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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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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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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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年同期的比較數字。本集團於期間的中期業績為未經審核，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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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2,944,856 4,484,734
銷貨成本 (2,181,746) (3,340,010)

  

毛利 763,110 1,144,724

其他收入 4 25,758 23,719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109,304) (128,167)
銷售及分銷開支 (180,657) (240,233)
行政開支 (142,751) (129,560)
研發成本 (109,642) (162,344)
其他開支 (753) 8,420

  

經營溢利 245,761 516,559

財務收入 75,196 42,737
財務成本 (59,109) (11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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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5 261,848 447,793

所得稅開支 6 (84,937) (101,694)
  

期內溢利 176,911 346,099
  

下列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76,867 345,935
非控股權益 44 164

  

176,911 346,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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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0.08
 攤薄，母公司普通股本持有人應佔
  期內溢利（人民幣元） 0.04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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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176,911 346,099
  

其他全面收入

於其後期間重新歸類為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
 公平值變動 (12,995) –
 所得稅影響 1,949 –

  

(11,046)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異 3,222 (38,089)
  

於其後期間重新歸類為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淨額 (7,824) (38,089)
  

於其後期間不會重新歸類為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入淨額 –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7,824) (38,08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除稅後 169,087 308,010
  

下列各方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169,055 307,846
非控股權益 32 164

  

169,087 308,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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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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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3,012,191 3,264,28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91,857 197,730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4,000 4,000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6,507 552
遞延稅項資產 253,043 312,870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預付款項 37,678 41,321
長期應付款項 9 77,311 87,256
已抵押存款 12 1,104,707 956,402

  

4,687,294 4,864,411
  

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4,739 4,819
存貨 10 1,560,335 1,796,322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11 76,629 33,88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414,196 2,353,861
應收關連人士款項 10,640 8,80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60,302 1,316,892
其他流動資產 301,926 300,000
可供出售投資 287,004 –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的權益投資 165,820 –
衍生金融工具 34,880 –
已抵押銀行存款 12 1,314,797 1,401,93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 1,195,068 1,088,465

  

8,426,336 8,304,98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3 941,471 869,28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4 442,599 587,607
計息銀行借款 15 2,343,051 2,707,100
撥備 81,398 99,909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5,793 11,447
遞延收入 6,638 6,638
應付所得稅 56,482 100,114
應付股東股息 7 220,312 –

  

4,097,744 4,382,101
  

流動資產淨額 4,328,592 3,922,88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015,886 8,78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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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按金 49,025 48,617
計息銀行借款 15 1,847,842 1,574,119
遞延稅項負債 125,328 115,535
撥備 8,520 9,110
遞延收入 7,114 10,633

  

非流動負債總額 2,037,829 1,758,014
  

資產淨值 6,978,057 7,029,282
  

權益
已發行股本 444,116 444,116
股份溢價及儲備 6,531,182 6,362,127
建議股息 – 220,312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975,298 7,026,555

非控股權益 2,759 2,727
  

總權益 6,978,057 7,029,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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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董事於二零一
五年八月二十七日通過的決議案獲授權刊發。

中國龍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一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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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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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為工程機械提供融資租賃。

2. 編製基準及本集團會計政策的變動

2.1 編製基準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
況報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全面收入報表、權益
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編製。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全年財務報表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應與本集團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全年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2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準則、詮釋及修訂本

編製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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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惟採納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生
效的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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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
準則」）及詮釋）除外。本集團概無提早採納任何其他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其他準則、
詮釋或修訂。

若干新訂準則及修訂本於二零一五年首次應用。然而，該等準則及修訂本不會對本集
團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或本集團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各新訂準則或修訂本的性質及影響載於下文：



- 7 -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的修訂本「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規定實體在對界定福利計劃進行會計處理時考慮僱員或第三方供
款。與服務有關的供款應歸屬為服務期間的負福利。該等修訂本釐清，倘供款金額與
服務年期無關，則允許實體在提供服務期間將有關供款確認為服務成本的減少，而非
將供款分配至服務期間。該等修訂本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
效。由於本集團內的實體概無供款來自僱員或第三方的界定福利計劃，故該等修訂本
與本集團無關。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有關改進自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起生效，本集團在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
該等修訂本。其中包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該改進只對未來適用，其釐清有關屬於歸屬條件的表現及服務條件涵義的若干問題，
包括：

• 表現條件必須包括服務條件

• 表現目標必須於交易對手提供服務時達成

• 表現目標可與實體或同一集團內另一實體的營運或活動有關

• 表現條件可為市場或非市場條件

• 倘交易對手（不論理由）於歸屬期內停止提供服務，則服務條件並未達成

上述定義與本集團現有會計政策一致，因此該修訂本並不影響本集團的會計政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

該修訂本只對未來適用，其釐清因業務合併而產生並分類為負債（或資產）的所有或然
代價安排其後應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而不論其是否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或香港
會計準則第39號，如適用）的範圍內。上述內容與本集團當前會計政策一致，因此該
修訂本並不影響本集團的會計政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有關修訂本將予追溯應用，其釐清：

• 實體必須披露在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第12段的合計準則時管理層所作出
的判斷，包括已合併的經營分部簡介以及用以評估分部是否「類似」的經濟特徵
（如銷售額及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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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與總資產的對賬僅須在對賬呈報予主要經營決策者時予以披露，與分
部負債的披露規定類似。

本集團並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第12段的合計準則。本集團已於過往期間呈
列分部資產與總資產的對賬，而由於分部資產與總資產的對賬須呈報予主要經營決策
者供其作出決策，因此本集團繼續於本財務報表附註3作出有關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

該修訂本將予追溯應用，其在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釐清資產可
參考可觀察數據進行重估（藉調整資產總賬面金額至市值，或釐定賬面值的市值並按
比例調整總賬面金額，使得出的賬面金額相等於市值）。此外，累計減值或攤銷為資
產總額與賬面金額的差額。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並無記錄任何重估調整。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關聯方披露」

該修訂本將予追溯應用，其釐清管理實體（即提供關鍵管理人員服務的實體）為關聯
方，須遵守關聯方披露規定。此外，使用管理實體的實體須披露管理服務產生的開
支。由於本集團並無接受其他實體的任何管理服務，因此該修訂本與本集團無關。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有關改進自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起生效，本集團在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
該等修訂本。其中包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

該修訂本只對未來適用，其釐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範圍內的例外情況：

• 合營安排（不僅限於合營企業）不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範圍內

• 本例外情況僅適用於合營安排本身財務報表的會計處理

由於本公司不屬合營安排，因此該修訂本與本集團及其附屬公司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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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該修訂本只對未來適用，其釐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的投資組合例外情況不僅適
用於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亦適用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或香港會計準則第39
號，如適用）範圍內的其他合約。本集團並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的投資組
合例外情況。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的輔助服務說明將投資物業與自用物業（即物業、廠房及設備）予
以區分。該修訂本只對未來適用，其釐清須使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而非香港會
計準則第40號的輔助服務說明）以釐定交易屬資產收購或業務合併。在過往期間，本
集團一直依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而非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釐定收購屬資產或
業務收購。因此，該修訂本並不影響本集團的會計政策。

2.3 業務季節性

本集團經營活動不具有季節性。

3. 經營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

下表分別呈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營分部收入及
溢利資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

工程機械
工程機械
融資租賃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2,933,047 11,809 2,944,856

業績

分部業績 231,068 10,361 241,429
對賬：
財務收入 75,196
未分配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5,987
未分配企業開支 (1,655)
財務費用 (59,109)

 

除稅前溢利 26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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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

工程機械
工程機械
融資租賃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4,472,406 12,328 4,484,734

業績

分部業績 574,611 10,002 584,613
對賬：
財務收入 42,737
未分配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66,474)
未分配企業開支 (1,580)
財務費用 (111,503) 

除稅前溢利 44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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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營分部的分部資
產及負債：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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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38,006 13,075,616
 銷售工程機械 12,898,926 12,987,898
 工程機械融資租賃 139,080 87,718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75,624 93,781  

綜合資產 13,113,630 13,169,397  

分部負債： 1,840,249 1,777,365
 銷售工程機械 1,751,764 1,679,106
 工程機械融資租賃 88,485 98,259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4,295,324 4,362,750  

綜合負債 6,135,573 6,14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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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產品及融資租賃利息收入劃分的工程機械銷售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銷售工程機械：
 輪式裝載機 1,600,912 54.4 2,830,340 63.1
 挖掘機 342,745 11.6 460,855 10.3
 壓路機 45,778 1.6 50,103 1.1
 起重叉車 557,312 18.9 626,774 14.0
 零件 386,300 13.1 504,334 11.2    

小計 2,933,047 99.6 4,472,406 99.7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11,809 0.4 12,328 0.3    

合計 2,944,856 100 4,484,734 100    

4. 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及虧損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補助 10,658 17,654
罰款收入 6,619 3,796
存貨撥備撥回 3,392 –
其他 5,089 2,269  

25,758 2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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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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換股債券的匯兌調整 – 5
購回長期貸款票據的虧損 – (70,28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收益 (2,700) 37,611
呆壞賬撥備 (112,591) (99,304)
公平值收益淨額：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持作買賣的權益投資 (34,180) –
 投資補償條款 34,880 –
投資收入 1,926 –
匯兌收益 3,361 3,801

  

(109,304) (128,167)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181,746 3,340,010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66,884 206,37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7,144 16,913
攤銷土地租賃款項 2,621 3,59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4,139 194,296
呆賬準備 112,591 99,304  

並經計入：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75,196 42,737
與收入相關的政府補助 10,658 1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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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期內所得稅開支按照年度預期總盈利適用稅率計算。簡明綜合損益表內所得稅開支
的主要組成部分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開支 13,368 100,210
與暫時性差額的產生及撥回有關的遞延所得稅開支 71,569 1,484

  

於損益表確認的所得稅開支 84,937 101,694
  

7. 應付股東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無）。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建議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065港元已宣派，及已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並已於二零一五年
八月五日派付。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以人民幣
45,225,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4,990,000元）的成本購買資產
（包括物業、廠房及機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出售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03,169,000元（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61,162,000元）的資產，產生出售淨虧損人民幣
2,700,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淨收益：人民幣37,611,000元）。

9. 長期應收款項

長期應收款項指信貸期為兩年內但超過12個月到期的應收款項，包括以下項目：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附註11） 76,584 76,457
其他應收款項 727 10,799

  

77,311 8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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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貨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551,856 560,163
半成品 107,693 104,579
製成品 900,786 1,131,580

  

1,560,335 1,796,322
  

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向貿易客戶提供6個月至12個月的信貸期，對具有良好信貸記錄及關係的若干客戶可
給予較長的信貸期。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2,426,839 2,112,187
減值 (217,077) (187,644)
減：非即期部分（附註9） (76,584) (76,457)  

2,133,178 1,848,086
應收票據 281,018 505,775  

2,414,196 2,353,861  

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日 1,600,069 1,316,127
91至180日 261,483 265,729
181至360日 236,890 234,706
超過1年 34,736 31,524  

2,133,178 1,848,086  

應收票據賬齡為由各報告期末起計六個月內。本集團金額為人民幣94,289,000元的應收票據
抵押予銀行以擔保本期內獲得之短期信貸融資（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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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本金付款之客戶有關，預
期僅有部份應收款項可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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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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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068 1,088,465
定期存款 2,419,504 2,358,340
減：抵押長期銀行貸款 (1,101,320) (954,000)
  抵押銀行承兌票據－非即期 (887) (2,402)
  抵押銀行承兌票據－即期 (14,797) (14,438)
  抵押短期銀行貸款 (1,300,000) (1,385,000)
  抵押其他 (2,500) (2,500)

  

1,195,068 1,088,465
  

已抵押銀行存款指為獲得銀行借款或融資而抵押予銀行的存款，因此相應歸類為流動或非
流動資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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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180日 840,363 784,856
181日至1年 51,759 43,357
1至2年 23,141 12,215
2至3年 6,847 17,473
超過3年 19,361 11,385

  

941,471 869,286
  

應付票據賬齡為由各報告期間結束起計六個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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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累計銷售回佣 185,124 228,610
應付工資及薪金 37,525 76,943
客戶墊款 27,140 52,450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 22,992 5,732
無取消確認的背書票據及貿易應收款項 20,483 40,654
融資租賃按金 10,048 4,745
其他應付稅項 6,557 11,708
其他應付款項 97,110 128,794
其他累計費用 35,620 37,971

  

442,599 587,607
  

15. 計息銀行借款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償還短期銀行貸款42,750,000美元
（相當於人民幣263,659,000元）、100,00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78,890,000元）及人民幣

21,500,000元。短期貸款按年利率介乎2.28厘至2.37厘計息。

本集團已取得一項長期銀行貸款45,000,000美元（相當於人民幣273,723,000元）。長期貸款
按年利率介乎2.27厘至3.58厘計息。

本集團及本公司若干銀行貸款由以下提供擔保（附註12）：

i) 本集團就短期貸款而抵押的若干短期定期存款金額達人民幣1,300,000,000元（二零一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385,000,000元）；

ii) 本集團就長期貸款而抵押的若干長期定期存款金額達人民幣1,101,320,000元（二零一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54,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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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業務回顧

受宏觀經濟增速回落及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的影響，市場對工程機械產品的需求仍延
續疲弱的態勢，行業整體銷量下滑。面對經濟大環境的變化，公司積極採取了一系列的
確實可行措施，繼續嚴控營銷風險，不斷完善產品結構和產品質量，努力提升各項服務
水平。在需求持續低迷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報告期內公司繼續保持和擴大了主打產品
的市場領先地位，資產質量和財務狀況得到了進一步的優化。期內實現營業收入總額為
人民幣2,945百萬元，與二零一四年同期的人民幣4,485百萬元減少了1,540百萬元，同比
下降34.34%。報告期本集團的綜合毛利率由25.52%上升至25.91%，保持了較為穩定的
毛利率水平，這主要得益於充分發揮集團縱向一體化優勢，整合公司資源，強化內部管
理，及大宗材料價格繼續走低等。集團於2015年上半年實現了淨利潤約人民幣177百萬
元，同比下降了48.88%。淨利潤的變化主要由於銷售額的減少導致毛利額的減少、財務
費用的節約等因素。

地區業績

由於受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的影響，中國各地區的需求依然低迷，導致所有地區
的銷售額出現大幅下降。

中國北部地區為本公司的主要銷售市場，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銷售額
下降45.9%至人民幣564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042百萬
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19.1%，而二零一四年同期為的佔比逾23.2%。

華中及華東地區的銷售額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約13.9%及14.2%，二零一四年同期佔
本集團營業額的比例分別為16.8%及14.3%。華中地區的銷售額下降45.7%至人民幣409百
萬元，華東地區的銷售額下降35.0%至人民幣418百萬元。

東北地區的銷售額增加52.8%至人民幣91百萬元，而西北地區的銷售額減少53.4%至人民
幣281百萬元。東北地區和西北地區的銷售額分別佔本集團營業額的約3.1%及9.6%。中
國西南區域的銷售額較上一財政年度同期大幅下降至人民幣339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7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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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海外市場實現收入約人民幣412百萬元，二零一四年同期為人民幣
309百萬元。此乃主要由於本集團致力於進一步提升及加強海外市場的分銷實力所致。海
外市場的銷售約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14.0%，二零一四年同期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比例為
6.9%。

產品分析

輪式裝載機

於回顧期間的六個月，由於工業需求大幅減少，我們的主要產品輪式裝載機系列銷售額
下降43.4%至人民幣1,601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830百萬
元）。其中ZL50和ZL30系列收益分別減少44.9%及39.1%，分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44%及
7%。ZL40系列產品收益下降30.1%至約人民幣14.8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21百萬元），輪式裝載機仍為本公司的主要收入驅動力。

挖掘機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挖掘機系列銷售額為人民幣343百萬元，較二零一
四年同期下降25.6%（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461百萬元）。

叉車及壓路機

期內叉車系列的銷售額下降11.2%至人民幣557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627百萬元）。叉車系列產生的收益約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18.9%。壓路機銷售
額約為人民幣46百萬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下降8.0%（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50百萬元）。

零件

期內來自零件的銷售額較二零一四年同期減少23.4%至約人民幣386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04百萬元）。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來自融資租賃利息的營業額下降4.1%至本期间的約為人民幣11.8百萬元，佔本集團總營
業額的0.4%，原因為本集團之融資租賃業務自二零一一年起逐漸下降（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2.3百萬元）所致。



- 19 -

財務回顧

本集團透過內部產生現金流量、銀行借貸及累積保留盈利為其營運撥付資金。本集團採
取審慎的融資策略，以管理本集團的融資需求。本集團相信，其持有現金、經營活動現
金流量、未來收入及可用銀行信貸將足以應付其營運資金需求。

現金及銀行結餘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人民幣1,195百萬元（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088百萬元）及已抵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2,420百萬元（二零一
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358百萬元）。與去年比較，現金及銀行結餘增加約人
民幣107百萬元，此乃由於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人民幣758百萬元、投資活動現金流出
淨額人民幣420百萬元及融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人民幣231百萬元所致。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已抵押存款結餘增加約人民幣62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仍然維持穩固的財務狀況。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股東資金總額約為人民幣
6,978百萬元，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7,029百萬元減少0.73%。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比率為2.06（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0）。
董事認為，本集團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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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架構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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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總資產負債比率（其定義為總負債額除以總資產額）約為
46.79%（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6.62%)。

資本開支

期內，本集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約人民幣45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約人民幣55百萬元），以配合本集團一系列的戰略轉型及生產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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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資本開支以本集團內部資源及一般借款悉數撥付。

匯率波動風險

集團貫徹採納審慎措施及對沖政策。

本集團於中國進行主要業務，除有關海外資源之銀行借款外，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以人民
幣進行交易。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之經營現金流及流動資金並無重大外匯風險，因此，
並無就此作出對沖安排。然而，本集團將繼續密切關注相關貨幣匯率波動，且或會於適
當時採納適當措施降低本集團面臨之外匯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尚未計入財務報表
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24百萬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34百萬元）。

前景

二零一五年下半年國際國內經濟環境仍然複雜嚴峻，受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工程機械
行業進入長週期的調整和整合期，未來一段時期工程機械行業的需求增長將會繼續放
緩，行業產能過剩的風險仍然沒有得到有效釋放。面對市場的挑戰，公司將專心專注工
程機械行業，做好裝載機、叉車、挖掘機、路面產品以及核心零部件等各種產品，持續
提升自身的技術研發能力，注重產品質量，提高產品品牌影響力，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
發揮營銷和服務優勢，持續整合優化供應與運輸資源，加強成本控制與費用管理，堅持
國內國外市場並重發展，深耕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繼續促進各類整機產品的平衡發
展，努力提升市場份額。公司相信只要行業有所回暖，公司必將抓住機遇，率先發力，
在未來取得更穩健、更優秀的業績，全力為用戶創造價值，為股東帶來最佳回報。

企業管治

董事會致力維持並確保高水準的企業管治常規。董事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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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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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

守則條文A.1.8條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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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目前尚未作出該項投保安排，蓋因董事會認為現時未能於市場上找
到保費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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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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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五月
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五年度股東週年大會」）。

守則條文A.4.3條

錢世政先生（「錢先生」）自二零零五年二月起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已逾九年。根據企
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A.4.3條，(a)於本公司任職逾九年可影響釐定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
立性；及(b)倘獨立非執行董事任職逾九年，其連任須經股東以獨立決議案通過批准。

錢先生於財務及會計領域擁有豐富的經驗。彼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及經驗，符合本集團
業務的需求，且彼參與董事會為有關本集團策略、表現、利益衝突及管理流程之事宜提
供獨立判斷，以確保股東的權益已獲妥善考慮。

本公司已接獲錢先生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作出之獨立性確認書。錢先生並無參與本集
團任何行政管理。經計及其於往年工作之獨立範疇，董事認為，儘管錢先生已於本公司
任職逾九年，根據上市規則其將保持獨立性。因此，錢先生須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
席退任並以獨立決議案方式由股東批准膺選連任。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的本
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退任董事錢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決議案獲股東投票
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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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上市發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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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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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董事確認年
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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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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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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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港幣零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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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財務資料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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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新炎先生、邱德波先生、陳超先生、羅健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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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世政博士、金志國先生、吳建明先生及陳臻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