產負債比率（其定義為總負債額除以資產額）約為��.0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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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約人民幣�,���百萬元（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百萬元）及已抵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百萬元（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百萬元）。與去年比較，現金及銀行結餘減少約人民
幣���百萬元，此乃由於經營業務現金流入淨額人民幣���百萬元、投資活動現金流入淨
額人民幣�百萬元、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百萬元所致。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已抵押存款結餘減少約人民幣���百萬元，此乃由於本集團
減少存款抵押，作為本集團就購買材料發出銀行承兌票據及信用狀而獲授銀行融資的抵 
押品。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比率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董事認為，本集團有足夠資源支持其營運資金需求及應付其可預見的資本開支。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尚未於財務報表
撥備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0�百萬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百 
萬元）。

前景

經歷了過去幾年的高速增長，工程機械行業進入了相對平緩的發展時期。市場需求放
緩，產品競爭加劇，企業毛利率和利潤下降。儘管如此，我們預期�0��年下半年，受國
家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等一系列宏觀調控的影響，工程機械的產品需求將
趨於穩定。長遠來看，集團所處的工程機械行業充滿挑戰，但也充滿機遇。經過多年的
持續、健康和快速的發展，集團積累了一定的實力，包括具備一定的技術實力，強大的
產品銷售網絡，先進的生產加工裝備和管理經驗以及不斷增強的抗風險能力，這為企業
迎接新一輪的行業調整和競爭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基於董事會《「二輪創業」第二個五年發展規劃》的戰略指引，集團未來仍將專注於發展裝
載機，挖掘機，叉車及路面機械四大類產品。在當前形勢下，我們也會努力自我完善，
具體表現為，積極探索產品銷售的新模式，加強風險管理，加大產品升級力度，加快開
發新產品，在確保裝載機行業領先地位的同時，加快國內，國際銷售網絡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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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為了股東利益而確保高標準的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及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新企
業管治守則」）（前稱為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前企業管治守則」））之原則及適用守則條文，
惟下文所概述的若干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A.1.8條

新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條列明，發行人應就其董事可能會面對的法律行動作適
當的投保安排。公司目前尚未有該項投保安排,董事會認為現時未能於市場上找到保費水
準合理同時又能給予董事足夠適合保障的董事責任保險產品。

守則條文A.6.7條

新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條列明,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
東大會。由於有其他重要事務在身，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
五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二年度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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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連同管理層已持續檢討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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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審閱。



- �� -

派付末期股息

茲提述本公司就股東週年大會投票結果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刊發之公佈（「公
佈」）。除另有說明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使用者具有相同涵義。於二零一二
年五月二十五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向本公司股東宣派末期股息每股0.0�港元。有關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或
之前派付予名列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四日存置之股東名冊上之本公司股東。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港幣�仙）。

刊登財務資料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
股東，並同時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

承董事會命
中國龍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新炎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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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可文先生及尹昆崙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倪銀英女士及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潘龍清先生、錢世政博士、韓學松先生及金志國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