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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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ENERGI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航天萬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1185）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業績
中國航天萬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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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2012至 1.1.2011至
附註 30.6.2012 30.6.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248,062 157,120
銷售成本 (246,782) (147,976)

毛利 1,280 9,144
其他收入 33,873 11,996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17,122 (3,897)
分銷成本 (13,301) (4,466)
行政費用 (76,339) (49,304)
財務成本 5 (39,666) (27,30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19 12,66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14,061 83,171

除稅前溢利 6 37,749 32,008
稅項 7 (4,701) (3,199)

期內溢利 33,048 28,809



– 2 –

1.1.2012至 1.1.2011至
附註 30.6.2012 30.6.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3,348 －
　－折算呈列貨幣產生之匯兌差額 － 56,448

36,396 85,257

期內以下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9,603 34,000
　非控制性權益 (6,555) (5,191)

33,048 28,809

期內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開支）：
　本公司擁有人 42,951 87,357
　非控制性權益 (6,555) (2,100)

36,396 85,257

每股溢利－基本 9 1.00港仙 0.8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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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30.6.2012 31.12.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49,022 450,099
　投資物業 37,680 37,680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之按金 － 14,293
　商譽 4,903 4,903
　無形資產 65,123 69,842
　遞延稅項資產 4,243 3,98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48,854 370,566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239,558 1,272,88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19,051 －

2,268,434 2,224,250

流動資產
　存貨 416,522 469,63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0 879,363 558,342
　應收聯營公司款 28,094 45,856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 151,436 161,795
　已抵押銀行存款 14,673 22,606
　銀行定期存款 － 12,409
　銀行結存及現金 342,053 356,562

1,832,141 1,62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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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30.6.2012 31.12.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1 432,280 525,090
　應付稅項 4,287 1,674
　應付聯營公司款 49,694 63,708
　政府補助 249 249
　保修撥備 29,069 22,380
　於一年內到期之貸款 776,400 530,400

1,291,979 1,143,501

流動資產淨額 540,162 483,707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808,596 2,707,957

非流動負債
　於一年後到期之貸款 860,148 796,548
　遞延稅項負債 17,843 19,188
　政府補助 7,706 7,830

885,697 823,566

資產淨額 1,922,899 1,884,39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396,900 396,900
　儲備 1,369,845 1,327,12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766,745 1,724,024
非控制性權益 156,154 160,367

權益總額 1,922,899 1,88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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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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
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投資物業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乃於適用情況下按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
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
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
採用者相同。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收購股權投資並指定其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為指定或不能歸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或持有至到期投資之
非衍生工具。本集團指定於華電福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華電福新」）之投資為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因為華電福新之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上市，而管理層無意買賣已認購之股份。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於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公平值變動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並於資
產重估儲備中累積，直至出售金融資產時或釐定金融資產減值時，屆時，先前於資產重
估儲備累積之累積損益會重新分類至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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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之若干修訂本，該等修訂本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就計量遞延稅項而言，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利用公平值模式計量之投資物業被假定透過銷售
收回，除非該假定在若干情況下被駁回。

本集團利用公平值模式計量其投資物業。由於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本公
司董事審閱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並總結本集團持有投資物業之業務模式，旨在享用於持
有投資物業期間所產生之顯著經濟利益，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所載假設已被駁
回。本集團繼續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確認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產生之遞延稅項。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上述修訂本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報告之金額及
╱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現時將業務分成五個經營及可報告分類，其代表本集團所從事的五項主要業務。
分類業績指各分類賺取或產生的除稅前溢利或除稅前虧損，不包括財務成本、不能分配
之應佔若干共同控制實體業績、未經分配其他收入及公司費用，如主要行政成本及董事
薪金。應佔聯營公司溢利71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2,666,000港元）及應佔若干共同控制實體虧損（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溢利）2,02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222,000港元）
已分配至經營及可報告分類。此乃就資源分配及分類績效評估而言，向本公司執行董事
呈報的計量。

審閱期間內，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報告分類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風力發電 稀土
相關產品 風場運營 電機產品 材料貿易 電訊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128,432 15,827 14,564 73,533 15,706 248,062

業績
　分類業績 (50,737) 10,469 953 70 6,137 (33,108)
未經分配其他收入 27,728
未經分配公司費用 (33,288)
財務成本 (39,666)
應佔共同控制
　實體業績 116,083

除稅前溢利 37,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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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風力發電 稀土
相關產品 風場運營 電機產品 材料貿易 電訊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5,403 16,435 9,014 100,793 25,475 157,120

業績
　分類業績 (23,475) 32,465 (8,841) 381 (7,030) (6,500)
未經分配其他收入 4,359
未經分配公司費用 (21,498)
財務成本 (27,302)
應佔共同控制
　實體業績 82,949

除稅前溢利 32,008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1.1.2012至 1.1.2011至
30.6.2012 30.6.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出售聯營公司權益之收益（虧損） 11,801 (882)
收回先前已減值之貿易應收款
　（確認有關貿易應收款之減值虧損） 3,613 (3,564)
已確認匯兌收益淨額 1,102 85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606 (304)

17,122 (3,897)

5. 財務成本

1.1.2012至 1.1.2011至
30.6.2012 30.6.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支出：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37,173 25,099
　－可於五年後償還 2,493 2,203

39,666 27,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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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1.1.2012至 1.1.2011至
30.6.2012 30.6.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038 14,930
無形資產攤銷 5,998 －
陳舊存貨撥備 － 1,479
利息收入
　－銀行結餘 (2,851) (1,732)
　－墊款予共同控制實體 (2,302) (1,051)
其他收入
　－出售物業開發項目收益（附註10） (22,185) －

7. 稅項

1.1.2012至 1.1.2011至
30.6.2012 30.6.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4,458 3,471
遞延稅項 243 (272)

4,701 3,199

由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香港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於兩個期間內並未對香港利得稅計
提撥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於中國產生之稅項按企業所得稅率25%確認。（二
零一一年：25%）。

8. 股息

兩個期間均無支付或宣派任何股息。本公司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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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溢利－基本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溢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1.1.2012至 1.1.2011至
30.6.2012 30.6.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就每股基本溢利而言之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39,603 34,000

股份數目
2012及 2011

就每股基本溢利而言之加權平均普通股份數目 3,968,995,668

由於該兩個期間均無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包括貿易應收款 229,51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9,502,000港元）。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應收款包括出售風機予第三方的應收質
保金28,624,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624,000港元）。結餘將於3年質保期
結束時結算。至於其餘結餘，本集團平均給予客戶90日信貸期供銷售產品及提供服務。
執行董事並酌情允許若干主要客戶信用期延長至一年。根據發票日期列示扣除撥備後的
貿易應收款於報告期間完結時之賬齡分析如下：

30.6.2012 31.12.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99,421 48,503
31日至90日 16,328 7,740
91日至180日 5,294 3,821
181日至365日 194 389
超過一年 108,280 109,049

229,517 169,502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其他應收款包括應收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之股
息賬面值總額173,874,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118,000港元），就中國附
屬公司購買存貨之按金165,84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5,013,000港元）、
應收票據112,92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1,696,000港元）及轉讓物業開
發項目之應收代價11,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轉讓物業開發項目
之應收代價於報告期後已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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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包括貿易應付款 241,85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6,043,000港元）。根據各個報告期末之發票日期，貿易應付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30.6.2012 31.12.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40,790 223,628
31日至90日 26,253 11,720
91日至180日 118,597 2,598
181日至365日 53,238 3,069
超過一年 2,973 5,028

241,851 246,043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計入本集團之其他應付款包括建築工程應付款項5,034,000港
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739,000港元）、預先收取客戶款項85,797,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2,905,000港元）及應付附屬公司非控制性權益股息3,888,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22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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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績摘要

截至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於2012年上半年之營業額為24,806萬港元，期內盈利3,305
萬港元，而2011年同期之營業額則為15,712萬港元，期內盈利2,881萬港元；營業額增
加58%，而期內盈利增加15%。期內營業額中，12,843萬港元來自銷售風力發電相關產
品、1,583萬港元來自風電場風力發電之銷售電力、1,456萬港元來自銷售稀土電機、
7,353萬港元來自銷售化工材料及1,571萬港元來自電訊相關業務，而上年同期營業額
中，540萬港元來自銷售風力發電相關產品、1,644萬港元來自風電場風力發電之銷售
電力、901萬港元來自銷售稀土電機、10,079萬港元來自銷售化工材料及2,548萬港元
來自電訊相關業務。

業務回顧

風力發電業務

2012年，直驅風機以其結構簡單、可靠性高、效率高、運作維護成本低等優勢，參與
國內激烈的市場競爭，下滑的風機市場價格穩定下來，本集團不斷發揮航天直驅風機
技術、質量和服務等優勢。在這基礎上，以直驅風機研發提昇技術和批量生產為策
略，發揮產品優勢、不斷加強控制成本和建設高效的供應鏈，提昇成本效益，積極應
對挑戰；在通過內蒙古風機總裝廠、甘肅風機總裝廠和江蘇萬源風機總裝廠，與多個
省、自治區政府建立良好關係策略，把握各省、自治區風電配額，以獲取更多風資
源，謀取更多生產風機訂單，從而增加市場份額。特別是集團於2012年6月，就中國
華電集團甘肅20萬KW風機（約100台2MW電勵磁直驅風機）成功中標；於7月與中國國
電科環集團簽署150台1.5MW風機訂單，這將為集團今年下半年及明年風機批產打下
堅定基礎，為集團帶來可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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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直驅風力發電機具有無齒輪箱、採用低速大扭矩發電機、全功率變流、抗電網波
動能力強等特點，相對傳統風力發電機具有自身損耗低、發電效率高、尺寸小、重量
輕、便於維護、運行成本低等優點，因此，直驅風力發電機，尤其是本集團下一步主
打的1.5MW和2MW電勵磁直驅風機，不倚賴稀土電機，避免了國家對稀土材料這一戰
略物資調整政策而產生的經營風險，市場形勢看好。

2012年上半年，集團共完成25台2MW電勵磁直驅風機和66台1.5MW電勵磁直驅風機的
生產，其中25台2MW風機是為中國華電集團甘肅白銀風場供應，而66台1.5MW風機是
為中國大唐集團甘肅瓜州風場配套供應的產品。其中，16台2MW風機已安裝並結算收
入。

技術研發

2012年上半年，確定了1.5MW和2MW電勵磁直驅風機為下一步主打產品。根據風速、
空氣密度、海拔高度等風場環境，研製77米、83米、88米風輪直徑的1.5MW電勵磁直
驅風機和90米、93米、97米、101米風輪直徑的2MW電勵磁直驅風機。

2011年9月成立的科學技術委員會，組建了2MW電勵磁直驅風機研發項目組；2012年
6月完成2MW電勵磁直驅風機樣機安裝，預計年末可展開批產。

生產管理

2012年，在進行1.5MW電勵磁和2MW永磁直驅風機批產過程中，進一步完善適應批生
產的管理體系和業務流程。明確科研生產管理的牽頭部門，加強計劃管理，通過專題
計劃和調度指揮，保證風機批產在計劃指導下有序進行；梳理管理流程，理順部門間
分工協作的界限，實現在銷售、計劃、設計、生產、採購、財務等各環節中的人流、
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高效營運，實現有效的閉環管理和控制。

2012年生產管理重點，強化質量管理，通過建立質量工程師團隊，樹立質量成本意
識。認真研究風機零部件特性，結合產品關鍵控制和生產的實際需要確定監造、驗收
方式，制訂過程質量控制原則，提高風機設備的質量可靠性，控制質量管理成本；制
訂風場設備重大質量安全問題報告制度，建立風機運行質量管理台賬，確保問題處理
及時、準確和後續技術完善。



– 13 –

材料貿易

2012年上半年，北京萬源繼續經營原料的貿易業務，但為了控制材料貿易價格波動帶
來之風險，材料貿易業務規模與上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風場營運

集團營運之風場包括集團控股經營的遼寧本溪，航天龍源（本溪）風電場，容量2.465

萬千瓦，安裝29台850KW風機；參與投資建設的三個風場，吉林龍源：吉林通榆風電

場，容量20萬千瓦，安裝236台850KW風機；江蘇龍源：江蘇如東風電場容量，15萬

千瓦，安裝100台1.5MW風機；及內蒙興和：大唐萬源興和風電場，容量4.95萬千瓦，

安裝55台900KW直驅風機。

另外，聯營公司航天閩箭新能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通過其附屬公司營口風力發電股份

有限公司正式發展閩東海上及陸地風電場項目，帶來集團訂單，採購本集團生產的

2MW直驅風機型號。

風場運營業務2012年上半年共實現盈利1,047萬港元。

新材料業務

集團控股經營的江蘇航天萬源稀土電機有限公司為專業研發、生產、銷售稀土永磁無
齒輪電梯曳引機的高新技術企業。自主研發的「航天萬源」品牌稀土永磁無齒輪曳引機
及其拖動控制系統，佔據了國內電梯無齒輪領域的缺乏技術空間。

集團聯營公司無錫航天萬源新大力電機有限公司（「無錫發電機廠」）經營 900KW、
1.5MW發電機批產，其自主研發的1.5MW電勵磁直驅風力發電機，運用多項新技術，
榮獲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2011年度科學技術進步突出貢獻一等獎，故此，本集團
具備葉片、發電機等風機核心部件內部供應能力，減少依賴向風機供應鏈上游供應商
採購發電機，控制了風機供應鏈的供應風險，並控制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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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零部件業務

汽車發動機管理系統

共同控制實體北京德爾福萬源發動機管理系統有限公司作為國內汽車電噴領域的主流
供應商，具有穩定的市場佔有率，保持市場佔有率國內第二的地位，幾乎為所有國內
主要汽車生產商供貨；外銷方面，產品銷往歐洲、北美等整車生產廠。

2012年上半年完成銷售收入165,375萬港元，較上年同期增加2,706萬港元，其擴大銷
量目標順利完成。

汽車密封系統

共同控制實體北京萬源瀚德汽車密封系統有限公司是國內中高檔汽車密封產品的專業
生產公司，在品質管制方面與國際先進水準接軌。公司不僅實現了對中國中、高檔車
型的開發和配套，且產品滿足德、法、美、日、南韓等多種標準體系。

2012年上半年實現銷售收入33,380萬港元，較上年同期增加8,204萬港元。

電訊業務

本集團電訊產品涵蓋北斗GPS雙模軟硬件整體解決方案和無線電訊等領域之產品。

展望

展望未來，集團會持續完善風機國產化進程，繼續面向國內及國外風電市場銷售和批
產 900KW、1.5MW及2MW直驅風機產品，擴大經營規模；重點發展3MW和 5MW風
機，配合國家十二五規劃，把掘未來風機市場份額、鞏固與其他大規模電力集團開展
合作機會；完善稀土電機批量生產；及做好集團融資工作，進一步增加節能、環保業
務規模，加強內部管理，以確保集團持續發展，為股東造福，帶來財富及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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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香港總部辦公室共有僱員32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35人），而中國內地辦事處共有僱員749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63人）。僱員薪酬乃按照個別僱員之表現及不同地區現行之薪金趨勢而釐定，每年會
進行檢討。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強制性公積金及醫療保險。此外，本集團設有由董事
酌情釐定之表現花紅。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款總額為1,636,54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326,948,000港元），其中512,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74,400,000港元）為浮動息率借款，其餘為固定息率借款。本集團所有借款均按市場
利率釐定。本集團並無發行任何金融工具作為對沖或其他用途。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負債比率（借款總額除以股東權益）為93%（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77%）。

匯兌及其他風險

本集團之大部份業務交易皆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預期本集團的匯兌波動風險
並不顯著，故並無進行任何對沖活動。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一聯營公司的銀行融資向其銀行提供了24,000,000
港元之擔保（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於回顧期內適用本集團之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列全部原則，除偏離守則第A.4.1
條守則條文外，已遵守守則內有關條文，該條文規定，非執行董事須獲委任特定任期
並可膺選連任。

本公司全體非執行董事，除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特定任期三年外，均未獲委任特定任
期，但須遵照本公司組織章程退任條文於本公司之股東周年大會輪值退任及膺選連
任。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充分措施確保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常規不較守則中所規
定者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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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集團證券之守則。全體
董事於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彼等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一直符合上市規則第3.10(1)
條、3.10(2)條及3.10A條就任命足夠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數目（三位）之規定，佔董事會
成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中一位擁有合適之專業資格、會計及財務管理專業知識。

任命獨立非執行董事乃遵守載列於上市規則第3.13條評估獨立性之指引。本集團已收
到各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性之書面確認書及認為彼等均為與管理層並無關係的獨立
人士，其獨立判斷不會受到太大影響。董事會認為每位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均向董事會貢獻其自身之相關專業技能。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全部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簡麗娟女士、王德臣先生及吳君棟先
生及一名非執行董事方世力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審閱本公司之財務
報告程序、內部監控及本集團業績。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已由審核委員會
及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韓樹旺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布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韓樹旺先生（董事長）、王曉東先生（副董事長）、李光
先生及王利軍先生；非執行董事方世力先生及張建華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德臣先生、簡麗娟
女士及吳君棟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