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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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POW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中 國 電 力 國 際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2380）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的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財務摘要

‧ 營業額約為人民幣6,931,653,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40.68%。

‧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約為人民幣272,986,000元，較去年同期的利潤增加約

人民幣125,268,000元。

‧ 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05元，較去年同期的每股盈利人民幣0.04元增

加約人民幣0.01元。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局欣然（「董事局」）公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規定所編製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經營業績。本中期財務資料未經

審核，惟已獲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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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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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營業額 3 6,931,653 4,927,154

其他收入 4 120,746 12,256

燃料成本 (4,187,555) (3,326,135)

折舊 (806,657) (476,413)

員工成本 (261,664) (184,769)

維修及保養 (196,937) (218,970)

消耗品 (78,395) (77,966)

其他收益 5 113,683 5,074

其他經營開支 (385,986) (200,303)

經營利潤 6 1,248,888 459,928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2,550 6,320

財務費用 7 (722,971) (334,698)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77,027 46,847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6,870) (2,069)

除稅前利潤 608,624 176,328

稅項 8 (242,456) (32,881)

當期利潤 366,168 143,447

應佔︰
　本公司股東 272,986 147,718

　非控股權益 93,182 (4,271)

366,168 143,447

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的
　每股盈利（以每股人民幣計算）

　－基本 9 0.05 0.04

　－攤薄 9 0.05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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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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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當期利潤 366,168 143,447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平值

（減少）／增加，扣除稅項 (574,347) 1,003,770

當期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08,179) 1,147,217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301,361) 1,151,488

　－非控股權益 93,182 (4,271)

(208,179) 1,14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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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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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77,287 41,754,053
　興建發電廠預付款 1,299,171 964,962
　土地使用權 470,270 417,868
　商譽 481,041 467,619
　聯營公司權益 1,552,264 1,575,238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68,800 75,67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849,676 2,821,498
　給予一間同系附屬公司的長期貸款 1,500,000 1,500,0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59,664 107,971
　其他長期資產 139,128 —

49,797,301 49,684,879--------------- ---------------
流動資產
　存貨 411,937 265,165
　應收賬款 11 1,711,474 1,430,454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44,987 689,699
　應收集團公司款項 133,261 141,439
　湖北省電力公司應收款項 34,000 34,000
　可回收稅項 1,200 1,196
　衍生金融工具 11,558 —
　已抵押銀行存款 25,000 48,8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52,609 1,910,816

5,126,026 4,521,655--------------- ---------------

資產總額 54,923,327 54,206,534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5,121,473 5,121,473
　股份溢價 4,303,111 4,303,111
　儲備 2,423,200 3,013,810

11,847,784 12,438,394
非控股權益 2,451,078 2,442,996

權益總額 14,298,862 14,881,3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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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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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91,250 96,636
　長期銀行借貸 23,693,039 23,934,020
　最終控股公司授予的長期借貸 1,473,816 1,473,816
　應付中電投財務有限公司
　　（「中電投財務」）長期借貸 1,150,000 1,150,000
　其他長期借貸 1,230,833 1,384,833
　融資租賃承擔 184,972 184,755
　遞延所得稅負債 496,670 661,246
　其他長期負債 14,450 17,380

28,335,030 28,902,686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2 635,423 498,178
　應付建築成本 1,121,379 1,297,85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791,317 807,284
　衍生金融工具 — 71,441
　應付集團公司款項 1,472,973 1,292,997
　中電投財務授予的款項 270,295 270,295
　中電投財務授予的短期借貸 2,050,000 1,450,000
　長期銀行借貸的流動部份 1,679,197 1,276,716
　短期銀行借貸 3,350,000 2,550,000
　其他銀行借貸 680,464 682,820
　融資租賃承擔的流動部分 24,244 24,244
　應付稅項 214,143 200,630

12,289,435 10,422,458
--------------- ---------------

負債總額 40,624,465 39,325,144
--------------- ---------------

權益及負債總額 54,923,327 54,206,534

淨流動負債 7,163,409 5,900,803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2,633,892 43,784,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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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的財政年結日為十二月三十一日。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要綜合中

期財務資料乃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簡要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須與

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680,000,000元之銀行貸款已由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

流動負債，乃因本集團違反有關銀行貸款的若干財務契諾所致。相關的銀團其後已於期末

後豁免該等契諾規定。編製本簡要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董事已考慮一切在合理情況下預

期所獲得的資料，並確認本集團已獲取足夠的財務資源，以支持本集團於可見未來繼續經

營業務。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未動用已獲承諾銀行融資約為人民幣

17,630,00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2,168,000,000元），且在適當時會

將若干短期貸款予以再融資及／或重整為長期貸款或考慮其他融資渠道。於該等情形下，

儘管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逾其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

7,163,409,000元，但董事認為本集團將能夠於未來十二個月其負債到期時償還該等負債，

因此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簡要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2 會計政策

編製簡要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a) 採用準則的修訂及詮釋的影響

以下新訂和已修改的準則必須在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年度首次採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業務合併」，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合併和單獨財

務報表」、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聯營投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合營中的權益」的

相應修改，以未來適用法應用於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

度報告期間或之後的業務合併。

此項修訂準則繼續對業務合併應用購買法，但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比較，有若

干重大更改。例如，收購業務的所有付款必須按收購日期的公平值記錄，而分類為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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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或有付款其後須在利潤表重新計量。個別收購基準有不同選擇方案，可按公平值

或按非控制性權益應佔被收購方淨資產的比例，計量被收購方的非控制性權益。所有

收購相關成本必須費用化。

下列準則的修訂本及詮釋必須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內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現金結算股份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的修訂「持作待

　（編入二零零八年版香港財務報告 　售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準則的改進） 　擬出售附屬公司控股權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採納該等準則的修訂及詮釋並無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b) 尚未生效但本集團已提早採納的已修訂準則

本集團經已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關聯方披露」。該修訂引入香港會

計準則第24號豁免與政府相關實體及政府有關交易遵守的所有披露規定。該等披露已

由披露政府名稱及彼此關係性質、任何獨立重大交易性質及金額以及任何按質或按量

計對集體而言屬重大交易的範圍的規定所取代。

(c)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準則的修訂及詮釋

以下準則修訂本及詮釋經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並供提早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毋須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披露比較資料的有限豁免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14號 最低資金需求預付款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1

1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2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年度期間生效



– 8 –

董事預計採納該等新準則、準則的其他修訂及詮釋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構

成重大影響。

(d) 二零零九年會計政策變動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在建工程除外）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內按其重

估金額減往後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列賬。本集團業務近年有重大發展，特別是於二零

零九年收購五凌電力有限公司（「五凌」）及其附屬公司（統稱「五凌電力」）之後，本公

司董事認為本集團繼續採納該等會計政策不再切實可行，而運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下的成本模型將使綜合財務報表可向賬目使用者提供有關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的更

合適及相關的資料。因此，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更改

其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會計政策以跟隨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下的成本模型，由二零

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這會計政策上的變更已追溯應用，並重列出相應過往比較期間的比較數字。這一變更

並無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資產淨值以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及現金流造成影響。

有關上述會計政策變動的影響詳情，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全年財務報表中披露。對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綜合收益表（節錄）

的影響如下：

先前呈列 變動的影響 經重列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471,094) (5,319) (476,413)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46,198 649 46,847

除稅前利潤 180,998 (4,670) 176,328

稅項 (33,411) 530 (32,881)

當期利潤 147,587 (4,140) 143,447

應佔：

本公司股東 151,858 (4,140) 147,718

非控股權益 (4,271) － (4,271)

147,587 (4,140) 14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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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呈列 變動的影響 經重列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的

　每股盈利（以每股人民幣計算）

　－基本 0.04 － 0.04

　－攤薄 0.04 － 0.04

3 營業額、收入及分部資料

期內確認的收入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向地區及省級電網公司售電（附註 (a)） 6,931,653 4,769,247

提供代發電業務（附註 (b)） — 157,907

6,931,653 4,927,154

附註：

(a) 根據本集團及相關地區及省級電網公司所訂立的購電協議，本集團按與相關地區或省

級電網公司協定且相關政府機關批准的電費向該等電網公司售電。

(b) 按雙方協議價提供代發電業務，替其他電廠發電予當地電網公司的收入。

分部資料

本集團營運總決策者為負責作出策略決策的執行董事及若干高級管理層（統稱為「營運總

決策者」）。營運總決策者檢討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內部報告以評估業績及分配資源。

管理層基於該等報告確定業務分類。目前，於中國「生產及銷售火電」及「生產及銷售水電」

被確定為本集團的唯一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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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總決策者以除稅前的利潤╱虧損為衡量基準來評估業務分部的表現，不計可供出售金

融資產所得股息（若有）及非經常性項目（例如因獨立非經常性事件導致的減值）的影響。

向營運總決策者所呈報的其他資料乃按與財務報表內所載者貫徹一致的基準予以衡量。

分部資產不包括按集中基準管理的遞延稅項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給予一間同系附屬

公司的長期貸款、衍生金融工具及公司資產。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呈報

火力發電 水力發電 分部總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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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售電 5,735,517 1,196,136 6,931,653 — 6,931,653

提供代發電業務 — — — — —

5,735,517 1,196,136 6,931,653 — 6,931,653

呈報分部業績 421,225 851,520 1,272,745 — 1,272,745

呈報分部業績與

當期利潤的對賬如下：

呈報分部業績 421,225 851,520 1,272,745 — 1,272,745

未分配收入 — — — 23,022 23,022

未分配開支 — — — (46,879) (46,879)

經營利潤 421,225 851,520 1,272,745 (23,857) 1,248,888

利息收入 1,283 1,218 2,501 10,049 12,550

財務費用 (285,172) (436,505) (721,677) (1,294) (722,971)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77,027 — 77,027 — 77,027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6,870) — (6,870) — (6,870)

除稅前利潤 207,493 416,233 623,726 (15,102) 608,624

稅項 (81,479) (160,351) (241,830) (626) (242,456)

當期利潤 126,014 255,882 381,896 (15,728) 366,168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 1,058,277 756,637 1,814,914 926 1,815,84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08,257 294,743 803,000 3,657 806,657

土地使用權攤銷 666 3,014 3,680 — 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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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呈報

火力發電 水力發電 分部總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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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其他分部資產 20,435,480 27,197,096 47,632,576 — 47,632,576

商譽 — 481,041 481,041 — 481,041

聯營公司權益 1,534,413 — 1,534,413 17,851 1,552,264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54,231 — 54,231 14,569 68,800

其他長期資產 — 139,128 139,128 — 139,128

22,024,124 27,817,265 49,841,389 32,420 49,873,80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849,676

給予一間同系附屬公司

　的長期貸款 1,500,0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59,664

衍生金融工具 11,558

其他未分配資產 1,628,620

綜合資產負債表內的

資產總值 54,923,327

分部負債

其他分部負債 (2,120,148) (794,302) (2,914,450) — (2,914,450)

借款 (13,329,839) (22,150,555) (35,480,394) (97,250) (35,577,644)

(15,449,987) (22,944,857) (38,394,844) (97,250) (38,492,094)

應付一家中間控股公司的

購買代價 (1,188,417)

應付稅項 (214,143)

遞延所得稅負債 (496,670)

其他未分配負債 (233,141)

綜合資產負債表內的

負債總值 (40,624,465)



– 12 –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呈報

火力發電 水力發電 分部總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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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售電 4,769,247 — 4,769,247 — 4,769,247

提供代發電業務 157,907 — 157,907 — 157,907

4,927,154 — 4,927,154 — 4,927,154

呈報分部業績 503,331 — 503,331 — 503,331

呈報分類業績與

當期利潤的對賬如下：

呈報分部業績 503,331 — 503,331 — 503,331

未分配收入 — — — 2,986 2,986

未分配開支 — — — (46,389) (46,389)

經營利潤 503,331 — 503,331 (43,403) 459,928

利息收入 1,261 — 1,261 5,059 6,320

財務費用 (327,888) — (327,888) (6,810) (334,698)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46,847 — 46,847 — 46,847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2,069) — (2,069) — (2,069)

除稅前利潤 221,482 — 221,482 (45,154) 176,328

稅項 (32,869) — (32,869) (12) (32,881)

當期利潤 188,613 — 188,613 (45,166) 143,447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 592,067 — 592,067 9 592,07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76,399 — 476,399 14 476,413

土地使用權攤銷 448 — 448 —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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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呈報

火力發電 水力發電 分部總計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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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其他分部資產 19,440,473 26,281,850 45,722,323 — 45,722,323

商譽 — 467,619 467,619 — 467,619

聯營公司權益 1,557,387 — 1,557,387 17,851 1,575,238

共同控制實體權益 61,101 — 61,101 14,569 75,670

21,058,961 26,749,469 47,808,430 32,420 47,840,85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821,498

給予一間同系附屬公司

　的長期貸款 1,500,0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7,971

其他未分配資產 1,936,215

綜合資產負債表內

的資產總值 54,206,534

分部負債

其他分部負債 (2,254,982) (707,207) (2,962,189) － (2,962,189)

借款 (12,778,765) (21,293,735) (34,072,500) (100,000) (34,172,500)

(15,033,747) (22,000,942) (37,034,689) (100,000) (37,134,689)

應付一家中間控股

　公司的購買代價 (1,188,417)

衍生金融工具 (71,441)

應付稅項 (200,630)

遞延所得稅負債 (661,246)

其他未分配負債 (68,721)

綜合資產負債表內

　的負債總額 (39,32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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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轉移電量收入 12,565 9,048

提供維修及保養服務所得收入 16,801 —

酒店業務收入 20,049 —

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的利息收入 38,611 —

租金收入 31,433 222

管理費收入 1,287 2,986

120,746 12,256

5 其他收益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遞延收入攤銷 5,737 5,074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收益 16,031 —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收益 82,999 —

其他 8,916 —

113,683 5,074

6 經營利潤

經營利潤已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土地使用權攤銷 3,680 44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06,657 476,413

租賃土地及樓宇的經營租金 17,237 16,638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61,664 184,769

撇減開業前開支 17,922 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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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費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支出：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貸 151,702 59,223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貸 597,056 248,114

　－短期其他借貸 — 364

　－須五年內悉數償還的其他長期借貸 10,058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中電投財務授予的款項 7,700 6,760

　－向中電投財務支付的短期借貸 28,741 3,655

　－須五年內悉數償還中電投財務授予的長期

　　借貸及應付款項 23,308 13,953

　－毋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最終控股公司的長期借款 37,059 —

　－融資租賃承擔 5,802 7,809

861,426 339,878

減：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化金額 (193,747) (5,171)

667,679 334,707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5,292 (9)

722,971 334,698

上述撥充資本的借貸按加權平均年利率約4.8%（二零零九年：4.8%）計息。



– 16 –

8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在香港並無任何估計應課稅利潤，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準備（二零零

九年：無）。

除以下所披露者外，中國現行所得稅乃按期內的估計應課稅利潤的25%（二零零九年：25%）

法定稅率計算。

從簡要綜合收益表計入的稅項金額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重列）

中國當期所得稅 139,707 33,225

遞延稅 102,749 (344)

242,456 32,881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應佔聯營公司稅項為人民幣18,647,000元（二零零九

年：人民幣746,000元，經重列），已計入期內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根據中國相關所得稅法規及規例，作為從事能源、運輸或基建行業外資企業的本集團若干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享有優惠所得稅稅率。該等公司於二零一零年的有關稅率為22%（二

零零九年：20%），其後兩年至二零一二年止的稅率由24%逐步增至25%。本集團於二零零

五年所收購的一家附屬公司之稅率會由二零一零年的22%（二零零九年：10%）於其後兩年

年內逐步增至二零一二年的25%。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開業的若干附屬公司

亦享有自營運年度起計兩年毋須繳付所得稅，及其後享有50%的所得稅寬減，稅率於其後

三年逐步增至25%。期內，該等公司享有的減免稅率為11%到12.5%之間，其後逐步增至二

零一三年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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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除以期內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經重列）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千元） 272,986 147,718

已發行股份的加權平均數（千股） 5,107,061 3,605,611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元） 0.05 0.04

(b) 攤薄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已對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作出調整，以假設所有具攤薄

潛力之未來行使購股權悉數轉換。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期間，因行使未行使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因此兩期之間每股攤薄盈利均等於

每股基本盈利。

10 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零）。

11 應收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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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地區及省級電網公司賬款（附註 (a)） 1,468,123 1,335,287

應收其他公司賬款（附註 (a)） 1,738 459

1,469,861 1,335,746

應收票據（附註 (b)） 241,613 94,708

1,711,474 1,43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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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即將到期，故應收賬款及票據的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所有應收賬款及票據均以人民

幣計值。

附註：

(a) 本集團一般向客戶提供15至60日的信貸期，由售電月份的月終起計。該等應收賬款的

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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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3個月 1,469,861 1,335,746

(b) 應收票據一般於90至180日（二零零九年：90至180日）內到期。

12 應付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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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賬款（附註 (a)） 381,898 178,785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附註 (a)） 220,525 194,112

602,423 372,897

應付票據（附註 (b)） 33,000 125,281

635,423 498,178

由於應付賬款及票據於短期內到期，故其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所有應付賬款及票據均以

人民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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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應付賬款的一般信貸期介乎60至180日。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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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至6個月 559,343 350,916

7至12個月 2,345 82

1年以上 40,735 21,899

602,423 372,897

(b) 應付票據為平均於6個月內到期的交易票據（二零零九年：6個月）。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概覽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計權益裝機容量為11,752兆瓦，較上年

底的11,177兆瓦增加5.14%。本集團營業額約為人民幣6,931,653,000元，同比增

加約40.68%，本集團股東應佔利潤約為人民幣272,986,000元，同比增加約人民

幣125,268,000元。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05元，比去年同期的人民幣0.04元

增加人民幣0.01元。

二零零九年本公司完成收購並將五凌電力的業績併入本集團的合併範圍。二零

一零年上半年，五凌電力為本集團提供了良好的業績貢獻，累計實現淨利潤約

為人民幣284,527,000元，佔本集團淨利潤77.7%，充分發揮了本集團「水火並舉」

的戰略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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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臨煤價上漲壓力的情況下，本公司引入水電業務可以降低煤價波動帶來的

風險，優化資產結構，改善盈利模式。儘管水電受天氣因素影響較大，但流域

流量常年相對均衡，獲利的穩定性相對較強。隨著在建水電項目的投產，水電

資產整體長期盈利有望保持增長，進一步提升競爭優勢。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淨利潤約為人民幣366,168,000元，同比增加約為人民

幣222,721,000元，淨利潤增加主要是由以下因素所致：

‧ 二零零九年年底公司成功收購五凌電力，水電業務在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為

本集團貢獻淨利潤約為人民幣284,527,000元；

‧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的火電電價調整總體對公司有利，效果在今年上半年顯

現，加之二零一零年國家清理取消優惠電價和實施電價大檢查，使平均火

電電價同比上升1.75%；

‧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火電發電量穩步增長，發電量同比增加2,308,563兆瓦

時。

電力市場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11.1%，全國全社會用電量同

比增長21.57%，帶動發電量同比增長約19.3%。受合併五凌電力及電力需求回

升影響，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發電量同比大幅增長7,130,966兆瓦時。

煤炭市場

二零一零年年初，國內受低溫天氣和來水偏枯影響，國內煤炭需求大幅增長，

價格上升。進入二季度，由於水電增發，火電壓力稍為減緩，電煤供需趨於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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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煤價高位運行。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火電單位燃料成本為人民幣235.15

元／兆瓦時，同比增長21.47元／兆瓦時。

重大投資

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以每股人民幣 4.26元收購上海電力（滬市A股）

390,876,250股股份。於二零零七年，上海電力以資本儲備轉增股本，每10股現

有股份轉增2股，本集團獲轉增股份78,175,250股，使本集團持有的股份總數增

加到469,051,500股，持股比例不變，為21.92%。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出售上海電力股份37,517,584股，平均出售價格約

為每股人民幣4.59元，投資收益約為人民幣16,031,000元，持股比例由21.92%下

降至20.17%。

本集團對上海電力的股權按「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核算。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本集團持有股權的公平值約為人民幣1,721,820,000元。

新建電廠

本集團建設中的火電項目有福溪電廠和新塘電廠，總裝機容量為1,800兆瓦，本

公司應佔權益裝機容量為912兆瓦；水電項目有白市電廠、托口電廠和黑麋峰

電廠，總裝機容量為1,850兆瓦，本公司應佔權益裝機容量為1,126兆瓦。目前，

項目建設進展順利。

環保節能

本公司在發展上注重低碳、環保和節能，在二零零九年，本集團成功收購五凌

電力，引進水力發電清潔能源，進一步加大了環境保護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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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所有火電機組均安裝了脫硫設施並正常投入運行，脫硫效率大於93%，

污染物排放量大幅降低，有利於環境保護工作。本集團持續改善能耗指標，上

半年平均供電煤耗同比降低6.31克／千瓦時。

本集團下屬電廠運營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權益裝機容量為11,752兆瓦，其中火力

發電9,129兆瓦；水力發電2,623兆瓦。本集團總權益裝機容量較上年年底的

11,177兆瓦增加5.14%，增加原因主要是黑麋峰兩台300兆瓦機組在六月底投產。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總發電量約為23,862,236兆瓦時（不包括聯營公

司），同比增加7,130,966兆瓦時，其中火電發電量19,039,833兆瓦時，同比增加

2,308,563兆瓦時；收購五凌電力，新增水電發電量4,822,403兆瓦時。

經營業績

營業額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營業額約為人民幣6,931,653,000元，較上年同期的

約人民幣4,927,154,000元增加約40.68%。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收購五凌電力，

增加了經營收入。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度收購五凌電力後，本集團現時識別的報告分部為「生產

及銷售火電」及「生產及銷售水電」。

經營成本

本集團經營成本主要包括燃料成本、維修和維護、折舊與攤銷，員工成本、消

耗品及其它成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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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經營成本約為人民幣5,917,194,000元，較同比的

約人民幣4,484,556,000元增加約31.95%。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收購五凌電力增加

了折舊費和員工成本、消耗品以及其他費用亦上升。

燃料成本是本集團最主要的經營成本。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燃料成本

約為人民幣4,187,555,000元，佔經營成本總額約70.77%，較上年同期的人民幣

3,326,135,000元增加約25.90%。單位燃料成本約為每兆瓦時人民幣235.15元，較

上年同期的約每兆瓦時人民幣213.68元上升約10.05%。

經營利潤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經營利潤約為人民幣1,248,888,000元，較同比的

經營利潤約人民幣459,928,000元增加約171.54%。

財務費用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財務費用約為人民幣722,971,000元，較上年同期

的人民幣334,698,000元增加約116.01%。本集團半年內採取措施降低了平均利率

水平，減少了利息支出，以及收購五凌電力、貸款額增加等原因，財務費用有

所增加。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應佔聯營公司利潤約為人民幣77,027,000元，較上年同期

的約人民幣46,847,000元增加約人民幣30,180,000元。主要是本集團今年新增聯

營公司湖南華潤電力鯉魚江有限公司。

稅項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稅項支出約為人民幣242,456,000元，較上年同期

的人民幣32,881,000元增加約637.37%。稅項開支增加主要是收購五凌電力增加

稅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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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本公司已經運行的電廠中，平圩一廠、姚孟一廠、常熟電廠和神

頭一廠，全年執行22%的所得稅稅率；平圩二廠減半徵收的優惠期將於二零一

二年結束；而姚孟二廠以及大別山電廠的「兩免三減半」的稅收優惠期將於二零

一三年結束。

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約為人民幣272,986,000元，較上年同

期的約人民幣147,718,000元增加人民幣125,268,000元。

每股盈利及中期股息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別

約為人民幣0.05元和0.05元。

董事會建議，二零一零年中期不派發股息。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952,609,000

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910,816,000元）；本集團的主要資金

來源包括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銀行貸款、項目融資、企業債券及利息

等。流動資產約為人民幣5,126,026,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4,521,655,000元），流動比率為0.42倍（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43倍）。

債務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借款總額約為人民幣35,577,644,000元（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4,172,500,000元）。本集團的所有銀行和其

它借款主要是以人民幣、美元或日圓計值。

本集團所欠債務將會用於一般公司用途，包括資本性支出及營運資金需要。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債務與資本

比率（即借款總額除以股東權益）分別約為300.29%及27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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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性支出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資本性支出約為人民幣1,815,840,000元，主要用

於新機組的工程建設和存量機組的技術改造以及資產並購。資金來源主要來自

項目融資及由本身營運產生的資金。

風險管理

本集團投資和業務經營涉及到匯率、利率、商品價格及流動資金風險。受國際

金融形勢不明朗和美國信貸政策收緊以及煤價攀升等因素的影響，本集團面臨

的財務風險和經營風險有所加大。

為有效管理本集團發展中所涉及的風險，本集團實行全面風險管理，建立了系

統、完整的風險管理機制和內部監控制度體系，並設有負責風險管理的專門機

構，負責執行和落實風險管理措施。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收購五凌電力後，合併資產負債率明顯升高，加大了本集

團財務風險。為控制流動性風險，本集團調整了戰略發展結構，加大了資金管

理力度，採取措施控制資產和負債規模，努力保持負債率的合理水平。

匯率風險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內地經營業務，大部份交易以人民幣結算，除若干現金及銀

行結餘及銀行借款外，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主要以人民幣計值，而收購五凌電

力增加了日圓、美元債務，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及日圓匯率波動加大等因素，

導致本集團匯兌損益的波動加大，從而影響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公司外債餘額折合約人民幣2,312,170,000元（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317,70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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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附屬公司五凌電力訂立衍生金融工具合約，以管理其日圓借款的外匯風

險。衍生金融工具合約主要用於賣出美元兌日圓，名義本金總額合共

3,251,900,000日圓（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81,976,000日圓）。期內，本

集團就本衍生工具合約錄得公平值收益人民幣82,999,000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向一家銀行抵押其物

業、廠房及設備，賬面值約為人民幣274,505,000元，作為人民幣97,250,000元銀

行貸款的抵押。另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若干附屬公司的應

收賬款權利已抵押作為若干銀行借款的擔保。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該等

貸款的已抵押應收賬款約為人民幣833,95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706,744,000元）。

或然負債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僱用6,784名全職僱員。

本集團注重全員業績考核和獎懲機制的建設，按工作表現、工作經驗、崗位職

責以及市場酬金水平釐定董事與僱員的薪酬與福利待遇，並實行薪酬與業績挂

漖的激勵政策。

下半年前景展望

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國內宏觀經濟將保持平穩運行，全社會電力需求將延續增

長，但用電增幅回落。各地調控新政、落實節能減排任務以及下半年水電出力

期望會好於去年等，將帶動煤炭需求回落，能源供需形勢趨於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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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優化資產結構，充分發揮「水火並舉」優勢，擴展收入來源，加強

成本控制，增強公司整體盈利能力；推進「靜水深流」企業文化建設，實現可持

續發展。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購

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九年年報中載列《企業管治報告》。除偏離守則條文A.2.1及A.4

外（已於二零零九年年報中披露），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均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除以上偏離守則條文外，本公司未能遵守守則修文E.1.2。根據E.1.2的規定，董

事局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董事局主席李小琳由於另有公務，因此未能出

席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惟當天本公司執行董事

兼總裁柳光池先生擔任該大會主席，而審核委員會主席及薪酬及提名委員會主

席皆有出席該大會並就任何提問作出回應，以確保與本公司的股東保持有效的

溝通。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行為守則」），其條款不低於上市

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

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間遵守行為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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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設立審核委員會，並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

及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的守則條文釐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

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鄺志強先生、李方先生及徐耀華先生，全部均為獨立

非執行董事。鄺志強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檢

討及監管本集團的財務申報制度及內部監控程序、審閱本集團的財務資料及檢

討本公司與外部核數師的關係。審核委員會及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並無審

核但已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資料。

刊登中期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在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港 交 所」）網 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chinapower.hk及 www.irasia.com/listco/hk/

chinapower/index.htm分別發表。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的副本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或之前寄發予本公司股

東，而中期報告的電子副本將在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發表。

承董事局命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李小琳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執行董事李小琳及柳光池，非執行董事高光夫及關綺

鴻，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鄺志強、李方及徐耀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