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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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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按香港普遍採用
之會計原則編製之經營業績，該經營業績未經審計，但已經岳華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審閱。

經營業績

截止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實現淨溢利21,553萬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1.38％；每股盈利人民幣0.16元，比上年同期減少0.25

元；期末資產淨值為824,835萬元，比年初增加11,227萬元；每股資產淨值
為5.99元，比年初增加0.08元。利潤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銷售的產品所
採用的原材料主要是在二零零七年四季度及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價格高點
時採購的，導致本期產品成本大幅度上升，毛利率下降及資產減值準備
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止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中期股息。

業務回顧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中國政府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經濟發展帶來的
不利影響，克服重重困難，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根據國家有關
部門公佈的數據，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1%，經濟發展好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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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發電設備市場需求加快向環保、高效和可再生方向發展。核電、
風電等新型能源設備需求旺盛，常規火電設備需求下降，國際市場仍有
較大的需求。

受市場需求變化和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影響，本公司上半年各項經濟指標
均有所下降。

訂貨情況

上半年，本集團新接訂單人民幣132億元，比上年同期減少62%。在經歷
了前兩年的大幅度增長以後，發電設備市場進入了週期性調整，市場需
求明顯減少。

生產與服務

本集團上半年產品產量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但由於部分訂單被推遲交
貨，總體產量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生產電站鍋爐22台共計9,535MW，較
上年同期下降31.28%；生產電站汽輪機31台共計11,092MW，較上年同期上
升4.11%；生產汽輪發電機31台共計11,060MW，較上年同期下降13.02%；
生產水輪發電機組14套共計2,717.2MW，較上年同期下降8.76%。

營業額及成本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本集團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284,212萬元，比上年同
期略有下降。其中，火電主機設備的營業額為972,933萬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2%；水電主機設備的營業額為81,989萬元，比上年同期上升6.20%；
電站工程服務的營業額為129,775萬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89%；電站輔機
及配套產品的營業額為25,667萬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9.53%；交直流電
機及其它產品與服務的營業額為73,848萬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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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集團出口收入129,296萬元，佔主營業務收入的10.07%，主要出
口亞洲及非洲地區。

期內，本集團的主營業務成本為1,129,158萬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85%。

毛利及毛利率

期內，本集團主營業務毛利為155,054萬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1.82%。毛
利率為12.07%，比上年同期下降3.36個百分點。

其中，火電主機設備毛利為121,259萬元，毛利率為12.46%，比上年同期
下降4.08個百分點；水電主機設備毛利為16,598萬元，毛利率為20.24%，
與上年同期持平；電站工程服務毛利為391萬元，毛利率為0.30%，比上
年同期下降0.63個百分點；電站輔機及配套產品毛利為5,614萬元，毛利
率為21.87%，比上年同期下降3.57個百分點；交直流電機及其它產品與
服務的毛利為11,192萬元，毛利率為15.16%，與上年同期下降2.57個百分
點。主要產品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銷售的產品所採用的原材料
主要是在二零零七年四季度及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價格高點時採購的，導
致本期產品成本大幅度上升，毛利率下降。

期間費用

上半年，本集團發生營業及管理費用支出為114,553萬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4,173萬元，降幅為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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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與負債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總值為5,110,289萬元，比年初
增加了213,626萬元，上升4.36%。其中，流動資產4,615,398萬元，佔資產
總值的90.32%；非流動資產494,891萬元，佔資產總值的9.68%。

本集團負債總額為4,133,054萬元，比年初增加193,184萬元。其中，流動
負 債 總 值 為2,945,191萬 元，佔 負 債 總 值 的71.26%；非 流 動 負 債 總 值 為
1,187,863萬元，佔負債總值的28.74%。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
的資產負債率為80.88%。

存款及現金流量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存款及現金為1,176,265萬元，
比年初增加146,106萬元。其中，定期存款447,043萬元。期內，本集團經營
業務現金流入淨額為115,678萬元；融資業務之現金流入淨額為12,535萬
元；投資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為121,15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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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批
准。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款總額為438,003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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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36萬元，比年初減少37,334萬元。須於一年
後償還之借款為388,267萬元，比年初增加34,755萬元。預收賬款2,430,648

萬元，比年初增加59,03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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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與負債比率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槓杆比率（非流動負債比股
東權益總額）為1.44:1，年初為1.09:1。

所得稅

根據中國國家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四日
聯合下發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以及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稅務
總局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八日聯合下發的《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工作指
引》，本公司及所屬的哈爾濱電機廠有限責任公司、哈爾濱鍋爐廠有限責
任公司、哈爾濱汽輪機廠有限責任公司、哈爾濱電機廠交直流電機有限
責任公司、哈電集團哈爾濱電站閥門有限公司等六家企業獲得了高新技
術企業的重新認定，將使公司繼續享受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對
公司長遠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頒佈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本公司及主要附屬公
司都將納入增值稅轉型改革的總體範疇內，開始執行新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允許公司抵扣其購進設備所含的增值
稅。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
戰略的若干意見》（中發 [2003]ll號），支持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振興而由國
家各部委頒佈的其他優惠政策將繼續實行。

員工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在崗員工18,46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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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二零零九年下半年，中國政府將繼續把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經濟
工作的首要任務，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鞏固經濟企穩
回升勢頭。

國家能源結構調整步伐加快，發電設備製造企業將面臨著經營業績穩步
增長和產品結構調整的雙重考驗。

本公司下半年將及時掌握市場變化，科學排產、動態控制，努力滿足用
戶要求。將繼續大力開拓國內外市場，鞏固傳統市場，加快新興市場的
開發。

全面實施內控評審項目，推進內控體系建設，進一步加強成本控制，落
實節能減排措施，提高管理水平和抗風險能力。

本公司將在下半年及今後一段時間內，繼續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
快產品結構調整，以滿足國家能源政策和市場需求變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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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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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爾濱電氣集團公司 國有法人股 701,235,000 50.93% 好倉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H股 666,458,598 48.41% 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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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股本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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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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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成員為：李荷君、丁雪梅、段洪義。本次中期業績已經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核數師

本公司董事會根據股東大會授權已聘任岳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
公司二零零九年中期核數師，本次中期業績已經核數師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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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議情況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二日在哈爾濱市召開了二零零八年度股東周
年大會，會議結果已刊登在香港聯交所網站和本公司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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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本公司《公
司章程》及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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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宮晶堃

中國哈爾濱，二零零九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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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致哈爾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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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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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中期損
益表，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和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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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
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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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岳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香港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零九年八月七日

邢詒春會計師
執業證書編號：P0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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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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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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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42,125  12,856,702

主營業務成本 4 (11,291,584 ) (10,873,469 )    

主營業務溢利  1,550,541  1,983,233
其他收入  131,730  169,268
營業費用  (127,560 ) (162,818 )
管理費用 4 (1,017,970 ) (1,024,446 )
其他業務支出  (78,906 ) (10,766 )
財務支出  (82,825 ) (97,936 )
於聯營公司所佔溢利  9,663  4,821    

除稅前溢利  384,673  861,356
稅項 5 (76,990 ) (163,821 )    

本期間溢利 6 307,683  697,535

本年度其他綜合收益（稅後）  －  －    

本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307,683  697,535    

利潤歸屬於：
 母公司股東  215,530  558,075
 少數股東損益  92,153  139,460    

  307,683  697,535    

綜合收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股東  215,530  558,075
 少數股東損益  92,153  139,460    

  307,683  697,535    

每股盈利－基本 8 15.65仙  40.53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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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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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4,271  3,802,837

投資物業  262,296  271,383

預付土地租賃  345,657  350,438

專利權  106,332  114,223

遞延稅項資產  134,463  133,83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38,814  150,536

待銷售性投資  27,074  27,074    

  4,948,907  4,850,328    

流動資產
存貨  13,855,250  12,941,218

應收賬款 10 13,040,936  12,354,226

應收票據  678,624  361,324

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5,431,318  6,537,067

預付土地租賃  9,661  9,710

建造合同應收款  1,170,647  1,045,979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74,434  66,353

有限制存款  7,006  14,568

已抵押存款  123,452  484,255

定期存款  4,470,428  3,079,921

銀行結存及現金  7,292,224  7,221,676    

  46,153,980  44,11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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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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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衍生工具  －  3,133
建造合同應付款  1,278,519  757,056
應付賬款 11 8,632,969  7,715,110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953,836  2,055,636
已收按金  16,851,437  18,656,591
欠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20,520  50,069
欠控股公司款項  13,236  13,470
應交稅金  204,033  375,591
須於一年內償還之借款 12 497,360  870,704    

  29,451,910  30,497,360    

流動資產淨額  16,702,070  13,618,937    

扣除流動負債後的總資產  21,650,977  18,469,26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1,376,806  1,376,806
儲備  6,871,544  6,759,274    

分配於母公司股東權益  8,248,350  8,136,080
少數股東權益  1,523,998  1,431,845    

權益合計  9,772,348  9,567,925    

非流動負債
已收按金  7,455,043  5,059,506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借款 12 3,882,666  3,535,114
欠控股公司款項  540,920  306,720    

  11,878,629  8,901,340    

  21,650,977  18,469,265    



13

簡明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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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分給
     資本  法定      於母公司  少數股東
 股本  股本溢價  公積金  公積金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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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1,376,806  1,980,295  709,850  531,614  －  2,614,428  7,212,993  1,199,417  8,412,410                 

本期間綜合全面收益總額 －  －  －  －  －  558,075  558,075  139,460  697,535

收購附屬公司少數股東
 之權益 －  －  －  －  565  2,930  3,495  (5,768 ) (2,273 )

股息（附註7） －  －  －  －  －  (125,289 ) (125,289 ) －  (125,289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1,376,806  1,980,295  709,850  531,614  565  3,050,144  7,649,274  1,333,109  8,982,383                 

 未經審計 
 歸屬於本公司股份持有人之權益 
               可分給
     資本  法定      於母公司  少數股東
 股本  股本溢價  公積金  公積金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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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1,376,806  1,980,295  709,850  557,183  6,539  3,505,407  8,136,080  1,431,845  9,567,925                 

本期間綜合全面收益總額 －  －  －  －  －  215,530  215,530  92,153  307,683

股息（附註7） －  －  －  －  －  (103,260 ) (103,260 ) －  (103,260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1,376,806  1,980,295  709,850  557,183  6,539  3,617,677  8,248,350  1,523,998  9,77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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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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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1,156,779  142,731    

投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之現金  (307,109 ) (629,811 )
 其他投資之現金流量  (904,471 ) 440,489    

  (1,211,580 ) (189,322 )    

融資業務（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新增銀行借貸  395,248  6,847
 新增其他借貸  21,634  －
 償還銀行借貨  (442,674 ) (686,424 )
 其他融資之現金流量  151,141  (69,065 )    

  125,349  (748,642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  70,548  (795,233 )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221,676  8,681,542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292,224  7,886,30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存之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6,316,733  7,446,309
 銀行定期存款  975,491  440,000    

  7,292,224  7,886,309    



15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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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明綜合會計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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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首次採納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而於本
集團始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準則、修訂及釋
義（「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公司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或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經修訂） 歸屬條件及註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經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0號 結算日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 收入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 清算時產生的可贖回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及債務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重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戶忠誠計劃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建造房地產的協議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外國業務的投資淨值對沖
 －詮釋第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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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無對目前或過往會計期間編製及呈
列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據此，概不須為過往年度作出
調整。

本集團未有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及修訂準則或釋
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經修訂） 持作待售的非流動資產
  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持作待售的非流動資產
  （或出售組合）的分類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配非現金資產 1

 －詮釋第17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經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1

附註

1 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或會影響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
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首個年報期間開始之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
之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會影響母公司於附屬
公司所擁有權益之變動（不會導致失去控制權）之會計處理，該變動
將列作股權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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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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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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火電  水電  電站  電站輔機  交直流電機
止六個月期間 主機設備  主機設備  工程服務  及配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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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9,331  819,888  1,297,754  256,675  738,477  －  12,842,125
內部收入 250,868  －  －  －  86,657  (337,525 ) －             

合計 9,980,199  819,888  1,297,754  256,675  825,134  (337,525 ) 12,842,125             

主營業務溢利 1,212,592  165,982  3,906  56,140  111,921  －  1,550,541           

未分配的公司費用             (1,092,706 )
財務支出             (82,825 )
於聯營公司所佔溢利 －  －  －  －  9,663  －  9,663             

除稅前溢利             384,673
稅項             (76,990 )             

除稅後溢利             30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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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火電  水電  電站  電站輔機  交直流電機
止六個月期間 主機設備  主機設備  工程服務  及配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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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7,798  772,059  1,273,676  214,744  668,425  －  12,856,702
內部收入 482,241  －  －  －  97  (482,338 ) －             

合計 10,410,039  772,059  1,273,676  214,744  668,522  (482,338 ) 12,856,702             

主營業務溢利 1,642,138  156,126  11,813  54,641  118,515  －  1,983,233           

未分配的公司費用             (1,028,762 )
財務支出             (97,936 )
於聯營公司所佔溢利 －  －  －  －  4,821  －  4,821             

除稅前溢利             861,356
稅項             (163,821 )             

除稅後溢利             697,535             

內部銷售是以現行市場價格計算的。

4. 主營業務成本╱管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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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755,000元（二零零
八年同期：人民幣139,83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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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00,000元（二零零八
年同期：人民幣14,20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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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香港利得稅作撥備。

(b) 簡明綜合損益表的所得稅代表下列中國所得稅撥備﹕

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本公司獲認可為高新技術企業
之一。根據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頒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三年可獲15%的優惠稅率。本
公司於二零零九年按稅率15%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遞延稅項採用負債法就短暫差異按主要稅率15%（二零零八年：15%）
作撥備。

6. 本期間溢利

本期間溢利已（計入）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70,156  192,128

投資物業之折舊 9,087  8,101

預付土地租賃攤銷 4,830  4,872

專利權攤銷 7,891  7,682

於聯營公司稅項
 （包括於聯營公司溢利） 2,069  1,733

利息及投資收益 (116,324 ) (136,049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190 ) (1,9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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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二零零八年度期末宣佈股息
 （每股人民幣0.075元） 103,260  －
二零零七年度期末宣佈股息
 （每股人民幣0.091元） －  125,289   

 103,260  125,289   

董事建議本期間不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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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530,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558,075,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1,376,806,000股（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1,376,806,000

股）計算。

9.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變動

本集團本期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出售所收到的現金為人民幣5,709,000

元，該等物業、廠房及設備淨值為人民幣5,519,000元，淨收益為人民
幣190,000元。

本集團本期在建工程支出約為人民幣3.1億元，用以建設核島主設備
及部份關鍵生產環節的技術改造，以提高其生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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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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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財務狀況表日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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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1,028  8,554,404
1年至2年 4,910,641  2,391,479
2年至3年 810,949  1,119,172
3年以上 668,318  289,171   

 13,040,936  12,354,226   

11. 應付賬款

於財務狀況表日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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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8,876  7,039,443
1年至2年 2,269,135  470,791
2年至3年 658,544  67,951
3年以上 86,414  136,925   

 8,632,969  7,71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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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借款

本期間內，本集團新增之銀行借款為人民幣約3.95億元及期內償還
人民幣約4.43億元之銀行借款，該借款利率為市場利率，並有固定的
還款期限。借款所獲得的資金是作為集團之營運資金。

13. 股本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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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235

 H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 675,571  675,571   

 1,376,806  1,376,806   

除股利支付的幣種不同以及對中國境內和境外投資者的限制不同
外，國有法人股和H股在其他方面均相同。

14. 或有負債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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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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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資本承擔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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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74  315,838   

16.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賬面淨值約為人民幣244,094,000

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5,81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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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存款人民幣123,452,000元（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84,255,000元）作為銀行借貸之抵
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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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43,000元（二零零八年同期：人民幣58,210,000元）。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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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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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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 10,858,173  10,752,506
採購 4,791,351  4,738,677   

其他國有企業應付款及
 已收按金 22,172,557  21,680,567
其他國有企業應收款 11,848,508  11,93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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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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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網址
www.chpec.com

法定代表人
宮晶堃

授權代表
宮晶堃
馬遂

公司秘書
馬遂

核數師
岳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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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