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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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明不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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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0569）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中期業績公佈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中國自動化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產品及服務的收益 3 968,986 809,506
銷售成本 (724,716) (609,264)

  

毛利 244,270 200,242
其他收入 22,542 14,280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109,306) (67,906)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的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10 (8,272) (16,383)
銷售及分銷開支 (54,588) (44,426)
行政開支 (102,692) (93,944)
研發開支 (37,430) (28,590)
其他開支 (766) (497)
融資成本 (27,484) (27,93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52) (966)

  

除稅前虧損 (74,078) (66,127)
所得稅開支 6 (21,718) (16,059)

  

期內虧損 (95,796) (8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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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以下項目之公允值虧損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工具 (792) –
－信 貸風險變動導致之指定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財

務負債 (73) (3,000)
  

(865) (3,000)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因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592 1,886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273) (1,114)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96,069) (83,300)
  

以下項目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07,603) (100,521)
非控制權益 11,807 18,335

  

(95,796) (82,186)
  

以下項目應佔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07,876) (101,635)
非控制權益 11,807 18,335

  

(96,069) (83,300)
  

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10.48)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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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32,217 1,008,045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207,911 114,919
使用權資產 309,276 –
預付租賃款項－非即期部分 – 272,759
無形資產 256,565 257,432
商譽 445,500 445,500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0,053 10,405
已抵押銀行存款 2,641 1,623
遞延稅項資產 84,440 83,989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工具 27,234 28,026

  

2,375,837 2,222,698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即期部分 – 7,248
存貨 445,208 443,474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9 1,106,711 1,158,535
合約資產 66,555 41,782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96,541 161,26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 1,871 1,689
已抵押銀行存款 50,995 53,028
銀行結餘及現金 659,382 793,475

  

2,627,263 2,66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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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645,872 651,903
其他應付款項、已收按金及應計費用 171,449 270,295
租賃負債－即期部分 10,493 –
合約負債 330,174 120,554
應付股息 1,606 2,806
應付所得稅 36,594 42,789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 418,593 429,131
企業債券－一年內到期 208,854 196,950
有擔保票據－一年內到期 69,534 69,418
長期應付款項－一年內到期 10,000 –

  

1,903,169 1,783,846
  

流動資產淨值 724,094 876,65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099,931 3,099,34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548 9,548
股份溢價及儲備 1,048,668 1,156,54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 1,058,216 1,166,092
非控制權益 217,340 205,688

  

總權益 1,275,556 1,371,78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7,214 68,033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 30,000 60,000
可換股債券 12 731,245 617,784
租賃負債－非即期部分 22,068 –
長期應付款項 577,286 573,408
遞延收入 396,562 408,343

  

1,824,375 1,727,568
  

總權益及非流動負債 3,099,931 3,099,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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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98,370 23,148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1,527 895
出售附屬公司的現金流入淨額 9 546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1,271 749
購買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本工具 – (200)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支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
備的按金 (163,037) (46,339)
無形資產付款 (9,542) (10,021)
預付租賃款項增加 – (19,305)
所收政府補助 – 300
所收搬遷補償 – 40,000
國債投資 – (37,085)
購買財富管理產品 (180,868) (373,980)
出售財富管理產品所得款項 181,571 403,489
取回已抵押銀行存款 3,903 3,498
存入已抵押銀行存款 (2,888) (3,916)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67,517) (41,915)
  

融資活動
新增銀行借貸 31,000 98,000
償還銀行借貸 (56,000) (119,700)
償還租賃負債 (5,593) –
長期應付款項 400 150,000
已付利息 (33,684) (20,168)
已付非控股股東的股息 (1,200) (7,027)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65,077) 101,10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134,224) 82,338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93,475 308,932
匯率變動影響 131 544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銀行結餘及現
金 659,382 39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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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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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
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按公允值（如適用）計量的財務工具除
外。

除因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
外，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
法，與本集團呈列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之政策及計算
方法相同。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下列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以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的不確定性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正、縮減或清償
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長期投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 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的年度改進項目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期內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於當前及過
往期內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所載之披露構成重大影響。

2.1 就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應用會計政策之影響及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詮釋。

2.1.1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導致的會計政策關鍵變動

本集團已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載的過渡條文應用以下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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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的定義

倘合約授予權利以代價為交換在某一時期內控制使用已識別資產，則該合約屬
於租賃或包含租賃。

就於初次應用日期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16號於開始或修訂日期的定義評估合約是否屬於或包含租賃。除非合約條
款及條件其後改變，否則不得重新評估該合約。

作為承租人

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

本集團將短期租賃確認豁免應用於自開始日期起計為期12個月或更短租期且並
不含購買選擇權的租賃。本集團亦就低價值資產租賃應用確認豁免。短期租賃
及低價值資產租賃的租賃付款於租期內以直線法確認為開支。

使用權資產

除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外，本集團於租賃開始日期（即相關資產可供使用
的日期）確認使用權資產。使用權資產按成本減任何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計量，
並就租賃負債任何重新計量作出調整。

使用權資產的成本包括：

• 租賃負債的初步計量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所作的任何租賃付款，減任何已收取的租賃優惠；

• 本集團產生之任何初始直接成本；及

• 本集團在拆除及移除相關資產、恢復其所在地點或將相關資產恢復至租賃
條款及條件所要求的狀況時所產生的估計成本。

本集團合理確定於租期結束時取得相關租賃資產擁有權的使用權資產，由開始
日期起至可使用年期終止時折舊。否則，使用權資產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及租
期中的較短者以直線法折舊。

本集團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將使用權資產獨立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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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退回租賃按金

已付可退回租賃按金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入賬，並初步按公允值計量。於初步確認時對公允值所作調整被視為額
外租賃款項並計入使用權資產成本。

租賃負債

於租賃開始日期，本集團按當日未支付的租賃付款現值確認及計量租賃負債。
於計算租賃付款的現值時，倘租賃所含的利率不能即時釐定，則本集團會於租
賃開始日期使用增量借貸利率。

租賃付款包括：

• 固定付款（包括實質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

• 可變租賃付款（視乎指數或利率而定）；

• 根據剩餘價值擔保預期應付的金額；

• 本集團合理確定行使購買選擇權的行使價；及

• 倘租期反映本集團行使終止選擇權，則支付終止租賃的罰款。

於開始日期後，租賃負債乃就利息增長及租賃付款作出調整。

倘出現以下情況，本集團重新計量租賃負債（並就相關使用權資產作出相應調
整）：

• 租期有所變動或行使購買選擇權的評估發生變化，在該情況下，相關租
賃負債透過使用重新評估當日經修訂貼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付款而重新計
量。

• 租賃付款因保證剩餘價值項下的市場租金審查╱預期付款導致市場租賃利
率變動而有所變化，在該情況下，相關租賃負債透過使用初始貼現率貼現
經修訂租賃付款而重新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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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修訂

倘出現以下情況，本集團將租賃的修訂作為一項單獨租賃入賬：

• 該修訂通過增加一項或多項相關資產的使用權利而擴大了租賃範圍；及

• 租賃代價增加的金額相當於擴大範圍對應的單獨價格，加上以反映特定合
約的情況對單獨價格進行的任何適當調整。

對於不作為一項單獨租賃入賬的租賃修訂，本集團使用修訂生效日期經修訂貼
現率貼現經修訂租賃付款，按經修訂租賃的租期重新計量租賃負債。

稅項

為計量本集團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相關租賃負債的租賃交易的遞延稅項，本集團
首先確定稅項扣減是否歸屬於使用權資產或租賃負債。

就租賃交易而言，稅項扣減歸屬於租賃負債，本集團分別就使用權資產及租賃
負債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之規定。由於初次確認豁免的應用，故有
關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的暫時性差異於初始確認時及於租期內不予確認。

2.1.2 初步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產生的過渡及影響概要

租賃的定義

本集團選擇實際權宜方式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應用於過往識別為租賃的
合約（採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斷定安排
是否包含租賃」，且不會將該等準則應用於過往未識別為包含租賃的合約。因
此，本集團並無重新評估於初次應用日期前已存在的合約。

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所載要求應用租賃的定義，以評估合約是否包含租賃。

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且於初步應用日期（即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確認其累計影響。於初步應用日期的任何差額在期初保留溢利確認，
且比較資料尚未重列。

於過渡階段，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應用經修訂追溯法時，以相
關租賃合約為限，對先前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按租賃基準分類為經營租賃
的租賃應用以下實際權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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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作為減值審閱的
替代方法，評估租賃是否屬有償；

ii. 選擇不就租期於初步應用日期起計12個月內結束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
賃負債；

iii. 於初步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撇除初始直接成本；

iv. 根據於初步應用日期的事實及情況，於事後釐定本集團帶有續租及終止選
擇權的租賃的租期。

於過渡期間，本集團於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作出以下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集團透過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C8(b)(ii)號過
渡確認額外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金額相當於通過預付租賃款項調整的相關
租賃負債。

於確認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已於首次應用日期應用相關
集團實體之增量借貸利率。相關集團實體應用之加權平均增量借貸利率介乎
5.5%至5.7%。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披露的經營租約承擔 30,183
 

按相關增量借貸利率貼現的租賃負債 27,708
減：確認豁免－短期租賃 (1,689)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租賃負債 26,019
 

列示為
流動 7,380
非流動 18,639

 

2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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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的使用權資產賬面值如下：

附註 使用權資產
人民幣千元

與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確認經營租賃相關的使用
權資產 26,019
自預付租賃款項重新分配 (a) 280,007

 

306,026
 

按類別
土地使用權 280,007
租賃物業 26,019

 

306,026
 

以下為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對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確認的金額作出之調整。
不受變動影響之項目不包括在內。

附註

過往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報告的賬面值 調整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根據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的賬面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a) 272,759 (272,759) –
使用權資產 – 306,026 306,026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a) 7,248 (7,248) –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18,639 18,639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7,380 7,380

   

附註：

(a)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租賃土地的預
付款項分類為預付租賃款項。於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預付租
賃款項的即期及非即期部分分別為人民幣7,248,000元及人民幣272,759,000
元，重新分類至使用權資產。

營運資金變動已按以上所披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財務狀況表計算，
以作呈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以間接法計算之經營活動現金流
量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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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品及服務收益

收益分拆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 石化 醫院服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產品及服務種類

銷售產品
系統及軟件銷售 276,735 – 276,735
工業控制閥銷售 302,989 – 302,989
藥品 – 129,025 129,025

   

579,724 129,025 708,749
   

提供服務
提供保養及工程服務 103,004 – 103,004
設計及諮詢服務 30,143 – 30,143
醫療服務 – 127,090 127,090

   

133,147 127,090 260,237
   

712,871 256,115 968,986
   

地區市場

中國大陸 661,967 256,115 918,082
其他 50,904 – 50,904

   

712,871 256,115 968,986
   

收益確認的時點

一個時點 682,728 256,115 938,843
以一段時間 30,143 – 30,143

   

712,871 256,115 96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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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類 石化 醫院服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產品及服務種類

銷售產品
系統及軟件銷售 214,520 – 214,520
工業控制閥銷售 234,782 – 234,782
藥品 – 115,291 115,291

   

449,302 115,291 564,593
   

提供服務
提供保養及工程服務 99,040 – 99,040
設計及諮詢服務 31,002 – 31,002
醫療服務 – 114,871 114,871

   

130,042 114,871 244,913
   

579,344 230,162 809,506
   

地區市場

中國大陸 511,847 230,162 742,009
其他 67,497 – 67,497

   

579,344 230,162 809,506
   

收益確認的時點

一個時點 548,342 230,162 778,504
以一段時間 31,002 – 31,002

   

579,344 230,162 809,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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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本集團業務分類須以經營管理委員會，即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為分配資源
至各分類以及評估分類表現而定期檢討的本集團各組成部分的內部報告為基準確認。

分類收益及業績

於本中期期間，主要營運決策者已重新評估各分部的資源分配，導致分配發生變動。過往
報告期間之分部披露已重新呈列以符合本期間之呈列方式。

以下為本集團於回顧期間按可呈報及業務分類劃分之收益及業績之分類分析：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石化 醫院服務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收益 712,871 256,115 968,986
   

除稅前分類（虧損）溢利 (20,503) 62,380 41,877
所得稅開支 (5,759) (15,959) (21,718)

   

分類（虧損）溢利 (26,262) 46,421 20,159
  

未分配其他收益及虧損 (113,388)
未分配行政開支 (2,567)

 

期內虧損 (95,796)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石化 醫院服務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收益 579,344 230,162 809,506
   

除稅前分類（虧損）溢利 (58,360) 62,548 4,188
所得稅開支 (2,804) (13,255) (16,059)

   

分類（虧損）溢利 (61,164) 49,293 (11,871)
  

未分配其他收入 19
未分配其他收益及虧損 (67,870)
未分配減值虧損 1,474
未分配行政開支 (3,938)

 

期內虧損 (8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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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105 (48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120) (45)
可換股債券公允值變動虧損 (113,388) (67,870)
出售理財產品的收益 703 489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公允值變動收益 182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3,212 –

  

(109,306) (67,906)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 22,988 28,838
遞延稅項抵免 (1,270) (12,779)

  

21,718 16,059
  

於本中期期間及過往中期期間，中國企業所得稅率25%與本集團實際稅率之間的差額主要
歸因於：(i)若干中國附屬公司被評為「高新技術企業」，獲授予15%的優惠稅率；及(ii)若干
附屬公司的稅項虧損及可扣稅暫時差額因相關附屬公司未來溢利流不可預見而並未確認為
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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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及過往中期期間內，概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本公司董事決定不會
就本中期期間派付股息。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
內虧損） (107,603) (100,521)

對普通股的潛在攤薄影響：
－可換股債券公允值虧損（附註） 不適用 不適用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的虧損 (107,603) (100,521)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026,264 1,026,264

普通股的潛在攤薄影響
－可換股債券（附註） 不適用 不適用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的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1,026,264 1,026,264
  

附註： 由於假設行使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每股攤薄虧損的計算並無考慮本公司未行使
可換股債券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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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1,011,634 1,012,928
減：信貸虧損撥備 (286,748) (279,766)

  

724,886 733,162
應收票據 381,825 425,373

  

1,106,711 1,158,535
  

以下為應收貿易賬款（已扣除呆賬撥備）按發票日期（與各自的收益確認日期相若）的賬齡分
析：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361,953 378,828
91至180日 127,858 136,439
181至365日 171,048 120,066
一至兩年 51,213 84,872
兩年以上 12,814 12,957

  

724,886 733,162
  

10. 財務資產的減值評估及受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規限的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確認（撥回）的減值虧損：
－應收貿易賬款 7,450 15,047
－合約資產 830 1,345
－其他應收款項 (8) (9)

  

8,272 16,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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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下列為按發票日期列示的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332,539 341,469
91至180日 184,849 197,146
181至365日 75,367 61,373
一至兩年 31,399 31,142
兩年以上 21,718 20,773

  

645,872 651,903
  

12. 可換股債券

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三日作出公告，據此，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及一家由本公司主席
全資擁有之公司提出建議透過安排計劃（「計劃」）將本公司私有化。其後，本公司收到可換
股債券持有人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之函件，據此，持有人聲稱其將不會於二零一
九年六月十四日及直至計劃生效日期後行使換股權。

呈報期可換股債券變動載列如下：

可換股債券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617,784
於損益確認的公允值變動虧損 113,388
因信貸風險確認於其他全面收益而導致的公允值變動虧損 73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73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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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益為人民幣969,000,000元（二零一八年
上半年：人民幣809,500,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9.7%。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石化分部所得收益增加 23.1%至人民幣
712,900,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人民幣579,300,000元），而醫院服務分部所得收益增
長11.3%至人民幣256,100,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人民幣230,200,000元）。

按照提供的產品及服務類型劃分的營業額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人民幣
百萬元）

比例
(%)

（人民幣
百萬元）

比例
(%) (%)

石化
－ 安全系統及軟體，工業控 

 制閥銷售及相關服務 712.9 73.6 579.3 71.6 +23.1
     

醫院服務
－ 藥品銷售及醫療服務 256.1 26.4 230.2 28.4 +11.3

     

總收益 969.0 100.0 809.5 100.0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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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對石化行業安全系統及軟體，工業控制
閥及相關服務所得收益增加23.1%至人民幣712,900,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人民幣
579,300,000元）。該增加乃主要由安全系統及軟體銷售以及工業控制閥銷售貢獻所致。安
全系統及軟體收益增長主要由於石化市場更多的投標專案及訂單交付活動。工業控制閥
收益增長主要由於期內石化及製藥行業獲得更多訂單。

醫院服務

藥品銷售及醫療服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醫院服務所得收益增加 11.3%為人民幣
256,100,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人民幣230,200,000），增加的主要原因為醫院住院大
樓及設施一期內部改造經已部份完成，使住院患者床位增加。

另外，按業務分部計算，本集團源自石化相關業務及醫院服務相關業務的收益分別為
73.6%（二零一八年上半年：71.6%）及26.4%（二零一八年上半年：28.4%）。

毛利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為人民幣244,300,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人民幣200,20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22.0%。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整體毛利率保持穩定為25.2%（二零一八年上半
年：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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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提供的產品及服務類型劃分的毛利率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變動

(%) (%) （%）

石化
－安全系統及軟體，工業控制閥及相關服務 22.4 21.5 +0.9

醫院服務
－藥品銷售及醫療服務 32.9 33.1 -0.2

整體毛利率（與主營業務毛利率一致） 25.2 24.7 +0.5

石化的毛利率

源自石化相關業務的收益的毛利率增長0.9%至22.4%（二零一八年上半年：21.5%）。

醫院服務的毛利率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醫院服務業務錄得毛利率32.9%（二零一八年上半
年：33.1%），保持穩定。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為人民幣22,500,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
年：人民幣14,300,000元），增加主要由於集團附屬公司就技術開發費用自相關政府部門
取得的政府補貼增加。

其他虧損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損失大幅增加至人民幣109,300,000元（二零
一八年上半年：其他虧損為人民幣67,900,000元）。重大虧損主要由於可換股債券的公允
價值增加人民幣113,400,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人民幣67,9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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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預期信貸虧損模式減值損失，扣除撥回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預期信貸虧損模式減值損失（扣除撥回）下降人
民幣8,100,000元至人民幣8,300,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虧損人民幣16,400,000元）。
期內，集團計提減值撥備人民幣8,300,000元。尤其是個別債務人於本中期期間遇到重大
財務困難，計提一項特定減值撥備人民幣11,200,000元。另外，個別債務人由於結算應
收款項錄得一項特定撥回人民幣5,000,000元。

銷售及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23.0%至人民幣54,600,000元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人民幣44,400,000元）。增長的主要原因是(i)展覽及差旅費用上升，
以及(ii)由於更多業務活動，銷售人員績效獎金的增加。

銷售及分銷成本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比例為5.6%（二零一八
年上半年：5.5%）。

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行政開支增長9.4%至人民幣102,700,000元（二零
一八年上半年：人民幣93,900,000元）。增長的主要原因為(i)薪資增加(ii)公司辦公樓及展
廳的維護費用。

行政開支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比例為10.6%（二零一八年上
半年：11.6%）。

研發開支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研發開支為人民幣37,400,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
年：人民幣28,600,000元）。正在進行的研發項目主要為：(i)在中國政府對國產化的優惠
政策影響下而開發的高端調節閥；及(ii)針對渦輪機組控制系統業務的核心研發。

融資成本

在扣除與在建工程項目相關的資本化金額為人民幣13,700,000元後（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人民幣4,100,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融資成本下降1.4%至人民
幣27,500,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人民幣27,900,000元）。



- 23 -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21,700,000元（二零一八年上
半年︰人民幣16,100,000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實際稅率為29.3%（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24.4%）。

於本中期期間及過往中期期間，中國企業所得稅率25%與本集團實際稅率之間的差額主
要歸因於：(i)若干中國附屬公司被評為「高新技術企業」享受15%的優惠稅率；及(ii)若干
附屬公司的稅項虧損及可扣減暫時差額，因相關附屬公司未來溢利流不可預見而並未確
認為遞延稅項資產。

期內虧損

基於上述原因，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權益持有應佔
虧損人民幣95,800,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人民幣82,200,000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淨額為人民幣
98,400,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人民幣23,100,000元）。本集團採取謹慎的營運資本管
理策略，因此，本集團能產生正經營現金流量是由於(i)應收貿易賬款和應收票據減少；
及(ii)合約負債的顯著增加。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用於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
167,500,000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人民幣41,900,000元）。主要由於吳忠市投資專案相關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購買。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65,100,000元（二
零一八年上半年：融資活動產生現金淨額人民幣101,100,000元）。融資活動所用現金主要
用於償還銀行貸款人民幣56,000,000元。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為人民幣713,000,000
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48,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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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狀況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率（總借貸減去現金除以總權益）為104.9%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0.1%）。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借貸為
人民幣2,045,500,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946,700,000元）。其中自寧
夏產業引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取得長期應付賬款人民幣500,000,000元，可轉換債券總值
人民幣731,200,000元，於二零一九年到期的企業債券為人民幣208,900,000元，於二零一
九年到期的擔保票據為10,000,000美元（相當於人民幣69,500,000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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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本集團已作詳盡戰略審視，旨在制定業務規劃及戰略以促進本集團未來業務發展，並確
定是否執行任何適當或可行的調整以優化本集團的業務活動。

當前，我國石化行業運行總體平穩，同時石化行業面臨深度結構性調整，解決結構性過
剩問題、繼續推進石化行業綠色發展成為未來行業發展的重中之重。再者，由於煤價上
升及環保要求日益嚴格，煤化工行業增速減緩。因此，石化和煤化工行業將繼續迎來激
烈競爭。

由於受中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中藥品限價方面的影響，為與公立醫院競爭，私立醫院收
入增長及利潤率將受壓。而且，中國擬加大力度建立更多醫院並擬達成中國醫療從業者
與居民的目標比例將加劇未來醫療行業的競爭。因此，本公司醫療業務將迎來挑戰。

鑒於石化及醫療行業前景面臨的不確定性，提出了一項關於公司私有化的提案。參見
本公司，Brightex Enterprises Limited（「Brightex」）及Ascendent Automation (Cayman) 
Limited（「AACL」，連同Brightex,為「聯席要約方」）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日發佈的聯合
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文所用詞彙與聯合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於二零
一九年六月十四日，聯席要約方要求董事會就根據公司法第86條透過計劃安排將本公司
私有化向計劃股份持有人提呈一項建議，當中涉及，註銷計劃股份及作為代價就每股計
劃股份以現金1.50港元向計劃股東支付註銷價。建議的實行及計劃的生效須待聯合公告
所列載條件獲達成或豁免（如適用）。待計劃生效日後，股份於聯交所的上市地位將被撤
銷。詳情請參見聯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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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訊

企業管治

董事會及管理層堅守良好的企業管治原則，以求達致穩健管理及增加股東價值。該等原
則重視透明度、問責性及獨立性。

董事會負責制定本集團的整體策略，並檢討其營運及財務表現。董事會成立下列委員會
（全部均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主席），並具備界定的職權範圍，其內容不比上市規則之
《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寬鬆：

• 審核委員會
• 提名委員會
•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所實施之企業管治原則，在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與載列於本公
司二零一八年年報之相關原則保持一致。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2,356名僱員（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07
名），其中石化業務僱員1,563名（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514名），醫院業務僱員
793名（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93名）。

本集團員工薪酬按職責、資歷、績效、經驗及相關行業慣例釐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任何其上市證券。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或出
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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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並確信本公司在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內已完全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有適用的守則條
文。除以下偏離外：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首席執行官之角色應分開，且不應由同一人士
擔任。自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四日，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宣瑞國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
首席執行官。董事會相信，在管理層的支持下，由同一人士擔任主席及首席執行官有助
於執行本集團業務策略及提高其經營效率。此外，董事會現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在董事會的監督下，得以充分及公平地代表本公司股東的利益。本公司
將繼續檢討並提高其企業管治常規已確保符合守則規定。

遵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買賣證券之操守守則。有
機會掌握本集團非公開股價敏感資料之相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而採納書面指引之條款，
其內容不比標準守則的規定寬鬆。經向全體董事及相關僱員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其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發現董事及相關僱員違規事件。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止的綜合財務報表及相關之
披露。

承董事會命
中國自動化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宣瑞國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八日

截至本報告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宣瑞國先生、王春生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王泰文
先生、張新志先生及吳榮輝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