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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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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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22）

二零一四年中期業績公告

慶鈴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及二零
一三年同期之比較數字概述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3,033,348 2,699,842
銷售成本 (2,558,154) (2,276,050)

  

毛利 475,194 423,792
其他收入 62,471 60,758
其他利得及損失 99 3,243
分銷及銷售成本 (168,039) (185,038)
管理費用 (94,079) (85,852)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65 35
分佔合營公司溢利 6,279 535

  

除稅前溢利 4 282,090 217,473
所得稅支出 5 (41,394) (32,628)

  

期內溢利及綜合總收益 240,696 184,845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溢利及期內綜合
　總收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39,972 183,489
　非控股權益 724 1,356

  

240,696 184,845
  

每股盈利
　基本 7 人民幣0.0967元 人民幣0.07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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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016,005 1,144,232
　預付土地租金 42,736 43,426
　投資物業 38,020 39,022
　無形資產 37,881 43,64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6,462 6,297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405,613 399,334
　遞延稅項資產 2,299 2,299
　收購非流動資產預付款項 9 50,681 50,681

  

1,599,697 1,728,932
  

流動資產
　存貨 1,137,957 795,06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945,506 824,276
　應收票據 11 2,879,874 2,648,726
　預付土地租金 1,383 1,383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12 2,617,170 2,625,30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74,128 1,206,765

  

8,856,018 8,101,52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2,525,690 2,136,133
　應付股息 322,695 —
　應付稅項 27,261 27,446

  

2,875,646 2,163,579
  

流動資產淨值 5,980,372 5,937,94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580,069 7,666,87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482,268 2,482,268
　股本溢價及儲備 4,804,846 4,887,56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7,287,114 7,369,837
非控股權益 292,955 297,038

  

權益總額 7,580,069 7,66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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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公積金 法定公積金 任意公積金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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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2,482,268 1,764,905 572,239 908,905 2,347 1,639,173 7,369,837 297,038 7,666,875
期內溢利及綜合總收益 — — — — — 239,972 239,972 724 240,696
宣派二零一三年末期股息
　（附註6） — — — — — (322,695) (322,695) — (322,695)
一間附屬公司向非控股權益
　宣派股息 — — — — — — — (4,807) (4,807)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482,268 1,764,905 572,239 908,905 2,347 1,556,450 7,287,114 292,955 7,580,069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2,482,268 1,764,905 572,239 872,748 2,347 1,551,876 7,246,383 294,994 7,541,377
期內溢利及綜合總收益 — — — — — 183,489 183,489 1,356 184,845
支付二零一二年末期股息
　（附註6） — — — — — (248,227) (248,227) — (248,227)
一間附屬公司向非控股權益
　宣派股息 — — — — — — — (3,900) (3,90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2,482,268 1,764,905 572,239 872,748 2,347 1,487,138 7,181,645 292,450 7,47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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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 31,288 349,625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20,443) (33,915)
收購非流動資產預付款項 — (50,741)
提取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1,550,663 1,485,800
存入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1,551,033) (1,545,798)
利息收入 56,470 61,97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32 7

  

35,689 (82,677)
  

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出：
　已付股息 — (248,227)

  

— (248,22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66,977 18,721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06,765 1,040,498
以外幣持作現金之結餘之滙率變動的影響 386 (4,168)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1,274,128 1,05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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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要求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除下文所述外，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
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慶鈴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編製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貫徹一致。

於本中期，本集團已首次採納下列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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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詮釋及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非金融資產之可收回金額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及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1號

徵費

於本中期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新詮釋及修訂本不會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所呈報金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下列為本集團之營運分部乃根據向主要經營決策者（例如本公司執行董事）報告之資
料以作分配資源及評估業績：

輕型商用車 — 生產及銷售輕型商用車
多功能汽車 — 生產及銷售多功能汽車
皮卡車 — 生產及銷售皮卡車
中型及重型車 — 生產及銷售中型及重型車
汽車零件及部件 — 生產及銷售汽車零件及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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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分部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及業績按可報告
及營運分部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輕型商用車 多功能汽車 皮卡車
中型及
重型車

汽車零件及
部件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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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 1,385,563 12,074 711,404 764,771 159,536 3,033,348      

業績
　分部溢利 94,374 896 73,901 60,056 1,003 230,230      

集中管理費用 (17,154)
利息收入 47,966
其他收入 14,505
其他利得及損失 99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65
分佔合營公司溢利 6,279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 282,090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輕型商用車 多功能汽車 皮卡車
中型及
重型車

汽車零件及
部件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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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 1,188,660 10,486 886,794 402,580 211,322 2,699,842
      

業績
　分部溢利 64,082 574 77,753 26,334 827 169,570

     

集中管理費用 (16,668)
利息收入 44,040

其他收入 16,718

其他利得及損失 3,243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35

分佔合營公司溢利 535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 21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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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於未分配集中管理費用、利息收入、其他收入、其他利得及損
失、分佔合營公司溢利及分佔聯營公司溢利時賺取的溢利。此乃向主要經營決
策者報告以分配資源及評估業績之計算方式。

(ii) 分部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及負債按可
報告及營運分部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輕型商用車 多功能汽車 皮卡車
中型及
重型車

汽車零件及
部件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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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2,504,691 16,591 894,932 1,458,005 191,051 5,065,270     

分部之間共用資產
　— 物業、廠房及
　　　 設備 541,683
　— 預付土地租金 44,119
　— 存貨 222,761
投資物業 38,020
收購非流動資產之
　預付款項 50,68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6,462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405,613
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 3,891,298
其他不可分配資產 189,808 

綜合總資產 10,455,715 

負債
　分部負債 228,968 2,443 92,734 71,381 20,837 416,363     

不可分配之應付
　賬款、應付票據及
　其他應付款項 2,109,327
其他不可分配之負債 349,956 

綜合總負債 2,87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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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輕型商用車 多功能汽車 皮卡車
中型及
重型車

汽車零件及
部件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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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資產
　分部資產 2,188,835 14,203 979,601 1,274,282 155,541 4,612,462

     

分部之間共用資產
　— 物業、廠房及
　　　 設備 592,534

　— 預付土地租金 44,809

　— 存貨 164,669

投資物業 39,022

收購非流動資產之
　預付款項 50,68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6,297

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399,334

銀行存款及銀行結餘 3,832,069

其他不可分配資產 88,577
 

綜合總資產 9,830,454
 

負債
　分部負債 227,386 1,493 119,789 61,222 19,320 429,210

     

不可分配之應付
　賬款、應付票據及
　其他應付款項 1,706,923

其他不可分配之負債 27,446
 

綜合總負債 2,163,579
 

為監察分部業績及分配分部資源：

‧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營運分部，惟分部之間共用資產、投資物業、收購非流動
資產之預付款項、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於合營公司之權益、銀行存款及銀行
結餘及其他由總公司持有之不可分配之資產除外；及

‧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營運分部，惟不可分配之應付賬款、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
款項及總公司之其他不可分配負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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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7,236 109,899
無形資產攤銷（已計入銷售成本） 5,760 4,205
投資物業折舊 1,002 3,465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690 64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65 70
外滙虧損淨額 1,159 —

及已計入：

銀行存款及結餘之利息收入 47,966 44,040
租賃投資物業及設備之租金收入 12,624 16,695
呆賬準備撥回 1,623 —
外滙收益淨額 — 3,313

  

5. 所得稅支出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41,394 32,628
  

根據《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1]第58號），
位於中國西部地區並從事中國政府鼓勵類產業的公司享有15%的優惠企業所得稅（「企
業所得稅」）稅率。根據《關於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有關企業所得稅的公告》（國
稅[2012]第12號），位於中國西部地區的公司可向稅務機關申請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
15%，惟須達成通知內所載的若干條件。本公司及本集團之附屬公司重慶慶鈴模具
有限公司（「慶鈴模具」）均已就於二零一三年應用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提交申請並獲
得相關機關的批准。儘管政府機關於刊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日尚未頒佈西部鼓
勵性產業目錄，本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及慶鈴模具能夠達成相關通知內所載的條件
及鼓勵性產業目錄的規定，故繼續於本中期應用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15%。

本集團之附屬公司重慶慶鈴技術中心（「慶鈴技術中心」）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按25%（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
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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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於本中期內，就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宣派的
末期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13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人民幣0.10元）。於本中期內宣派的末期股息總額為人
民幣322,695,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48,227,000元）。董
事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 239,972 183,489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股份數目 2,482,268 2,482,268
   

於兩個呈列期間並無任何發行在外之具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中期內，本集團為新生產線及翻新項目購入約人民幣19,654,000元（截至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2,765,000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9. 收購非流動資產預付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結餘指為人民幣50,681,000元之新型重型車技術許可之初
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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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報告期期末，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結餘包括應收慶鈴汽車（集團）有限公司
（「慶鈴集團」— 本集團最終控股公司），慶鈴集團附屬公司，慶鈴五十鈴（重慶）發
動機有限公司（「慶鈴五十鈴發動機」—本集團合營公司），慶鈴五十鈴（重慶）汽車
銷售服務有限公司（「慶鈴五十鈴銷售」—本集團合營公司），五十鈴慶鈴（重慶）汽
車技術開發有限公司（「五十鈴慶鈴技術開發」 — 本集團聯營公司）及五十鈴慶鈴（重
慶）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五十鈴慶鈴汽車零部件」 — 慶鈴集團聯營公司）之款項，
數額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慶鈴集團 705,475 633,368
慶鈴集團附屬公司 106,652 87,458
慶鈴五十鈴發動機 — 5,543
慶鈴五十鈴銷售 3,782 —
五十鈴慶鈴技術開發 648 272
五十鈴慶鈴汽車零部件 1,754 471

  

818,311 727.112
  

應收慶鈴集團之款項為貿易性質，賬齡均為6個月內。

應收慶鈴集團附屬公司之款項為貿易性質，其中人民幣52,310,000元（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7,041,000元）賬齡均為6個月內；人民幣16,925,000元（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209,0000元）賬齡為6個月以上至一年；及人民幣
37,417,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5,208,000元）賬齡為一年以上。

應收慶鈴五十鈴銷售之款項為貿易性質，賬齡為6個月內。

應收五十鈴慶鈴技術開發之款項為租金收入及所提供服務之應收款項，賬齡為6個
月內。

應收五十鈴慶鈴汽車零部件之款項為貿易性質，賬齡為6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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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期末，本集團按呈報期末之發票日期（與有關收益確認日期相若）呈列之應
收賬款，扣除呆賬準備後，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以內 688,385 459,059
3至6個月 88,264 261,816
7至12個月 27,761 5,209
1至2年 46,350 35,517
2年以上 2,220 11,552

  

應收賬款減呆賬準備 852,980 773,153
其他應收款項 13,695 6,819
預付增值稅 1,099 —
預付款項 77,732 44,304

  

945,506 824,276
  

銷售貨品之平均信貸期為3至6個月。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銷售貨品的預計不可收回金額之累計呆賬準備為人民幣
2,972,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595,000元）。

11. 應收票據

於報告期期末，本集團之應收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個月以內 625,161 878,650
1至2個月 459,257 419,595
2至3個月 446,679 214,663
4至6個月 1,348,777 1,135,818

  

2,879,874 2,648,726
  

上述應收票據均為銀行承兌滙票，其到期日為6個月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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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存款

銀行定期存款於6至12個月內到期（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6至12個月），而
定期存款之年利率介乎3.00%至3.30%（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0%至3.30%）。
本金及利息將於到期日獲支付。

13. 應付賬款、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a) 於報告期期末，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結餘中包括應付五十鈴自動車株式會
社（「五十鈴」— 本公司主要股東）、慶鈴集團附屬公司、慶鈴五十鈴銷售及慶鈴
五十鈴發動機的款項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五十鈴 61,377 69,612
慶鈴集團附屬公司 829 7,723
慶鈴五十鈴銷售 — 129
慶鈴五十鈴發動機 133,005 —

  

195,211 77,464  

上述款項均為貿易性質、無抵押、免息，採購物料的信貸期為3至6個月。

(b) 於報告期期末，本集團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以內 1,899,665 1,446,427
3至6個月 108,285 131,591
7至12個月 44,356 26,909
1年以上 19,105 17,439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2,071,411 1,622,366
預收客戶賬款 85,103 116,973
應付銷售費用 298,561 264,780
其他應付款項 56,752 55,482
應付增值稅 9,056 76,532
應付非控股權益之股息 4,807 —

  

2,525,690 2,13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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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連方交易及結餘

除附註10及13所披露應收及應付關連公司款項外，於本中期內本集團與關連方進行
下列交易：

(1) 與慶鈴集團及其附屬公司進行之交易

(a) 慶鈴集團及慶鈴集團之若干附屬公司（除以下(b)、(c)、(d)、(e)、(f)及(g)項所
載之附屬公司外）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交易種類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出售底盤 925,309 692,420
購買汽車零部件（附註1） 80,745 59,878
出售零部件及原材料以便生產汽車
　零部件（附註2） 50,157 29,719
租借倉庫支出 3,020 3,018
租借設備支出 575 690

  

附註1： 上表所列之金額包括於期內從重慶慶鈴汽車機加部品製造有限公司（「慶鈴機加」）、重慶慶
鈴汽車上裝製造有限公司（「慶鈴上裝」）、重慶慶鈴汽車底盤部品有限公司（「慶鈴底盤」）
及慶鈴集團購買汽車零部件，金額分別為人民幣27,735,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人民幣19,296,000元）、人民幣1,582,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4,449,000元）、人民幣51,428,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
民幣35,818,000元）及零（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15,000元）。慶鈴機
加、慶鈴上裝及慶鈴底盤均為慶鈴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

附註2： 上表所列之金額包括於期內向慶鈴機加、慶鈴上裝、慶鈴底盤及慶鈴集團出售零部件及原材
料，金額分別為人民幣3,100,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652,000
元）、人民幣41,978,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2,753,000元）、人
民幣5,074,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311,000元）及人民幣5,000
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000元）。

(b) 慶鈴集團之附屬公司重慶慶鈴鑄造有限公司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交易種類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出售零部件及原材料以便生產汽車
　零部件 19,739 13,808
購買汽車零部件 12,688 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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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慶鈴集團之附屬公司重慶慶鈴鍛造有限公司（「慶鈴鍛造」）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交易種類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購買汽車零部件 23,785 18,990
出售零部件及原材料以便生產汽車
　零部件 1,701 5,047
租借設備支出 9,987 12,449

  

(d) 慶鈴集團之附屬公司重慶慶鈴車橋有限公司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交易種類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購買汽車零部件 25,335 18,804
出售零部件及原材料以便生產汽車
　零部件 1,696 1,308

  

(e) 慶鈴集團之附屬公司重慶慶鈴日發座椅有限公司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交易種類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購買汽車零部件 32,004 26,541
出售零部件及原材料以便生產汽車
　零部件 6,323 5,355

  

(f) 慶鈴集團之附屬公司重慶慶鈴塑料有限公司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交易種類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購買汽車零部件 36,745 31,517
出售零部件及原材料以便生產汽車
　零部件 1,533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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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慶鈴集團之附屬公司重慶慶鈴鑄鋁有限公司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交易種類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購買汽車零部件 6,605 4,639
出售零部件及原材料以便生產汽車
　零部件 1,087 528

  

(2) 與五十鈴進行之交易

五十鈴擁有本公司之496,453,654股H股，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20%且五十鈴對
本公司有重大影響。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交易種類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購買零件及部件 533,613 523,084
出售卡車及其他車輛產生的專用權費 13,149 26,628
出售套裝零部件及其他汽車零件及部件 10,216 12,580
收購無形資產之預付款項 — 50,681

  

(3) 與本公司之合營公司慶鈴五十鈴發動機進行之交易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交易種類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購買汽車零部件 707,092 582,929
出售套裝零部件及原材料 340,933 223,050
出租物業及設備之收入 22,005 31,284
雜項服務收入 1,403 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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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與本集團合營公司慶鈴五十鈴銷售進行之交易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交易種類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出售卡車 4,094 3,087
出售原材料及汽車零部件 236 490
租金收入 780 733
雜項服務收入 250 250

  

(5) 與本集團聯營公司五十鈴慶鈴技術開發進行之交易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交易種類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租金收入 443 105
雜項服務收入 425 136

  

(6) 與慶鈴集團之聯營公司五十鈴慶鈴汽車零部件進行之交易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交易種類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出售原材料及汽車零部件 3,218 —
雜項服務收入 935 —

  

(7) 與中國其他政府相關實體的交易╱結餘

本集團經營業務的經濟環境目前主要受中國政府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共同
控制及重大影響的實體（「政府相關實體」）的主導。此外，本集團本身為中國政
府控制的慶鈴集團旗下較大集團公司的一部分。除上文(1)節所披露與慶鈴集團
及其附屬公司進行的交易外，本集團亦與其他政府相關實體有業務往來。本公
司董事認為，就本集團與該等政府相關實體所進行的業務交易而言，該等政府
相關實體屬於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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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政府相關實體的重大交易╱結餘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銷售 429,986 416,603
  

貿易採購 178,483 158,389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582 8,687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其他政府相關實體的貿易及其他結餘 104,932 91,669
  

應收其他政府相關實體的貿易及其他結餘 495,406 947,867
  

此外，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與若干屬政府相關實體的銀行及財務機構進行
多項交易，包括公用服務及向中國政府繳付款項╱稅項、存款以及其他一般銀行
融資服務。鑒於此等銀行交易的性質，本公司董事認為作出個別披露並無意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認為，與政府相關實體進行的交易就本集團的
業務而言並不重大。

(8) 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已付或應付本公司董事及主要
管理人員其他成員的短期福利約為人民幣1,685,000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70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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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承擔

於報告期期末，本集團之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關於採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產的
　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的
　資本承擔 83,282 95,636  

關於採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已獲董事批准
　但尚未訂約的資本承擔 14,829 17,583  

16. 經營租賃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報告期期末，本集團根據於以下期間到期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而須承擔繳付未來
最低租賃款項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內 33,769 35,493
第2年至第5年（包括首尾兩年） 44,218 59,234

  

77,987 94,727  

經營租賃款項指本集團為其若干倉庫及生產設施應付慶鈴集團、慶鈴鍛造及第三方
的租金。租期經協商平均定為一年至三年。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上述款項包括對慶鈴集團及慶鈴鍛造的經營租賃承擔總
額約人民幣74,215,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9,6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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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於報告期期末，本集團與租戶訂立租賃協議且有關未來最低租賃款項如下：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內 51,989 51,893
第2年至第5年（包括首尾兩年） 74,623 99,058

  

126,612 150,951  

金額指本集團就其若干土地及樓宇以及生產設施應收慶鈴五十鈴發動機、慶鈴五十
鈴銷售及五十鈴慶鈴技術開發之租金。於本中期內，若干租約經重新協商，平均租
期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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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銷售車輛28,848台，同比增加6.3%；實現銷售收入
為人民幣30.3億元，同比增加12.4%；實現稅後利潤為人民幣2.4億元，同比增加30.2%。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回顧

上半年，宏觀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繼續下滑，製造業採購經
理人指數始終在榮枯分界線上下徘徊。商用卡車行業仍不景氣，銷量下降、效益下滑。
據中汽協會發佈數據，上半年全國商用卡車銷量為177.1萬台，同比下降4.3%。面對嚴
峻形勢，公司堅定貫徹年初作出的各項部署，一方面舉全廠之力，千方百計調動一切積
極因素，奮力開拓市場，另一方面以市場開拓牽動技術進步、基礎管理、隊伍素質的提
升，實現生產經營逆勢保持較好增長，質量和效益較大幅度提升。

1、 搶抓國四機遇，贏得商用車銷售增量。一是加大力度抓縣鎮經銷商及縣鎮支店的建
設、培育，核心是提質增量；二是強勢搶佔國四宣傳先機，組織13個大區的上百家經
銷商，持續深入做好宣傳促銷這篇文章；三是主動下調100P輕卡全系列產品售價，
再度提高性價比，搶奪「競保」客戶；四是捕捉大客戶及改裝廠由於業務轉型升級及
復蘇，產生的新需求。上半年，公司商用車銷量同比增長23.8%。

2、 快速開發適銷對路的產品，為市場開拓提供支撑。一是提升現產品性能、擴展規格。
對應市場及法規要求開發700P短軸距、600P加寬厢體、600P、700P大噸位盤式制動
等擴展規格車型；二是開發投放多種改裝車，如翼展車、倉欄車，對應客戶特殊需
求；開發出特殊規格改裝車底盤，滿足消防車、清障車、煤礦井下車等的使用需求。

3、 持續深抓基礎管理，進一步提升QCD競爭力支撑市場開拓。一是繼續抓工序質量及
影響要素管理，持續開展供應商質量預先整改、工程監查、PPR表運行、QC活動等
行之有效的質量管理活動；二是建立和完善銷售、生產、開發、品質、採購等部門
一體化運作體制，及時暴露並協調解決技術對接、生產交貨、物流運輸等方面的問
題；三是繼續推進設備管理標準化，強化設備故障管理，推行設備運行狀態監控管
理，抓好設備備件管理，切實提高備件供應效率。

4、 以人為本，持續抓幹部職工隊伍建設，培育企業發展軟實力。對領導幹部，在市場
開拓、重型車項目、技術進步、基礎管理等重要工作中擔當重任、實戰鍛煉，提高
技術、管理能力，提高履職本領；對專技人員，結合崗位工作實際需要，貼近生產
經營重要環節，繼續開展課題攻關訓練，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對作業人員，
繼續深抓高技能人員的培訓考試和考核晉升，一批懂理論、善實作的新型技術技能
人員正脫穎而出，活躍在企業的生產一線和技術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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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攻堅克難，重型車及重型車發動機項目取得重大階段性成果。經慶鈴、五十鈴共同
努力，本項目在開發、國產化、營銷三個板塊的工作快速推進，首款搭載6U發動機
的VC46重型車逐漸合攏：3月20日首台6U發動機下線；4月15日首輛VC46重型車下
線；5月30日首批試銷車輛交付客戶使用，6月底完成第二批試銷車輛生產，用戶反
響良好，為下半年小批量投放市場奠定堅實基礎。

前景展望

預期中國經濟企穩回升的勢頭日趨明顯，國家和地方更有力的執行國四標準，給我司發
展帶來機遇。下半年，公司將繼續重點抓好如下五方面工作：

1、 奮力開拓整車市場。以更大力度狠抓縣鎮網絡的培育，擴大慶鈴產品在縣鎮市場開
辟的成長空間；細分市場、客戶和產品，更加系統性、針對性和持續性的開展宣傳
促銷，搶抓「競保」客戶，確保我司有比較優勢的商用車在傳統佔優勢的行業和區域
實現持續的穩定增量。

2、 紥實推進重型車及重型車發動機項目，確保下半年小批量投放市場。重點是實現從
「項目推進」到「小批量、批量生產」的轉變；並同步跟進小批量投放市場後的個性化
開發、質量問題整改、營銷和售後服務等重要工作。

3、 快速完成寬體輕卡、4K大馬力國四皮卡等新規格產品的開發工作，力爭四季度實現
量產；啓動（提升TF系列商品性）的開發工作，力爭年內具備量產條件；推動技術改
進、管理進步常態化機制的運行管理。

4、 繼續抓好質量、生產組織、設備、模具、5S等各項基礎管理，進一步提升QCD競爭
力。按照專業化、規範化的要求，縱深推動各項管理，支撑企業發展。

5、 持之以恒抓好幹部職工隊伍的教育培訓。針對領導幹部、專技人員、作業者各個層
面，結合企業當期重點工作和個人經歷閱歷持續開展針對性訓練，提高企業軟實力。

公司將再接再厲，保持企業又好又快發展，為投資者帶來回報。

財務回顧

全面收益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入為人民幣3,033,348,000元，與去年同
期相比上升12.4%，是由於本期市場推廣力度的加大，本集團100P/600P/700P及F系列等商
用車銷量增加所致。

期內之毛利為人民幣475,194,000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2.1%；期內本集團之毛利率為
15.67%，與上年同期的15.70%相當。本集團之淨利潤為人民幣240,696,000元，與去年同
期相比上升30.2%。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主要包括銀行利息收入及租賃收入，合
計為人民幣62,471,000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8%，其中：期內銀行利息收入增加，
而租賃收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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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分銷及銷售成本（主要包括運輸成本、
保養費用及其他市場推廣開支）為人民幣168,039,000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9.2%，主
要是由於本期廣告及業務宣傳費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管理費用（主要包括員工薪金及津貼、
保險費、研發費用、維修費用及其他行政開支）之總額為人民幣94,079,000元，與去年同
期相比上升9.6%，主要是由於期內員工獎金較上期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分佔合營公司溢利為人民幣6,279,000元，
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10.7倍，主要是由於期內合營公司利潤上升所致。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0967元，與去年同期相
比上升30.9%，本期公司未發行新股，每股盈利增加受淨利潤增加之影響。

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及總負債分別為人民幣10,455,715,000元及人
民幣2,875,646,000元。

非流動資產為人民幣1,599,697,000元，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於合營公司之權益、
預付土地租金、收購非流動資產預付款項等。

流動資產總計為人民幣8,856,018,000元，主要包括存貨共計人民幣1,137,957,000元、應收
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共計人民幣945,506,000元、應收票據共計人民幣2,879,874,000元，到
期日大於三個月之定期存款共計人民幣2,617,170,000元及與銀行結餘及現金共計人民幣
1,274,128,000元。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應收關聯方之款項人民幣818,311,000元。

流動負債總計為人民幣2,875,646,000元，主要包括應付賬項、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共計人民幣2,525,690,000元、應付股息人民幣322,695,000元及應付稅項人民幣27,261,000
元。

流動資產淨值從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人民幣5,937,943,000元增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之人民幣5,980,372,000元，變化不大。

流動資金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以自有現金流量應付其業務運作所需資金。

資本負債比率是指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負債總額與權益總額的比例。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37.9%（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8.2%）。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維持於人民幣2,482,268,000元水平，此乃由於此
六個月期間並無進行任何股本發行活動。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融資策略未發生重大變化，無銀行借貸，
無非流動負債。本公司將密切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以及不時之金融市場
情況，以便制定適合本集團之融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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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為人民幣7,287,114,000元。每
股資產淨值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則為人民幣2.9元。

重大投資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為於合營公司之權益人民幣405,613,000元，於聯
營公司之權益人民幣6,462,000元。其中主要包括於合營公司慶鈴五十鈴發動機權益人民
幣392,608,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合營公司與聯營公司
均處正常經營期間，其中慶鈴五十鈴發動機之業務收益有所增加，主要系受市場需求增
加所致。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集團無重大收購及出售之事項。

分部資料

輕型商用車及皮卡車對收入的貢獻分別為人民幣1,385,563,000元及人民幣711,404,000元，
佔總收入比重為69.1%，佔分部溢利比重為73.1%，是本集團現有貢獻率最大的主要產
品。

中型商用車及重型商用車對收入的貢獻為人民幣764,771,000元，佔總收入比重為25.2%；
對營業利潤的貢獻為人民幣60,056,000元，佔分部溢利比重為26.1%。

公司計劃將中、重型車佔銷售收入及分部溢利的比重提升至30%以上，形成輕、中、重
型商用車並舉的經營格局。

資產抵押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集團無用於融資擔保的資產（截至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無）。

滙率波動之影響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保有總金額為人民幣17,860,000元之外幣（包含港元）
銀行結餘、總金額為人民幣62,204,000元之外幣應付賬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主要外幣交易為以日元計價的汽車零部件採購業務。本集團無因貨幣滙率波動
而令其營運或流動資金出現困難或對其造成重大影響的事項。

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的資本承擔為
人民幣83,282,000元，已獲董事批准但尚未訂約的資本承擔為人民幣14,829,000元。其中
主要包括重型卡車技術許可費之未清償應付對價。本集團預計以自有現金流量撥付上
述資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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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六
月三十日止期間：無）。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
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人數為2,607名。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人工成本為人民幣74,108,000元。本集團按僱員的表現、資歷及當時的行業慣例
給予僱員報酬，而酬金政策及組合會定期檢討，旨在確保工資水平具競爭力，更有效吸
納、挽留及激勵僱員。根據僱員的工作表現評估，僱員會獲發花紅及獎勵。這些方法都
是對個人表現的動力及獎勵。

職工宿舍出售情況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曾出售任何職工宿舍予職工。

股權結構

(1)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總股本為2,482,268,268股，其中：

股數
佔總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內資股 1,243,616,403股 約50.10%
外資股（H股） 1,238,651,865股 約4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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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
由本公司備存的股份權益及淡倉登記冊所記錄，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
以外的股東佔本公司有關類別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的好倉情況：

股東名稱 股份類別 持有股份數目 身份
佔有關類別
股本百分比

佔全部股本
百分比

慶鈴集團 內資股 1,243,616,403股 實益擁有人 100.00% 50.10%

五十鈴 H股 496,453,654股 實益擁有人 40.08% 20.00%

Allianz SE H股 102,122,000股
（附註）

受控制法團
權益

8.24% 4.11%

附註：

以下為Allianz SE所持有本公司之股份權益細節：

股份權益總數
受控法團名稱 控權股東名稱 控制百分比 直接權益 間接權益

Allianz Asset Management AG Allianz SE 100% — 102,122,000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Allianz Asset Management AG 100% — 101,600,000

RCM Asia Pacific Ltd.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100% 98,240,000 —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td.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100% 3,360,000 —

Allianz Asset Management of 
 America Holdings Inc. 

Allianz Asset Management AG 100% — 522,000

Allianz Asset Management of 
 America L.P. 

Allianz Asset Management of 
　America Holdings Inc.

100% — 522,000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U.S. Holdings LLC

Allianz Asset Management of 
　America L.P.

100% — 522,000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Management LLC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U.S. 
　Holdings LLC

100% 522,000 —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示，於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接獲任何有關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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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持股情況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規定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截
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或其配偶或其18
歲以下子女，概無持有可認購本公司股本或債務證券之權利，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項權
利。

公司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並提高對股東的透明度，本公司已經採納優良的管
治與披露常規，並致力不斷改良該等常規，建立高度操守的企業文化。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
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訂之標準守則作為有關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在經向所有董事及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董事及監事於截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有遵守該標準守則所訂的標準。

獨立審閱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核數師德
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 — 「由實
體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中期業績亦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公佈財務資料

本公司之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將在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於聯交所之網站www.hkexnews.
hk 及本公司之網站 www.qingling.com.cn 上刊發，此中期報告當中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
所有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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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杜衛東先生
堤直敏先生
高建民先生
田中誠人先生
原田理志先生
潘勇先生
曾建江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龍濤先生
宋小江先生
徐秉金先生
劉天倪先生

承董事會命
慶鈴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伍年青

中國，重慶，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