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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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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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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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04.36  �0,�0�.��  �.��

期內利潤 574.71  ���.��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101.21  ���.��  (��.�� )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03  0.0�  (�0.00 )

註：  �0��年重列為本報告期內完成共同控制下對邯鄲中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成都水泥工業設
計研究院有限公司、天津中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中國建築材料工業建設天津工程有限公
司和蘇州非金屬礦工業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收購、共同控制實體由比例合併改為權益法、
定額福利責任調整以及調整貿易業務營業收入的確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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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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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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804,361  �0,�0�,���
銷售成本  (17,747,681 ) (��,���,�0� )    

毛利  4,056,680  �,���,���
利息收入  88,472  ���,0�0
其他收入  365,760  ���,���
銷售及營銷費用  (758,384 ) (���,��� )
管理費用  (1,882,042 ) (�,���,��� )
匯兌損失  (40,871 ) (��,��� )
其他費用  (22,718 ) (��,��� )
融資費用 � (945,352 )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312 ) �,���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10,436 ) (�,��� )    

除稅前利潤  838,797  ���,��0
所得稅費用 � (264,085 ) (���,��� )    

期內利潤 � 574,712  ���,���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101,212  ���,���
 非控制權益  473,500  ���,���    

  574,712  ���,���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按每股人民幣元列值） � 0.02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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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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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712  ���,���    

其他全面（費用）收益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定額福利責任精算估值虧損 (7,409 ) (�,��0 )
  與定額福利責任精算估值虧損之所得稅 1,104  �,���    

 (6,305 ) (�,�0� )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安全生產費撥備 68,082  ��,���
  動用安全生產費 (36,922 ) (��,��� )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26,568 )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虧損 (803,383 ) (���,��� )
  有關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的所得稅 194,689  �0�,���    

期內其他全面費用（扣除稅項） (610,407 ) (���,��� )    

期內全面（費用）收益總額 (35,695 ) ��0,���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費用）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72,499 ) (���,��� )
 非控制權益 436,804  ���,���    

 (35,69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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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0��年�月�0日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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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09,103  ��,���,���  ��,���,���
 預付租賃款項  3,453,174  �,���,���  �,���,���
 投資物業  177,497  ���,���  ���,���
 無形資產  953,124  ���,���  �0�,���
 採礦權  472,250  ���,0��  ���,���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177,398  �,���,�0�  �,���,��0
 於合營公司的權益  152,060  ���,���  ���,��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521,281  �,���,��0  �,���,���
 預付收購附屬公司款項  138,000  –  �0�,�0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0 85,471  ��,���  ��,���
 其他非流動資產  319,941  ���,���  ���,���
 遞延所得稅資產  720,064  �0�,���  ���,���      

  52,379,363  �0,���,���  ��,���,���      

流動資產
 存貨  9,656,876  �,���,���  �,���,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0 20,306,903  ��,���,�0�  ��,���,0��
 應收客戶的合同工程款項  716,048  ���,���  ���,0��
 預付租賃款項  141,437  ���,0��  �00,���
 衍生金融工具  7,465  �,�0�  �,���
 其他流動資產  19,049  ��,���  ��,��0
 受限制銀行結餘  1,759,659  �,���,�0�  �,���,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409,930  �,���,���  �0,���,�0�      

  43,017,367  ��,���,���  ��,��0,���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  –  ���,���      

  43,017,367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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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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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736,697  ��,���,���  ��,���,�0�
 應付股利  113,388  �,���  �,���
 應付客戶的合同工程款項  383,180  ���,���  ���,���
 衍生金融工具  1,190  ���  ���
 所得稅負債  273,292  ���,0��  �0�,���
 短期融資券  2,900,000  �00,000  �00,000
 借款  16,291,662  ��,���,���  ��,���,���
 提前退休及補充福利責任  24,738  ��,0��  ��,���
 撥備  47,645  ��,���  ��,���      

  49,771,792  ��,��0,���  ��,���,��0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負債  –  –  ��,0��      

  49,771,792  ��,��0,���  ��,���,���      

淨流動負債  (6,754,425 ) (�,���,��� ) (�,��0,��0 )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5,624,938  ��,���,���  ��,���,0��      

非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4,771  �,���  �,��0
 衍生金融工具  –  –  ���
 公司債券  2,491,482  �,��0,���  �,���,���
 中期票據  5,754,460  �,���,��0  �,���,��0
 借款  8,884,336  �,��0,���  �,���,00�
 撥備  43,097  ��,���  ��,���
 遞延收入  824,080  ���,�0�  ���,���
 提前退休及補充福利責任  312,498  ���,���  ���,���
 遞延所得稅負債  490,481  ���,���  ���,���      

  18,805,205  ��,���,���  ��,���,���      

淨資產  26,819,7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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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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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 3,571,464  �,���,���  �,���,���
 儲備  7,054,198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0,625,662  ��,���,���  ��,���,0��
非控制權益  16,194,071  ��,���,���  ��,�0�,���      

權益總額  26,819,7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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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中國中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0�年�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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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材集團有限公司（「中材集團」）是本公司的直接控股
公司。公司董事認為截至2013年6月30日止，公司最終控制方為國務院國資委。本公司自
200�年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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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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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適用情況以公允值計量外，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是按歷史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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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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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
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綜合收益項目的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2009年至2011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其他實體權益的披露：
 第11號及第12號（修訂本）  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其他實體權益的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價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2011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2011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2011年經修訂） 投資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於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詮釋第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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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的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共同控制實體權益，相關詮釋的指引，
即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號共同控制實體－合資者之非現金出資，已經與香港
會計準則第��號（�0��年經修訂）合併。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訂明由兩方或多方擁有共
同控制權的合營安排的分類及入賬方式。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合營安排僅分為
兩種－合營業務及合營企業。在該準則下，合營安排的分類根據各方於該等安排下的權利
及責任而定，並考慮該等安排的結構、法律形式、各方於該等安排下同意的合約條款及有
關係的其他事實和環境。合營業務是一種合營安排，於該安排擁有共同控制權的各方（即合
營經營方）享有及承擔該安排涉及的資產及其負債責任。合營企業是一種合營安排，於該安
排擁有共同控制權的各方（即合營企業方）享有該安排下的淨資產。以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號，合營安排分為三個類別：共同控制實體、共同控制業務及共同控制資產。在該準
則下，合營安排的分類主要根據該等安排的法律形式（例如透過一個獨立實體而訂立的合營
安排分類為共同控制實體）而定。

合營企業和合營業務各有不同的初始和隨後的會計方法。於合營企業的投資採用權益法入
賬（不再允許比例合併法）。於合營業務的投資入賬時，每一個合營經營方均確認其資產（包
括共同持有資產的應佔部分）、負債（包括共同涉及負債的應佔部分）、收入（包括銷售合營
業務的產品所得收入的應佔部分）及費用（包括共同涉及費用的應佔部分）。每一個合營經營
方均應按相關準則將其於合營業務的權益所涉及的資產、負債、收入及費用入賬。

本公司董事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的規定檢討及評估本集團於合營安排的投資分
類。董事認為，本集團於龐貝捷中材金晶玻纖有限公司、淄博中材龐貝捷金晶玻纖有限公
司及東莞泰廣玻璃纖維有限公司（「集團內的共同控制實體」，曾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分
類為共同控制實體，並採用比例合併法入賬）的投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應分類
為合營企業，並採用權益法入賬。本集團於集團內的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的會計法變動，
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所載過渡性條文應用。就應用權益法而言，於�0��年�月�
日的初始投資按本集團先前按比例合併的資產及負債賬面值總額計量（詳情見下表）。董事
亦就於�0��年�月�日的初始投資進行減值評估，並認為無須作出減值準備。�0��年的比較
數字已重列，以反映本集團於集團內的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的會計法變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計量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訂立有關
公允價值計量及公允價值計量之披露的單一指引，並取代過往載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的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作出相對性修改，規定於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作出適當的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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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範圍廣闊，適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准許使用公允價
值計量及有關公允價值計量披露的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特別情況除外）。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包含「公允價值」的新定義，定義公允價值為在主要（或在最有利的）巿
場中，根據計量日的當時巿況，釐定出售資產所得到或轉讓負債所支付的價格。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公允價值乃出售價格，無論該價格是否可直接觀察或利用其他估值
方法估算得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亦包含廣泛的披露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第��號的過渡性條文，本集團已按未來適用法應用新公允價值計量及披
露規定。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2011年經修訂）僱員福利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經修訂）僱員福利及其隨之發生的
相關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經修訂）改變定額福利計劃及終止福利的會計處理。最重大的
轉變與定額福利責任及計劃資產的會計處理有關。該修訂規定於定額福利責任以及計劃資
產的公允值出現轉變時予以確認，及因此取消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過往版本允許的「緩衝區
法」並加快確認過去服務成本。所有精算估值盈虧須即時透過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以令於綜
合財務狀況表確認的淨退休金資產或負債可反映計劃虧絀或盈餘的全面價值。此外，以香
港會計準則第��號（�0��年經修訂）採用的利息淨額（對定額福利負債或資產淨額採用折現率
計算）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過往版本採用的計劃資產利息成本及預期回報。該等變更對
在以往年度所確認的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造成影響。本集團採用相關的過渡條文並按追溯
基準重列比較金額（詳情請見下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綜合收益項目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為全面收益表及收益表引入新的術語。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號（修訂本），「全面收益表」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而「收益表」則更名為「損益
表」。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保留以單一或兩個獨立但連續報表呈列損益及其他全面
收益的選擇。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要求在其他全面收益部份作額外披露，而
使其他全面收益項目歸類成兩個類別：(a)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及(b)當符合特
定條件時，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所得稅須根據相同基
準分配—該等修訂並無更改現有以除稅前或扣除稅項後之方式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選
擇。修訂本已追溯應用，因此其他全面收益項目的呈列已按此等修訂作出相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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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描述的會計政策變動對本期及上期的影響如下：

 採用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1號及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準則第28號  準則第19號  會計
 原先呈列  （經修訂）  （2011年）  政策變動後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營業額 �0,���,��0  (��,��� ) –  �0,���,���
銷售成本 (��,���,��� ) ��,���  –  (��,�0�,��� )       

毛利 �,���,�0�  (��,��� ) –  �,��0,���
利息收入 ���,���  –  –  ���,���
其他收入 ���,���  (��0 ) –  ���,���
銷售及營銷費用 (���,��� ) �,���  –  (���,��� )
管理費用 (�,���,��� ) ��,���  (�0,��� ) (�,���,0�� )
匯兌損失 (��,��� ) –  –  (��,��� )
其他費用 (��,��� ) �  –  (��,��� )
融資費用 (�0�,��� ) �,���  –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  –  �,���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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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利潤 ���,���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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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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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盈利 0.0��  –  (0.00�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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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1號及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準則第28號  準則第19號   會計
 原先呈列  （經修訂）  （2011年）  政策變動後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期內利潤 ���,���  ���  (�,�0� ) ��0,���       

其他全面（費用）收益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定額福利責任精算估值虧損 –  –  (�,��0 ) (�,��0 )
  與定額福利責任精算估算虧損之所得稅 –  –  �,���  �,���       

 –  –  (�,�0� ) (�,�0� )       

當符合特定條件時，其後可能會重新
 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安全生產費撥備 ��,���  –  –  ��,���
  動用安全生產費 (��,��� ) –  –  (��,��� )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虧損 (���,��� ) –  –  (���,��� )
  有關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項目
   的所得稅 �0�,���  –  –  �0�,���       

期內其他全面（費用）收益（扣除稅項） (���,��� ) ���  (�,�0� ) (���,��� )       

期內全面收益（費用）總額 �0�,��0  �,���  (��,�0� ) ���,���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益（費用）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 ) �,���  (��,��� ) (��0,��� )
  非控制權益 ���,���  –  (�,��� ) ���,���       

 �0�,��0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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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1號及
   香港會計  香港會計
   準則第28號  準則第19號   會計
 原先呈列  （經修訂）  （2011年）  政策變動後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12年12月31日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非流動資產 �0,���,���  (��,��� ) (��� ) �0,���,���
 流動資產 ��,���,��0  (�0�,��0 ) –  ��,���,��0       

 總資產 ��,���,���  (���,��� ) (��� ) ��,���,���       

 流動負債 ��,0��,���  (���,��� ) (�� ) ��,���,���
 非流動負債 ��,���,���  (��0 ) (�,��� ) ��,���,���       

 總負債 �0,���,���  (���,��� ) (�,��� ) �0,���,���       

 淨資產 ��,0��,00�  �,��0  �,0�0  ��,0�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  –  –  �,���,���
 儲備 �,���,�0�  �,���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  �,���  �,���  ��,���,���
 非控制權益 ��,���,���  (�� ) (��� ) ��,���,���       

 權益總額 ��,0��,00�  �,��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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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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及銷售相關稅金。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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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6,472  �,���,���
 －水泥 10,296,146  �,���,���
 －新材料 2,911,743  �,���,�0�   

 21,804,36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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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定本集團呈報分部時，並未合併營
運決策者識別的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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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文為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劃分的本集團收入及業績分析。

截至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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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6,472  10,296,146  2,911,743  –  21,804,361
分部間銷售 707,030  25,758  19,256  (752,044 ) –         

總計 9,303,502  10,321,904  2,930,999  (752,044 ) 21,804,361
         

分部業績 612,478  965,660  210,362  (44,191 ) 1,744,309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支出         (25,884 )
利息收入         88,472
融資費用         (945,352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312 )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10,436 )         

除稅前利潤         83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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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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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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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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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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 )         

除稅前利潤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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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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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b) 分部資產

下文為按經營分部劃分的本集團資產分析：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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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3,469  ��,���,���  ��,0��,���
水泥 46,347,774  ��,���,���  ��,���,���
新材料 15,774,239  ��,�0�,�0�  ��,��0,���     

分部資產總額 81,645,482  ��,���,���  ��,���,��0
抵銷 (2,522,089 ) (�,���,0�� ) (�,�0�,��� )
未分配資產 16,273,337  ��,0��,�00  ��,���,���     

綜合資產 95,396,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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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營公司的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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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其他分部資料

截至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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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47  941,605  286,777  304  1,339,833
攤銷 7,502  44,682  13,965  4  6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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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12,173 ) (424 ) (15 ) (12,312 )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  –  (10,436 ) –  (10,4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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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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計量分部業績時包括的款項：
折舊 ���,���  ���,���  ���,���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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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  –  (�,��� ) –  (�,��� )
         

5. 融資費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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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7,360  ���,���
減：在建工程資本化金額 (16,443 ) (��,��� )   

 940,917  ���,���
銀行借款的匯兌收益淨額 (1,983 ) (��0 )
銀行承兌匯票的貼現支出 6,418  ���   

融資費用總額 945,3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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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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列賬的所得稅費用金額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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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09  ���,���
 －海外稅項 2,127  ��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不足 –  (��0 )   

 267,136  ���,���
遞延所得稅 (3,051 ) (��,��0 )   

 264,0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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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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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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015  1,296,708
 －預付租賃款項 36,236  38,357
 －投資物業 4,818  4,237
 －無形資產 11,672  11,825
 －採礦權 18,245  19,56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100,959  74,879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  11,941
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601
存貨撥備（計入銷售成本） 2,587  22,017
撥回存貨撥備（計入銷售成本） (17,496 ) (23,283 )
捐贈 8,293  7,76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收益淨額 (6,618 ) (8,684 )
出售預付租賃款項所得收益淨額 (1,698 ) –
由利率掉期合同產生的虧損淨額 –  3,246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股息收入 (1,479 ) (344 )
其他應付款項的豁免 (26,085 ) (13,973 )
政府補助 (209,038 ) (208,305 )   

8.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2012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報告期內確認為分派的2012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3元
 （2012年︰ 2011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6元） 107,144  214,288   

截至2013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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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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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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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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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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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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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款項 13,459,837  ��,���,���  �,���,���
質保金 117,340  ���,���  ���,���     

 13,577,177  ��,���,���  �,���,��0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1,159,997 ) (�,0��,��0 ) (���,��� )     

貿易應收款項及質保金淨額 12,417,180  �0,���,���  �,���,0��     

應收貸款

應收貸款 23,733  ��,000  ��,0��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18,528 ) (��,��� ) (��,��� )     

應收貸款淨額 5,20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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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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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予供應商及分包商的預付款

給予供貨商及分包商的預付款 6,138,040  �,���,���  �,0��,0��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468,407 ) (���,��� ) (���,��� )     

給予供貨商及分包商的預付款淨額 5,669,633  �,��0,���  �,���,�0�     

僱員備用金 105,770  ��,���  ��,���
押金 117,625  ��,���  ��,���
其他應收款項 2,076,961  �,���,���  �,0��,��0     

 2,300,356  �,���,���  �,���,�0�     

 7,975,194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20,392,374  ��,���,���  ��,���,���

減：非即期部分
   質保金 (85,471 ) (��,��� ) (��,��� )     

即期部分 20,306,90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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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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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7,595  �,��0,���  �,���,���
六個月至一年 2,596,589  �,���,���  ���,���
一年至兩年 814,492  ���,���  ��0,���
兩年至三年 184,010  �0�,���  ���,���
多於三年 24,494  ��,���  ��,���     

 12,417,18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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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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概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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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24,084  ��,���,���  ��,�00,���     

押金、預提費用、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客戶預付款項 12,486,206  �,00�,�0�  �,���,���
應付薪金及福利 454,661  ���,���  ���,���
應付社保費用 298,566  ���,���  ���,��0
其他稅項 328,243  ���,���  ���,���
應計費用 380,578  ���,���  ���,���
應付押金 186,973  ��0,��0  ���,�0�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制權益之股息 196,312  ���,���  ���,���
其他應付款項 885,845  ���,���  ���,���     

 15,217,384  ��,���,���  �0,���,��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29,741,468  ��,���,���  ��,���,���

減：非即期部分 (4,771 ) (�,��� ) (�,��0 )     

即期部分 29,736,697  ��,���,���  ��,���,�0�
     

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及票據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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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5,667  �0,���,���  �,0��,���
六個月至一年 2,340,115  �,���,00�  �,���,���
一年至兩年 608,821  ���,���  �,���,���
兩年至三年 111,470  ��,0��  ���,���
多於三年 108,011  �0�,���  ��0,���     

 14,524,084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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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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0��年�月�0日 �,���,���  �,���,���  ��0,���  ��0,���  �,���,���  �,���,���  �,���,���  �,���,���
               

13. 報告期後事項

(i) 根據本公司於�0��年�月��日的公告，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寧夏建材與烏海市
西水水泥有限公司（「烏海市西水」）的原股東達成一項股權轉讓協議，以約人民幣
���,��0,000元收購烏海市西水��%權益。烏海市西水從事生產及銷售硅酸鹽水泥及水
泥熟料。於本交易完成後，烏海市西水將成為寧夏建材的全資附屬公司。是次收購已
於�0��年�月�日完成。

(ii) �0��年�月�日，寧夏建材與包頭市西水水泥有限責任公司(「包頭市西水」)另一股東
達成一項股權轉讓協議，以人民幣��,��0,000元出售其持有的包頭市西水全部��%權
益。是次收購已於�0��年�月��日完成。

(iii) 於�0��年�月�0日，本公司與中材集團財務有限公司（「中材財務公司」）於�0��年�月��
日訂立協議（「金融服務框架協議」）之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根據協議，中
材財務公司同意向本集團提供存款服務、貸款服務及其他金融服務。截至�0��年��月
��日止三個年度，金融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
 2013年  �0��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款服務（每日最高結餘
 （包括應計利息）） 3,100,000  �,�00,000  �,�00,000      

其他金融服務
 （應付中材財務公司的服務費） 100,000  �0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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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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處於溫和復甦和深度調整中，增長動力不足，國際水泥技術裝備和
工程市場投資者信心在不斷恢復，甚至出現局部活躍的趨勢，尤其在東南亞、中東、非
洲區域，市場有較明顯改觀。在區域市場，出現了大型國際水泥投資商由全面收縮向試
探性擴張轉變的趨勢。

受經濟增長放緩和產能過剩等因素影響，上半年國內水泥固定資產投資呈現加速下滑態
勢，同比下降�.��%。水泥工程建設項目明顯減少，競爭進一步加劇。水泥產業結構調整
力度的加大為公司在水泥產業節能、環保領域的發展提供了更多機會。

業務回顧

新簽海外訂單呈現爆發性增長

公司近幾年在一系列國際大型水泥工程總承包項目中取得的優異業績及表現出的強大競
爭力，得到了國際水泥界的認可和讚譽，上半年公司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的市
場開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新簽合同額人民幣���.0�億元，同比增長��.��%，其中新簽
海外合同金額人民幣���.��億元，同比增長�0�.��%，超過去年全年新簽海外合同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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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履約能力推動項目順利實施

報告期內，公司進一步優化項目資源配置，努力降低項目的成本，不斷提升風險控制能
力，確保在建項目高品質、高效率、如期完成。公司目前在執行的總承包及建安類項目
��0餘個，項目整體履約正常。共有�個總承包項目獲得PAC證書，�個獲得FAC證書。多
個項目如期順利點火投產。

加快多元化戰略實施 積極拓展新業務

報告期內，公司加快多元化戰略的實施，積極配置資源，為新業務創造條件，各項業務
有序推進。在鋼鐵、粉煤灰等領域簽訂了多個總承包合同。溧陽利用水泥窯處置城市生
活垃圾產業化項目運轉穩定，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和市場影響，產業化推廣前景廣闊；積
極推進裝備製造產業向礦業等領域的拓展。目前已簽訂多個外行業裝備製造合同，並努
力尋求獲取專業裝備製造品牌、技術、研發、市場資源。加快由單一的國際EPC業務，
向國際資源的配置型轉變。相關多元戰略的穩步實施，為公司優化業務結構，培育新的
增長點奠定基礎。

水泥

行業回顧

�0��年上半年，全國共生產水泥�0.��億噸，同比增長�.�%，水泥產量增速好於預期，但
由於產能過剩，水泥產品價格仍維持較低水平。受國家經濟增長放緩和全行業產能過剩
的影響，上半年水泥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新建產能繼續減少。

報告期內，國家繼續對產能過剩行業執行調控政策，抑制新增產能、加大淘汰落後產
能；此外水泥行業脫硝等環保標準正在修訂之中，對水泥行業的要求將更加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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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應對行業過剩 加大市場營銷 分部規模穩健增長

面對國內水泥行業全面供過於求的不利局面，公司發揮區域和品牌優勢，加大營銷力
度，擴大市場佔有率，報告期內，水泥及熟料銷售同比分別增長��%和��%。在不斷擴
大銷售的同時，以提高區域市場和資源控制為目的，以新建和並購方式，適時適度擴大
產能，上半年水泥產能達到�0,�00萬噸，商混產能達到�,��0萬方。與此同時，繼續增加
餘熱發電的裝機容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上半年新增裝機容量�0MW，報告期內發電
量��,���萬千瓦時，減排二氧化碳�0.��萬噸。報告期內，公司有�0條水泥熟料生產線配
套建設了脫硝系統，截至�0��年�月�0日有��條生產線的脫硝系統已投入運行。

優化內部管理 繼續降低產品成本

上半年水泥分部繼續加強運營管理，對生產線開展技術方案優化和技術改造，深入推進
對標管理，取得了良好效果，生產線的運營指標繼續優化，產品製造成本下降�0%；推
進集中採購，降低採購成本；拓寬直接融資方式，降低財務費用。通過持續優化成本管
控，在水泥市場價格總體低迷情況下，分部業績實現同比增長。

新材料

行業回顧

報告期內，新材料產業面臨的行業形勢依然嚴峻，風電、多晶硅產能過剩，歐盟對中國
的光伏產品實施反傾銷，光伏產業雪上加霜，影響了太陽能多晶硅熔煉器等相關產品的
銷售。�月��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了支持光伏產業發展的�條意見，將有利於光伏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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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健康發展。風電行業未見明顯好轉趨勢，市場形勢仍然嚴峻，需求不足，價格持續
下滑。中國今年�-�月份玻璃纖維行業原紗產量���.�萬噸，同比增長�.��%，行業供求基
本平衡，部分傳統產品價格呈逐漸下降趨勢；CNG氣瓶產業市場形勢較好，產銷兩旺。

業務回顧

積極開拓市場 努力提高產銷率

報告期內，公司加強對市場的研究和預測，不斷加大市場的開拓力度，及時捕捉市場信
息，加強銷售部門與生產部門的聯動，根據市場的需求及時調整產品品種，大多數產品
產銷率超過�0%，玻纖製品產銷率超過�00%。

加強成本管理 努力降本增效

報告期內，公司針對高新技術產品特點，不斷優化生產流程，改進生產工藝，提高勞動
生產率；採用集中招標採購，進口材料國產化，提高材料的利用率等措施，努力降低生
產成本。報告期內，太陽能多晶硅熔煉器單位生產成本同比降低��%，CNG氣瓶毛利率
呈逐月上升趨勢，風電葉片在產品價格不斷下降的情況下，保持毛利率基本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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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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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04.36  �0,�0�.��  �.��
銷售成本 (17,747.68 ) (��,���.�0 ) �.��   

毛利 4,056.68  �,���.��  ��.��
其他收入 365.76  ���.��  �.��
銷售及營銷費用 (758.38 ) (���.�� ) ��.��
管理費用 (1,882.04 ) (�,���.�� ) ��.��
匯兌損失 (40.87 ) (��.�0 ) �0�.��
其他費用 (22.72 ) (��.�� ) (��.�0 )   

營業利潤 1,718.43  �,���.��  ��.��
利息收入 88.47  ���.0�  (��.�� )
融資費用 (945.35 ) (���.��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31 ) �.��  (���.�� )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10.44 ) (�.�� ) �0.��   

除稅前利潤 838.80  ���.��  �.��
所得稅費用 (264.09 ) (���.�� ) ��.��   

期內利潤 574.71  ���.��  (�.�� )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101.21  ���.��  (��.�� )
 非控制權益 47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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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百萬元，同比上升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為人民幣�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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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
人民幣�0,�0�.��百萬元，增長�.��%，主要是較上年同期水泥產品銷量上升。其中水泥
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減少了人民幣��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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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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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於本期水泥產品銷量上升。其中水泥
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減少了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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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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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增長��.��%。其中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減少了人民幣
�0.��百萬元；水泥分部增加了人民幣���.��百萬元；新材料分部減少了人民幣�.��百萬
元。毛利率為��.�0%，較去年同期的��.��%，增長了�.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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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增長��.��%，主要是由於水泥產品銷量上升，運費及包裝
費增長較大。其中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減少了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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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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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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是由於新建生產線投產運營費用增加及研
發投入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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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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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營業利潤率為�.��%，較去年同期的�.��%，增
長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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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
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融資規模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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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於本期部份聯營公司業績下降及出
售了一間聯營公司的部份股權。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應佔合營公司業績為人民幣-�0.��百萬元，較去
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降低�0.��%，主要是由於合營公司虧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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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是由於本期部份附屬公司業績增長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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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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的人民幣���.��百萬元，降低��.��%。主要由於本期持股比例較高的企業盈利能力下
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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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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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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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3.50  �,���.��  (�.�� )
銷售成本 7,918.94  �,���.�0  (�.�� )
毛利 1,384.56  �,���.��  (�.�0 )
銷售及營銷費用 87.16  ��.��  (0.�� )
管理費用 732.31  �0�.��  �.��
分部業績 612.48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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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降低�.��%，本期貿易和水泥技術裝備及
工程服務業務量同比均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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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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百萬元，降低�.��%，主要原因是業務量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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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0%。毛利率為��.��%，較去年同期
的��.��%，增長0.��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毛利率較低的貿易業務本期業務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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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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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主要原因是本期工程項目保函
手續費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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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百萬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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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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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1.90  �,���.�0  ��.�0
銷售成本 8,194.94  �,���.��  ��.��
毛利 2,126.96  �,���.��  ��.�0
銷售及營銷費用 531.68  ���.��  ��.0�
管理費用 816.94  ���.��  ��.0�
分部業績 965.66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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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0百萬元，增長��.�0%，主要原因是新建項目投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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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本期水泥產品銷售規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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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0%。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水泥分部的毛利率
為�0.��%，較去年同期的��.��%，增長�.��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本期噸產品能耗量下
降及燃料價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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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主要原因是水泥產品銷量增加，包裝費、
運輸費等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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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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0�%，主要原因是水泥產能規模擴大，新生產線投產運
營費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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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0%。

新材料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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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1.00  �,��0.0�  �.��
銷售成本 2,341.65  �,���.��  �.��
毛利 589.35  ��0.��  (0.�� )
銷售及營銷費用 139.54  ���.00  �.��
管理費用 311.93  ���.��  �.��
分部業績 210.3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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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的人民幣�,��0.0�百萬元，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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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較去年
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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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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
人民幣��0.��百萬元，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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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降低0.��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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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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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元，較去年同
期的人民幣���.��百萬元，增長�.��%，主要原因是與上年同期相比研發投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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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百
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百萬元，降低��.��%。主要原因是政府補助減少及匯
兌損失增加。

資金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現金流量：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3年  �0��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重列）

經營活動產生（動用）的現金淨額 1,187.67  (���.�� )
投資活動動用的現金淨額 (2,364.97 ) (�,���.�� )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2,401.26  �,���.��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409.9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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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活動產生（動用）的現金淨額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產生（動用）的現金淨額由去年同期的人民
幣-���.��百萬元，增加至人民幣�,���.��百萬元。主要原因是項目預收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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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
元，增加至人民幣�,���.��百萬元。主要原因是本期投資生產線和購買子公司支付的現金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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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至人民幣�,�0�.��百萬元，主要原因是籌資規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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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百萬元（�0��年��月��
日：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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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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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年��月��日：�0.��%）。

憑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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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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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

於�0��年�月�0日，本集團的借款餘額為人民幣��,���.��百萬元。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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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1.66  ��,���.��
短期融資券 2,900.00  �00.00
長期借款，扣除一年內到期的部分 8,884.34  �,��0.�0
公司債券 2,491.48  �,��0.��
中期票據 5,754.46  �,���.��    

借款總額 36,321.94  ��,���.�0    

資產押記

於�0��年�月�0日，本集團以賬面值為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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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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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0.00    

合計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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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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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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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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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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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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0��年下半年，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確定和不穩定因素較多，外部需求增長減緩的趨勢
不會改變。中國經濟運行整體平穩，但面臨的矛盾和問題依然較多，經濟下行的壓力較
大。中國政府將堅持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公司將抓住結
構調整以及推進城鎮化、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機遇，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
置，強化科技創新、技術升級和新產品研發，大力開拓市場，降本增效，提高資金使用
效率，合理調配資金、降低融資費用，努力扭轉業績下滑的趨勢。

水泥技術裝備與工程服務分部將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繼續關注西非、東歐、中南美和
南亞等熱點區域，在加強與傳統大客戶合作的同時，加大對中小客戶的跟蹤力度，創新
營銷模式。關注中國熱點市場，積極開拓水泥企業節能環保和技術改造市場，提升備品
備件和後期服務業務的比重，大力推廣水泥窯協同處置垃圾、污泥及城市廢棄物業務。
進一步加大對技術裝備的研發力度，在不斷提高水泥裝備自給率的同時，加快裝備業務
向礦業、冶金、化工和電力行業的拓展。預計全年新簽合同額將超過人民幣�00億元。

今年�月國家發改委、工信部聯合下發的《關於堅決遏制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盲目擴張的通
知》，將對水泥行業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上半年水泥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月
份工信部公佈的今年淘汰水泥落後產能�,���萬噸，將有利於改善市場的供求關係。水泥
分部將抓住國家加快新型城鎮化建設、棚戶區改造以及國務院進一步加快中西部鐵路建
設的機遇，努力擴大市場份額。進一步優化內部管理，努力降低生產成本，提升核心競
爭力，力爭全年銷售水泥及熟料�,000萬噸。

新材料分部將根據國內外經濟環境和市場的變化，及時調整產品結構和銷售策略，繼續
保持風電葉片、高壓複合氣瓶的行業領先地位。不斷優化太陽能多晶硅熔煉器以及其他
高新產品的生產工藝流程，強化管理，提高產品合格率。風電葉片繼續加大新產品開發



- �0 -

力度，提高大尺寸葉片生產和銷售比例，努力提升產品的毛利。CNG氣瓶抓住市場良好
的機遇，加快銷售渠道建立，爭取更多戰略合作者。玻璃纖維及製品立足於不斷降低生
產成本，調整產品結構，提高產品競爭力。

期後事項

�. 於�0��年�月�0日，本公司與中材集團財務有限公司（「中材財務公司」）於�0��年�月
��日訂立的「金融服務框架協議」獲�0��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批准。根據協議，中
材財務公司同意向本集團提供存款服務、貸款服務及其他金融服務。截至�0��年��
月��日止三個年度，金融服務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款服務（每日最高結餘
 （包括應計利息）） �,�00,000  �,�00,000  �,�00,000      

其他金融服務
 （應付中材財務公司的服務費） �00,000  �00,000  ��0,000     

詳情請參見本公司�0��年�月��日及�0��年�月�0日刊發於香港聯交所網站與本公司
網站的公告。

�. 中國中材東方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東方貿易」）於�0��年�月因買賣合同糾紛，對債
務人上海鼎企商貿有限公司、上海華際鋼鐵物資有限公司和上海鑫貿實業發展有限
公司，以及擔保人林欽華、福建省錦霖實業有限公司、上海眾唐實業有限公司、福
建邦盛集團有限公司、許清莊、李守龍、吳周國和林麗珍（以下統稱「被告」），向法
院提起民事訴訟，並已由法院受理，涉及訴訟標的金額為人民幣�0�,���,���.0�元。

東方貿易已向法院申請對被告相關資產進行保全，法院查封了部分被告擁有的相關
資產。目前上述案件尚未開庭審理，本公司董事會暫時無法預測事件對本公司當期
和期後損益的影響，本公司將持續關注事態發展，並（如須要）將及時披露相關信
息。

該等事件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於�0��年�月��日刊發在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網站上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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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0��年�月��日，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材科技」）與中國中材集團有限
公司（「母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中材科技已同意以現金代價人民幣
���,�0�,000元收購母公司持有的南京玻璃纖維研究設計院有限公司（「南玻院有限」）
�00%股權。於該股權轉讓協議完成後，南玻院有限將成為中材科技的全資附屬公司
及本公司的間接附屬公司。

詳情請參見本公司�0��年�月��日刊發於香港聯交所網站與本公司網站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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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証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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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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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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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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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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民先生及于世良先生。於�0��年�月�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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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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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志江

中國北京
�0��年�月��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志江先生及李新華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
于世良先生、張海先生、李建倫先生、于國波先生及唐保祺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梁創順先生、陸正飛先生、王世民先生及周祖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