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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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86）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未經審計中期業績。本公告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中有關中
期業績初步公告附載的資料的要求。本公司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的印刷版本將於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予本公司的股東，並可於其時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的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的網站www.crcce.com.cn上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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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公司堅定推進公司「兩型三化九力」戰略落地，堅持「把握新機遇，改革再出發」

的發展思路，全力保障股東和投資者的利益，但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經濟下行，產品訂單大幅縮水，

海外項目延遲交貨，修理車輛進廠停滯等前所未有的複雜因素影響，本公司業績出現較大下滑，並首

次出現半年虧損。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公司業績如下：

營業收入：4.50億元，較去年同期11.91億元減少7.41億元，下降62.21%。

淨利潤：虧損2,615萬元，去年同期的淨利潤則為9,432萬元。

目前本公司已著力調整部署適應當前形勢，將大力強化技術引領，深挖市場潛力，拓寬產業發展，聚

焦問題困難，促進管理革新，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扭轉上半年的困難形勢，努力保障股東利益。

科技創新方面：全面升級自主研發，加快產品迭代。本公司將集中資源推進雙枕搗固裝置、高效挖掘

與篩分裝置、高道床邊坡整形裝置、智能穩定裝置等項目試制等核心裝置自主化；重點加快核心產品

研製，推進橋隧清篩機、智能配砟車、多功能搗固車、雙動力打磨車、高速銑軌車等項目試制，穩固

市場地位，實現技術引領；推進工藝設計和配件選型優化，加強設計成本在項目評審中的考核比重，

完善研發過程精益管理，進一步壓控產品設計成本，提升產品競爭力和利潤空間。

市場經營方面：緊跟市場變化，全力提振銷售。本公司將以印度、韓國等海外市場為突破口，繼續深

度開發核心市場及「一帶一路」重點國家，更具針對性地拓展國際市場；加大國鐵市場新產品推廣力度，

積極探索合作立項新模式，重點做好國鐵銑磨車等新產品的推廣運用；加強城軌市場開拓，穩定並拓

寬北京、上海、廣州等標桿市場，重點突破成都、武漢、南京等潛力市場；搶抓服務配套市場機遇，建

設全國「六大中心」異地配件庫佈局，促進修理、配件、中小型養路機械、養護施工等等板塊模創效，

實現全方位提振公司業績。



 
業務回顧與展望

中國鐵建高新裝備股份有限公司3

產業佈局方面：拓寬產業鏈條，強化項目組織。本公司將進一步拓寬工程施工業務板塊，重點推進地

鐵市場、高鐵市場的施工業務開拓，以精品工程鑄就口碑；推動如機制砂項目等已經開展的新產業盡

快創效，積極探索其他新產業佈局，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為本公司扭轉上半年的不利局面築牢基礎。

公司管理方面：突破改革難題，提升治理效能。本公司將續鞏固完善市場導向的超扁平化組織架構和

端到端的業務流程體系，深化組織架構變革和業務流程再造；持續推進激勵薪酬向研發、經營等方面

的創效人才傾斜，完善構建中短期與長期並舉的體系化激勵模式，堅持深化三項制度改革；強化生產

經營中的法律合規管理，保障海外項目合規可控，提升糾紛預警和反應能力，積極應對風險防控；推

動質量管理體系變革，從「事後處理型管理」向「預防控制型管理」轉變，切實強化質量管理，向管理

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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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截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
   

機械銷售 114.7 658.1

零部件銷售 131.1 97.9

產品大修服務 141.6 365.7

鐵路線路養護及服務 18.4 19.6

鐵路機械設計 44.1 49.3
   

收入總額 449.9 1190.6
   

本集團主營業務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190.6百萬元減少740.7百萬

元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49.9百萬元，下降62.2%。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整體銷售收入較上年同期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機械銷售較上年同期

減少了人民幣543.4百萬元，下降82.57%，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大型養路

機械採購計劃削減的影響，鐵路大型養路機械銷售數量有所下降；零部件銷售，較上年同期增加了人

民幣33.2百萬元，增長33.91%，增長的主要原因是鐵路大型養路機械零部件市場需求的增加；產品

大修服務，較上年同期減少了人民幣224.1百萬元，下降61.28%，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鐵路大型養路機械返廠進行修理的計劃推遲；鐵路線路養護服務，較上年同期減少了人民幣1.2

百萬元，下降6.12%，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新冠肺炎鐵路線路養護服務完成的工程量有所減少；鐵路

機械設計，較上年同期減少了人民幣5.2百萬元，下降10.55%，主要原因是受新冠肺炎影響訂單完成

量下降。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78.4百萬元下降人民幣576.9百

萬元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01.5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機械製造及銷

售和鐵路線路養護及服務營業收入下降，進一步導致成本下降及產品製造成本管控成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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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

基於上述原因，本集團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12.2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163.8百萬元至截止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48.4百萬元。本集團毛利率由截至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26.22%增加至截止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32.99%。毛利

率變動原因主要是由於各業務板塊毛利結構的變化。

其他收入以及收益及虧損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以及收益及虧損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2.8百萬元增加

人民幣1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3.8百萬元。其他收入以及收益及虧

損的增加主要是政府補助增加及匯兌損失和資產處置損失的減少綜合所致。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9.3百萬元增加人民幣1.2

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8.1百萬元。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增加了海外

項目的銷售資源投入所致。

行政和研發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94.2百萬元減少人民幣38.3百萬

元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55.9百萬元。主要原因是由於研發材料費用的減

少及其他行政開支減少所致。

其他開支及減值虧損

本集團的其他開支及減值虧損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0.9百萬元增加人民

幣19.4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0.3百萬元。其他開支及減值虧損增

加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信用減值損失的增加所致。

稅前利潤

本集團稅前利潤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10.6百萬元減少人民幣142.7百萬

元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32.1百萬元。稅前利潤減少的主要原因是綜合毛

利總額、財務收益的下降及信用減值損失的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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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所得稅開支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6.2百萬元減少人民幣22.1百萬元

至截止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5.9百萬元。所得稅開支減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稅

前利潤減少所致。

本公司享受西部大開發稅收優惠政策，按照15%的優惠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瑞維通公司在二零一八年進行了高新技術企業認證並獲得政府相關機構批准，按照15%的優惠稅率

繳納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在中國內地設立的其他附屬公司按照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94.3百萬元減少人民幣120.4百

萬元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26.1百萬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利潤減少的主

要原因是營業收入規模、財務收益的下降以及信用減值損失的增加綜合所致。

非控股權益人應佔利潤

非控股權益人應佔利潤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為0，與上年同期保持一致。

基本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0.06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0.02元。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現金流量與營運資金

本集團主要透過營運產生的現金應付營運資金所需。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為人民幣1,506.9百萬元，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額為人民幣

64.2百萬元，主要原因是二零二零年上半年銷售產品收到的現金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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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為人民幣308.1百萬元，主要

原因是二零二零年上半年銷售產品收到的現金減少所致。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為人民幣17.8百萬元。投資

活動中現金流出項目主要原因是為修繕廠房和購買設備而支付的款項。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出淨額為人民幣0百萬元。

流動性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有足夠流動資金來支付集團目前對流動資金之所需求。

承諾事項

本集團於所示日期的承諾事項如下：

資本承諾：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
   

已訂約但尚未計提撥付 48.0 44.7
   

債務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債務。

抵押事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無抵押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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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桿比率

本集團採用槓桿比率來管理資本，槓桿比率是指淨負債和調整過後資本加淨負債的比率。淨負債包

括合約負債、撥備、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包含於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的金融負

債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抵押存款。資本包括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本集團槓桿比率於二零一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5.68%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為5.68%。

或有負債

截止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市場風險

本集團需承受各種市場風險，包括外匯風險及日常業務過程中的通貨膨脹風險。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主要位於中國，絕大多數交易以人民幣結算，部分銷售、採購和德國子公司以歐元和瑞

士法郎等外幣結算。這些外幣兌人民幣匯率波動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產生影響。

政策風險

本集團需承受中國政府鐵路市場建設政策變化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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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業管治

1. 企業管治

本公司對企業管治架構的優越性、穩健性及合理性非常重視。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報告期（「報告期」）內，本公司已全面遵守《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之條文。

2. 董事和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和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和監事的證券交易是否遵守《標準守則》發出特定查詢，本公司確認全體

董事和監事在報告期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有關董事和監事的證券交易的標準。

3.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其中劉飛香先生為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童普江

先生及陳永祥先生為執行董事，趙暉先生、沙明元先生及伍志旭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孫

林夫先生、于家和先生及黃顯榮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屆董事會全體董事經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度股東週年大會

批准，其任期自股東大會決議通過之日起三年。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選舉劉飛香先生為第二屆董事會董

事長，其任期自本次董事會選舉之日起至第二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

董事嚴格遵守其做出的承諾，忠實、誠信、勤勉地履行職責。董事會的人數及成員組成符

合有關法律、法規的要求。董事會成員之間不存在任何非工作關係，包括財務、業務、家

屬或其他重大相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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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監事會由三名監事組成，其中余秋華先生為監事會主席、職工監事，王淑

川先生及王華明先生為股東代表監事。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經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度股東週年

大會批准，其任期自股東週年大會選舉之日起計為三年。根據本公司工會於二零一八年

五月二十四日出具的函件，職工代表大會推選本公司第二屆監事會職工監事由余秋華先

生出任。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屆監事會第一次會議選舉余秋華先生為第二屆監事會主席，

其任期自本次監事會選舉通過之日起至第二屆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

二零二零年五月七日，監事會收到本公司監事王淑川先生遞交的辭呈，王淑川先生因工

作變動原因向監事會請求辭去第二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職務。監事會將適時提名新任

股東代表監事人選，上述辭任事宜將於新任股東代表監事的委任獲得本公司股東大會批

准後生效。

5. 審計與風險管理委員會

本公司審計與風險管理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計與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

分別為：于家和先生、孫林夫先生及黃顯榮先生，其中于家和先生為審計與風險管理委

員會主席。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屆審計與風險管理委員會全體成員經公司第二屆董事會

第一次會議批准，其任期自本次董事會選舉通過之日起至第二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

本公司審計與風險管理委員會主要負責監督公司的內部控制、風險管理、財務數據披露

及內部審核事項，提議聘請或更換外部審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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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審計與風險管理委員會已經連同管理層討論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準則，並審閱了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國際會計準則編製的未經審計財務業績，

並確認未經審計業績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相關監管及法律規定，且已作足夠披露。

6. 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變更資料情況

二零二零年五月七日，監事會收到本公司監事王淑川先生遞交的辭呈。王淑川先生因工

作變動原因向監事會請求辭去本公司第二屆監事會股東代表監事職務。監事會將適時提

名新任股東代表監事人選，上述辭任事宜將於新任股東代表監事的委任獲得本公司股東

大會批准後生效。

二、 內部監控

本公司內部控制組織體系健全。董事會負責內部控制體系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實施。本公司設

立了具有相對獨立內部審計、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職能的管理機構審計部，審計部在董事會審

計與風險管理委員會的指導下，圍繞財務監控、運營監控、合規監控及風險管理功能等重要監

控方面，開展公司風險識別、內部控制檢查、監督和評價，督促及時整改內控缺陷，有效控制本

公司經營過程中的各種風險。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內部監控系統穩健、運行可靠，風險管理工作不斷深化。上半年，本公司以

管理提升為主線，提高審計增值服務，重點關注內部控制的閉環管理，確保內部控制缺陷整改

到位；持續深化風險管理，對高風險事件開展專項應對與防範；多角度開展服務採購、制度流

程等專項審計，實現管理提升和降本增效。本公司能夠確保在財務、運作及風險管理方面抵禦

業務和外在環境的變化，以保障本公司的資產安全和股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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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董事、監事及總經理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報告期內及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監事、總經理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

或其任何相關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列入所存

置的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之任何個人、家庭、公司或其他權

益及淡倉。

四、 股本結構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股本結構如下：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佔已發行

股東 類別 股份數目 股本比例
    

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 內資股 968,224,320 63.70%

中國鐵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內資股 4,939,920 0.325%

中國鐵建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內資股 4,939,920 0.325%

中國土木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內資股 4,939,920 0.325%

中鐵建中非建設有限公司 內資股 4,939,920 0.325%

公眾流通股 H股 531,900,000 35.00%
    

合計 1,519,884,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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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股東

據本公司董事所知，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除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以外，

如下人士在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所規定須登

記於該條所指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

單位：股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份
數目註1 身份

約佔內資股
股本比例

約佔H股
股本比例

約佔已發行
股本比例

      

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註2 968,224,320(L) 實益擁有人 98.00% – 63.70%

19,759,680(L) 受控法團權益 2.00% – 1.30%

中國鐵道建築集團有限公司註3 987,984,000(L) 受控法團權益 100.00% – 65.00%

南車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香港）

有限公司註4

44,285,500(L) 實益擁有人 – 8.33% 2.91%

南車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

有限公司註4

44,285,500(L) 受控法團權益 – 8.33% 2.91%

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註4 44,285,500(L) 受控法團權益 – 8.33% 2.91%

中國中車集團有限公司註4 44,285,500(L) 受控法團權益 – 8.33% 2.91%

Citigroup Inc.註5 32,237,117(L) 核准借出

代理人

– 6.06% 2.12%

32,237,117(P) 6.06% 2.12%

GIC Private Limited 31,909,500(L) 投資經理 – 5.99%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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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L－好倉，P－可供借出的股份。

註2： 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包括通過其全資擁有的中國鐵建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鐵建國際集
團有限公司、中國土木工程集團有限公司、中鐵建中非建設有限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共

987,984,000股內資股的好倉。

註3：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中國鐵道建築集團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約51.13%
股份，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共987,984,000股內資股，因此，中國鐵道建築
集團有限公司被視作擁有此股份權益。

註4：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南車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有限公司持有南車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香港）
有限公司100%股權且為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中國中車集團有限公司直接及間
接合計持有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約50.73%股份。南車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香港）有限公司直接
持有本公司共44,285,500股H股，故南車株洲機電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國
中車集團有限公司均被視作擁有此股份權益。

註5： Citigroup Inc.通過其控制的若干法團持有本公司共32,237,117股H股的好倉以及32,237,117股H股的
可供借出的股份。

註6： 除「約佔已發行股本比例」外，本表其餘披露信息乃是基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權益披露
系統所提供的信息而作出。

六、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七、 派發股息

1. 二零一九年度末期股息分派方案及實施情況

經 本 公 司 股 東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度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審 議 及 批 准，本 公 司 以 發 行 總 股 本

1,519,884,000股為基數，向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六日（星期一）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全體

股東以現金形式派發每股人民幣0.04元（含稅）的二零一九年度末期股息，共計約人民幣

60.80百萬元。根據該派息方案，本公司預計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或前後派付二

零一九年度末期股息。

2. 二零二零年中期利潤分配方案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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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員工及培訓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共有員工1,923人，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薪酬總額（包括工資及附加）約為人民幣200.1百萬元。本集團之員工薪酬政策乃按彼等之工作

崗位、工作表現、資歷及工作能力釐定。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委派本公司律師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相關部門人員講解《上市規

則》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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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國鐵建高新裝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序言

本所已審閱列載於第17頁至第41頁的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其中包括中國鐵建高新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於2020年6月30日之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

月期間之相關簡明合併損益及其他綜合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說明附註。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要求遵照其相關條文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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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有關中期財務資料報告。　貴公司董事負責根據國
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該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本所之責任為根據審閱之結果，對該等簡明

合併財務報表作出結論。本報告僅按照本所協定之聘用條款向整體董事會報告本所的結論，除此之

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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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已按照國際審計與鑑證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

行的中期財務數據審閱」進行審閱工作。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審閱工作主要包括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

務的人員作出查詢，及進行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的範圍遠小於根據國際審核準則進行審核

的範圍，故不能令本所可保證本所將知悉在審計中可能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本所不會發表

審計意見。

結論

按照本所的審閱結果，我們並無發現有任何事項導致我們相信本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在各重大方面未

有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2020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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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5 449,919 1,190,638

銷售成本 (301,497) (878,417)
    

毛利 148,422 312,221

其他收入以及收益及虧損 6 23,822 22,783

其他費用 (1,435) (698)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之減值虧損（扣除撥回淨額） 13 (18,862) (237)

分銷及銷售開支 (28,102) (29,315)

行政開支 (92,340) (112,237)

研發費用 (63,578) (81,956)
    

稅前（虧損）╱利潤 7 (32,073) 110,561

所得稅開支 8 5,926 (16,240)
    

本期（虧損）╱利潤 (26,147) 94,321
    

其他綜合（開支）收入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公允價值損失：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綜合收益之權益工具的投資 (46,294) (11,641)

所得稅影響 6,944 1,746
    

(39,350) (9,895)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公允價值收益：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綜合收益計量之債務工具 5,048 –

所得稅影響 (749)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938) 83
    

3,361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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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期內其他綜合開支，除稅後淨額 (35,989) (9,812)
    

期內綜合（開支）╱收益總額 (62,136) 84,5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利潤 (26,147) 94,32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綜合（開支）╱收益總額 (62,136) 84,509
    

基本每股（虧損）╱收益（以每股人民幣計算） 10 (0.02)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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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0年 6月 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非流動資產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綜合收益之權益工具 11 114,620 160,914

商譽 75,711 75,7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990,957 996,721

使用權資產 403,237 408,640

其他無形資產 7,965 8,216

貿易應收款項 12 175,402 171,311

長期預付款項 15 19,155 19,155

遞延稅項資產 35,612 19,936
    

非流動資產總額 1,822,659 1,860,604
    

流動資產
存貨 14 1,489,120 1,211,644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2 2,142,035 2,249,063

合約資產 6,459 28,977

預付款項、保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5 269,665 211,217

已抵押存款 16 2,888 2,88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 1,506,859 1,832,773
    

流動資產總額 5,417,026 5,536,55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7 1,581,962 1,713,09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8 207,173 158,141

合約負債 19 98,748 41,240

應繳稅款 2,390 11,125

設定受益計劃 2 40

撥備 3,797 4,979
    

流動負債總額 1,894,072 1,928,618
    

流動資產淨額 3,522,954 3,607,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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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0年 6月 30日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淨資產 5,345,613 5,468,544
    

權益
已發行股本 1,519,884 1,519,884

儲備 3,825,729 3,948,660
    

權益總額 5,345,613 5,468,544
    

童普江 陳永祥
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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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股本 資本儲備 特別儲備 盈餘儲備 留存利潤

按公允價值
計入其他綜合

收益儲備
設定受益計劃

重估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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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年1月1日 1,519,884 3,224,727 – 110,814 536,057 84,487 (10,364) 2,939 5,468,544
          

期內虧損 – – – – (26,147) – – – (26,147)

其他綜合開支 – – – – – (35,051) – (938) (35,989)
          

綜合開支總額 – – – – (26,147) (35,051) – (938) (62,136)
          

已宣派股息 – – – – (60,795) – – – (60,795)

法定盈餘儲備撥款（附註 (b)） – – – 88 (88) – – – –

特別儲備撥款（附註 (a)） – – 3,399 – (3,399) – – – –

使用特別儲備（附註 (a)） – – (3,399) – 3,399 – – – –
          

於2020年6月30日（未經審計） 1,519,884 3,224,727 – 110,902 449,027 49,436 (10,364) 2,001 5,345,613
          

於2019年1月1日 1,519,884 3,224,727 – 104,470 496,232 160,869 (10,270) (473) 5,495,439
          

期內利潤 – – – – 94,321 – – – 94,321

其他綜合開支 – – – – – (9,895) – 83 (9,812)
          

綜合收益╱（開支）總額 – – – – 94,321 (9,895) – 83 84,509
          

已宣派股息 – – – – (75,994) – – – (75,994)

法定盈餘儲備撥款（附註 (b)） – – – 7,015 (7,015) – – – –

特別儲備撥款（附註 (a)） – – 1,172 – (1,172) – – – –

使用特別儲備（附註 (a)） – – (1,172) – 1,172 – – – –
          

於2019年6月30日（未經審計） 1,519,884 3,224,727 – 111,485 507,544 150,974 (10,270) (390) 5,50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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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a) 本集團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相關政府機構發出的指示規定，將若干金額留存利潤分別劃撥至特別
儲備基金，作安全生產開支用途。於安全生產開支產生時，本集團已將該等開支計入損益，並同時動用相

等金額的特別儲備基金並將其撥回至留存利潤。

(b) 根據中國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規定，本公司須按稅後淨利潤的10%提取法定盈餘儲備，此乃根據在
中國成立之企業適用的相關會計原則（「中國公認會計原則」）釐定，直至法定盈餘儲備累計額達到註冊資本
50%為止。受相關中國法規及本公司公司章程所載若干限制的規限，法定盈餘儲備可用於抵銷虧損或轉換
為增加股本，但轉換後法定盈餘儲備餘額不得少於本公司註冊資本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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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活動
稅前（虧損）╱利潤 (32,073) 110,561

就以下項目作出調整：

利息收入 (11,910) (14,065)

權益投資的股息收入 (4,410) (4,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 21,497 25,263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18,405 240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501 (3)

合約資產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113) –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應收票據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69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179 2,649

使用權資產攤銷 5,403 5,40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收益）╱虧損 (5) 978

匯兌虧損 18 21

存貨撇減至可變現淨值 178 4,637

保修撥備 3,547 –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營運現金流量 (3,286) 131,274

存貨增加 (273,590) (13,92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減少╱（增加） 92,663 (280,586)

合約資產減少╱（增加） 22,631 (3,005)

預付款項、保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 (52,077) (38,840)

已抵押存款（增加）╱減少 (4) 837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減少）╱增加 (131,117) 44,81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減少 (15,684) (54,949)

合約負債增加 57,508 36,302

設定受益計劃減少 (38) (128)

撥備（減少）╱增加 (4,729) 874
   

用於經營活動的現金 (301,151) (177,331)

已收利息 7,819 10,160

已付所得稅 (14,750) (8,637)
   

經營活動所用的淨現金流量 (308,082) (17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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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款項 (17,848) (41,627)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款項 47 127

購買其他無形資產的款項 – (827)
   

投資活動所用的淨現金流量 (17,801) (42,327)
   

融資活動所用的淨現金流量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325,883) (218,135)

於1月1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32,773 1,789,207

匯率變動的影響 (31) 2
   

於6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06,859 1,57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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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中國鐵建高新裝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於2015年12月，本公司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發行531,900,000股每股面

值為人民幣1.00元之H股且H股於香港聯交所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為中國雲南省昆

明市金馬鎮羊方旺384號。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為「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鐵路大型養路機械，及相關零
部件，以及提供產品大修服務、鐵路線路養護服務及鐵路車輛工程及技術服務。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為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鐵建」，一間
於中國成立之公司），而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中國鐵道建築總公司（「中鐵建總公司」，一間
於中國成立之公司），中鐵建總公司為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全資擁有。

2. 編製基準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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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3. 當前中期期間重大事件及交易

爆發COVID-19以及許多國家隨後採取的隔離措施及旅遊限制已對全球經濟、業務環境產生負面

影響，並直接及間接影響本集團運營。由於為了遏制大流行病蔓延而推出的強制政府隔離措施，

本集團於2020年2月停止其製造活動。因此，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在若干方面受影響，包

括如相關附註所披露的收入下跌以及收取貿易應收款項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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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4.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允價值計量。

除應用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截至2020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使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應用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當前中期期間，本集團已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中對概念框架的引用（修訂本）以及首次應用

以下於2020年1月1日當日或之後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

集團簡明合併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於本期間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中對概念框架的引用（修訂本）以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等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

項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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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5. 收入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機械銷售 114,657 658,068

產品大修服務 141,598 365,732

零部件銷售 131,118 97,940

鐵路線路養護服務 18,446 19,601

鐵路車輛工程及技術服務 44,100 49,297
   

449,919 1,190,638
   

來向客戶合約的收入之分拆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機械銷售
產品大修

服務 零部件銷售
鐵路線路
養護服務

鐵路車輛
工程及

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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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點確認 114,657 141,598 131,118 – – 387,373

隨時間確認 – – – 18,446 44,100 62,546
       

總計 114,657 141,598 131,118 18,446 44,100 44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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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5. 收入（續）

來向客戶合約的收入之分拆（續）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機械銷售

產品大修

服務 零部件銷售

鐵路線路

養護服務

鐵路車輛

工程及

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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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點確認 658,068 365,732 97,940 – – 1,121,740

隨時間確認 – – – 19,601 49,297 68,898
       

總計 658,068 365,732 97,940 19,601 49,297 1,190,638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收入及對合併業績的貢獻主要來自其於鐵路大型養路機械行業提供產品及服務，其

與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的內部呈報數據的方式一致，

被視為單一可呈報分部。因此，除整個實體披露外，並未呈列分部分析。

地區資料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中國 396,169 1,141,298

其他國家 53,750 49,340
   

449,919 1,19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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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6. 其他收入以及收益及虧損淨額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利息收入 11,910 14,065

權益工具的股息收入 4,410 4,410

政府補助 3,981 860

租金收入 1,865 640

廢料銷售 1,068 1,348

培訓收入 82 1,690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 5 (978)

匯兌虧損淨額 (18) (21)

其他 519 769
   

23,822 2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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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7. 稅前（虧損）╱利潤

本集團稅前（虧損）╱利潤乃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5,561 27,883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179 2,649

使用權資產攤銷 5,403 5,403
   

折舊及攤銷總額 33,143 35,935

減：於存貨資本化 (13,423) (7,318)
   

19,720 28,617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178 4,637

有關短期租賃的開支 – 5,19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薪酬）（附註a）：

工資、薪金及津貼 126,284 133,214

設定供款計劃開支 17,447 21,241

福利及其他開支 56,323 63,645
   

員工福利開支總額 200,054 218,100
   

研發費用（附註b） 63,578 81,956

保修撥備淨額 3,547 4,305
   

附註：

(a)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僱員福利開支約人民幣87,017,000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92,113,000元）於存貨資本化。

(b)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僱員福利開支約人民幣35,789,000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33,222,000元）計入研發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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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8. 所得稅開支

本公司在「延續西部大開發稅收優惠政策」下，享受優惠所得稅率15%，並將繼續享受此優惠所

得稅政策至2030年12月31日。

本公司之一間附屬公司已確認為「高新技術企業」，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可自2018年1月1日

起至2020年12月31日享受15%的優惠所得稅率。

本集團於中國的其他實體須按照25%法定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在其他地區的其他實體的企業所得稅乃根據本集團營運所在國家的現行法律、詮釋及慣例按

適用稅率計算。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即期稅項 3,555 16,397

遞延稅項 (9,481) (157)
   

(5,926) 16,240
   

9. 股息

於當前中期期間，已宣派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4元（截至2019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就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股人民幣0.05元）。於中期期間宣派的末期

股息總額為人民幣60,795,000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75,994,000元）。

董事不建議派發當前中期期間的中期股息（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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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10. 每股（虧損）收益

每股基本（虧損）收益的金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26,147,000元（截至2019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利潤人民幣94,321,000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1,519,884,000股計算。

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潛在的已發行普通股。

11.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綜合收益之權益工具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股本投資：

於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內資股 114,620 160,914
   

附註：

上述權益投資為於香港上市的中國實體的內資普通股。該等投資並非為交易而持有，而是為長期策略目的

而持有。由於董事相信，確認該等投資於損益反映的公允價值的短期波動與本集團為長遠目的持有該等投

資及實現其長遠潛在表現的策略不符，因此彼等已選擇於首次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日期將該等權
益工具投資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綜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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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12.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間的貿易條款主要為信用條款，惟新客戶一般需要預先付款。集中的信用風

險按照客戶分析進行管理。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用增級。

彼等按扣除信貸虧損撥備的未償還結餘列賬。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貿易應收款項 1,813,547 1,836,088

減：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的減值虧損 (140,529) (122,124)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1,673,018 1,713,964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應收票據 166,412 164,084

減：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之減值虧損 (878) (809)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應收票據 478,885 543,135
   

減：非流動部分 (175,402) (171,311)
   

流動部分 2,142,035 2,249,063
   

於報告期末基於票據日期及扣除信貸虧損撥備之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1年以內 1,523,011 1,702,334

1年至2年 392,844 319,668

2年至3年 99,184 112,130

3年以上 126,996 114,931
   

2,142,035 2,249,063
   

計入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之與關連方的未償結餘詳情載於附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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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13.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之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就以下款項之已確認╱（已撥回）減值虧損貿易應收款項 18,405 240

其他應收款項 501 (3)

合約資產 (113) –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應收票據 69 –
   

18,862 237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中所用的釐定輸入數據以及假設及估計方法

的基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基準相同。

14. 存貨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原材料及零部件 541,037 613,042

在產品 917,224 452,629

在途物品 17,403 14,891

產成品 17,512 71,473

在途貨品 16,185 79,672
   

1,509,361 1,231,707

減值虧損撥備 (20,241) (20,063)
   

1,489,120 1,21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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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15. 預付款項、保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6,305 18,677

減：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之減值虧損 (1,086) (585)
   

25,219 18,092

預付款項 223,691 194,748

應收股息 4,410 –

可抵扣增值稅進項額 33,040 17,529

可收回稅項 2,460 3
   

288,820 230,372

減：長期預付款項 (19,155) (19,155)
   

流動部分 269,665 2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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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現金 10 8

銀行結餘 1,506,849 1,832,765

已抵押存款 2,888 2,884
   

1,509,747 1,835,657

減：用於擔保銷售合約的已抵押存款 (2,888) (2,884)
   

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及現金流量表中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06,859 1,832,773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以人民幣（「人民幣」）計值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人民幣1,458,809,000元（2019

年12月31日：人民幣1,793,528,000元）。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為其他貨幣。然而，根據中國的外

匯管理條例及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規定，本集團獲准透過獲授權進行外匯業務的銀行將人民

幣兌換作其他貨幣。

銀行現金根據每日銀行存款利率賺取按浮息計算的利息。短期定期存款乃主要視乎本集團的

實時現金需要而存入不同存期，且按不同短期定期存款利率賺取利息。銀行結餘及已抵押存款

乃存於最近並無拖欠歷史且具信譽的銀行。

計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關連方未償還餘額之詳情載於附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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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17.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於報告期末的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計算）如下：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1年以內 1,554,401 1,700,596

1年至2年 21,728 9,353

2年至3年 4,500 2,816

3年以上 1,333 328
   

1,581,962 1,713,093
   

1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預付租賃款項 917 2,765

應計薪金、工資及福利 19,325 32,319

其他應付稅項 406 11,718

應付股息 60,795 –

其他應付款項 125,730 111,339
   

207,173 158,141
   

上述金額為無抵押、不計利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

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中之關連方未償還餘額之詳情載於附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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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19. 合約負債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銷售貨品及服務 98,748 41,240
   

即期 98,748 41,240
   

本集團之合約負債指有關機械銷售、零部件銷售、產品大修服務及鐵路線路養護服務合約的客

戶墊款。合約負債按與向客戶轉讓有關該負債之貨品或服務一致之系統基準確認為收入。

20. 資本承擔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已訂約但未計提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48,035 4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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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21. 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計量

除賬面值與公允價值合理相等的金融工具外，本集團金融工具的賬面值與公允價值如下：

賬面值 公允價值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金融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非即期部分 175,402 171,311 176,252 171,349
     

管理層已估計，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已抵押存款、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之即期部分、貿易

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計入預付款項之金融資產、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之按金及其他

應收款項及金融負債之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值相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該等工具之短期期限。

本集團之財務部門（由總會計師領導）負責釐定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之政策及程序。總會計師

直接向財務總監及審計委員會報告。於各報告日期，財務部門分析金融工具價值之變動並確定

估值採用的主要輸入數據。估值乃由財務總監審核及批准。估值過程及結果乃與審計委員會每

年討論兩次，以備中期及年度財務報告之用。

貿易應收款項之非即期部分的公允價值乃通過使用具類似條款、信用風險和剩餘期限之工具

目前可用的利率對預計未來現金流量進行貼現而計算。於報告期末以公允價值披露的貿易應

收款項之非即期部分於公允價值第2層級內分類。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按公允價值計量之於權益工具之投資分類為公允價值第2層級的上市股權投資，

其公允價值經計及非流動貼現效應按所報市場價格釐定。於2020年6月30日用於計算股本投資

公允價值的非流動貼現率為65%（2019年：65%），乃根據相似金融工具的報價釐定。

按公允價值計量之應收票據之公允價值乃通過使用貼現率（參考了具類似信用風險及類似銀行

條款的應收票據的貼現率）對預計未來現金流量進行貼現而計算，並被分類為公允價值第2層級。

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第1層級及第2層級之間並無公允價值計量的轉移，

而金融資產亦無轉入或轉出第3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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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22. 關連方交易

以下為期內本集團與其關連方之間的重大關連方交易以及報告期末的結餘概要。

重大關連方交易

本集團與關連方有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與同系附屬公司的交易

機械銷售 442 122,518

產品大修服務 4,422 20,529

零部件銷售 4,802 279

鐵路線路養護服務 – 1,807

利息收入 101 589
   

關連方餘額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與同系附屬公司的餘額已計入下列各項：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204 73,783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295,020 327,242

預付款項、保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692 1,473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34,403 151,03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800 3,820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股息 790 –
   

與中國鐵建之結餘

應付中國鐵建股息 38,7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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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

22. 關連方交易（續）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酬金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6月30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短期員工福利 1,540 1,363

養老金計劃供款 114 193
   

總計 1,654 1,556
   

23. 批准簡明合併財務報表

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已於2020年7月31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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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定中文名稱 中國鐵建高新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英文名稱 CRCC HIGH-TECH EQUIP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2 授權代表 陳永祥

羅振飆

3 聯席公司秘書 馬昌華

羅振飆

註冊辦事處 中國雲南省

昆明市金馬鎮羊方旺384號

電話 +86 871 63831988

傳真 +86 871 63831000

互聯網址 http://www.crcce.com.cn

香港主要營業地址 香港九龍尖沙咀漆鹹道南39號鐵路大廈23樓

4 上市信息 H股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86

股份簡稱：鐵建裝備

5 H股過戶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室

6 法律顧問 貝克 •麥堅時律師事務所

香港鯽魚湧英皇道979號太古坊一座14樓

嘉源律師事務所

中國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內大街158號遠洋大廈 F408室

7 核數師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一期3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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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章程》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本公司 指 中國鐵建高新裝備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家在中國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法或中國公司法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於2005年10月27日修訂及採納，並於2006年1月1日生效，

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其後於2013年12月28日

進一步修訂，並於2014年3月1日生效

中國鐵建 指 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中鐵建總公司 指 中國鐵道建築集團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控股股東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德勤 指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事務所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境外上市外資股，以港

元認購及買賣，並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香港聯交所或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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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瑞維通公司 指 北京瑞維通工程機械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監事會 指 本公司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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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國鐵建高新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劉飛香

中華人民共和國，昆明，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飛香先生、童普江先生及陳永祥先生；
非執行董事趙暉先生、沙明元先生及伍志旭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林夫先生、
于家和先生及黃顯榮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