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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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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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東 風 汽 車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89）

DONGFENG MOTOR GROUP COMPANY LIMITED*

二零二零年中期業績公告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或「東風汽車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計綜合業績及二零一九年同期的比較數字。二零
二零年中期財務資料已由本公司審計與風險管理委員會審閱以及由本
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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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了審閱。

除非另有所指，本業績報告所陳述、討論有關業務，包括製造、研發、產
銷量、市佔率、投資、網路、員工、激勵、社會責任、公司管治等，均全面
包括集團本部、附屬公司、合營企業、聯營企業（包括通過附屬公司、合
營企業、聯營企業間接擁有股本權益的公司）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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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收入 2 50,576 48,447

銷售成本 (42,760) (40,653)  

毛利 7,816 7,794

其他收入 3 1,555 872
銷售及分銷成本 (2,070) (2,515)
管理費用 (1,827) (2,104)
金融資產減值損失 6 (967) (536)
其他費用 7 (4,438) (2,035)
財務費用 5 (599) (166)
應佔溢利及虧損：
合營企業 3,224 6,785
聯營企業 853 1,932  

稅前溢利 4 3,547 10,027

所得稅開支 8 (792) (1,174)  

期內溢利 2,755 8,853
  

溢利應撥歸：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3,018 8,499
非控股權益 (263) 354  

2,755 8,853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 
每股盈利 10
期內基本及攤薄 35.03分 98.6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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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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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期內溢利 2,755 8,853
  

其他全面收入

於往後期間不會重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入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 
其他綜合全面收入份額 218 47

其他 (3) (13)  

215 34  

於往後期間重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
外幣折算差額 399 (35)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的 
其他綜合全面支出份額 (271) (74)  

128 (109)  

所得稅影響
於往後期間不會重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入 1 3  

期內除稅後其他全面收入 344 (7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3,099 8,781
  

全面收入總額應撥歸：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3,365 8,427
非控股權益 (266) 354  

3,099 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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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9,722 17,309

使用權資產 4,375 3,327

投資性房地產 226 229

無形資產 4,735 5,076

商譽 1,749 1,749

於合營企業投資 40,346 40,427

於聯營企業投資 23,658 21,713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215 205

其他非流動資產 35,773 36,470

遞延稅項資產 2,172 2,356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445 1,035  

非流動資產總額 133,416 129,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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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流動資產

存貨 12,881 12,191

貿易應收款項 12 10,621 10,690

應收票據 1,192 1,43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4,749 51,55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12,234 12,121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7,941 12,442

已抵押銀行結餘和定期存款 13 4,089 3,317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的金融資產 18,521 6,972

現金及銀行結餘 13 32,783 26,768

持有待售的資產 3,539 4,614  

流動資產總額 158,550 142,104  

資產總額 291,966 272,000
  

權益及負債

母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8,616 8,616

儲備 19,662 18,336

保留溢利 100,819 100,829  

非控股權益 5,982 6,187  

權益總額 135,079 133,968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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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貸 15 30,478 23,923

租賃負債 2,081 2,075

其他長期負債 2,784 2,733

政府補助金 2,057 2,094

遞延稅項負債 2,097 2,275

準備 743 750  

非流動負債總額 40,240 33,85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4 23,942 19,220

應付票據 26,755 27,369

租賃負債 141 15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7,295 12,796

合約負債 4,159 3,402

應付合營企業款項 14,063 19,970

計息借貸 15 28,572 19,259

應付所得稅 641 1,008

準備 1,079 1,004  

流動負債總額 116,647 104,182  

負債總額 156,887 138,032  

權益及負債總額 291,966 272,000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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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已發行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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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8,616 2,727 15,609 100,829 127,781 6,187 133,968

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 – – – (2,154) (2,154) – (2,15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347 – 3,018 3,365 (266) 3,099

撥至儲備 – – 874 (874) – – –

享有按權益法入賬的投資除 

利潤分配及綜合收入以外 

的變動 – 43 – – 43 – 43

已宣派非控股股東股息 – – – – – (3) (3)

非控股股東投入資本 – 5 – – 5 71 76

其他 – 57 – – 57 (7) 50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8,616 3,179 16,483 100,819 129,097 5,982 135,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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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續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已發行股本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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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616 2,939 13,473 93,328 118,356 6,569 124,925

IFRS 16號調整 – – – (187) (187) (85) (27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8,616 2,939 13,473 93,141 118,169 6,484 124,653

        

二零一八年末期股息 – – – (2,154) (2,154) – (2,154)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72) – 8,499 8,427 354 8,781

撥至儲備 – – 1,135 (1,135) – – –

享受聯營單位其他權益變動 – 33 – – 33 – 33

已宣派非控股股東股息 – – – – – (344) (344)

與非控股股權資本交易 – (22) – – (22) 22 –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8,616 2,878 14,608 98,351 124,453 6,516 130,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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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所動用的現金 (2,535) (11,018)

已付所得稅 (879) (935)  

經營活動動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3,414) (11,953)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獲得附屬公司控制權及於合營企業、
聯營企業投資 481 (2,539)

來自合營企業及聯營企業的股息 7,863 8,559

其他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淨額 (10,718) (5,356)  

投資活動（動用）╱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2,374) 664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借貸及發行債券所得款項 19,398 7,887

償還借貸及債券支付款項 (7,737) (3,609)

已付少數股東股息 (3) (286)

其他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淨額 5 (21)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1,663 3,97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5,875 (7,318)

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133 24,975  

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 32,008 17,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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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公司資料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湖北省武漢
市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東風大道特1號。

期內，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製造和
銷售汽車、發動機及其他汽車零部件，並提供金融服務。

董事認為，本公司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是在中國成立的國有企
業東風汽車集團有限公司（「東風汽車公司」）。

除另有註明外，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報。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獲董事會
批准刊發。

1.2 編製基準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
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擬備。

未經審計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不包括年度財務資料所須載列的
全部資料和披露，應與本集團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年度財
務報表一併閱讀，該財務資料是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擬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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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重要會計政策

除了採用預期總年度收益適用的稅率估計所得稅以及採納截至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
修訂外，擬備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資料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見
有關的年度財務報表）一致。

(i) 本集團已採納的新訂和已修改的準則

若干新準則及準則修訂適用於本報告期間，及本集團須相應地
變更其會計政策。採納以下準則之影響如下：

於下列日期或

之後起的

年度期間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
會計準則第8號（修改）

重要性的定義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概念框架（修訂）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修訂）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修訂）
業務的定義 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

其他採納的準則並無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產生影響，亦無須作
出追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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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重要會計政策（續）

(ii) 已公佈但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仍未生效及

無提早採納的與集團可能相關的新準則和修改準則

於下列日期

或之後起的

年度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8號 

（修改）

投資者與其聯營 

或合營企業的 

資產出售或投入

有待釐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本集團現正在評估新準則、新詮釋以及對準則及詮釋的修訂的
全面影響。

1.4 估計

擬備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對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和
所報告資產和負債以及收支的數額作出判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
果或會與此等估計不同。

在擬備此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資料時，管理層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
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和估計不確定性的關鍵來源，與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所應用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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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銷售貨物收益及分部資料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按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其四個可呈報分
部如下：

－ 商用車分部，主要生產及銷售商用車、相匹配的發動機及其他
汽車零部件；

－ 乘用車分部，主要生產及銷售乘用車、相匹配的發動機及其他
汽車零部件；

－ 金融分部，主要為集團外客戶和集團內公司提供金融服務；和

－ 公司及其他分部，主要生產及銷售其他汽車相關產品。

管理層單獨監察本集團經營分部的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配置及表
現評估的決策。分部表現基於經營分部的溢利或虧損評估，與綜合
財務報表的溢利或虧損的計量方法一致。然而，本集團的資金（包括
財務費用）及所得稅由集團整體管理，並不分配至經營分部。

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認為本集團大部分綜合收益及業績來自中
國市場，且綜合資產大部分位於中國，因此並無呈列地區資料。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與單
一外部客戶交易的收益佔本集團總收益的 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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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銷售貨物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商用車 乘用車 汽車金融 公司及其他 分部間抵消 總計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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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對外部客戶業務收入 39,279 7,555 3,440 302 – 50,576

對內部客戶業務收入 35 51 39 3 (128) –      

39,314 7,606 3,479 305 (128) 50,576
      

業績

分部業績 1,474 (2,927) 1,197 (749) 706 (299)     

利息收入 348 69 2 691 (742) 368

財務費用 (599)

應佔溢利及虧損：
聯營企業 11 403 428 11 – 853

合營企業 142 3,012 98 (28) – 3,224      

稅前溢利 3,547

所得稅開支 (792) 

期內溢利 2,755
 

本集團主要在某個時點從轉讓商品中獲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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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銷售貨物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商用車 乘用車 汽車金融 公司及其他 分部間抵消 總計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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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益

對外部客戶業務收入 32,349 13,563 2,396 139 – 48,447

對內部客戶業務收入 15 – 88 – (103) –      

32,364 13,563 2,484 139 (103) 48,447
      

業績

分部業績 1,329 (1,063) 1,174 (805) 392 1,027     

利息收入 377 105 4 443 (480) 449

財務費用 (166)

應佔溢利及虧損：
聯營企業 – 1,720 194 18 – 1,932

合營企業 393 6,611 147 (366) – 6,785      

稅前溢利 10,027

所得稅開支 (1,174) 

期內溢利 8,853
 

本集團主要在某個時點從轉讓商品中獲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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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其他收入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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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處置對合營企業和 

聯營企業投資的收益 491 5

利息收入 368 449

政府補助金及補貼 125 119

從合營方收到的派駐員工資 125 132

其他 446 167  

1,555 872
  

4. 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稅前溢利已扣除：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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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39,851 38,575

金融業務產生的利息支出 

（列入銷售成本中） 258 149

存貨跌價準備 80 12

折舊 993 965

無形資產攤銷 438 342

使用權資產折舊 111 39

金融資產減值損失 967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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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5. 財務費用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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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利息 421 134

融資租賃負債 53 61

融資活動的淨匯收益 125 (29)  

財務費用 599 166
  

6. 金融資產減值損失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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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損失 183 201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損失 33 11

金融業務的貸款及應收款項減值損失 751 324  

 967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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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 其他費用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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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長期資產減值損失 1,614 –

研究成本 1,789 1,819

其他 1,035 216  

 4,438 2,035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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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即期所得稅 743 632

遞延所得稅 49 542  

期內所得稅開支 792 1,174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相關規定，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企業所
得稅根據現行法規、相關詮釋及慣例按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15%

至25%的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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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 所得稅開支（續）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間並無於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準備。

遞延稅項資產主要就企業所得稅的若干未來可扣稅開支或納稅損
失的暫時差異確認。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 12號所得稅，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按預期變現
資產或償還負債期間所適用之稅率計算。

9. 股息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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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擬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人民幣0.10元（二零一九年：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10元） 862 862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董事會宣告派發中期股利每股人民幣
0.10元（二零一九年：每股人民幣0.10元），合共人民幣862百萬元（二
零一九年：人民幣862百萬元）。本中期財務資料中未反映此項負債。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有關的股利人民幣2,154百萬
元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前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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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的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按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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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盈利：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 

應佔期內溢利 3,018 8,499
  

股份數目

百萬股 百萬股

股份：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616 8,616

  

每股盈利 35.03分 98.64分
  

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並不存在可攤薄的潛在股份，因此上述期間呈列的每股攤薄盈利
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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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
備合計約人民幣3,872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1,897百萬元），出售賬面淨值合計約人民幣 59百萬元（截至二
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377百萬元）的物業、廠房及
設備，出售淨收益不足人民幣 1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淨收益約人民幣16百萬元）。折舊約人民幣993百萬元（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965百萬元）。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提減值約人民幣 407百萬元（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減值）。

12.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的商用車和乘用車銷售一般通過預付方式結算，即要求經銷
商以現金或銀行承兌滙票預付。然而，對於長期大量購貨而還款紀
錄良好的客戶，本集團可能提供予該等客戶一般介乎 30日至180日
的信貸期。發動機和其他汽車零部件銷售方面，本集團一般向客戶
提供30日至180日的信貸期。貿易應收款項不計利息。

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呆壞賬準備後）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
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三個月內 6,640 7,431

三個月以上至一年 2,444 2,204

一年以上 1,537 1,055  

 10,621 10,690
  



– 22 –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與已抵押銀行結餘及定期存款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現金及銀行結餘 31,492 24,958

定期存款 5,380 5,127  

36,872 30,085

減：為 取得一般銀行融資而抵押的 

銀行結餘和定期存款 (4,089) (3,317)  

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列現金及銀行結餘 32,783 26,768

減：於 獲得時原到期日三個月 

或以上的無抵押定期存款 (775) (635)  

綜合現金流量表所列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 32,008 2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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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貿易應付款項

本集團的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三個月內 21,981 17,536

三個月以上至一年 1,260 1,094

一年以上 701 590  

23,942 19,220
  

15. 計息借貸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借款利息開支約為人民幣
421百萬元（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34百萬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六日公開發行了固定利率的資產抵押債券。
該債券分為優先A級、優先B級，面值合計 18.45億元人民幣。該資產
抵押債券的優先A級、優先B級分別按固定年息率3.37%和3.69%計息，
預計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六日，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六日到期，
起息日均為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並於每公曆月的二十六日支付。
截止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已歸還本金 18.03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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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計息借貸（續）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七日公開發行了固定利率的資產抵押債券。
該債券分為優先A級、優先B級，面值合計 27.26億元人民幣。該資產
抵押債券的優先A1級、優先A2級、優先B級分別按固定年息率3.03%、
3.19%、和 4%計息，起息日均為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九日，並於每公曆
月的二十六日支付。截止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已歸還本金17.30

億元人民幣。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公開發行了固定利率的資產抵
押債券。該債券分為優先A級，面值合計43.50億元人民幣。該資產抵
押債券的優先A1級和優先A2級分別按固定年息率2.9%和3.12%計息，
起息日均為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並於每公曆月的二十六日支付。
截止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已歸還本金 29.59億元人民幣。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四日公開發行了固定利率的資產抵押
債券。該債券分為優先A級，面值合計17.10億元人民幣。該資產抵押
債券的優先A1級和優先A2級分別按固定年息率2.91%和3.05%計息，
起息日均為二零二零年一月十六日，並於每公曆月的二十六日支付。
截止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已歸還本金 6.27億元人民幣。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日公開發行了固定利率的資產抵押債券。
該債券分為優先A級、優先B級，面值合計 44.30億元人民幣。該資產
抵押債券的優先A級和優先B級分別按固定年息率2.05%和2.55%計息，
起息日均為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二日，並於每公曆月的二十六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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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計息借貸（續）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記名形式公開發行了 1億歐元的
擔保票據。該票據以每份本金面額100,000歐元發行且於5年後到期。
該票據按固定年息率1.606%計息，起息日為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並於每年十月二十三日支付。票據已在愛爾蘭交易所公開發行。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記名形式公開發行了 5億歐元的
擔保票據。該票據以每份本金面額100,000歐元發行且於3年後到期。
該票據按固定年息率1.150%計息，起息日為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並於每年十月二十三日支付。票據已在愛爾蘭交易所公開發行。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公開發行了3億人民幣的無擔保票據，
該票據以每份本金面額 100元人民幣發行且於 3年後到期。該票據按
固定年息率 5.49%計息，起息日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並於每
年一月三十一日支付，票據已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公開發行了20億人民幣的無擔保票據，
該票據以每份本金面額 100元人民幣發行且於 3年後到期。該票據按
固定年息率 3.96%計息，起息日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六日，並於每年
十二月六日支付，票據已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五日公開發行了10億人民幣的無擔保票據，
該票據以每份本金面額 100元人民幣發行且於 5年後到期。該票據按
固定年息率 4.21%計息，起息日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六日，並於每年
十二月六日支付，票據已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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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註釋（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計息借貸（續）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日公開發行了27億人民幣的無擔保票據，
該票據以每份本金面額 100元人民幣發行且於 3年後到期。該票據按
固定年息率 3.78%計息，起息日為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並於每
年三月二十一日支付，票據已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六日公開發行了40億人民幣的無擔保票據，
該票據以每份本金面額 100元人民幣發行且於 3年後到期。該票據按
固定年息率 3.58%計息，起息日為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七日，並於每年
十月十七日支付，票據已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六日公開發行了30億人民幣的無擔
保票據，該票據以每份本金面額100元人民幣發行且於3年後到期。
該票據按固定年息率3.05%計息，起息日為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七日，
並於每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支付，票據已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

16. 承擔

本集團於結算日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計）  

已簽約但尚未準備：   

物業、廠房和設備 1,135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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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致辭

尊敬的各位股東：

受董事會委託，向各位股東遞交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以供審閱。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和中國經濟下滑的影響，中國汽車行業
銷售約1,025.7萬輛，同比下降16.9%，其中乘用車銷售787.3萬輛，同比下
降22.4%；商用車銷售 238.4萬輛，同比增長 8.6%。其中，一季度，新冠疫
情影響明顯，行業銷量同比下滑 42.4%；二季度，疫情趨緩並受消費釋放
及利好政策刺激，中國汽車市場加速恢復。上半年汽車行業發展呈現如
下特徵：

一 . 乘用車結束了長達22個月的負增長，二季度銷量增速由負轉正，5

月市場增速達到7.2%。同時，日系份額增長3.7個百分點，自主品牌
份額下降5.2個百分點。

二 . 主要乘用車廠商從單一爆款車型延伸為產品組合策略，市場應變更
加靈活，優勢互補，依靠打組合拳更高效。疫情之後，各品牌管道下
沉思路轉型，主動走進社區，貼近客戶。

三 . 商用車市場二季度銷量呈兩位數增長達 46.4%。其中，中重卡市場份
額增加明顯。中重卡（牽引、載貨、工程專用）車型結構轉型加速。

四 . 輕卡銷量創新高，政策變化驅動輕卡細分市場產品結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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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出口市場方面，隨著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海外汽車需求大幅萎縮。
3月，出口市場因積壓訂單釋放和逐步復工疊加效應，表現好於同期；
從4月開始，出現明顯下降，且降幅在逐月擴大。

六 . 新能源汽車市場，同比明顯下滑。疫情期間私人出行需求大幅下降，
計程車、網約車更換新車受到一定影響，新能源市場出現了暫時結
構性調整，特斯拉進入中國市場，加速了國內造車新勢力進入洗牌期，
並帶動了行業科技進步和國內新能源市場需求。

東風汽車集團上半年銷售汽車 114.45萬輛，同比下降16.7%，降幅略低於
行業0.2個百分點。本集團實現銷售收入約人民幣505.76億元，同比增長約4.4 

%。類比比例合併方式核算，本集團上半年實現銷售收入約人民幣1,067.32

億元、同比下降9.7 %。這一結果來之不易，由於東風汽車集團處在新冠
疫情中心，一季度受疫情影響明顯；在整體復工復產比行業晚一個月的
情況下，二季度銷量跑贏大市，同比增長11.9 %，高於行業1.6個百分點。
上半年，乘用車業務銷售收入約人民幣 594.35億元，同比下降約 23.2%；
商用車銷售收入約人民幣 428.31億元，同比增長約 11.5%。母公司權益持
有人應佔利潤約人民幣30.18億元，同比下降約 64.5%。上半年，東風汽車
集團經營特點如下：

一 . 上半年，東風汽車集團行業排名第三；

二 .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全力推動本集團復工復產，帶動產業鏈上下
游有序復工復產；及時調整 2020年經營策略，將疫情損失控制在最
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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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乘用車板塊，上半年銷售88.23萬輛，同比下滑22.2%，好於行業0.2個
百分點。二季度整體銷量增速高於行業2.3個百分點。東風日產上半
年共銷售43.72萬台，同比下降17.3%，跑贏乘用車大市5.1個百分點；
截止到七月底，累計市佔率為8.4%，較同期提升0.3個百分點。東風
本田上半年共銷售30.24萬台，同比下降16.9%，跑贏乘用車大市5.5

個百分點。

四 . 商用車板塊，上半年銷售26.22萬輛，同比增長9.0%，好於行業0.4個
百分點。二季度，東風柳汽銷量增速高於行業29.1個百分點，輕卡銷
量增速高於行業 12.3個百分點，東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銷量增速高
於行業12.6個百分點。

五 . 自主品牌發展步伐加快。推進改革調整和戰略車型打造，著力解決
自主品牌乘用車發展難點問題。推動品牌向上，自主品牌高端電動
車項目取得重要進展。

六 . 核心能力及發展新動能繼續增強。持續推進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和關
鍵資源協同利用。碼頭無人駕駛集卡、微公交等開展示範運營。

上半年，東風集團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擊戰、復工復產破題戰和生
產經營及改革發展攻堅戰，在大戰大考中彰顯責任與擔當，交出了一份
合格答卷。

下半年，隨著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及國家「六穩」、「六保」政策的
落實，國內經濟已逐漸恢復，二季度GDP同比上漲 3.2%，中國經濟已率
先走出困境，重新步入增長的軌道。預計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態勢不會改變。
但全年來看，汽車行業受疫情影響、經濟下行以及居民收入、消費信心
短期受損等因素的影響，預計 2020年汽車市場仍將出現較大的降幅，行
業預測銷量增速在－7.3%左右。2021年，隨著國內經濟的回升，汽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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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將恢復正常需求並實現正增長，到 2025年期間，汽車行業總體態勢
仍然是小幅上行的態勢。下半年，東風汽車集團目標展望如下：

一 . 加速追趕，力爭跑贏大市；

二 . 抓好汽車市場政策落地，提升市佔率；

三 . 做好自主品牌核心商品銷量提升；

四 . 適配客戶消費習慣變化，加快數位化轉型，構建全新行銷生態。為
經銷商賦能，提升行銷體系能力；

五 . 控制供應鏈及項目風險、雙積分合規風險和產品一致性等風險；

六 . 做好安全生產和節能環保相關工作。

七 . 做好「十四五」規劃、持續打造高端新能源「嵐圖」品牌和A股發行上
市工作。

下半年的目標任務已經確定，無論形勢多麼嚴峻、任務多麼複雜、目標
多麼艱巨，我們都要以過硬的作風抓好落實。各單位都將按照集團分解
的目標，不找藉口、不講條件，堅持目標、咬住目標，奮發有為、敢打必勝，
交出最好的「成績單」。

董事長
竺延風

中國武漢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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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概覽

（一） 主要業務

東風汽車集團主要業務包括研發、製造及銷售商用車、乘用車、發
動機和其他汽車零部件，以及汽車裝備製造、汽車產品進出口、物
流服務、汽車金融、保險經紀和二手車等業務。主要產品包括商用
車（重型卡車、中型卡車、輕型卡車、微型卡車和客車、專用汽車、半
掛車及與商用車有關的汽車發動機和零部件）和乘用車（基本型乘用
車、MPV和SUV及與乘用車有關的汽車發動機和零部件）。

東風汽車集團的商用車業務主要集中於東風商用車有限公司（本公
司與瑞典富豪卡車的合資公司）、東風汽車有限公司（本公司與日產
自動車株式会社（通過日產（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投資）的合資公司）、
東風柳州汽車有限公司和東風特種商用車有限公司開展。

東風汽車集團的乘用車業務目前在東風乘用車公司、東風柳州汽車
有限公司以及東風汽車有限公司（通過東風日產乘用車公司、東風
英菲尼迪汽車有限公司及東風啟辰汽車公司）、神龍汽車有限公司（本
公司與PSA標緻雪鐵龍集團的合資公司）、東風本田汽車有限公司（本
公司與本田技研工業株式会社的合資公司）。

近年來，東風汽車集團加快發展新事業，目前此項業務主要在東風
汽車有限公司、東風特種商用車有限公司、東風乘用車公司、智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嵐圖科技、易捷特新能源汽車有限公司及東風
暢行（武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展。

東風汽車集團的汽車金融業務目前主要在以下公司開展：東風汽車
財務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子公司）、東風日產汽車金融有限公司（本
公司與日產自動車株式会社及日產（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的聯營公司）、
東風南方融資租賃有限公司（本公司聯營公司）、東風標緻雪鐵龍汽
車金融有限公司（本公司與標緻雪鐵龍荷蘭財務公司、神龍汽車有
限公司的合資公司）、創格融資租賃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子公司）
及東風標緻雪鐵龍融資租賃有限公司（本公司與神龍汽車有限公司
及標緻雪鐵龍荷蘭財務公司的合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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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主要業務運營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東風汽車集團整車生產量和銷售量分
別約為112.19萬輛和 114.45萬輛。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公佈的統計
數字，按國產商用車和乘用車的銷售總量計算，東風汽車集團二零
二零年上半年市場佔有率約 11.2%。下表顯示東風汽車集團二零二
零年上半年商用車和乘用車產銷量及以銷量計算的市場佔有率：

生產量 銷售量

銷量市場

佔有率

（輛） （輛） (%) 1

商用車 270,450 262,208 10.9

卡車 261,738 253,198 11.5

客車 8,712 9,010 4.8

乘用車 851,423 882,277 11.2

基本型乘用車 40,266 42,790 12.7

MPVs 454,267 469,683 11.7

SUVs 356,890 369,804 10.0   

合計 1,121,873 1,144,485 11.2
   

1 根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公佈的統計數字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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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務收入：

業務 銷售收入

佔集團銷售

收入的比例

（人民幣
百萬元） (%)

乘用車 7,606 15.0

商用車 39,314 77.7

汽車金融 3,479 6.9

公司及其他 305 0.6

分部間抵消 (128) (0.3)  

合計 50,576 100.0
  

（三）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主要經營成果

1. 乘用車板塊，上半年銷售 88.23萬輛，同比下滑 22.2%，好於行業
0.2個百分點。二季度整體銷量增速高於行業 2.3個百分點。東風
日產上半年共銷售 43.72萬台，同比下降 17.3%，跑贏乘用車大市
5.1個百分點；截止到七月底，累計市佔率為8.4%，較同期提升0.3

個百分點。東風本田上半年共銷售 30.24萬台，同比下降 16.9%，
跑贏乘用車大市5.5個百分點。

2. 商用車板塊，上半年銷售26.22萬輛，同比增長9.0%，好於行業0.4

個百分點。二季度，東風柳汽銷量增速高於行業29.1個百分點，
輕卡銷量增速高於行業 12.3個百分點，東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銷量增速高於行業12.6個百分點。

3. 核心能力及發展新動能繼續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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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業務展望

2020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和汽車產業均受到新冠疫情的衝擊。一季度
GDP同比下降 6.8%，下滑幅度較大，其中第三產業受損最為嚴重。
二季度，隨著國內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以及國家「六穩」、「六保」政
策的落實，國內經濟已逐漸恢復，二季度GDP同比上漲 3.2%，中國經
濟已率先走出困境，重新步入增長的軌道。預計中國經濟持續增長
態勢不會改變。汽車行業方面，受經濟下行以及居民收入、消費信
心短期受損等因素的影響，2020年上半年汽車市場受到較大衝擊，
行業銷量同比下滑了16.9%。

下半年，鑒於疫情的負面影響減弱，政策持續刺激消費，市場逐步
恢復正常。區域性政策，如限購城市增量指標放寬、出台補助金額
以舊換新政策，和全國性政策，如二手車銷售增值稅徵收率下調至
0.5%、延期全國範圍實施國六標準、新能源補貼退坡延緩等，對乘
用車年度銷量呈刺激效應。商用車市場受政策主導將給下半年帶來
增量。從三月開始，國三車輛淘汰步伐明顯加快，主要涉及京津冀
內蒙和長三角一帶，並向周邊呈擴散趨勢；治超限載也將持續加速
車輛的更新；「兩新一重」建設，主要是社區改造和大工程也將會對
商用車銷售帶來增量。

全年來看，預計 2020年汽車市場仍將出現較大的降幅，行業預測銷
量增速 -7.3%左右，東風汽車集團預測增速 1.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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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一 . 經營環境

2020年中期，在疫情給全球經濟造成嚴重衝擊之際，中國經濟大局
依然保持了基本穩定。中期中國GDP增速同比下降1.6%，其中二季
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同比增長 3.2%，。中國經濟逐步克服疫情
帶來的不利影響，經濟運行呈恢復性增長和穩步復蘇態勢，發展韌
性和活力進一步彰顯。主要經濟指標也出現恢復性增長。

2020年中期，中國汽車產銷雙雙超過千萬輛，分別完成1,011.2萬輛
和1,025.7萬輛，同比下降16.8%和16.9%，降幅持續收窄，總體表現好
於預期。產銷量繼續蟬聯全球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汽車
市場開始從爆發式發展逐步趨穩，並趨向高端和多元化。

2020年中期，乘用車市場呈低位運行態勢，乘用車銷售 787.25萬輛，
同 比 下 滑 22.4%。其 中，SUV同 比 下 滑 14.9%；MPV銷 量 同 比 大 幅 下
滑45.7%；基本型轎車銷量同比下降 25.9%；從市場結構來分析，結
構分化劇烈，中國品牌乘用車共銷售285.41萬輛，同比下降29%，佔
乘用車銷售總量的 36.25%，佔有率比上年同期下降 3.36個百分點。
德系、日系、美系、韓系和法系乘用車分別銷售 196.79萬輛、186.27

萬 輛、73.42萬 輛、32.88萬 輛 和2.48萬 輛，分 別 佔 乘 用 車 銷 售 總 量 的
25%、23.66%、9.33%、4.18%和0.31%。與 上 年 同 期 相 比，德 系 和 日 系
乘用車銷量同比降幅均低於行業，美系、韓系和法系同比降幅均超
過20%，且均高於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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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期，商用車市場產銷總體表現優於乘用車市場。尤其是今
年二季度以來，疫情因素的影響減退，商用車銷量保持持續增長。1-6

月，商用車產銷分別完成 235.9萬輛和 238.4萬輛，同比分別增長 9.5%

和8.6%。分車型產銷看，客車產銷分別下降9.6%和12.4%，貨車產銷
同比增長11.5%和10.8%。

二 . 經營分析

2020年中期，在受疫情的影響及行業十分嚴峻的形勢下，公司保持
定力、堅定全年目標，實現了高品質發展。

2020年中期，雖然疫情影響了公司一季度的銷量，但二季度抓住機遇，
銷量快速增長，挽回一季度損失，銷量全面跑贏大市。中期公司銷
售114.45萬輛，同比下降約 16.7%，好於行業大市 0.2個百分點（行業整
體銷量降幅約16.9%）。在行業負增長、受疫情最重影響及體量基數
大的背景下，充分展現了穩健增長實力和創新發展能力。

本集團乘用車整體好於大市。中期公司乘用車銷售88.23萬輛，同
比下滑22.2%，好於行業0.2個百分點（行業乘用車整體銷量降幅約
22.4%）。

本集團商用車總銷量跑贏大市。東風品牌商用車仍然是中國國內最
受歡迎和首選的品牌之一，中期集团商用車銷售26.22萬輛，同比增
長9.0%，好於行業 0.4個百分點（行業商用車整體銷量增幅約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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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財務分析

1. 收入

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收入約人民幣 505.76億元，較去年同期
的約人民幣484.47億元增加約人民幣21.29億元，增長約4.4%；收
入的增長主要來自於東風商用車有限公司銷售收入的增長。

二零二零年

一至六月

二零一九年
一至六月

銷售收入 銷售收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乘用車 7,606 13,563

商用車 39,314 32,364

汽車金融 3,479 2,484

公司及其他 305 139

分部間抵消 (128) (103)  

合計 50,576 48,447
  

1.1 乘用車業務

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乘用車銷售收入約人民幣76.06億元，
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35.63億元減少約人民幣59.57億元，
下降約43.9%。收入的減少主要來自於東風標緻雪鐵龍汽車
銷售有限責任公司及東風柳州汽車有限公司的乘用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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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商用車業務

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商用車銷售收入約人民幣393.14億元，
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323.64億元增加約人民幣69.50億元，
增幅約21.5%。收入增長主要來自於東風商用車有限公司及
東風柳汽商用車業務。

1.3 汽車金融業務

東風金融支撐整車板塊程度逐年持續加強，金融業務利潤
佔集團利潤的比重逐漸提升，金融板塊業務實現較好增長，
金融業務收入同比增長40.1%。東風財務公司、創格融資租賃、
利潤目標達成，同比實現增長；

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汽車金融業務收入約人民幣 34.79億
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4.84億元增加約人民幣9.95億元，
增幅約為40.1%。本集團金融業務仍保持穩定的增長。

2. 銷售成本及毛利

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銷售成本總額約人民幣 427.60億元，較
去年同期約人民幣406.53億元增加約人民幣21.07億元，增幅約5.2%。
毛利總額約人民幣 78.16億元，較去年同期約人民幣 77.94億元增
加約人民幣0.22億元，增幅約 0.3%。綜合毛利率約 15.5%，較去年
同期減少0.6%。毛利率的減少主要是銷售結構變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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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

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其他收入總額約人民幣15.55億元，較去
年同期約人民幣8.72億元，增加約人民幣 6.83億元。

其他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本期東風進出口公司處置東本儲運產
生處置收益。

4.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銷售及分銷成本約人民幣20.70億元，較
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5.15億元，減少約人民幣 4.45億元。

銷售及分銷成本減少主要是由於固定營銷費用的下降；

5. 管理費用

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管理費用約人民幣18.27億元，較去年同
期的約人民幣21.04億元，減少約人民幣 2.77億元。

管理費用的減少主要是受疫情影響，集團適當調整薪資水準。

6. 金融資產減值

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金融資產減值約人民幣 9.67億元，較去
年同期的約人民幣5.36億元，增加約人民幣 4.31億元。

金融資產減值增加主要是財務公司由於受疫情影響，撥備覆蓋
率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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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費用

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其他費用約人民幣44.38億元，較去年同
期的約人民幣20.35億元，增加約人民幣 24.03億元。

本期其他費用的增加主要是本期資產減值的增加。

8. 財務費用

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財務費用約人民幣 5.99億元，較去年同
期的財務費用約人民幣1.66億元，增加約人民幣 4.33億元。

財務費用淨額增加主要是應付債券利息支出增加及匯兌損益
的影響。

9. 分佔合營企業溢利和虧損

本集團二零二零中期分佔合營企業溢利和虧損約人民幣32.24

億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67.85億元，減少約人民幣 35.61億
元。主要變化如下：1、東風汽車有限公司因受疫情影響銷量下
降導致利潤同比下降16.74億元；2、東風本田汽車公司因受疫情
影響銷量下降導致同比下降9.67億元；3、東風本田發動機公司
因受銷量下降影響，利潤同比降低2.2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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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佔聯營企業溢利和虧損

本集團二零二零中期分佔聯營企業溢利和虧損約人民幣8.53億元，
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19.32億元減少約人民幣 10.79億元，主要
由於：1、投資入股PSA集團投資收益減少 13.13億元；2、東風日
產金融投資收益增加2.22億元。

11. 所得稅

本集團二零二零中期所得稅支出約人民幣 7.92億元，較去年同
期的約人民幣 11.74億元，減少約人民幣 3.82億元。本期的有效稅
率約為22.3%，較去年同期的有效稅率約11.7%增加約10.6個百分點。

12.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年內溢利

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人民幣
30.18億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84.99億元減少約人民幣 54.81

億元，減少約64.5%；淨利潤率（股東應佔溢利佔收入總額的百分比）
約為6.0%，較去年同期約17.5%，減少約11.5個百分點；淨資產回
報率（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佔平均母公司權益擁有
人應佔權益的百分比））約4.7%，較去年同期的約14.0%，下降約9.3

個百分點。

13. 總資產

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總資產約人民幣2,919.66億元，較上年末
的約人民幣2,720.00億元增加約人民幣199.66億元。主要是於合
營╱聯營企業的投資、固定資產、金融業務發放貸款、以公允價
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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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總負債

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總負債約人民幣1,568.87億元，較上年末
的約人民幣1,380.32億元增加約人民幣188.55億元。主要是長短
期計息借款、貿易應付款項的增加，其中長短期計息借款增加
約人民幣158.68億元，貿易應付款項增加約人民幣 47.22億元。

15. 總權益

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總權益約為人民幣1,350.79億元，較上年
末的約人民幣 1,339.68億元增加約人民幣 11.11億元，其中母公司
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約為人民幣1,290.97億元，較上年末的約人
民幣1,277.81億元增加約人民幣13.16億元。

16. 流動資金與來源

二零二零年

截至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截至六月
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人民幣

百萬元）

（人民幣
百萬元）

經營活動動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3,414) (11,953)

投資活動產生╱（動用）的 

現金流量淨額 (2,374) 664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1,663 3,971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增加╱（減少）淨額 5,875 (7,318)



– 43 –

本集團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約人民幣34.14億元。主要是：
(1)扣除折舊和減值等非現金項目的稅前溢利約人民幣8.1億元；(2)

貿易應付款項餘額上升，增加現金流人民幣約 43.79億元；(3)應
付合營企業款項減少人民幣約 58.07億元；(4)金融業務產生的貸
款增加約人民幣54.31億元；(5)支付所得稅減少人民幣約8.79億元；

本集團來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約人民幣23.74億元。該金
額主要反映：(1)收到合營與聯營企業股利增加約人民幣78.63億元；
(2)資本性支出、購買交易性金融資產以及結構性存款支出等現
金流出100.16億元；

本集團來自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約人民幣 116.63億元。該
金額主要反映：(1)銀行借款增加，流入現金約人民幣102.58億元；
(2)發行債券，流入現金約人民幣91.40億元；(3)償還銀行借款、
債券及支付股利，現金流出淨額約人民幣77.38億元；融資增加
主要是補充金融業務快速增長的資金需求。

基於以上原因：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和現
金等價物（即不計三個月或以上的非抵押定期存款）約為人民幣
320.08億元，比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 261.33億
元，增加約人民幣58.75億元。現金和銀行存款（即包括三個月或
以上的非抵押定期存款）約為人民幣 327.83億元，比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267.68億元，增加約人民幣60.1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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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產權比率（總計息借貸佔
母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權益的百分比）約為 45.7%，比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33.8%上升約11.9個百分點。流動比率約
為1.36倍，比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 1.36倍持平；速動
比率約為1.25倍，比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1.25倍持平。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存貨周轉天數約為55天，
比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周轉天數約51天增加約4天。
本集團應收款項（含應收票據）的周轉天數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約88天下降約1天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約87天，
其中：應收賬款（不含應收票據）的周轉天數約為38天，與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轉天數約39天減少1天；應收票據及
應收款項融資周轉天數約為 48天，與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周轉天數約49天減少約1天。集團對應收票據有嚴謹的管
理規章制度，只接受具信譽的銀行及有實力的客戶的申請，銀
行承兌的票據由客戶的銀行承擔信貸風險。

17. 比例合併法下主要財務資料

比例合併法下，本集團二零二零年中期收入約人民幣1,067.32億
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182.27億元減少約人民幣114.95億元，
降低約 9.7%；稅前溢利約人民幣 59.60億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
民幣134.69億元減少約人民幣 75.09億元，降幅約 55.8%；資產總
額約人民幣 3,639.74億元，較上年末的約人民幣 3,501.29億元增加
約人民幣138.45億元，增長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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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佈派發二零二年之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10元（二零一九年：
每股人民幣 0.10元）予二零二年九月十九日（星期六）名列本公司股東名
冊內之股東。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三）派發。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合營企業及聯營企業

東風汽車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四月，與雷諾友好協商，簽署不具有約束力
的備忘錄，達成初步意向，雷諾擬將其持有的東風雷諾50%股權轉讓給
本公司，東風雷諾停止雷諾品牌相關業務活動。本公司擬對東風雷諾實
施轉型升級，根據本公司整體戰略佈局，致力於實現高品質發展和技術
以及商業模式的創新。

重大訴訟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東風汽車集團未牽涉任何重大
訴訟或仲裁，且據本公司所知，亦無任何針對東風汽車集團的重大訴訟
或索賠懸而未決、擬將進行或已進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
證券。

企業管治

報告期內，除《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守則」）第A.4.2條及A.5.1條外，本公司已全面遵
守守則內的所有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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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應屆董事會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最後獲選，按照《企業管治守則》
第A.4.2條，每位董事至少每三年輪值退任的規定，本屆董事會（包括於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獲委任的竺延風先生）的任期應於二零一六年十
月九日屆滿並應輪值退任。由於事關整個董事會，須考慮眾多因素以確
保本公司的高級管理層順利延續，故此本公司未能如期完成董事會換
屆程序。目前，本公司董事會的換屆程序正在進行中，並待適時提呈股
東大會審議。

按照《企業管治守則》第A.5.1條，提名委員會成員須以獨立非執行董事佔
大多數。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曉鐵先生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五
日辭世，提名委員會成員只餘下竺延風先生（委員會召集人）及馬之庚先
生，未能符合以獨立非執行董事佔大多數的守則。本公司已於二零二零
年八月二十八日委任梁先生為提名委員會成員以符合《企業管治守則》
第A.5.1條。

此外，本公司跟據《企業管治守則》第 (I)款 (f)條及第 (L)款 (d)(iv)條披露，
本公司於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曉鐵先生於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五日辭世
後，不符合《上市規則》第3.10(1)，3.10(2)及3.21條。《上市規則》第3.10(1)條
規定本公司的董事會必須包括至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上市規則》第
3.10(2)條規定其中至少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必須具備適當的專業資格，
或具備適當的會計或相關的財務管理專長；及《上市規則》第 3.21條規定
本公司審計及風險管理委員會至少要有三名成員，其中又至少要有一
名是如《上市規則》第3.10(2)條所規定具備適當專業資格，或具備適當的
會計或相關的財務管理專長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已於二零二零
年八月二十五日委任梁偉立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委任梁偉
立先生後，本公司已符合《上市規則》第 3.10(1)及3.10(2)條。詳情請參考二
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五日的相關公告。此外，本公司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
二十八日委任梁先生為審計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符合上市規則3.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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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跟據《企業管治守則》第 (I)款 (g)條披露，梁先生於 2020年6月退休前
為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安永」）大中華業務管理合夥人。根據《上市規則》
第3.13(3)條，若在委任其出任獨立非執行董事前的兩年內，曾是向本公
司附屬公司提供服務之專業顧問的合夥人，董事的獨立性可能有較大
機會被質疑。經董事會的評估後，認為梁先生雖曾為安永的合夥人，但
安永只向本公司其中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提供專業服務，而他並未有
參與該服務；加上安永並非本公司的核數師，未能接觸本公司及本公司
大部份附屬公司的會計資料，因此，一致認同梁先生的獨立性。除上文
所披露者外，梁先生符合《上市規則》第3.13條之獨立性指引，並已向聯交
所呈交獨立性確認書。

審閱賬目

外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經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財務報告。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一）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星
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本公司H股股東
如欲獲派發中期股息，而尚未登記過戶檔，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一日
（星期五）（最後股份登記日）下午四時三十分（香港時間）或之前將過戶檔
連同有關股票交回本公司的H股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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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於本公告公佈之日，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竺延風先生、李紹燭先生及尤
崢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程道然先生，以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馬之庚先生、陳雲飛先生及梁偉立先生。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竺延風

中國武漢，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