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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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 國 電 力 國 際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China Pow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2380） 
 

內幕消息 
 

二零一九年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本公告乃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並連同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和
13.10B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內幕消息條

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於中

國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 2018年度第一期人民幣 20億元中期票據。就有

關該中期票 據相關 文件的詳情 可在中 國貨幣網網 站 www.chinamoney.com.cn
查閱。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法例法規，於該中期票據存續期間，本公司須於

每年八月三十一日前披露其上半年的財務報表。以下為本集團及本公司根

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有關財務報表已在中國貨幣網

和 上 海 清 算 所 網 站 披 露 ， 網 址 分 別 為 www.chinamoney.com.cn 及

www.shclearing.com。  
 

 承董事局命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田鈞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執行董事田鈞，非執行董事關綺鴻及汪先純，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鄺志強、李方及邱家賜。 

  

http://www.chinamoney.com.cn/
http://www.chinamoney.com.cn/
http://www.chinamoney.com.cn/
http://www.shclear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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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簡要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13,843,958  10,824,171   
其他收入  177,872  149,706   
燃料成本  (5,477,394)  (5,034,203)   
折舊  (2,367,208)  (1,891,553)   
員工成本  (1,135,567)  (835,546)   
維修及保養  (320,970)  (298,372)   
消耗品  (151,110)  (139,532)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92,460  61,058   
其他經營開支  (947,455)  (703,231)   
       
經營利潤  3,714,586  2,132,498   
財務收入  68,854  65,291   
財務費用  (1,543,906)  (1,157,61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5,335  65,168   
應佔合營公司業績  (1,683)  (5,038)   
       
除稅前利潤  2,363,186  1,100,303   
所得稅支出  (551,807)  (191,933)   
       
當期利潤  1,811,379  908,370   
       
歸屬：       
本公司股東  976,735  606,389   
非控股股東權益  834,644  301,981   
       

  1,811,379  908,370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的每股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元計算） 
      

－ 基本  0.10  0.06   
       
－ 攤薄  不適用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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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簡要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2,993,831  95,539,610   
使用權資產  7,388,070  -   
興建發電廠預付款  2,800,417  2,388,715   
預付租賃款項  -  1,106,126   
商譽  997,422  951,231   
其他無形資產  874,335  897,014   
聯營公司權益  2,653,771  2,661,367   
合營公司權益  464,977  467,792   
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  3,281,934 
 

3,083,174 
  

遞延所得稅資產  391,514  376,672   
其他非流動資產  5,393,083  4,252,263   
       
  117,239,354  111,723,964     -------------------  ----------------------   

       
流動資產       
存貨  798,611  712,551   
預付租賃款項  -  23,916   
應收賬款  3,356,266  2,784,743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940,023  2,035,965   
應收關聯方款項  883,025  1,061,935   
可回收稅項  16,047  60,496   
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債務工具  372,776  237,299   
受限制存款  14,061  23,69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00,608  1,853,044   
       
  9,681,417  8,793,641     -------------------  ----------------------   

       
劃分為持有待售資產  5,170,490  4,439,122   
  -------------------  ----------------------   

       
資產總額  132,091,261  124,95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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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268,192  17,268,192   
儲備  12,859,758  12,681,726   
       
  30,127,950  29,949,918   

非控股股東權益  14,109,539  12,899,114   
       

權益總額  44,237,489  42,849,032   
  -------------------  ----------------------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73,363  75,341   
銀行借貸  22,288,425  24,551,579   
關聯方授予的借貸  23,836,393  19,044,910   
其他借貸  2,000,000  2,000,000   
租賃負債／融資租賃承擔  4,047,918  3,986,005   
遞延所得稅負債  1,764,121  1,674,188   
其他長期負債撥備  1,044,447  1,054,538   
       

  55,054,667  52,386,56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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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842,044  776,577   
應付建築成本  7,161,667  5,996,79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938,605  1,202,118   
應付關聯方款項  2,202,060  2,535,264   
銀行借貸  8,034,462  6,557,141   
關聯方授予的借貸  7,504,073  6,547,385   
其他借貸  28,000  1,024,959   
租賃負債／融資租賃承擔  1,035,807  1,205,997   
應付稅項  378,927  165,906   
       
  29,125,645  26,012,138   

  -------------------  ----------------------   
       

劃分為持有待售處置組合之相關負債  3,673,460  3,708,996   
  -------------------  ----------------------   
       
負債總額  87,853,772  82,107,695   
  -------------------  ----------------------   

       
權益及負債總額  132,091,261  124,956,727   

       
淨流動負債  17,947,198  16,488,37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99,292,156  95,235,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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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簡要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量       
營運所得現金  5,030,405  3,612,267   
已付利息  (1,596,909)  (1,196,901)   
已付所得稅  (260,064)  (278,359)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3,173,432  2,137,007   
  -------------------  -----------------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付款及興建發電廠之

預付款  (4,186,097) 

 

(4,341,604) 

 

 
使用權資產／預付租賃款項之付款  (61,407)  (28,491)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8,595  7,251   
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流出淨額  (115,574)  (3,329,878)   
向一家聯營公司增資  (10,000)  -   
來自關聯方之還款  449,650  100,000   
向關聯方墊款  (184,000)  -   
已收股息  262,816  181,439   
已收利息  68,854  65,291   
受限制存款增加  (226)  (56,645)   
受限制存款減少  9,857  1,070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757,532)  (7,401,56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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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提取銀行借貸  7,575,604  13,645,291   
提取關聯方授予的借貸  14,515,784  6,121,813   
提取其他借貸  3,000  800,000   
提取融資租賃承擔  -  200,000   
附屬公司的非控股股東注資  89,797  91,317   
處置附屬公司權益所得款項（未喪失控制

權） 
 

531,066 

 

- 

  

償還銀行借貸  (8,479,895)  (11,553,993)   
償還關聯方授予的借貸  (9,261,188)  (4,522,156)   
償還其他借貸  (1,000,000)  -   
租賃負債／融資租賃承擔之付款  (1,607,456)  (359,297)   
已付股息  (1,079,241)  (811,912)   
已付附屬公司的非控股股東股息  (238,561)  -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048,910  3,611,063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464,810  (1,653,497)   
於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55,235  4,577,786   
匯兌（損失）／收益，淨額  (17,191)  137   

       
於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02,854 
  

2,924,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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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簡要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  643,875  288,112   
折舊  (13,505)  (226)   
員工成本  (51,752)  (45,190)   
其他收益及虧損，淨額  175,033  -   
其他經營開支  (35,448)  (41,615)   
       
經營利潤  718,203  201,081   
財務收入  144,072  202,409   
財務費用  (220,040)  (177,039)   
       
除稅前利潤  642,235  226,451   
所得稅支出  -  -   
       
當期利潤  642,235  226,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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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簡要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流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332  15,817   
使用權資產  51,505  -   
附屬公司投資  20,410,805  19,714,403   
聯營公司權益  1,654,072  1,654,072   
合營公司權益  372,504  372,504   
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  3,153,376  2,942,667   
授予附屬公司的貸款  1,850,000  1,800,000   
其他非流動資產  134,216  139,178   
       
  27,640,810  26,638,641     ---------------------  ----------------------   

       
流動資產       
授予附屬公司的貸款  4,598,360  5,253,360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2,553  58,822   
應收關聯方款項  67,241  365,268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219,219  184,097   
應收股息  326,603  487,4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27,133  1,157,963   
       
  6,461,109  7,506,966     ---------------------  ----------------------   

       
劃為持有待售的資產  -  720,310   
  ---------------------  ----------------------   
       
資產總額  34,101,919  34,86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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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268,192  17,268,192   
儲備  6,146,003  6,424,493   
       

權益總額  23,414,195  23,692,685   
  ---------------------  ----------------------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5,818,627  5,813,912   
其他借貸  2,000,000  2,000,000   
租賃負債  25,958  -   
遞延所得稅負債  465,922  413,245   
       

  8,310,507  8,227,157   
  ---------------------  ----------------------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182,351  82,651   
應付關聯方款項  651,506  630,424   
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875,607  904,175   
銀行借貸  628,874  1,328,825   
租賃負債  38,879  -   
       
  2,377,217  2,946,075   

  ---------------------  ----------------------   
       
負債總額  10,687,724  11,173,232   
  ---------------------  ----------------------   

       
權益及負債總額  34,101,919  34,865,917   

       
淨流動資產  4,083,892  5,281,201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31,724,702  31,91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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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簡要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量       
營運所得現金  216,249  253,176   
已付利息  (300,241)  (159,485)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83,992)  93,691   
  -------------------  -------------------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付款  (152)  (11,458)   
向附屬公司注資  (332,525)  (611,410)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  -  (3,594,652)   
處置附屬公司權益所得款項（未喪失控制

權） 
 

531,066 
 

- 
  

向附屬公司授予貸款  (4,340,000)  (3,781,580)   
來自附屬公司之還款  4,945,000  5,141,835   
來自一家聯營公司之還款  300,000  100,000   
已收股息  760,898  393,704   
已收利息  84,275  162,859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948,562  (2,200,702)   
  -------------------  -------------------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提取銀行借貸  100,001  4,032,955   
償還銀行借貸  (800,000)  (3,300,000)   
已付股息  (1,079,241)  (811,912)   
       

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779,240)  (78,957)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85,330  (2,185,968)   
於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57,963  4,182,183   
匯兌損失，淨額  (16,160)  -   
       
於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27,133  1,996,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