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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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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fton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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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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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概覽

業務��

元╱桶之間��常�利於�油�石�和��工行�
的發展;同��2018年上半年�球經濟�中國經濟
仍����定的增長�對�油產品和�工產品�求
����定增長��源�工行�的�本支出已�步
��到一個��增長的�期�

����
��回�
自2017年下半年�來��球原油�求強勁增長�國
�原油價格�步��上升���去年�布倫�原油
價格更是高�65�元╱桶���了2年來�高收位�
2018年上半年�國�原油價格維�在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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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概覽

在當�行��面��的環境下�本�團依託自�技
���和項目執行�力���積�拓展國�和國�
市場�在不�的�力下�本�團在2018年上半年收
�的訂單�同�大幅增加�截至2018年6月30日�
本�團�增合同金額人民幣3,113.9百�元（包括估
計增值�）��2017年同期相�大幅增加;於2018

年6月30日�本�團未完成合同量（已扣除估計增
值��下同）約為人民幣 11,240.7百�元（於2017年
12月31日:約人民幣9,419.6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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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本�團�續在各執行項目上��佳
績�除了一��往�格�證項目高品質�����
�的執行和交付��同�關注項目執行中的環境�
��各項目在不斷挑戰自己的同���下了一個又
一個�的記��

雖��球經濟���定�行��續���但未來經
濟環境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同����本�團

�續的國��發展�面臨的競爭�來自�球�質企
��對�險的�理��面臨更�挑戰�本�團�
信�必須��續�固產����升�現��理�方
�在激�競爭中把握�����而出�

�績摘�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回�期」）��本�
團�得收益約人民幣 1,254.7百�元（截至2017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380.2百�元）�同�
下�9.1%�收益較上一期下�的原因主�是:本�
團大部���年度在建項目已經���工期�期;
同��本年度��訂單尚未���工高�期�因�
可確�收�同�減少�本�團所在的�源工�行
��其典型之���性���項目執行�期會�本
�團收益出現波動�在�源工�行��項目執行�
期一�超�一年�故使用完工百��法確�之收益
因�干報告期�項目之完工�度�發生的項目成本
�因素而�所波動�在�源工�項目之早期�段�
�期�段�成本��相對較小�故所確�之收益�
�亦相對較��倘項目��涉�大型設��裝��
工的主��工�段��其�產生大額成本�並�同
�確�相對較大額之收益�

本�團上半年�得毛利約為人民幣203.6百�元（截
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49.9百�
元）�毛利率為 16.2%（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約 18.1%）�毛利率同�下�的原因是2018年上
半年收��較�來自毛利率較�項目�整�毛利率
因�同�下� 1.9個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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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司擁�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8.3百�元（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0.5百�元）�
同�下�79.5%�母�司擁�人應佔溢利下�主�
是由於回�期�本�團收益�毛利下��同�整�
費用�去年同期同�上升�

本�司宣佈派發中期�息每�普��人民幣0.0006

元（相當於0.0007港元）�是自2013年中期派息�來
的再度派息�同��考�到��年度本�團都未派
息���為���年來�終支��信�的投�者�
本�司�定派發一�性�別�息每�普��人民幣
0.0583元（相當於0.0666港元）�因�本�派息合共
每�普��人民幣0.0589元（相當於0.0673港元）�
派息�額共計約人民幣239.7百�元�本�派發中
期�息表�本�團�理層對�司�景�具信心��
��表�未來本�團可�執行�定的派息政���
定期回報�東�

�����回�

�固國�市場:
本�團在國�市場積�開拓��固和�大在國�市
場的�先�位和競爭���本回�期��本�團�
增國��包�項目共2個�合同�額約人民幣762.6

百�元�執行中�包項目共5個�

本回�期��本�團主�執行的大型項目包括:
南京誠志永��源科技�限�司60�噸╱年甲�制
��（「MTO」）裝置� 10�噸╱年丁二�裝置（合稱
「項目」）的設計�理�採購��工��包合同�該
項目大量使用到本�團自主研發的MTO����技
��丁�氧��氫�應技��該兩項技���已經
�到了成熟的工��應用�段�該項目在本回�期

����工高��在2018年5月�該項目的�一件
大型設�丙����成功完成吊裝�該設�的成功
�裝是項目順利實�的一個重�里�碑�

南京誠志60�噸╱年甲�製��裝置� 10�噸╱年丁二�裝置

浙江石油�工�限�司4,000�噸╱年�油�工一
��項目（一期）工�乙�裝置���供�訂單�該
項目採用工廠�預製�組裝並整�交付的方法�是
��為止�球�大的單台���整�交付項目�
2018年3月�該項目成功裝���首台浙江石�
4,000�噸╱年�油�工一��項目���整��
��該單台���年產乙�20�噸�重3,689噸�
高53��在海上��約50海裡�是世界�圍��
��整�建�和��的單�規��大的液�原��
���本�成功交付��為本�團在國����交
付的�域中樹立�杆�

浙江石� 140�噸╱年乙�裝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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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國�市場:
經���年的投���力�本�團的國����已
經日趨成熟�並�所�破�回��去本�團國��
戰略�從只限於單純的海�項目執行�至�發展為
在各戰略���別建立�售�項目執行團隊�並開
�培�當�人才�

中東��:
中東��是本�團�早��的��之一����去
項目的高�準交付�本�團已經在中東��累積了
成功�績��得了良����回�期��本�團的
沙�克 IBN ZAHR項目�完成了�械完工環��該環
�不僅高品質�高�準完成�同��SABIC原�計
劃工期提�52天交付�本�團�自�的實��績�
得了SABIC�主的信��SABIC�已成為本�團在中
東��的重�客戶�2012年至�已�續為SABIC執
行7個項目且�部實現提�交付���成績�顯了
本�團在中東��的良�執行�力�競爭�力�

SABIC項目�理金鑰��

南���:
經��去�年���瑞拉國家石油�司PDVSA就�
�瑞拉拉克魯斯港 (Puerto La Cruz)�油廠�度轉�
項目場�平整工�（場平工�項目）的�度合作��

本�團已經�PDVSA��了�續的�良�的合作關
��2018年2月�項目累計實現 1,000���人工
��再��主證書�表彰�由於石油是��瑞拉當
�的重��源�當��油���力不容忽視�因
��除了場平工�項目��本�團駐�團隊�正在
�PDVSA共同開發其�大型石油工�項目�另��
�去�年場平工�項目的執行�本�團不僅�一步
累積了海�項目執行經驗�同���刻瞭�了南�
��獨�的經濟環境���慣����經驗�形成
了本�團在當�的先發������本�團正在�
續開發南���其�國家的���會��計劃�推
�當�大�率中��會的項目�

��瑞拉拉克魯斯港�油廠�度轉�項目

����:
在經��年����本�團在����的開發已經
初見成效�2018年初�本�團再�成功�得一項位
於�國德�的��轉�設計和供��大�材�採
購�現場�工�裝�包石�項目合同�合同項下之
代價�額約為357百��元�該項目是中國工��
司在��建的�大���項目�2018年下半年�該
項目�和本�團去年下半年在��約的首個���
項目一��漸���工高���兩大項目的動工�
除了�誌�本�團正式打�����市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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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本�團在海�首��續����形式執行
大型項目������方式執行海�項目�本�團
可��基�預製�中�理建�品質�並�省大量項
目當�建�成本�尤其�合於人力成本較高的國家
和��;同��基�預製可�效�制項目�度�為
�主�省工期��而提���生產�段並�益�截
至目��兩個項目�執行�況良��其中��一�
��已在2018年1月順利發��該項目的成功實��
�不僅為本�團在未來�來可�收��同����
展�本�團在海�的���執行�力��合中國�
製�成本的先天�����引其�海�客戶�擇中
國企�作為其項目的��包��

台�（�國）�廊��項目

其���:
除了上�重點����本�團�在�球其����
行了重點佈局�包括派駐專�人才�或在當�成立
�支�構�����目�已經包括獨������
���東�東南亞��������豐富的天��
源�同��是「一�一路」�線���本�團已經
在�����得個別�期工�設計合同�本�團�

�����期設計合同的�績���口碑�同�繼
續��細作��求在����中�所�破�

�司展�

踏��21個年頭�本�團�繼續���治�為�工
行�的未來��價值��在國��競爭中��而
出�構建可�續發展的��結構�除了��實基礎
���必須�破�去�源�工�域�理思維�走向
未來�

立足國�　�球拓展:
���球經濟���油價回���源�工市場已經
出現了大量�會�根�本�團研��未來5年��
國�擁�超�4�億人民幣市場��開拓;而國�
市場�超� 1�億�元�

在國�市場�本�團已經成長為具�高知�度的品
��本�團�繼續堅��技��先和出色的項目執
行�力為競爭���在服��客戶的同��大力拓
展�客戶��別是�工行�的�興�司�

在國�市場�本�團堅�執行本土�戰略�2018年
上半年�中東��中心正式在沙�成立��在��
回應當��主�求����足現場項目報價和執
行�實現對中東市場的���未來�本�團��續
佈局�球成熟的�源市場�加強�球佈局�

������球經濟環境�格局的變���源行�
中的參�者�正在�求���式�執行�式的�
��作為國�民�EPC的先��本�團��力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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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的EPC執行�式�向�的執行�式�行�索�
其中較�代表性的是投融�EPC�式�在��式中�
EPC��包�作為核心組織者�負責協�客戶�投
��構�金融�構�各方的�源�使項目��在相
互信�的環境�下�����得到財��源�從而
大大增加項目的成功率�在項目成功率增加的�提
下�EPC��包��因���更大�會�拿到訂單�
為�合�發展方向�本�團在�去�年已經積��
��在�年已經具�一支成熟的投融�團隊�該團
隊在投融�EPC服�上��豐富的經驗�

本�團憑�日趨成熟的�售團隊�擁�豐富成功�
績的項目執行專家�各項已經被�泛工��採用的
專利技��同�再�合�建立的投融�EPC團隊�
相信必定��在��大的市場�所作為�

構�生�　產��伸:
客戶針對�包�的�求�除了傳�的EPC服���
開��伸到項目�劃�項目規劃��至項目融��
��項目交付�的開車和���理��對�包�的
�力提出更高�更�合性的�求�本�團面對�的
市場�求�發揮組織�力強�回應�度�的���
�供應���包������金融�構��方組織
�動���性�構�產�生���為客戶提供可�
�項目�生命�期的�面的��樣的一��服��

除了工�項目��本�團�已向�工下游作戰略伸
��本�團成立了��小組�密切跟蹤�球�工�
材�的發展趨��同���研��工�材�產�佈

局���生��本�團的�工�材�研�院已經在
��成立當中���研��工�材�的工�和工�
技����行�下游的戰略�伸��更�幫助本�
團往�面�可�續���式方向發展�

��技�　研發�動:
即使擁�各項先�的�源�工專利技��但技��
續發展才��使企�走上可�續發展的�路�因
��本�團一直堅��工相關技�的���研發�
繼2017年本�團的「丁�氧��氫制丁二�技�和
催�劑開發�工�應用」��了中國石油和�學工
��合會科學技�成果�定��本�團繼續�其�
國��知�研��構合作開發�型催�劑��在填
補國��技��工�的�白�

2018年5月�由本�團參�申報的CO
2
高效合成重

��學品�技�項目已完成���正式�得國家科
技部�准立項�該項目是本�團首���國家重點
研發計畫項目課題��誌�本�團已具���國家
�科研��的實力和水準�

依託現�的專�實驗室����中試基��本�團
�繼續專注於��科技研發�在「�源�工」�「�
��源」和「�色�工」的主線上�同步開展「�工�」
和「催�劑」的研發��力於成為國��源�工行
�核心技�的開發者和推�者��工�材�發展的
引�者和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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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技�����字�:
���已成為�源�工工�的一大趨��在���
�理�執行�式下�工�項目除了可�更�可��
大幅增加規����更容易引�智���理��兩
項�����效��制大型項目品質�同�縮短工
期��到減少工�投�成本的目的�本�團在兩年
�已經開�佈局���項目執行�力的發展�並在
2017年�2018年����兩個項目�浙江石�項目
中初見成效�

�字�是本�團的重�戰略�素之一��字�發
展��一步強����執行�力�同�升��部�
理水準�本�團基於�技�構建的3D平台為�源�
工工�行�的首����先�的3D�平台�在工�
�期�可�更�確的��設計���;在項目中
期�則可�使工�項目各參�方�包括客戶���
包��供應���高效協作�促�項目�理�大大
增加項目品質���性;在項目�期�則可使項目
更�效����因��該�字�3D�平台�大大增
加本�團在海��國�的競爭�力�

惠生3D平台

本�團在2018年上半年亦��軟成為戰略合作�
伴����軟�先的人工智���字���平台技
��結合本�團�越的項目�理�力�就�字�設
計��字�工廠��字轉型人才培�三個方面展開
合作�為本�團�字�發展戰略提供良��件�除
�之��本�團�中國知�學府江�大學成立了「江
�大學 — 惠生工�」大���合實驗室�該實驗室
推動雙方在�源�工產品價格趨��析�成本動�
�析�域的合作��力於形成�工產品價格���
��儲存��析和使用的行��準���產學研結
合促�科研成果向生產力轉����戰略措���
在讓引�本�團走向�字�發展�路���獨��
��

「江�大學 — 惠生工�」大���合實驗室�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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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回�
整�回�

收益�毛利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團的�合收益�人民幣 1,254.7百�元�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的人民幣 1,380.2百�元減少人民幣 125.5百�元�或9.1%�

本�團的毛利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49.9百�元減少人民幣46.3百�元至截至2018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03.6百�元�減幅 18.5%�本�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為
18.1%�而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為 16.2%�

����部�合收益�毛利�析�下:

�部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部毛利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部毛利率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百�元） （人民幣百�元） (%)

（未經�核） （未經�核）

工���包 1,168.6 1,348.4 181.9 245.0 15.6% 18.2%

設計��詢�技�服� 86.1 31.8 21.7 4.9 25.2% 15.4%
       

1,254.7 1,380.2 203.6 249.9 16.2% 18.1%
       

管理層討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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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包收益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348.4百�元減少人民幣 179.8百�元至截至2018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168.6百�元�減幅 13.3%�主�是由於本�團自2017年下半年�來�得之大
部��項目於2018年上半年尚未��主��工�段�而本�團於�往年度�得之項目大部�已��各自之完
工�段���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確�之收益大幅下跌（�2017年同期相�）�工���包毛利率
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18.2%�減少至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15.6%�主�是由於回�
期��本�團��工項目收益佔�增加�而現���工項目毛利率較�所��

設計��詢�技�服�收益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1.8百�元增加人民幣54.3百�元至截
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6.1百�元�增幅 170.8%�設計��詢�技�服�毛利率由截至2017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15.4%�增加至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25.2%�設計��詢�技�服�的收
益�毛利率上升�主�是由於回�期�執行中的設計�服�合同�量增加�且該�項目盈利水平較高�

�客戶行�劃�的�合收益�析�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變動 變動

（人民幣百�元） （人民幣百�元） （人民幣百�元） %

（未經�核） （未經�核）

石� 467.3 658.5 -191.2 -29.0%

�油 159.6 277.3 -117.7 -42.4%

��工 616.2 441.8 174.4 39.5%

其�產品�服� 11.6 2.6 9.0 346.2%
     

1,254.7 1,380.2 -125.5 -9.1%
     

石����部收益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58.5百�元減少人民幣 191.2百�元至截至2018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67.3百�元�減幅29.0%�主�是由於本�團位於中東��的部�石�項目在
�往年度已經完工�可貢�的收益減少�

�油���部收益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77.3百�元減少人民幣 117.7百�元至截至2018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59.6百�元�減幅42.4%�主�是由於本�團主��油項目已���工期�期�
可確�收益�項目�度減�而�所減少�

��工���部收益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41.8百�元增加人民幣 174.4百�元至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16.2百�元�增幅39.5%�主�是由於本�團位於南京的MTO項目�展
順利�收益確�增加�

其�產品�服��部收益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6百�元增加人民幣9.0百�元至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1.6百�元�增幅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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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收�
其�收�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11.7百�元減少人民幣7.1百�元至截至2018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04.6百�元�減幅為6.4%�其中利息收�減少人民幣63.0百�元�租金收�增加人民幣5.6

百�元���為�售�置�司的出售收益增加人民幣25.6百�元��匯�收益增加人民幣 12.1百�元�利息
收�大幅減少是由於部�項目所包�的融���的本金部�減少���根�相關會計準則確�的融���的
利息收�相應減少���為�售�置�司的出售收益增加主�是由於本�團出售位於中國��揚�市的��
附屬�司�

�售�市場推�開支
�售�市場推�開支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9.5百�元增加人民幣 17.8百�元至截至2018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47.3百�元�增幅為60.3%�主�是由於本�團為拓展國��市場而��相應
�期費用增加�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42.3百�元增加人民幣37.9百�元至截至2018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80.2百�元�增幅為26.6%�行政開支增加�主�是由於回�期��本�團就其現�項
目�本�團預期�訂立之�項目增加�用技��項目執行人員而�成員工成本�所增加����本回�期��
確�了於2017年 11月授出之購��之相關開支�

其�開支
其�開支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7.6百�元減少人民幣18.6百�元至截至2018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9.0百�元�減幅為49.5%�

融�成本
融�成本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9.3百�元減少人民幣64.9百�元至截至2018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4.4百�元�減幅為72.7%�其中銀行貸�利息減少人民幣3.5百�元���貼現利息減
少人民幣61.4百�元���貼現利息減少主�是由於部�項目所包�的融���的本金部�減少���貼現
��利息相應下��

所得�
所得�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2.6百�元增加人民幣 13.0百�元至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的人民幣25.6百�元�增幅為 103.2%�

純利
純利由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0.1百�元減少人民幣38.1百�元至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的人民幣 12.0百�元�減幅為76.1%�純利減少主�是由於回�期�整�收益�毛利減少�同�支出增
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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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項�應收��
本�團主��信貸形式�客戶�行交易��常�求預先付��貿易應收�項不計息�信貸期為30天或�關合
同的�留期�於2018年6月30日�2017年 12月31日�本�團的貿易應收�項�別為人民幣 1,844.4百�元�
人民幣 1,356.2百�元�應收���別為人民幣595.0百�元�人民幣 1,202.3百�元�詳�載於財�報表附註
12�

本�司一直積���關項目擁�人溝���期制定計劃�促使彼���償��期應收�項�本�團���項
目擁�人維�良�的長期��關��且本�司�項目擁�人之間的��亦�人�意�

本�團經�的行��性為在一段�定�間��大部�收益�來自�限�目客戶�本�團因行�性質而擁�較
為�限的客戶基礎�倘本�團�法完成主�項目的建�工��或主�客戶的項目於完工�終止�則本�團的
���經��績�財政狀況可�會受不利影響�為促使本�團的收益來源更�元��減少本�團對主�客戶
的依��本�司��續採��項措����更�中型�大型石�品生產���展本�團的�油�����工
���部�並拓展至國�市場�

財��源��動�金��本�構
本�團��足自�的���金�其��金�求�而該�金主�來自本�團經���所產生的現金�借貸�

於2018年6月30日�本�團已�押�未�押現金�銀行結�包括下��項: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百�元）

港元 6.6 5.8

�元 114.8 164.1

人民幣 491.1 368.7

沙�阿拉伯里亞爾 7.0 1.0

�元 3.7 0.1

��盾 386.4 869.1

��瑞拉玻利�爾 3,508.6 175.1

阿���拉� 1.5 3.1

南���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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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於2018年6月30日�2017年 12月31日�本�團的計息銀行�其�借貸�況�本�團的短期銀行借
貸佔�銀行借貸的 100%（2017年 12月31日:100%）�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元）

即期
須於一年�償�之銀行貸�
— ��押 232.7 282.3
— ��押 1.0 31.0
   

233.7 313.3
   

於2017年 12月31日�2018年6月30日的銀行借貸��人民幣��元計值�於2018年6月30日�銀行借貸人
民幣55,407,235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167,943,000元）�固定息率計息�

本�團的銀行�其�借貸實�利率介乎下��圍: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3.86%至5.22%

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止年度 3.25%至5.66%

下表載�於2017年 12月31日�2018年6月30日�本�團的計息銀行�其�借貸基於已訂約但未貼現�項的
到期日�況�

須於�求� 少於3個月 3至 12個月 1至5年 �計
（人民幣百�元）

2018年6月30日
計息銀行�其�借貸 – 1.6 236.7 – 238.3
      

2017年 12月31日
計息銀行�其�借貸 – 240.5 74.5 – 315.0

      

於2018年6月30日�本�團的負債�率（定義為債��額除��益�額）為0.1倍（2017年 12月31日:0.1倍）�
借貸�額���產之�率為3.8%（2017年 12月31日:4.1%）�

重大投�或�本�產之未來計劃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團並�重大投���本�產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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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出售事項
�提�本�司於2017年 12月28日發佈之自願性�告�本�司於該自願性�告中宣佈�於2017年 12月28日�
惠生�源工�（�港）�限�司（「惠生�源（�港）」�本�司的間���附屬�司）�上海輝翮實�發展�限�
司（「上海輝翮」）訂立��轉讓協議����惠生�源（�港）同意出售�上海輝翮已同意購買揚�盈實�材�
�限�司（「揚�盈實」�本�司的間���附屬�司��稱惠生（揚�）�工�械�限�司）的�部��（「��
出售交易」）�代價為現金人民幣86,069,700元���出售交易沒��何�件�並且已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完成�本�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財�報表已經��該��出售交易對本�團的影響�

�提�本�司於2018年6月6日發佈之�告�本�司於該�告中宣佈�於2018年6月6日�寧波��投��
理�限�司（「寧波��」�本�司的間���附屬�司）�寧波�宇尚�投��理合�企�（�限合�）（「寧波
�宇」）訂立合作�件轉讓協議����寧波�宇同意出售而寧波��同意收購惠生工�（中國）�限�司（「惠
生工�」�本�司的間����附屬�司）�益�額25%（「��收購交易」）��代價為人民幣350百�元�截
至2018年6月30日�該��收購交易已�得�東書面�准�但��收購交易尚未完成�因�本�團截至2018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財�報表尚未��該��收購交易對本�團的影響���收購交易已於2018年8月完成�
而惠生工�成為本�司的間���附屬�司�

�本支出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團的�本支出為人民幣13.5百�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
民幣 1.8百�元）�

�匯�險�理
本�團的��交易主��人民幣��元�行�本�團所面臨的�幣�險乃因��關實�的相關的功��幣�
�的�幣�值的銀行結�而產生�現��本�團並���幣�險�關的�幣對沖政���而��理層密切�
��關�幣涉�的�險�並�於必��考�對沖重大的�幣�險�

�產�押
於2018年6月30日�本�團並��押�產作為本�團�得銀行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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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源
截至2018年6月30日�本�團共�用 1,371�（2017年 12月31日:1,339�）員工�本�團定期根�市場慣��
員工的個人表現檢討員工的�金和福利�並為合�格員工於中國繳�各項社會�險���於�港繳�強制性
�積金計劃�並根�中國��港的�關法律�法規�提供�療�險�工傷�險�生��險�失��險���
額�的��意�和�療�險�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團產生的員工成本（包括�金��金��
險金�購��計劃）�額為人民幣257.0百�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07.6百�元）�

本�團於2012年 11月30日採�的首��開發售�購��計劃�購��計劃作為員工對本�司的貢�鼓�和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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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高行政人員於���相關���債券的�益���

於2018年6月30日�本�司之�事或�高行政人員於本�司�其相關法團（定義見證券�期���（「證券�
期���」）�XV部）的���相關��或債券中擁�根�證券�期����352條須由本�司置存的登記冊
所記�的�益���;或根�《上市發行人�事�行證券交易的�準守則》（「�準守則」）須�知本�司��港
�合交易所�限�司（「�交所」）之�益����下:

�事�稱
�司╱�團
�司�稱 ��╱�益性質 ���目 (1)

���約
百�� (4)

�宏�先生 本�司 實益擁�人 6,290,000(L)(2) 0.1 5%

��先生 本�司 實益擁�人 5,100,000(L)(3) 0.1 3%

�磊先生 本�司 實益擁�人 1,000,000(L)(5) 0.02%

湯世生先生 本�司 實益擁�人 1,000,000(L)(5) 0.02%

馮國�先生 本�司 實益擁�人 1,000,000(L)(5) 0.02%

附註:

(1) 字母「L」��關人士的�����

(2) 該�6,290,000���包括根�本�司首��開發售�購��計劃授出的購���該�購��賦予�宏�先生�利可�購3,040,000

����

(3) 該�5,100,000���包括根�本�司首��開發售�購��計劃授出的購���該�購��賦予��先生�利可�購2,660,000

����

(4) 於2018年6月30日�本�司�4,070,395,400股已發行普���

(5) �根�本�司購��計劃授出的購���關的���

除�上所披�者��於2018年6月30日�本�司之�事或�高行政人員��於本�司或其�何相關法團（定
義見證券�期����XV部）的���相關��或債券中擁�根�證券�期����352條須由本�司置存
的登記冊所記�的�益或���或根��準守則須�知本�司��交所之�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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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計劃

本�司購��計劃
本�司�東於2012年 11月30日�准採�一項購��計劃（「購��計劃」）�購��計劃�於�事會�知的期
間生效�惟該期間自其採�日期�計不得超� 10年�

購��計劃�在�引�挽留�出人員�為本�團�員��事��詢人��問提供額����推動本�團的�
��根�購��計劃��事會可向本�團�何��或兼��員��事��詢人或�問（「合�格人士」）授出購
�����購���於��購�����授人須向本�司支付 1.00港元作為�授購��的代價�

購��計劃的主���詳�載於本�司2012年 12月 13日的招�章��

根�購��計劃授出的未行使購��詳�載��下:

參�者�別
每���
行使價

於2018年
1月 1日
尚未行使

購��涉�的
���量 於期�行使 於期�失效 於期�授出

於2018年
6月30日
尚未行使

購��涉�的
���量

（港元）

本�司�事��高行政人
員或主��東�或彼�
各自的�繫人
�磊 1.744 1,000,000 – – – 1,000,000

湯世生 1.744 1,000,000 – – – 1,000,000

馮國� 1.744 1,000,000 – – – 1,000,000

本�司附屬�司�事� 

�高行政人員或主��
東�或彼�各自的�繫
人 1.744 2,500,000(1) – – – 2,500,000

本�團之�員 1.744 128,700,000(1) – – – 128,700,000
本�團之�員       

�� 134,200,000 – – – 134,200,000
       

附註:

(1) 於期初為本�團當�的一��員�彼於期�成為本�司一家附屬�司的�事�該當��員��涉�1,250,000���之購���自
本�團之�員的�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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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計劃（續）

本�司購��計劃（續）
根�上文購��計劃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購��乃於2017年 11月 14日授出�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根�購��計劃授出�何購����購��相關�授人於緊�各�屬日期�的年度�成�干表現
目���購��的25%於緊�授出日期�計� 12個月�24個月�36個月�48個月�的交易日�屬�繼而可
予行使�已�屬購��可於授出日期�計五年期屆��予�行使�每���於緊�該�購��授出日期�之
收市價為 1.77港元�

本�司首��開發售�購��計劃
本�司�東於2012年 11月30日���議��准採�一項首��開發售�購��計劃（「首��開發售�購�
�計劃」）�於本�司��在�港�合交易所�限�司主�開�買賣當日之�不得再根�首��開發售�購�
�計劃提出授予�何首��開發售�購���但首��開發售�購��計劃�文的所�其��容仍�完��
效�惟�對行使之�所授出的首��開發售�購���必�或根�該首��開發售�購��計劃�文規定仍
��效者為限�而之�授出但尚未行使的首��開發售�購��會仍��效且可根�該計劃行使�

該首��開發售�購��計劃目的是便於本�司向合�格參�者（包括本�團�事�高��理人員��員�
�我們的���東惠生��（�團）�限�司（「惠生��」）�其附屬�司的�干�員�行政人員�高��員）
授出首��開發售�購�����可���合�格參�者對本�團或�何�屬�司曾經作出或可�作出的貢
��

根�該首��開發售�購��計劃�授首��開發售�購��的每��授人可於購��期限或�事會於授出
�可��定的期限���行使首��開發售�購���

除下文所披�者���事�主��東或其�關�人士或彼�各自的�繫人��根�首��開發售�購��計
劃�授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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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計劃（續）

本�司首��開發售�購��計劃（續）
根�首��開發售�購��計劃授出的未行使購��詳�載��下:

參�者�別
每���
行使價

於2018年
1月 1日
尚未行使

購��涉�的
���目 於期�行使 於期�失效

於期�重�
��（附註）

於2018年
6月30日
尚未行使

購��涉�的
���目

（港元）

本�團

本�司�事��高行政人
員或主��東或彼�各
自的�繫人
�宏� 0.837 3,040,000 – – – 3,040,000

�� 0.837 2,660,000 – – – 2,660,000

本�司附屬�司�事��
高行政人員或主��東
或彼�各自的�繫人 0.837 6,574,000(2) – – – 6,574,000

本�團之�員 0.837 97,535,800(2) (3,665,600) (744,800) 760,000(3) 93,885,400

惠生���其附屬�司

劉海軍 0.837 3,040,000(1) – – – 3,040,000

惠生��或其�何附屬�
司之�員�行政人員�
高��員 0.837 30,632,000 (163,600) (182,400) (760,000)(3) 29,526,000

       

�� 143,481,800 (3,829,200) (927,200) – 138,725,400
       

附註:

(1) 劉海軍先生於2018年2月5日辭�本�司�事�並於其辭��成為惠生��（�團）�限�司（「惠生��」）之�員�

(2) 於期初為本�團之�員而彼於期�成為本�司一家附屬�司的�事�該�員��涉�646,000���之購���自本�團之�員
的�別重����

(3) ��涉�760,000���之購��的�干當��員於期初�為惠生��（�團）�限�司（「惠生��」）或其附屬�司的�員�但彼
�於期�成為本�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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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計劃（續）

本�司首��開發售�購��計劃（續）
上�根�首��開發售�購��計劃所授予的購��之授予日期為2012年 11月30日�本�司在上市�未根
�首��開發售�購��計劃再授出�何購���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涉�3,829,200股
��之購����人已行使購���涉�927,200股��的購��已失效��購��被註���關��在緊
�購��行使日期�的加�平�收市價為 1.398港元�

根�首��開發售�購��計劃�已授出但尚未行使的購��可���於購��期限（�於本�司��開�
在�交所買賣之日（「上市日期」）��96個月的��一個��日屆�）�行使�使得該購��的20%可於上市
日期��36�48�60�72及84個月的�一個��日或之���行使�

主��東�其�人士擁���和相關��的�益�����的��

於2018年6月30日�根�記載於本�司根�證券�期����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下�人士（本�司�
事或�高行政人員除�）於本�司��或相關��中擁��益或��:

�稱
�司╱
�團�司�稱 ��╱�益性質

直�或間���
的���目 (1)���約百�� (5)

惠生工�投��限�司 

（「惠生投�」）
本�司 實益擁�人 3,088,782,146(L) 75.88%

惠生�� (2) 本�司 受�制法團�益 3,088,782,146(L) 75.88%

���先生 (3) 本�司 受�制法團�益 3,088,782,146(L) 75.88%

�幸�士 (4) 本�司 ���益 3,088,782,146(L) 75.88%

附註:

(1) 字母「L」��關人士之�����

(2) 惠生投�的唯一�東惠生��視為或當作擁�惠生投�所擁�該���的�益�

(3) 惠生��的唯一�東���先生視為或當作擁�惠生��所實益擁�該���的�益�

(4) �幸�士為���先生之���根�證券�期�����幸�士視為擁�����先生所擁�相同���目的�益�

(5) 於2018年6月30日�本�司�4,070,395,400股已發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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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東�其�人士擁���和相關��的�益�����的��（續）

除�上所披�者��於2018年6月30日�根�記載於本�司根�證券�期����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
��人士（本�司�事或�高行政人員除�）於本�司��或相關��中擁��益或���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司�其附屬�司��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司�何上市證券�

中期�息��別�息

本�司�事會已議�宣派中期�息每�普��人民幣0.0006元（相當於0.0007港元）��一�性�別�息每
�普��人民幣0.0583元（相當於0.0666港元）�合共每�普��人民幣0.0589元（相當於0.0673港元）�派
息�額約人民幣239.7百�元�中期�息��別�息並未於�明�合中期財������為應付�息�而�
��為截至2018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留溢利撥��

中期�息��別�息��照中國人民銀行於2018年8月24日所報的港元�人民幣官方匯率 1.00港元�人民幣
0.8753元��港元派付�本�司�於2018年 11月 15日或���向於2018年 10月3日��本�司�東�冊的�
東派發中期�息��別�息�

暫停辦理���戶登記��定中期�息��別�息的�格

本�司�於2018年9月29日至2018年 10月3日（包括首尾兩天）暫停辦理���戶登記手續���定享�中
期�息��別�息的�東�格�為�合�格�派中期�息��別�息�所��戶文件�同相關��須於2018

年9月28日下午四�三十���交回本�司�港���戶登記��港中�證券登記�限�司��址為�港灣
仔皇后大�東 183�合和中心 17� 1712–1716�舖�

�守企��治守則

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司已應用載於�港�合交易所�限�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
� 14的企��治守則（「守則」）的原則並已�守守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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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行證券交易之�準守則

本�司已採�上市規則附� 10所載《上市發行人�事�行證券交易的�準守則》�作為�關�事�行證券交易
的行為守則�本�司已向所��事作出�詢�而�事已確�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守�準守則�

�核�員會

本�司已依照守則的規定設立�核�員會�並制訂書面���圍�於本報告日期��核�員會由本�司三�
獨立�執行�事�磊先生�湯世生先生�馮國�先生組成��磊先生為�核�員會主席�

�核�員會已經��和討論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核中期�績�

上市規則� 13.51B(1)條項下�關�事��的變動

湯世生先生已於2018年7月辭���九�科技���限�司（�稱為�京��九�科技�限�司��國中小
企���轉讓��上市���代�:834567）之�事長���彼留�為��九�科技���限�司之�事�

除上文所披�者��自本�司2017年年報日期�來����事��詳�之其�變動須根�上市規則�
13.51B(1)條作出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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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財���之��報告

22/F CITIC Tower
1 Tim Mei Avenue
Central, Hong Kong

Tel : +852 2846 9888
Fax : +852 2868 4432
www.ey.com

電話 : +852 2846 9888
傳真 : +852 2868 4432

香港中環添美道1號
中信大廈22樓

�惠生工�技�服��限�司之�事會
（於開�群島註冊成立的�限�司）

引言

吾�已��載�於�27至62頁的�附中期財����當中包括惠生工�技�服��限�司（「貴�司」）�其
附屬�司（�稱「貴�團」）於2018年6月30日的中期�明�合財�狀況表�截至該日止六個月的相關中期�
明�合損益表�其��面收益表��益變動表�現金�量表�����附註�

�港�合交易所�限�司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中期財����製報告須�合國�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國
�會計準則�34�中期財�報告（「國�會計準則�34�」）�其�關�文的規定�　貴�司�事須負責根�
國�會計準則�34��製��報�中期財����吾�的責�是根�吾�的��對�中期財���作出結論�
並�照��之��僅向　�下（作為整�）報告�除�之�本報告別�其�目的�吾�不會就本報告的�容向
�何其�人士負上或���何責��

���圍

吾�依�國���準則�2410�由實�的獨立核�師執行中期財������行�����中期財���包
括向負責財�和會計事�的主�人員作出�詢����行�析性和其����序���的�圍�較根�國�
�計準則�行�核的�圍為小�故不��證吾��知�所�在�核中可�被發現的重大事項�因��吾�不
會發表�核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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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結論

根�我們的��結果�吾�並�發現�何�使我們�為�附中期財���在所�重大方面並��照國�會計
準則�34�而�製的事項�

�永會計師事�所
執�會計師
�港

2018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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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未經�核中期�明�合損益表�其��面收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未經�核）

收益 4 1,254,691 1,380,186

�售成本 (1,051,029) (1,130,320)
    

毛利 203,662 249,866

其�收��收益 5 104,617 111,720

�售�市場推�開支 (47,319) (29,463)

行政開支 (180,166) (142,281)

其�開支 (19,015) (37,588)

融�成本 6 (24,381) (89,288)

應佔���司溢利╱（�損） 218 (209)
    

除��溢利 7 37,616 62,757

所得� 8 (25,649) (12,624)
    

期�溢利 11,967 50,133
    

�下各方應佔:
母�司擁�人 8,315 40,535

����益 3,652 9,598
    

11,967 50,133
    

母�司普���益��人應佔每�盈利 10
— 基本 人民幣0.2� 人民幣 1.00�

    

— 攤� 人民幣0.2� 人民幣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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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未經�核中期�明�合損益表�其��面收益表（續）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未經�核）

期�溢利 11,967 50,133
   

其��面收益

於其�期間�會重���至損益之其��面收益:

��海���的匯��額 (2,299) (3,835)
   

於其�期間�會重���至損益之其��面收益淨額 (2,299) (3,835)
   

期�其��面收益 (2,299) (3,835)
   

期��面收益�額 9,668 46,298
   

�下各方應佔:
母�司擁�人 6,250 36,700
����益 3,418 9,598

   

9,668 4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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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核中期�明�合財�狀況表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動�產
物��廠��設� 11 897,801 917,334

投�物� 12,069 12,396

預付土�租��項 151,043 152,948

�� 15,752 15,752

�形�產 13,128 4,364

���司投� 1,496 1,278

長期預付�項 25,932 654

���項�產 42,200 11,986    

��動�產�值 1,159,421 1,116,712
    

�動�產
存� 38,379 24,515

合約�產 633,055 –

應收合同客戶�額 – 2,051,469

貿易應收�項 12 1,844,430 1,356,157

應收�� 595,041 1,202,274

應收關��司�項 17 102,110 –

應收同�附屬�司�項 17 37,310 34,277

預付�項��金�其�應收�項 469,444 335,671

已�押銀行結��定期存� 13 691,602 542,269

現金�銀行結� 13 607,588 916,153    

5,018,959 6,462,785

被��為���售�置�司�產 14 – 33,374    

�動�產�值 5,018,959 6,496,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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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動負債
合同負債 594,304 –
應付合同客戶�額 – 398,697
貿易應付�項�應付�� 15 2,716,481 3,516,007
其�應付�項�應計費用 180,289 773,624
計息銀行借貸�其�借貸 16 233,732 313,332
應付同�附屬�司�項 17 40,373 –
應付���司�項 17 630 630
應付�息 – 81,984
應付�項 141,965 139,146    

3,907,774 5,223,420

��出售�產直�相關之負債 14 – 6,556    

�動負債�額 3,907,774 5,229,976
    

�動�產淨值 1,111,185 1,266,183    

�產�值減�動負債 2,270,606 2,382,895    

��動負債
���項負債 16,099 18,499
政府補助 4,921 5,014    

��動負債�額 21,020 23,513    

�產淨值 2,249,586 2,359,382
    

母�司擁�人應佔�益
�本 18 330,281 329,968
��溢價 860,586 850,993
其�儲� 894,861 1,002,063    

2,085,728 2,183,024    

����益 163,858 176,358    

�益�額 2,249,586 2,359,382
    

未經�核中期�明�合財�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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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未經�核中期�明�合�益變動表

母�司擁�人應佔
 

�本 ��溢價
購��
儲�* �本儲�* 贖回儲�*

法定盈�
儲�*

法定發
展儲�*

匯�波動
儲�*

�留
溢利* �計

���
�益 �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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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18年 1月 1日 329,968 850,993 265,449 84,936 1 39,437 30,620 2,994 578,626 2,183,024 176,358 2,359,382
國�財�報告準則�9� 
對�留溢利的�整 
（附註2.2） – – – – – – – – (136,239) (136,239) (15,918) (152,157)

             

於2018年1月1日（經�整） 329,968 850,993 265,449 84,936 1 39,437 30,620 2,994 442,387 2,046,785 160,440 2,207,225
             

期�溢利 – – – – – – – – 8,315 8,315 3,652 11,967
�關海���之匯��額 – – – – – – – (2,065) – (2,065) (234) (2,299)
             

期��面收��額 – – – – – – – (2,065) 8,315 6,250 3,418 9,668
出售一間附屬�司 – – – – (1) (8,819) – – 8,820 – – –
轉撥至法定儲� – – – – – – – – – – – –
行使購�� 313 9,593 (7,290) – – – – – – 2,616 – 2,616
���結�的購���� – – 30,077 – – – – – – 30,077 – 30,077

             

於2018年6月30日 
（未經�核） 330,281 860,586 288,236 84,936 – 30,618 30,620 929 459,522 2,085,728 163,858 2,249,586

             

* 於2018年6月30日�該�儲�賬目�於中期�明�合財�狀況表的�合其�儲��額人民幣894,861,000元（2017年 12月31日: 
人民幣 1,002,063,000元）�

母�司擁�人應佔
 

�本 ��溢價
購��
儲� �本儲� 贖回儲�

法定盈�
儲�

法定發展
儲�

匯�波動
儲� �留溢利 �計 ����益 �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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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17年 1月 1日 329,809 846,250 242,818 – 1 35,514 26,697 33,114 511,484 2,025,687 202,490 2,228,177
期�溢利 – – – – – – – – 40,535 40,535 9,598 50,133
�關海���之匯��額 – – – – – – – (3,835) – (3,835) – (3,835)

             

期��面收��額 – – – – – – – (3,835) 40,535 36,700 9,598 46,298
轉撥至法定儲� – – – – – 3,923 3,923 – (7,846) – – –
行使購�� 6 177 (132) – – – – – – 51 – 51
���結�的購���� – – 10,007 – – – – – – 10,007 – 10,007
已派�息 – – – – – – – – – – (42,715) (42,715)

             

於2017年6月30日 
（未經�核） 329,815 846,427 252,693 – 1 39,437 30,620 29,279 544,173 2,072,445 169,373 2,24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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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核中期�明�合現金�量表

截至6 月30 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未經�核）

經�活動所得現金�量
除��溢利 37,616 62,757
就下�各項�整:
物��廠��設���投�物�折� 7 23,085 25,341
�形�產攤� 7 1,289 1,730
預付土�租��項攤� 7 1,905 2,079
確�政府補助 (11,315) (1,068)
應佔���司（盈利）╱�損 (218) 209
匯�收益淨額 516 –
出售物��廠��設�項目的�損 7 43 252
出售�形�產項目之�損 7 138 –
貿易應收�項減值 7 37,154 –
合約�產減值撥回 7 (28,993) –
其�應收�項減值 7 1,061 –
出售一間附屬�司之收益 5,7 (25,567) –
���結�的購��開支 7 30,077 10,007
融�成本 6 24,381 89,288
利息收� 5 (13,727) (76,724)

    

77,445 113,871

存�增加 (13,864) (22,247)
貿易應收�項�應收��減少╱（增加） 93,331 (22,138)
預付�項��金�其�應收�項增加 (113,402) (46,257)
長期預付�項（增加）╱減少 (25,274) 1,619
應收合同客戶�項減少 – 767,533
應付合同客戶�項減少 – (242,119)
合約�產減少 1,260,457 –
合約負債減少 (111,456) –
應收同�附屬�司�項增加 (3,033) (5,330)
應收關��司�項減少 – 256
貿易應付�項�應付��減少 (799,526) (265,622)
其�應付�項�應計費用減少 (320,358) (256,328)
應付同�附屬�司�項增加 40,373 –
應收關��司�項增加 (102,110) –
已�押銀行結��定期存�（增加）╱減少 (149,333) 80,545

    

經�（所用）╱所得現金 (166,750) 103,783

已收利息 2,202 1,929
已付利息 (12,856) (14,493)
已付�項 (20,334) (58,370)

    

經�活動（所用）╱所得現金�量淨額 (197,738) 3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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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 月30 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未經�核）

投�活動所得現金�量
購置物��廠��設�項目 (5,611) (1,812)
出售物��廠��設�項目所得�項 21 1,106
購置�形�產 (7,869) (19)
收到之政府補助 11,222 1,003
出售一間附屬�司 50,894 –

    

投�活動所得現金�量淨額 48,657 278
    

融�活動所得現金�量
發行���所得�項淨額 2,616 51
�增銀行貸� 231,090 392,987
償�銀行貸� (311,764) (329,189)
已付�息 (81,984) (258,417)

    

融�活動所用現金�量淨額 (160,042) (194,568)
    

現金�現金�價物減少淨額 (309,123) (161,441)

期初現金�現金�價物 916,153 701,000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558 –

    

期末現金�現金�價物 607,588 539,559
    

現金�現金�價物結��析

現金�銀行結� 607,588 539,559
收購�原定於三個月�到期的��押定期存� – –
收購�原定於三個月�到期的��押定期存� – –

    

財�狀況表所�現金�現金�價物 13 607,588 539,559
    

現金�量表所�現金�現金�價物 607,588 539.559
    

未經�核中期�明�合現金�量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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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明�合財���附註

1. �司��
本�司的註冊辦事��址為P.O. Box 1350, Clifton House, 75 Fort Street,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惠生工�投��限�司（「惠生投�」）為本�司的直����司��事�為�惠生��（�團）�限�司
（「惠生��」）為本�司的�終���司�惠生���惠生投�為於�屬��群島註冊成立的��免�限
�司�

本�團主�在中�人民共和國（「中國」）�海���技��詢�工�設計�採購��工�理�服�向石�
���工生產�提供生產設�設計�建���試項目��方��

2. �製基準�本�團會計政�變動
�製基準
本�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核中期�明�合財�報表（「中期財���」）已�國�會
計準則�員會頒佈的國�會計準則（「國�會計準則」）�34�中期財�報告�行�製�

中期財���並�載�年度財�報表所�求的一切���披��故應�本�團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止
年度的年度財�報表一併���

�團成員�司間交易�結��部於�合�賬�對��

本�團採�的�訂準則�����訂本
�製中期財����所採�的會計政��本�團�製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合財�報表
所��者一��惟於2018年 1月 1日生效的�訂準則��訂除��本�團並�提早採��何其�已頒佈
但未生效的準則���或�訂�

於本中期期間�本�團於�製本�團中期�明�合財�報表�首�採用下��準則和�本�團����
或�製本�團中期�明�合財�報表�關的國�財�報告準則（「國�財�報告準則」�亦包括國�會計
準則（「國�會計準則」）���）的�訂:

國�財�報告準則�9� 金融工具
國�財�報告準則� 15� 來自客戶合同的收益
國�財�報告準則� 15�的�訂 國�財�報告準則� 15�來自客戶合同的收益的澄�
國�財�報告���員會���22� �幣交易�預付對價
國�財�報告準則�2�的�訂 ���為基礎的付�交易的���計量
國�財�報告準則�4�的�訂 應用國�財�報告準則�9�金融工具�國�財�報告

準則�4��險合同
國�會計準則�40�的�訂 投�物�的轉讓
2014年至2016年�期年度改� 國�財�報告準則� 1��國�會計準則�28�的�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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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2. �製基準�本�團會計政�變動（續）
本�團採�的�訂準則�����訂本（續）
本�團首�應用國�財�報告準則�15�來自客戶合同的收益�國�財�報告準則�9�金融工具�根
�國�會計準則�34�的規定�該�變動的性質�影響披��下�

國�財�報告準則� 15�來自客戶合同的收益
國�財�報告準則� 15��代國�會計準則� 11�建�合約�國�會計準則� 18�收益�相關���
且其應用於客戶合同產生之所�收益�除�該�合約屬於其�準則�圍��準則確立一個五步�式��
來自客戶合同的收益�賬�根�國�財�報告準則� 15��收益����實�預期就向客戶轉讓�物或
服�而��在交�中��的代價金額�行確��

該準則�求實�作出判斷�並計�於�該�式之各步應用於其客戶合同�的所�相關事實��況�該準
則亦訂明��得合約的額�成本���行合約直�相關的成本�賬�

本�團採�國�財�報告準則� 15��採用�正��法�採�國�財�報告準則� 15�的影響�下:

• 各初步財�報表的�較����國�會計準則� 11��國�會計準則� 18��相關��的規定�
���;

• 根�中期�明�合財�報表的規定�本�團�客戶合同確�的收益�為不同�別����收益�
現金�量的性質�金額��間�不確定性�何受經濟因素所影響���收益的披����參�附
註4�財�報表附註所載�較期間披�亦��守國�會計準則�11��國�會計準則� 18��相關
��的規定�因��附註4所載��收益的披��不包括國�財�報告準則�15�項下之�較���

國�財�報告準則�9�金融工具
國�財�報告準則�9�金融工具於2018年 1月 1日或��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代國�會計準則�
39�金融工具:確��計量�合併金融工具會計之所�三個方面:���計量;減值;�對沖會計�

本�司並未就國�財�報告準則�9��圍�的金融工具重�2017年的�較���因��2017年的�較
��乃根�國�會計準則�39��報�且未��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的���行�較�

���計量變動
為�定彼�各自之���計量�別�國�財�報告準則�9�規定所�金融�產（�益工具�衍生工具
除�）根�結合實��理�產�工具合約現金�量��的���式�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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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2. �製基準�本�團會計政�變動（續）
國�財�報告準則�9�金融工具（續）
���計量變動（續）
國�會計準則�39�金融�產計量�別（包括��平值計�損益之金融�產�貸��應收�項�可供出
售金融投���至到期投�）已由�下各項�代:

• �攤�成本�賬的債�工具;

• ��平值計�其��面收益的債�工具�於終止確��收益或�損結轉至損益;

• ��平值計�其��面收益的�益工具�於終止確����收益或�損結轉至損益;�

• ��平值計�損益的金融�產�

金融負債的會計�理很大�度上�國�會計準則�39�規定者一��

於2018年 1月 1日�國�會計準則�39�項下之貸��應收�項�別（包括現金�銀行結��已�押銀
行結��定期存��貿易應收�項�應收���合約�產�計�預付�項��金�其�應收�項的金融
�產�應收同�附屬�司�項��應收關��司�項）已轉為國�財�報告準則�9�項下�攤�成本
�賬的債�工具�

減值計�變動
國�財�報告準則�9�規定���其��面收益�攤�成本或�平值�賬的債�工具�租�應收�項�
貸����並�根�國�財�報告準則�9���平值計�損益�賬的財���合約的減值�須基於預
期信貸�損�式�賬�本�團應用��方式�並�根�於其所�貿易應收�項�應收���下年期�的
所�現金�額現值估計的年期預期�損�賬�本�團採用一�方法�理貿易應收�項�應收���合約
�產和計�預付�項��金�其�應收�項�應收同�附屬�司��應收關��司�項的金融�產�

所�其��訂����於2018年首�應用�惟不會對本�司中期�明�合財�報表產生影響�

本�司並�提早採��何其�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準則���或�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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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2. �製基準�本�團會計政�變動（續）
應用�訂準則對期初�明�合財�狀況報表的影響
基於本�團上�會計政�的變動�期初的�明�合財�狀況報表已予�整�下表為就各個別項目確�的
�整:

2017年
12月31日

國�財�
報告準則
� 15�

國�財�
報告準則
�9�

2018年
1月 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核） （經�整）

��動�產
���項�產  11,986 – 28,090 40,076

�動�產
應收合同客戶�額 2,051,469 (2,051,469) – –

合約�產 – 2,051,469 (186,950) 1,864,519

預付�項��金�其�應收�項 335,671 – (317) 335,354

�動負債
應付合同客戶�額 398,697 (398,697) – –

合約負債 – 705,760 – 705,760

其�應付�項�應計費用 773,624 (307,063) – 466,561

��動負債
���項負債 18,499 – (7,020) 11,479

母�司擁�人應佔�益 2,183,024 – (136,239) 2,046,785

����益 176,358 – (15,918) 160,440

3. 經��部��
為方便�理�本�團根�其產品�服�劃���單位�並��下兩個可�報經��部:

— 設計�採購��工（「EPC」）;�

— 設計��詢�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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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3. 經��部��（續）
�理層獨立��本�團各經��部的�績���定�源���評估表現��部表現�可�報�部溢利評
估�亦會用於計�經�整除��溢利�計�經�整除��溢利���本�團除��溢利一��惟利息收
��應佔���司溢利╱（�損）�融�成本和�部�企�開支則不計�在��

由於物��廠��設��投�物��預付土�租��項�����形�產����司投�����項�
產�應收關��司�項�應收同�附屬�司�項��金�其�應收�項�被��為���售�置�司�
產�已�押銀行結��定期存���現金�銀行結�乃��團層面�理�故不屬於�部�產�

由於其�應付�項�應計費用�計息銀行借貸�其�借貸�應付���司�項�應付同�附屬�司�
項�應付�息�應付�項�����售�產直�相關之負債�政府補助����項負債乃��團層面�
理�故不屬於�部負債�

經��部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核） EPC
設計��詢
�技�服� �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部收益
向�界客戶�售 1,168,561 86,130 1,254,691
�部間�售 2,944 2,420 5,364    

收益�額 1,171,505 88,550 1,260,055

對賬:
�部間�售對� (5,364)    

收益 1,254,691
    

�部�績 181,877 21,785 203,662
對賬:
EPC合同估計利息收� 10,824 – 10,824
折扣信用証利息 (10,824) – (10,824)
未��收� 93,793
未��開支 (246,500)
應佔���司溢利 218
融�成本 (13,557)    

除��溢利 37,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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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3. 經��部��（續）
經��部（續）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核） EPC

設計��詢
�技�服� �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部收益
向�界客戶�售 1,348,403 31,783 1,380,186

�部間�售 5,813 – 5,813    

收益�額 1,354,216 31,783 1,385,999

對賬:
�部間�售對� (5,813)    

收益 1,380,186
    

�部�績 244,954 4,912 249,866

對賬:
未��收� 111,720

未��開支 (209,332)

應佔���司�損 (209)

融�成本 (89,288)    

除��溢利 6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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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3. 經��部��（續）
經��部（續）

2018年6月30日（未經�核） EPC

設計��詢
�技�服� �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部�產 3,477,951 68,166 3,546,117

對賬:
�部間應收�項對� (38,001)

�司�其�未���產 2,670,264    

�產�額 6,178,380
    

�部負債 3,308,398 40,851 3,349,249

對賬:
�部間應付�項對� (38,464)

�司�其�未��負債 618,009    

負債�額 3,928,794
    

2017年 12月31日（經�核） EPC

設計��詢
�技�服� �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部�產 4,945,487 6,716 4,952,203

對賬:
�部間應收�項對� (14,547)

�司�其�未���產 2,675,215    

�產�額 7,612,871
    

�部負債 4,168,427 69,687 4,238,114

對賬:
�部間應付�項對� (16,347)

�司�其�未��負債 1,031,722    

負債�額 5,25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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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3. 經��部��（續）
經��部（續）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核） EPC

設計��詢
�技�服� �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部��
應佔���司溢利 

未�� 218

折��攤� 

未�� 26,279

���司投� 

未�� 1,496

�本開支* 

未�� 13,480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核） EPC

設計��詢
�技�服� �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部��
應佔���司�損 

未�� (209)

折��攤� 

未�� 29,150

���司投� 

未�� 2,299

�本開支* 

未�� 1,831
    

* �本開支包括添置物��廠��設����形�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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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3. 經��部��（續）
����
來自�界客戶的收益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未經�核）

中國�� 796,427 470,274

��瑞拉 159,631 277,485

沙� 150,209 498,190

�國 142,325 –

阿拉伯�合�長國 1,077 134,237

其� 5,022 –
   

1,254,691 1,380,186
   

上�收益��乃�客戶所在�劃��

由於本�團超�90%的��動�產位於中國���故並���本�團��動�產的其������

主�客戶��
個別佔本�團收益 10%或�上的主�客戶的收益�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未經�核） （未經�核）

客戶甲（EPC�部） 32.3% 不�用
客戶乙（EPC�部） 12.7% 20.1%

客戶丙（EPC�部） 12.6%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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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4. 收益
收益�析�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未經�核）

收益
工�合同 1,168,561 1,348,403
提供服� 86,130 31,783

   

1,254,691 1,380,186
   

自2018年 1月 1日採�國�財�報告準則� 15���本�司的收益來自�客戶�訂的合同�包括上��
品的�售����下: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核） EPC

設計�
�詢�

技�服� �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部
�品或服��型
工�合同 1,168,561 – 1,168,561
服�合同 – 86,130 86,130    

來自客戶合同的�收益 1,168,561 86,130 1,254,691
    

��市場

中國�� 713,893 82,534 796,427
��瑞拉 159,631 – 159,631
沙� 150,209 – 150,209
�國 142,325 – 142,325
阿拉伯�合�長國 1,077 – 1,077
其� 1,426 3,596 5,022    

1,168,561 86,130 1,254,691
    

收益確�的�間
��間轉�的服� 1,168,561 86,130 1,254,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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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4. 收益（續）
來自客戶合同收益�於�部��披�的金額的對賬載��下:

EPC

設計�
�詢�

技�服� �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向�界客戶�售 1,168,561 86,130 1,254,691

�部間�售 2,944 2,420 5,364
    

�整�對� (2,944) (2,420) (5,364)
    

來自客戶合同的�收益 1,168,561 86,130 1,254,691
    

5. 其�收��收益
其�收��收益的�析�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未經�核）

其�收�
政府補助* 11,315 1,068

利息收� 13,727 76,724

租金收� 38,097 32,487

�置附屬�司收益 25,567 –

其� 3,810 1,441   

92,516 111,720
   

收益
匯�收益 12,101 –   

104,617 111,720
   

* 已收��方政府作為促��加�相關省�發展��的政府補助����關該�補助之尚未�成的�件或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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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6. 融�成本
融�成本�析�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未經�核）

銀行�其�貸�利息 6,989 10,454
貼現��利息和信用證利息 17,392 78,834   

24,381 89,288
   

7. 除��溢利
本�團之除��溢利已扣除╱（計�）�下各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未經�核）

所提供服�之成本 1,051,029 1,130,320
物��廠��設���投�物�折� 23,085 25,341
研發成本 1,878 8,856
預付土�租��項攤� 1,905 2,079
�形�產攤� 1,289 1,730
貿易應收�項減值 37,154 –
合同�產減值撥回 (28,993) –
其�應收�項減值 1,061 –
出售物��廠��設�之�損 43 252
出售�形�產項目之�損 138 –
出售附屬�司之收益 (25,567) –
經�租約的��租�付� 10,273 7,544
核�師�� 3,432 1,289

�員福利開支（包括�事��）:
工���金 202,522 176,790
�休福利計劃供� 24,404 20,847
���結�之購�� 30,077 10,007   

257,003 207,644   

匯��額淨值 (12,101) 46,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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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8. 所得�
本�團須就本�團各成員�司於成立�經�所在��司法��賺�或�得之溢利繳付所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未經�核）

即期
— 中國�� – 4,420
— 其��� 23,153 3,976

�� 2,496 4,228   

期��項開支�額 25,649 12,624
   

根�開�群島��屬��群島的規則�規��本�團毋須於開�群島��屬��群島繳��何所得��
由於本�團於截至2018年�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在�港��度�西亞�沙��阿拉伯�長�
合國��國賺��何應課�收��故毋須繳��港��度�西亞�沙��阿拉伯�長�合國��國所得
��

惠生工�（中國）�限�司（「惠生工�」）�「高�技�企�」�質�自2014年至2016年可享� 15%的企�
所得�（「企�所得�」）�惠�率�根�中國��規�的規定�惠生工�再�申�「高�技�企�」�質�
並已於2017年 10月23日�得相關證書�該證書自2017年 1月 1日�生效��效期三年�因��截至2018

年�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惠生工�須�企�所得��率 15%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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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8. 所得�（續）
截至2018年�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司�其附屬�司所在司法��法定�率基於除��溢
利計�的所得�開支��實�所得��率計�的所得�開支對賬�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未經�核）

除��溢利 37,616 62,757
   

�法定所得��率計� 12,131 15,689

�方�關實�較��率 1,696 (2,234)

�部經�所在司法��的不同�率影響 5,807 (7,452)

未確�的�項�損 948 646

來自�往期間的未動用�項�損 (323) –

中國��附屬�司可供��溢利之預扣�影響 4,860 4,232

額��項減免 (141) (6,160)

不��收� (901) –

不可扣�開支 1,572 7,903
   

期��項開支 25,649 12,624
   

應佔���司�項人民幣13,000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5,000元）計�中期�明�
合損益表�其��面收益表的「應佔���司溢利╱（�損）」�

根�中國企�所得�法�於中國��成立之��投�企�向�國投�者宣派之�息須�10%�收預扣��
�規定由2008年 1月 1日�生效�並�用於2007年 12月31日�之盈利�倘中國����國投�者之司法
��訂���約定�則可��用較�預扣�率�就本�團而言��用�率為5%�故本�團須就該�於
中國��成立之附屬�司於2008年1月1日�產生之盈利所��之�息繳�預扣��於2018年6月30日�
���何因本�團附屬�司之未匯出盈利產生之應付�項而出現重大未確����項負債（2017年:
�）�原因為即使該��項匯出�但由於利用雙重���免�本�團亦毋須��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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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9. �息
截至2018年�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事並�宣派中期�息�

�2018年8月29日的�議�本�司�事會宣派中期�息每�普��人民幣0.0006元（相當於0.0007港元）
��一�性�別�息每�普��人民幣0.0583元（相當於0.0666港元）�合共每�普��人民幣0.0589

元（相當於0.0673港元）�派息�額約人民幣239.7百�元�

10. 母�司普���益��人應佔每�盈利
每�基本盈利金額是根�母�司普���益��人應佔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溢利�期�已
發行普��加�平��4,067,766,806�（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4,064,692,057�）計��

每�攤�盈利金額是根�母�司普���益��人應佔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溢利計��
計��使用的普��加�平��乃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發行普���目（�計�每�基本盈
利所使用者相同）���假設�部攤��在普��被視為�行使為普���發行的普��加�平���

每�基本�攤�盈利的計�方法依��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未經�核）

盈利
用於計�每�基本�攤�盈利之母�司普���益��人 

應佔溢利: 8,315 40,535
   

��
用於計�每�基本�攤�盈利之期�已發行普��加�平�� 4,067,766,806 4,064,692,057

   

�效攤� － 普��加�平�� 43,729,907 –
   

4,111,496,713 4,064,692,057
   



惠生工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2018中期報告

49

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11. 物��廠��設�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於2018年 1月 1日 917,334

添置 5,611

折� (22,758)

出售 (64)

撇� (2,322)
  

於2018年6月30日 897,801
  

於2018年6月30日�本�團的�宇位於中國���其中賬面淨值為人民幣868,536,000元（2017年 12月
31日:人民幣899,352,000元）的�宇乃�中期租約���其�乃�長期租約���

12. 貿易應收�項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貿易應收�項 1,923,157 1,397,730

減值 (78,727) (41,573)
   

1,844,430 1,356,157
   

本�團主��信貸形式�客戶�行交易�貿易應收�項不計息�信貸期為30天或�關合同的�留期�
本�團�力�格��未償�應收�項��盡量減�信貸�險��理層定期檢討�期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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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12. 貿易應收�項（續）
於�報期結�日�已扣除�賬撥�的貿易應收�項基於發�日期之賬��析�下: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貿易應收�項:
1個月� 868,391 924,364
2至 12個月 807,335 424,201
超� 1年 168,704 7,592

   

1,844,430 1,356,157
   

貿易應收�項的減值撥�變��下: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於 1月 1日 41,573 41,573
已確�減值�損 37,154 –

   

於6月30日╱12月31日 78,727 41,573
   

個別減值貿易應收�項��欠本金付�之客戶相關�預期僅部�應收�項可予收回�

視為�減值的貿易應收�項之賬��析�下: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未�期亦�減值 870,051 926,364
�期少於 12個月 805,835 424,201
�期超� 1年 168,544 5,592

   

1,844,430 1,3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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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12. 貿易應收�項（續）
並��期亦�減值之應收�項乃�大�並��期�約記�之不同�型客戶�關�

已�期但�減值之應收�項�本�團�良��績記�之��客戶�關�根��往經驗�基於該�結�的
信貸質素並�重大改變�且仍視為可��收回�故本�司�事�為毋須就該�結�作出減值撥��

13. 現金�現金�價物��已�押存�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現金�銀行結� 1,145,391 1,339,976

原定於三個月�到期的定期存� 121,309 –

原定於三個月�到期的定期存� 32,490 118,446
   

1,299,190 1,458,422

減:已�押銀行結��定期存� (691,602) (542,269)
   

��押現金�現金�價物 607,588 916,153
   

於2018年6月30日�銀行結��定期存�人民幣523,824,000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296,209,000元）
已�押作為�行�干工�合同��招��序的�證金�

於2018年6月30日�銀行結�人民幣38,825,000元（2017年 12月31日:人民幣7,037,000元）已�押予一
間銀行��就採購�口設��得信用證�

於2018年6月30日�銀行結��定期存�人民幣128,953,000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180,188,000元）
已�押作為銀行授出之��融�之�押�

於2017年 12月31日�銀行結�人民幣58,835,000元已�押予一間銀行�作為銀行融�的�押品（附註
16）�

於2018年6月30日�本�團�人民幣計值的現金�銀行結�為人民幣491,081,000元（2017年 12月31日:
人民幣368,735,000元）�人民幣不可自由��為其��幣��而�根�中國���匯�理��和結匯�
售匯�付匯�理規定�本�團�准���授��行�匯��的銀行�人民幣��為其��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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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13. 現金�現金�價物��已�押存�（續）
銀行現金�基於每日銀行存�利率�定的浮動利率計息�短期定期存�為期一天至三個月不��根�本
�團即�現金�求而定�並�相關短期定期存�利率賺�利息�現金�現金�價物�已�押銀行結��
�定期存�之賬面值�其�平值相��

14. �出售�產╱��出售�產直�相關之負債
於2017年 12月28日�本�團��三方訂立��轉讓協議����本�團同意出售其於本�團��附屬
�司揚�盈實�材��限�司（「揚�盈實」��稱惠生（揚�）�工�械�限�司�本�團��附��司）
之�部�益�代價為人民幣86,070,000元�揚�盈實之�產�負債（預期於十二個月�售出）已被��為
���售並於2017年12月31日的�合財�狀況表單獨���是�出售（載於附註21）已於2018年2月完成�

15. 貿易應付�項�應付��
於�報期結�日�貿易應付�項�應付��基於發�日期之賬��析�下: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1年� 2,030,367 2,035,822

1至2年 231,057 969,286

2至3年 231,714 192,315

超�3年 223,343 318,584
   

2,716,481 3,516,007
   

貿易應付�項中應付關��司�項�下: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江����工�械�限�司（「江���」） 6,397 1,743
   

貿易應付�項不計息��照�求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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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16. 計息銀行�其�借貸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即期
須於一年�償�之銀行貸�

— ��押 232,732 282,332
— ��押 1,000 31,000

   

233,732 313,332
   

�幣貸�（�原�幣計值）�析�下: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元 千�元

（未經�核） （經�核）

��元計值 26,800 22,250
   

本�團的銀行�其�借貸實�利率介乎下��圍: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3.86%至5.22%
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止年度 3.25%至5.66%
  

�干本�團銀行貸��下��產�押: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銀行存� 13 – 58,835
    

於2018年6月30日�本�司之同�附屬�司惠生（中國）投��限�司（「惠生（中國）投�」）就本�團�授
的銀行融�人民幣562,000,000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1,000,000,000元）向�干銀行提供���於
2018年6月30日�已提�貸�人民幣232,732,000元（2017年12月31日:人民幣227,332,000元）（附註17）�

計息銀行借貸的賬面值�其�平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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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17. 關�方交易
除於本中期財���其�部�披�的關�方交易��本�團於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關�
方�行�下交易: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未經�核）

關��司:
購買產品 (a)(i) 8,787 2,726

租金收� (a)(ii) – 201

提供服� (a)(ii), (a)(xviii) 39,826 33

同�附屬�司:
租金收� (a)(iii), (a)(iv) 3,913 3,926

提供服� (a)(iii), (a)(iv) 672 667

�受服� (a)(x), (a)(xi), (a)(xii) 99,257 –
    

關�方�稱 關�

寧波�宇尚�投��理 

合�企�（�限合�） 
（「寧波�宇尚�」）

惠生工�的中�合作企�合作方�自2018年6月5日�生效

江��� 寧波�宇尚�之同�附屬�司�且先�為惠生工�的中�合作
企�合作方

上海���訊技��限�司 

（「���訊」��稱上海惠生 

�訊技��限�司）

江���之附屬�司

惠生�� 由���先生（本�司���東）��擁��為本�司的�終�
��司

惠生（南�）重工�限�司 

（「惠生南�」）
由惠生��間���擁��為本�司之同�附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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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方�稱 關�

惠生（中國）投� 由惠生��間���擁��為本�司之同�附屬�司

惠生投�（�港）�限�司 

（「惠生投�（�港）」）
由惠生��間���擁��為本�司之同�附屬�司

舟山惠生海洋工��限�司 

（「舟山惠生」）
由惠生��間���擁��為本�司之同�附屬�司

惠生海洋工�（�港）�限�司 

（「惠生海洋」）
由惠生��間���擁��為本�司之同�附屬�司

泰興天馬�工�限�司 

（「泰興天馬」）
由惠生��間�擁� 15%�益�自2018年 1月4日�為關��司

附註:

(a)(i) 本�團�江���依�本�團�江���於2014年3月26日訂立為期三年的框�協議�訂立於2017年4月25日生效的重續
框�協議����本�團�自江���購買���固釘（用於固定耐�材�）�其�輔助�件�根�重續框�協議�截至
2017年�2018年�2019年 12月31日止年度�惠生工�於各年應付江���的年度代價�不�於人民幣12,000,000元�截至
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團向江���作出的採購額為�人民幣8,787,000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
幣2,726,000元）��關採購乃參考江���向其客戶提出的報價��件�行�江���的相關貿易應付�項載�於附註15�

(a)(ii) 於2013年 12月 12日�本�團����訊訂立租�協議����本�團�每年人民幣730,000元向���訊出租位於其辦�
大�的辦�室�自2014年 1月 1日�為期三年�

 於2013年 12月 12日�本�團����訊訂立物��理服�協議����本�團�每年人民幣 132,000元就向���訊出租
的物�提供物��理服��自2014年 1月 1日�為期三年�

 於2016年 12月 19日�本�團����訊重續上�租�協議�物��理服�協議�租金增至每年人民幣803,000元�而物�
服�費仍為每年人民幣132,000元�各重續租�協議�物��理服�協議自2017年1月1日�為期24個月�於2017年3月28日�
本�團����訊訂立租�終止協議�自2017年4月1日�終止上�日期為2016年12月19日的租�協議�物��理服�協議�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訊的租金收��服�收��別為人民幣201,000元�人民幣33,000元�

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17. 關�方交易（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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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17. 關�方交易（續）
附註:（續）

(a)(iii) 於2016年8月24日�本�團�惠生南�訂立租�協議�租金為每年人民幣4,818,000元�自2016年9月 1日�為期28個月�
同日�本�團�惠生南�訂立一��物��理服�協議�每年人民幣792,000元�自2016年9月 1日�為期28個月�

 於2017年3月24日�本�團�惠生南�訂立補�協議���訂日期�為2016年8月24日的��租�協議�物��理服�協
議的�干���自2017年4月 1日�生效�租金已由每年人民幣4,818,000元����整至每年人民幣4,015,000元�而物�
�理服�費則由每年人民幣792,000元����整至每年人民幣690,000元�參考�的物�縮減的�面建�面積大小�定�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惠生南�的租金收��服�收��別為人民幣2,008,000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2,189,000元）�人民幣345,000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71,000元）�

(a)(iv) 於2016年 12月 19日�本�團�惠生（中國）投�訂立租�協議����本�團�每年人民幣3,212,000元向惠生（中國）投�
出租位於其辦�大�之辦�室�自2017年 1月 1日�為期兩年�

 於2016年 12月 19日�本�團�惠生（中國）投�訂立物��理服�協議����本�團�每年人民幣528,000元就向惠生（中
國）投�出租的物�提供物��理服��自2017年 1月 1日�為期兩年�

 於2017年3月24日�本�團�惠生（中國）投�訂立補�協議���訂日期�為2016年 12月 19日的��租�協議�物��
理服�協議的�干���自2017年4月1日�生效�租金已由每年人民幣3,212,000元����整至每年人民幣3,809,000元�
而物��理服�費則由每年人民幣528,000元����整至每年人民幣655,000元�參考�的物�增加的�面建�面積大小
�定�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惠生（中國）投�的租金收��服�收��別為人民幣1,905,000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人民幣 1,737,000元）�人民幣327,000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96,000元）�

(a)(v) 於2018年 1月 12日�2018年2月28日�惠生��（作為許可人）�本�團訂立��使用許可協議��授予本�團�別於中國
�部�������港﹑俄羅斯﹑�國﹑�大利亞﹑�盟���瑞拉永久�獨家�償使用��的�利�

(a)(vi)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惠生（中國）投���代價就本�團�授銀行融�人民幣562,000,000元（截至2017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1,000,000,000元）向�干銀行提供���於2018年6月30日�已提�貸�人民幣232,732,000元（2017

年 12月31日:人民幣227,332,000元）（附註 16）�

(a)(vii)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惠生南��其物��廠��設��土�使用�質押�舟山惠生�其土�使用�質押��就
本�團�授銀行融�人民幣500,000,000元提供���於2017年6月30日�已提�貸�人民幣54,328,000元�

(a)(viii) 於2012年 11月30日�惠生���本�司就使用�惠生���義登記的域�「wison-engineering.com」（「域�」）的�利訂立
域�授�協議（「域�授�協議」）�根�域�授�協議�惠生��已同意��代價向本�司授出免費獨家使用域�的授��
而本�司亦���關授��域�授�協議並�期限�在惠生��不再為本�司�東��干�況下可予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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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17. 關�方交易（續）
附註:（續）

(a)(ix) 於2017年5月11日�惠生工��惠生南�訂立加工組裝合同����惠生工��合同價人民幣13,500,000元��惠生南�於
中國加工�組裝用於本�團一項項目的��預製構件�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產生交易金額（截至2017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

(a)(x) 於2017年6月 13日�惠生工��惠生南�訂立預製供�合同����本�團��合同價人民幣 102,860,000元��惠生南�
就一項於中國的�三方項目�行結構設計�油漆採購�預製�組裝部��工設����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產生
交易金額人民幣45,213,000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a)(xi) 於2017年8月22日�本�司間���附屬�司Wison Petrochemicals (NA), LLC�惠生南�訂立買賣合同����本�團��
惠生南�供應�干�廊�����件�用於其於�國德克�斯�之建�項目��合同價為7,376,000�元�截至2018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產生交易金額7,376,000�元（相�於人民幣48,075,000元）�

(a)(xii) 於2018年5月 11日�Wison Petrochemicals (NA), LLC�惠生海洋�惠生南�訂立���鋼結構製�工�合同����Wison 

Petrochemicals (NA), LLC��惠生海洋�惠生南��行���鋼結構製�工���於�國德克�斯�實�建立�密度�乙�
(LDPE)輔助設�界� (OSBL)設�����裝項目��合同價為 1,850,000�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產生交易金額
916,000�元（相�於人民幣5,969,000元）�

(a)(xiii) 於2018年5月 11日�Wison Petrochemicals (NA), LLC�惠生海洋訂立���構件式鋼結構���預製合同����Wison 

Petrochemicals (NA), LLC��惠生海洋就�國德克�斯�的一項乙二�裝置�行���構件式鋼結構���預製工���合
同價為26,000,000�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產生交易金額�

(a)(xiv) 於2018年5月25日�惠生（中國）投�發出��函�就��惠生（中國）投�同意自��函日期�至2019年 12月31日止�續
向本�司提供財政支���便本�司可於日常����中�續經�其����償�行其義��

(a)(xv) 於2018年6月6日�本�團�寧波�宇尚�已�立合作�件轉讓協議����寧波�宇尚��向本�團轉讓惠生工��部
��的25%��代價為人民幣350,000,000元���轉讓於本中報日期已完成�

(a)(xvi) 於2018年6月26日�惠生（中國）投��惠生工�訂立技��詢服�框�協議����惠生工�就惠生（中國）投�之項目向
其提供技��詢服��由2018年 1月 1日�生效�為期三年�根�技��詢服�框�協議應付予惠生工�的�詢費用年度上
限為人民幣30,000,000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產生交易金額�

(a)(xvii) 於2018年6月26日�惠生投�（�港）�Wison Petrochemicals (NA), LLC訂立服�協議����Wison Petrochemicals (NA), 

LLC�就惠生投�（�港）現���定���向其提供油��石��疇之�詢�������發展服��由2018年6月7日�
為期一年�而應付予Wison Petrochemicals (NA), LLC之費用乃根�提供服�所投�之�間�定�並�每小�218.75�元的費
率收��加實報實�開支�根�服�協議應付予Wison Petrochemicals (NA), LLC的費用年度上限為617,000�元�截至2018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產生交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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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17. 關�方交易（續）
附註:（續）

(a)(xviii) 於2017年9月26日�惠生工��泰興天馬訂立一��工�採購建設合同����泰興天馬��代價人民幣125,420,000元（該
金額��增長至人民幣 133,777,000元）��惠生工��行共�氫�油樹�項目的建設工作�該項目的初步期限為2017年9月
20日至2018年2月28日�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產生相關交易金額人民幣39,826,000元�

 本�司�事�為�本�團�寧波�宇尚志�江�������訊�惠生南��惠生���惠生（中國）投��惠生海洋�惠
生投�（�港）�舟山惠生�泰興天馬的交易��共同協定的���行�

(b) 關�方結�: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應收同�附屬�司�項:
惠生南� – 34,277

惠生海洋 37,308 –

惠生（中國）投� 2 –
   

37,310 34,277
   

應收關��司�項:
泰興天馬 102,110 –

   

應付同�附屬�司�項:
惠生南� 40,369 –

舟山惠生 4 –
   

40,373 –
   

應付���司�項:
河南�思�工��理�詢�限�司（「河南�思�」） 630 630

   

�關��司�同�附屬�司����司的結����押�免息且須於�求�償��關�方結�的賬面值�其�平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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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明�合財���附註（續）

18. �本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未經�核） （經�核）

普���目
法定:
每�面值0.1港元的普��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已發行:
每�面值0.1港元的普�� 4,070,395,400 4,066,566,200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法定:
每�面值0.1港元的普�� 1,622,757 1,622,757

   

已發行:
每�面值0.1港元的普�� 330,281 329,968

   

本�司�本變動���下:

已發行
���目 �本 ��溢價賬 �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18年 1月 1日 4,066,566,200 329,968 850,993 1,180,961

已行使購�� 3,829,200 313 9,593 9,906
     

於2018年6月30日 4,070,395,400 330,281 860,586 1,190,867
     

3,829,200�購��所附�的�購���購價每�0.837港元�行使���發行3,829,200�����現金
代價（扣除開支�）為3,205,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2,616,000元）�而��溢價則為2,822,000港元（相當
於人民幣2,303,000元）�購���行使��自購��儲�轉撥人民幣7,290,000元至��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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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經�租約��
作為出租人
本�團根�經�租約��出租物��協定租期介乎二至十年�

於�報期結�日�本�團根��租戶所訂立於�下�間到期的不可��經�租約的未來��應收租金�
額�下: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一年� 43,703 53,017

�二至�五年�包括首尾兩年 22,236 36,459

五年� 17 24
   

65,956 89,500
   

作為�租人
本�團根�經�租約��租用�干辦�室物��協定物�租期介乎一至三年�

於�報期結�日�本�團根�於�下�間到期的不可��經�租約的未來��應付租金�額�下: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一年� 17,748 11,068

�二至�五年�包括首尾兩年 4,996 12,420
   

22,744 2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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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金融工具的�平值��平值��
�理層已評估現金�現金結��已�押銀行結��定期存��應收關��司�項�應收同�附屬�司�
項�貿易應收�項�應收���計�預付�項��金�其�應收�項之金融�產�貿易應付�項�應付
���計�其�應付�項�應計費用之金融負債�計息銀行借貸�應付�息�應付同�附屬�司�項�
應付���司�項的�平值�其賬面值相��主�由於��工具於短期�到期所��

首席財�官所��的本�團企�財�團隊負責�定金融工具�平值計量的政���序�企�財�團隊直
�向本�司�事會報告�於各�報日期�企�財�團隊�析金融工具價值變動��定應用於估值的主�
輪�����事會����准估值�並每年兩�就中期�年度財�報告��事會討論估值�序�結果�

21. 出售一間附屬�司
於2018年2月�本�團出售揚�盈實之�部���其於2017年12月31日已被��為�作出售�產�負債�
出售於2018年2月6日完成�

於該交易中出售之�產淨值�下: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已出售�產淨值:
物��廠��設� 31,108 –
預付土�租��項 1,998 –
現金�銀行結� 748 –
貿易應收�項 9,746 –
預付�項�其�應收�項 23,286 –
貿易應付�項 (23) –
其�應付�項�應計費用 (6,360) –

   

60,503 –
   

出售一間附屬�司之收益 25,567 –
   

86,070 –
   

�下�方式支付:
其�應收�項 34,428 –
現金 51,642 –

   

86,0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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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出售一間附屬�司（續）
�關出售一間附屬�司之現金�現金�價物之��淨額�析�下:

2018年 2017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核） （經�核）

現金代價 51,642 –

已出售現金�銀行結� (748) –
   

�關出售一間附屬�司之現金�現金�價物��淨額 50,894 –
   

22. 中期�明�合財�報表的�准
�事會於2018年8月29日�准未經�核中期�明�合財�報表並授�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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