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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

致各位股東：

哈爾濱動力設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按香港普遍採

用之會計原則編制之經營業績，該經營業績未經審計，但已經岳華（香

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閱。

經營業績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實現淨溢利 61,505萬元，

比上年同期增長 73%；每股盈利人民幣 0.46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64.2%；期

末資產淨值為 632,811萬元，比年初增加 149,664萬元；每股資產淨值為 4.60

元，比年初增加 0.81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之中期股息。

業務回顧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根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中國GDP同比增長 11.5%，

增速比上年同期快 0.5個百分點，宏觀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快速增長。上半

年全國電力供需矛盾繼續緩解。市場對高參數、低污染、大型和新型環保

發電設備的需求增加。本公司經營業績明顯好轉，各項經濟指標有了明顯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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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貨情況

上半年，本集團新接訂單合同額為人民幣 221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73%，

新接訂單中火電主機設備佔 80%，比上年同期上升 20個百分點。水電主機

設備佔 1%，比上年同期下降 1.5個百分點，上半年發電設備市場訂貨比較

集中。

生產與服務

由於在手訂單陸續交貨，本集團上半年產品產量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共

生產電站鍋爐 30台共計 13,160MW，比上年同期增長 19.10%；生產電站汽輪

機 38台共計 12,060MW，比上年同期增長 3.07%；生產汽輪發電機 23台共計

9,237MW，比上年同期減少23.06%；生產水輪發電機組11套共計2,325MW，

比上年同期增長 68.23%。

營業額及成本

二零零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實現主營業務收入 1,196,467萬元，比上年同期

增長 2.3%。其中，火電主機設備的營業額為 953,205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1%；水電主機設備的營業額為 74,786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2.1%；電站工

程服務的營業額為 105,693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10.3%；電站輔機及配套

產品的營業額為 16,953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52.8%；交直流電機及其他產

品與服務的營業額為 45,830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3.7%。營業額增長的主

要原因是期內交貨產品較多所致。

期內，本集團出口收入 139,969萬元，佔主營業務收入的 11.7%，主要出口

亞洲及非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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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期內，本集團主營業務毛利為 151,551萬元，比上年同期增長 25.8%。毛利

率為 12.7%，比上年同期上升 2.4個百分點。

其中，火電主機設備毛利為 128,775萬元，毛利率為 13.5%，比上年同期上

升 2.4個百分點；水電主機設備毛利為 8,021萬元，毛利率為 10.7%，比上年

同期上升 3.5個百分點；電站工程服務毛利為 2,917萬元，毛利率為 2.8%，與

上年 同期 基本 持平；電 站輔機 及配套 產品 毛利為 4,294萬元，毛利 率為

25.3%，比上年同期上升 9.6個百分點；交直流電機及其他產品與服務的毛

利為 7,544萬元，毛利率為 16.5%，比上年同期上升 4.5個百分點。主要產品

毛利率上升說明本集團在成本管理上所採取的措施取得了成效。

期間費用

上半年，本集團發生營業及管理費用支出為 71,373萬元，比上年同期略有

增長。

資產與負債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總值為 3,938,384萬元，比年初增

加了 193,929萬元，增長 5.2%。其中，流動資產 3,588,207萬元，佔資產總值的

91.1%；非流動資產 350,177萬元，佔資產總值的 8.9%。

本集團負債總額為 3,195,724萬元，比年初增加 29,209萬元。其中，流動負債

總值為 2,604,186萬元，佔負債總值的 81.5%；非流動負債總值為 591,538萬

元，佔負債總值的 18.5%。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率

為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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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及現金流量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存款及現金為 567,289萬元。其

中，定期存款 118,816萬元。期內，本集團經營業務現金流出淨額為 90,419

萬元；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為 96,648萬元；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

為 73,482萬元。

資金來源及借款情況

本集團之營運及發展所需資金主要有三個來源：股東資金、客戶貨款和銀

行借款。本集團之借款乃根據具體項目而安排，除特殊情況外，借款一般

由旗下各子公司分別籌措，但屬於資本投資性借款須先由本公司批准。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款總額為 437,861萬元。均為按

國家規定利率從各商業銀行及國家政策性銀行取得的借款。其中，須於一

年內償還之借款為 37,850萬元，比年初減少 12,262萬元。須於一年後償還

之借款為 400,011萬元，比年初增加 12,818萬元。預收賬款 1,750,778萬元，

比年初減少 8,040萬元。

資本與負債比率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槓桿比率（非流動負債比股

東權益總額）為 0.98:1，年初為 1.16:1。

利息支出

上半年，本集團發生利息費用 3,823萬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934萬元。主要

是貸款及匯兌損失增加所致。

所得稅

上半年，本公司及主要附屬公司仍執行 15%的所得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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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在崗員工 17,765人。

展望

二零零七年國民經濟將繼續「又好又快」發展，發電設備市場仍將保持旺

盛的需求，並加快向大容量、高參數、環保、高效的高新技術產品發展。國

家發展核電的戰略已經啟動，第三代核電的技術路線已經確定，本集團被

確定為第三代核電設備主要供應商之一。發電設備市場的競爭正在步入

新的階段。

下半年本集團將面對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和繁重的生產任務，本集團將

針對市場變化，整合內部資源，提高市場開發的整體性，在鞏固常規產品

市場佔有率的同時，積極搶佔高新產品市場，開發國際市場。

按照引進技術基礎上消化吸收、再創新和自主開發並舉的技術發展思路，

進一步完善科技創新體系，努力趕超國際先進水平，重點做好三代核電技

術的引進和大型燃機、超臨界、超超臨界煤電、大型抽水蓄能機組技術的

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努力開發風電等新型發電設備，提高自主研發能力，

提升核心競爭力。

本集團將採取有利措施加強各項管理工作。周密安排計劃，有效組織內、

外部資源，力爭全部產品按期交貨；繼續完善質量管理體系，強化質量意

識，重視過程中的質量控制，持續提高產品質量和顧客滿意度；以加強項

目成本管理為重點，將成本控制落實到項目實施的每一個環節，有效的降

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按照「又好又快」的方針，搞好以秦皇島二期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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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為代表的技術改造項目的實施，嚴格落實施工計畫，加強工程質量監

督，確保二零零八年核電生產基地投產和各項技術改造項目按計劃完成。

董事會將努力創造條件支持公司管理層帶領全體員工努力工作，以實現

公司新的發展，董事會對此充滿信心。

主要股東持股情況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為 1,376,806,000股，主

要股東持股情況如下：

佔總股本

股東名稱 股份類別 股數 比例 持倉類別

哈爾濱電站設備集團公司 國有法人股 701,235,000 50.93% 好倉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 H股 666,458,598 48.41% 好倉

有限公司

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股本權益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彼等之

聯繫人士概無在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所指的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權益及淡倉。

標準守則

經向董事查詢，所有董事在期內均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規定的《標

準守則》之規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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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融資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日，本公司完成了 H股增發工作，增加發行 10,235.5

萬股H股，發行價格為每股 10.00港元，募集資金淨額約 10億港元。同日，本

公司控股股東將 1,023.5萬股國有股劃轉給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並轉

為 H股。

公司管制常規守則

本公司在現時或在會計期間內任何時間已經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公司管制常規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二零零七年之中期業績已經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核數師

本公司核數師為岳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及岳華會計師事務

所有限公司，本公司二零零七年中期業績已經核數師審閱。

股東會議情況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哈爾濱市召開了二零零六年度股東

周年大會，會議結果已刊登在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的香港文匯報、中

國日報（英文）上。

備查文件

本公司在中國哈爾濱市香坊區三大動力路三十九號 B座，備有《公司章程》

及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之中期報告及經審閱的財務報表正本，

可供查閱。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宮晶

中國哈爾濱，二零零七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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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致哈爾濱動力設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閱列載於第 9頁至 24頁的中期財務資料
（「中期財務資料」）。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哈爾濱動力設備股份有限公
司（「貴公司」）及其子公司（合稱「貴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的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損益
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和現金流量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
巿規則規定，就中期財務資料編制的報告必須符合以上規則的有關條文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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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
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及列報
該等中期財務資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該等中期財務資料
作出結論，並按照委聘之條款僅向整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
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
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號「由實體的獨
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主
要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應用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
序。審閱的範圍遠較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核的範圍為小，故不能令我
們可保證我們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
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我們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
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制。

岳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七年八月十日

邢詒春會計師

執業證書編號：P0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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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主營業務收入 3 11,964,667 11,692,246

主營業務成本 (10,449,153) (10,487,275)

主營業務溢利 1,515,514 1,204,971

其他收入 128,137 108,652

營業費用 (143,148) (143,236)

管理費用 4 (570,584) (563,932)

財務支出 (38,233) (18,897)

於聯營公司所佔溢利 8,821 1,834

除稅前溢利 900,507 589,392

稅項 5 (134,899) (120,508)

除稅後溢利 6 765,608 468,884

可分配於：

母公司股東 615,048 355,561

少數股東損益 150,560 113,323

765,608 468,884

股息 7 123,913 77,742

每股盈利－基本 8 45.81仙 27.9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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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2,634,850 2,661,786

投資物業 294,818 303,075

預付土地租貸 357,031 361,412

專利權 9 68,294 73,62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04,756 168,448

待銷售性投資 42,022 30,947

3,501,771 3,599,294

流動資產

存貨 12,615,138 11,503,691

應收賬款 10 7,988,846 6,577,935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5,563,125 6,366,065

預付土地租貸 10,589 10,589

建造合同應收款 3,954,277 3,541,262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4,045 54,741

有限制定期存款 12,000 12,000

已抵押定期存款 21,154 40,500

定期存款 1,188,159 581,209

銀行結存及現金 4,484,733 5,157,262

35,882,066 33,84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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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流動負債
建造合同預收款 554,340 687,187
應付賬款 11 6,902,658 6,539,743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869,747 1,470,850
已收按金 15,817,246 16,077,384
欠控股公司款項 249,186 274,551
欠股東款項 60,907 1,071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7,428 12,952
控股公司收款 8,580 3,000
應交稅金 143,268 490,976
須於一年內償還之借款 12 378,500 501,117

26,041,860 26,058,831

流動資產淨額 9,840,206 7,786,423

扣除流動負債後的總資產 13,341,977 11,385,717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1,376,806 1,274,451
儲備 4,951,305 3,557,016

分配於母公司股東權益 6,328,111 4,831,467
少數股東權益 1,098,491 947,931

權益合計 7,426,602 5,779,39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 1,134 －
已收按金 1,690,536 1,510,798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借款 12 4,000,105 3,871,921
欠控股公司款項 223,600 223,600

5,915,375 5,606,319

13,341,977 11,38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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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未經審計

歸屬於本公司股份持有人之權益

投資產值 可分給於 少數股東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公積金 法定公積金 法定公益金 儲備 保留溢利 母公司股東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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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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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六年
一月一日 1,274,451 1,089,089 709,850 193,188 198,615 16,101 403,334 3,884,628 640,052 4,524,680

本期利潤 － － － － － － 355,561 355,561 113,323 468,884
處置待銷售性投資 － － － － － (16,101 ) － (16,101 ) (5,109 ) (21,210 )

本期間確認之
收入總額 － － － － － (16,101 ) 355,561 339,460 108,214 447,674

轉撥 － － － 75,761 － － (75,761 ) － － －
股息 － － － － － － (77,742 ) (77,742 ) － (77,742 )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1,274,451 1,089,089 709,850 268,949 198,615 － 605,392 4,146,346 748,266 4,894,612

未經審計

歸屬於本公司股份持有人之權益

投資產值 可分給於 少數股東
股本 股本溢價 資本公積金 法定公積金 法定公益金 儲備 保留溢利 母公司股東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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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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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
一月一日 1,274,451 1,089,089 709,850 493,639 － 16,101 1,248,337 4,831,467 947,931 5,779,398

本期利潤 － － － － － － 615,048 615,048 150,560 765,608
待銷售性投資
重估溢利於
權益確認 － － － － － 11,948 － 11,948 － 11,948

本期間確認之
收入與費用總額 － － － － － 11,948 615,048 626,996 150,560 777,556

股本增發 102,355 914,623 － － － － － 1,016,978 － 1,016,978
股本增發費用 － (23,417 ) － － － － － (23,417 ) － (23,417 )
轉撥 － － － 71,970 － － (71,970 ) － － －
股息 － － － － － － (123,913 ) (123,913 ) － (123,913 )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1,376,806 1,980,295 709,850 565,609 － 28,049 1,667,502 6,328,111 1,098,491 7,426,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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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904,187) (1,880,228)

投資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現金 (215,646) －

出售待銷售性投資之收益 － 1,391,529
購買待銷售性投資支付之現金 － (7,500)
其他投資之現金流量 (519,171) (99,262)

(734,817) 1,284,767

融資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新增借貸 297,887 751,740
償還借貨 (292,320) (60,649)
發行股本所得款 993,748 －

其他融資之現金流量 (32,840) (10,290)

966,475 680,80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 (672,529) 85,34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57,262 4,595,906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484,733 4,681,24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存之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3,305,039 3,989,293
銀行存款 1,179,694 691,953

4,484,733 4,68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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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1. 編製基礎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編製乃依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

計準則第 34條「中期財務報告」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上市規則附錄 16之披露規定。

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除了特定的金融工具用公允價值計算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是在歷史成本基礎上編製。

簡明會計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

準則、修訂及詮釋（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等準則對於二

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採用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編製及呈列本期或過往會計期

間業績之方法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並無確認過往期間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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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未提前採用下述已發佈但尚未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經營分類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

詮釋第 11號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服務終止安排 3

詮釋第 12號

附註：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計採用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

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3. 業務和地區分部

業務分部

本集團分為以下五個主要分部－火電主機設備、水電主機設備、電站

工程服務、電站輔機和配套設備、交直流電機及其他：

主要經營活動如下：

火電主機設備 － 製造火電主機設備

水電主機設備 － 製造水電主機設備

電站工程服務 － 提供電站工程建設服務

電站輔機和配套設備 － 製造電站輔機和配套設備

交直流電機及其他 － 製造交直流電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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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火電 水電 電站 電站輔機及 交直流電機

止六個月期間 主機設備 主機設備 工程服務 配套設備 及其他 內部抵銷 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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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營業務收入

外部收入 9,532,045 747,864 1,056,927 169,531 458,300 － 11,964,667
內部收入 433,665 － － 66,231 68,951 (568,847 ) －

合計 9,965,710 747,864 1,056,927 235,762 527,251 (568,847 ) 11,964,667

主營業務溢利 1,287,751 80,213 29,171 42,943 75,436 － 1,515,514

未分配的公司費用 (585,595 )
財務支出 (38,233 )
於聯營公司所佔溢利 － － － － 8,821 － 8,821

除稅前溢利 900,507
稅項 (134,899 )

除稅後溢利 76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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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火電 水電 電站 電站輔機及 交直流電機
止六個月期間 主機設備 主機設備 工程服務 配套設備 及其他 內部抵銷 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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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營業務收入

外部收入 9,448,534 732,734 958,090 110,914 441,974 － 11,692,246
內部收入 483,863 － － 86,521 48,644 (619,028 ) －

合計 9,932,397 732,734 958,090 197,435 490,618 (619,028 ) 11,692,246

主營業務溢利 1,053,549 52,530 28,564 17,506 52,822 － 1,204,971

未分配的公司費用 (598,516 )
財務支出 (18,897 )
於聯營公司所佔溢利 － － － － 1,834 － 1,834

除稅前溢利 589,392
稅項 (120,508 )

除稅後溢利 468,884

內部銷售是以現行市場價格計算的。

4. 損益表分類／其他費用

應收賬款壞賬準備

管理費用中包含本期計提的壞賬準備為人民幣 137,507,000元（二零零

六年同期：人民幣 137,922,000元），是根據期末應收款項餘額之可收

回性計提的。壞賬準備的計提金額是以應收賬款的賬面價值和以原

始利率折現的應收賬款未來現金流量現值之間的差異為基礎。

存貨跌價準備

主營業務成本中包含存貨跌價準備為人民幣 15,706,000元（二零零六

年同期：人民幣 51,234,000元），是根據存貨的成本與可變現淨值孰低

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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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該支出主要為本期間估計之應課稅收入以稅率 15%計算之中國所得

稅。根據中國財政部及國家稅務局於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所發

出之文件，本集團除其特定的附屬公司以外應課稅收入須按 15%之稅

率繳付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稅務支出與簡要綜合損益表內溢利之對照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900,507 589,392

本集團按 15%的企業所得稅率計算 135,076 88,409

聯營公司稅務影響 (1,323) (275)

因集團附屬公司按所得稅 33%

所增加之企業所得稅 5,638 2,138

在計算本期間應課稅金額時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15,233) (2,363)

在計算本期間應課稅金額時

不可扣除支出之稅務影響 18,003 31,613

附屬公司所獲稅項豁免之影響 (12,497) －

未確認稅務虧損之影響 4,101 －

遞延稅項 1,134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986

本期間稅務支出 134,899 120,508

遞延稅項採用負債法就短暫差異按主要稅率 15%（二零零六年：無）

作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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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期間溢利

本期間溢利已（計入）扣除 列各項後達 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63,383 148,662
投資物業之折舊 8,257 7,662
預付土地租賃攤銷 4,815 4,804
專利權攤銷 9,651 4,891
於聯營公司稅項（包括於
聯營公司業績） 118 －

利息及投資收益 (70,099) (71,055)
出售待銷售性投資收益 － (27,72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1,143) －

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零五年度期末宣佈股息
（每股人民幣 0.061元） － 77,742

二零零六年度期末宣佈股息
（每股人民幣 0.090元） 123,913 －

123,913 77,742

董事建議本期間不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無）。

8. 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按本期除稅後溢利人民幣 615,048,000元（截至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 355,561,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 1,342,686,000股（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1,274,451,000
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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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 業、廠房及設備及專利權的變動

本集團本期的物業、廠房及設備處置收到的現金為人民幣 2,632,000

元，轉出物業、廠房及設備淨值為人民幣 1,489,000元，淨收益為人民

幣 1,143,000元。

本集團本期在建工程支出約為人民幣 2 億元，用以建設出海口基地

及部份關鍵生產環節的技術改造，以提高其生產能力。

於本期間，本集團主要購得 1,000MW超超臨界鍋爐製造技術的專利

權。

10. 應收款項

給予客戶之信貸期各不相同，一般乃按個別客戶之財政情況而定。為

了有效管理與應收賬款相關之信貸風險，本集團定期進行客戶信用

評估。

於資產負債表日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內 5,776,358 5,066,049

1年至 2年 2,114,807 1,409,499

2年至 3年 84,016 84,295

3年以上 13,665 18,092

7,988,846 6,57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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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款項

於資產負債表日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內 5,938,414 4,861,066

1年至 2年 832,301 1,534,830

2年至 3年 54,171 63,917

3年以上 77,772 79,930

6,902,658 6,539,743

12. 借款

本期間內，本集團新增銀行借款為人民幣約 3億元及歸還人民幣約 2.9

億元之銀行借款，該借款利率為市場利率，並有固定的還款期限。借

款所獲得的資金會作為營運資金。

13. 股本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註冊、已發行及繳足：

國有法人股每股面值人民幣 1元 701,235 711,470

H股每股面值人民幣 1元 675,571 562,981

1,376,806 1,27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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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變動如下：

發行股權 發行的股本 股本溢價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七年

一月一日 1,274,451,000 1,274,451 1,089,089 2,363,540

發行 H股 112,590,000 112,590 914,623 1,027,213

發行費用 － － (23,417 ) (23,417 )

國有法人股轉換 (10,235,000) (10,235 ) － (10,235 )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1,376,806,000 1,376,806 1,980,295 3,357,101

二零零七年三月二日，公司以每股港幣 10元（相當於約人民幣 9.915

元）發行了 112,590,000 H股每股面值人民幣 1元。在所有新發行的 H股

中，10,235,000股由國有法人股轉換而來。集資淨額港幣 1,002,268,000

元（ 相 當 於 人 民 幣 約 993,748,000元 ），已 扣 除 相 關 費 用 約 港 幣

23,618,000元（相當於人民幣約 23,417,000元）。

依照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七日相關政府權威的批准，在公司H股上市期

間，部分公司國有法人股持有者轉換了 10,235,500國有法人股至H股，

並 定 義 為 公 司 H股。新 發 行 的 公 司 H股 中 大 約 有 集 資 淨 額 人 民 幣

99,375,000元與此轉換有關。這次集資根據相關中國政府的要求會被

移交給國家社會保障基金。

除股利支付的幣種不同以及對中國境內和境外資者的限制不同外，

國有法人股和 H股在其他方面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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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或有負債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子公司為外部第三方貸款提供擔保 186,340 186,340

15. 資本承擔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及

投資物業的資本支出：

已簽約但未於財務報表中撥備 476,625 336,953

16.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 240,780,000

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59,890,364元）之投資物業

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作為有關銀行發予本集團若干借貸的抵押品。於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40,500,000元）將銀行存款作為銀行借貸之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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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聯交易披露

(i) 與 最終控股公司和附屬公司的交易／結存

本集團於本期間付予哈電集團公司之附屬公司原材料採購費為

人民幣 40,476,000元（二零零六年同期：人民幣 21,450,000元）。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哈電集團公司向銀行提供擔保，為本

公司取得一般信貸融資。

(ii) 和 其他中國國有企業的交易／結存

集團的運營目前直接或間接由中國政府擁有或控制的企業（國有

企業）。此外集團本身就是由中國政府控制的哈電集團公司的一

部分。除了和哈電集團公司以及在以上 (i)披露的附屬公司交易

外，集團也與其他國企有生產往來。董事會認為那些國有企業在

集團交易層面上是獨立第三方。在建立價格策略以及贊同與其他

國企交易的過程中，集團並不區分對方是否是一個國有企業。

重要的與其他國有企業的交易／結存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 9,416,150 9,353,780

採購 4,932,330 4,232,450

其他國有企業應付款 19,336,225 21,652,273

其他國有企業應收款 9,855,230 8,53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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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定名稱

哈爾濱動力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稱

Harbin Power Equipment Company Limited

公司註冊地址

中華人民共和國

黑龍江省

哈爾濱市

南崗高科技生產基地 3號樓

註冊號：2301001003796

公司辦公地址

中華人民共和國

黑龍江省

哈爾濱市

香坊區三大動力路 39號 B座

郵政編號：150040

電話：86-451-82135717或 82135727

傳真：86-451-82135700

在香港的營業地址

香港

中環

遮打道 16－ 20號

歷山大廈二十樓

法定代表人

宮晶

授權代表

曲大庄

馬遂

公司秘書

馬遂

核數師

岳華（香港）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

司

法律顧問

中國法律

海問律師事務所

香港法律

齊伯禮律師行

上市資料

H股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編號：1133

預托股份機構

紐約銀行

股份過戶登記處

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公司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