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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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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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ENERGI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航天萬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85）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誠如下文「審閱未經審核全年業績」所述之原因，中國航天萬源國際（集團）有限公
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全年業績審核程序尚未完成。為知
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本公司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謹此提供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
下：

未經審核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 2018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38,307 59,116
銷售成本 (53,642) (53,157)

（毛損）╱毛利 (15,335) 5,959
其他收入 17,914 24,283
其他收益及虧損 (91,518) (190,038)
金融資產及合約資產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4 (531,913) (698,933)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7,772) (73,007)
行政費用 (132,869) (165,525)
財務成本 (80,860) (82,54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5,076) (129,834)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31,359 76,177

除稅前虧損 5 (926,070) (1,233,464)
稅項 6 (3,770) (580)

本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929,840) (1,234,044)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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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年度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7 (59,841) (96,102)

本年度虧損 (989,681) (1,330,146)

其他全面開支：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折算呈列貨幣產生之匯兌差額 1,241 (66,293)

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988,440) (1,396,43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919,667) (1,224,42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59,841) (96,102)

(979,508) (1,320,525)

非控制性權益應佔本年度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0,173) (9,621)

本年度虧損 (989,681) (1,330,146)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977,324) (1,384,076)
非控制性權益 (11,116) (12,363)

(988,440) (1,396,439)

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9 (22.42)港仙 (30.22)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9 (21.05)港仙 (28.03)港仙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 2018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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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12月31日
2019 2018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30,724 133,531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9,741 238,574
使用權資產 6,342 –
商譽 2,004 2,004
無形資產 – 63,165
遞延稅項資產 – 1,64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94,587 206,108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932,381 1,015,299
應收合營企業款 67,351 104,165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 4,800 4,908

1,547,930 1,769,397

流動資產
存貨 41,170 78,29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0 1,101,729 1,760,599
合約資產 204,443 304,759
應收聯營公司款 190,992 252,457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 19,186 20,089
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 78,236 88,838

1,635,756 2,505,03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1 1,332,001 1,467,241
應付聯營公司款 23,372 25,876
應付合營企業款 2,862 2,459
政府補助 696 711
保修撥備 303,477 259,918
應付稅項 1,621 1,888
借貸 659,983 125,542
租賃負債 5,078 –

2,329,090 1,883,635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693,334) 621,398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854,596 2,39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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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政府補助 27,520 28,123

借貸 1,094,019 1,641,178

租賃負債 1,363 –

遞延稅項負債 17,833 18,337

1,140,735 1,687,638

(286,139) 703,15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436,900 436,900

（虧絀）╱儲備 (764,230) 213,15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27,330) 650,053

非控制性權益 41,191 53,104

（虧絀）╱權益總額 (286,139) 703,157

於12月31日
2019 2018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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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財務資料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除另有指示者外，本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呈列及所有價值已約整至最

接近之千位數（「千港元」）。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

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正、縮減或清償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 

週期年度改進

3. 營業額

本集團於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風力發電相關產品 12,345 33,678

出售來自風場運營之電力 25,962 25,438

38,307 5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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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金融資產及合約資產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就來自客戶及聯營公司的合約之貿易結餘確認之減值虧損 (493,080) (698,933)

就應收合營企業款確認之減值虧損 (38,833) –

(531,913) (698,933)

5. 除稅前虧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虧損於扣除下列各項：

董事酬金 4,703 5,415

其他員工成本 58,730 68,093

其他員工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0,460 11,286

73,893 84,794

核數師酬金 3,150 3,200

無形資產攤銷 9,577 30,410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31,516 40,09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4,081 28,415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5,698 –

就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支付之最低租金 – 10,005

短期租賃付款 3,791 –

研發開支 13,890 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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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本年度稅項支出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1,725 3,193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309

1,725 3,502

遞延稅項支出╱（抵免） 2,045 (2,922)

3,770 580

7.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終止其儲能及相關產品經營業務，原因是年內

的經營業績及財務表現轉差。其已於未經審核綜合全面收益表中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比較數

字已重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概無擬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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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基本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及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979,508) (1,320,525)

加：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 59,841 96,102

就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而言的虧損 (919,667) (1,224,423)

股份數目

2019 2018

就每股基本虧損而言之股份數目 4,368,995,668 4,368,995,668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就每股基本虧損而言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979,508) (1,320,525)

所採納的分母與上文詳述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者相同。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虧損每股1.37港仙（二零一八年（經重列）：2.20港仙），乃根據已終

止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59,841,000港元（二零一八年（經重列）：96,102,000港元）及上述計算每

股基本虧損所用之分母計算。

由於該兩個年度均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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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應收款

本集團就銷售貨品向客戶提供不超過六個月的信貸期。執行董事酌情允許數名主要客戶於信貸

期後一年內結算。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與各收益確認日期相若）列示之並無已收票據之貿

易應收款（扣減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30日內 3,700 11,023

31至90日 1,837 3,702

91至180日 1,171 28,829

181至365日 12,248 6,467

超過一年 493,744 893,799

512,700 94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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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包括貿易應付款1,129,823,000港元（二零一八年：944,674,000港元）。本集團

通常從供應商取得30至90日的信貸期。貿易應付款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30日內 9,361 19,010

31至90日 11,431 8,697

91至180日 2,233 11,053

181至365日 32,181 35,255

超過一年 1,074,617 870,659

1,129,823 944,674

12.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12月31日 10,000,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及2019年12月31日 4,368,995,668 43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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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未經審核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持續經營營業額約為3,800萬港元，而
二零一八年營業額約為5,900萬港元，減少2,100萬港元或減少35.6%。

二零一九年營業額中，約1,200萬港元來自銷售風力發電相關產品及約2,600萬港元來
自風場運營，而二零一八年營業額中，約3,400萬港元來自銷售風力發電相關產品及
約2,500萬港元來自風場運營。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約為98,000萬港元，而二零一八年本公司權益持有
人應佔年度虧損約為132,100萬港元，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減少34,100萬港
元或下降25.81%。主要由於1)風機行業的市場前景仍具重重挑戰；2)風機分部相關資
產可能須計提減值撥備；及3)貿易應收款可能須計提大額減值撥備。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以及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分別
為22.42港仙（二零一八年：30.22港仙）及21.05港仙（二零一八年：28.03港仙）。於下文
「股息」一段所呈列，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
期股息（二零一八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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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風力發電業務

國家能源局在二零一七年發佈的第52號文件對本集團風機業務的影響尚存，二零一八
年度發佈的第47號文件意在去除非技術成本。本年度國家發展改革委發佈《關於完善
風電上網電價政策的通知》（發改價格[2019] 882號），規定新核准的集中式陸上風電
項目上網電價全部通過競爭方式確定，風電行業正邁入去補貼、度電成本競爭的全面
競價時代。給本集團風機板塊業務發展及商業模式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風場營運

本集團營運之風場包括控股經營之航天龍源（本溪）風電場，容量2.465萬千瓦，安裝
29台850KW風機；參與投資運營的三個風場：吉林龍源通榆風電場，容量20萬千瓦，
安裝236台850KW風機；江蘇龍源如東風電場，容量15萬千瓦，安裝100台1.5MW風機；
及內蒙古大唐萬源興和風電場，容量4.95萬千瓦，安裝55台900KW直驅風機。

上述風場營運業務對本集團的貢獻相對穩定。

汽車發動機管理系統業務

本集團合營公司北京德爾福萬源發動機管理系統有限公司為國內汽車電噴領域的主
流供應商。二零一九年，受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及國六排放標準實施在即等國家政策和
市場環境調整的影響，公司經營業績仍然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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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之公佈所披露，本集團風力發電相關產
品業務中的主要業務風機生產業務擬備訂單面臨承接後難以履約的風險，原因是：
(a)由於受到（其中包括）近期新冠病毒疫情爆發的影響，本公司為上述訂單擬備的風
電設備的部分關鍵配套設備供應商發貨進度難以滿足二零二零年年底前項目併網的
進度需求；及(b)本公司風機產品生產業務目前並無活躍的計劃項目，而本公司以來
單定制模式實施生產。

風電行業電價財政補貼機制（「政策補貼」）預計將自二零二零年年底實現退出，此後
所有尚未併網的風場將無法再獲得政策補貼，因而本集團風力設備生產需求預計將
受到嚴重影響。

本公司某型風機產品存在尚未解決的關鍵部件質量技術缺陷，導致本公司獲取風機
產品業務訂單的難度日漸增加，且需投入財務資源予以解決。

本公司已採取有關步驟以嘗試應對其風機生產業務之挑戰，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
將繼續經營業務，以就風力發電相關產品及風場營運提供維修服務。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負債比率

根據未經審核財務資料，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資產為318,400萬港
元，而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資產為427,400萬港元，總資產下降109,000萬
港元或25.5%。

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為7,800

萬港元，而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8,900萬港元，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
及現金下降1,100萬港元或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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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所有借款均以人民幣（「人民
幣」）作為單位。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固定利率計息的借款為175,400

萬港元，而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176,700萬港元，該項銀行借款下降1,300

萬港元或0.7%。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為1.09及0.55，分別以負債總
額與資產總值的比率及借貸總額與資產總值的比率表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0.84及0.41）。

資本結構

本集團透過營運產生的內部資源及借款應付其流動資金需求。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已抵押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7,800萬港元，而於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已抵押銀行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8,900萬港元，現
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1,100萬港元。

本集團資產抵押

除本公佈所述者外，本集團並無重大資產獲抵押。

或然負債

截至本公佈日期，本公司部分附屬公司涉及16起與商業對手方的合約付款糾紛未決
法律訴訟，索賠總額約38,000萬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合共約30,500萬
港元已入賬為貿易應付款。

此外，本公司部分附屬公司涉及五起已結案的法律訴訟，未償還的索賠總額約5,900

萬港元，該等法律訴訟亦與與商業對手方的合同付款糾紛有關。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合共約5,900萬港元已入賬為貿易應付款。

除本公佈所述者外，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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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後非調整事項

關連人士提供財務資助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集團與一家本集團之最終控股股東之全資附屬公
司就向本集團提供為數人民幣300,000,000元（相當於約330,000,000港元）之貸款融資
訂立貸款協議，該等貸款融資將以本集團所持有之合營公司，北京德爾福萬源發動機
管理系統有限公司之所有股份押記作抵押。

貸款協議及股份押記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獲獨立股東批准。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香港總部辦公室共有僱員12人（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8人），而中國內地辦事處共有僱員354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439人）。僱員薪酬乃按照個別僱員之表現及不同地區現行之薪金趨勢而釐定，每
年會進行檢討。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強制性公積金及醫療保險。此外，本集團設有由
董事酌情釐定之表現花紅。

外幣風險

於二零一九年，由於本集團主要業務主要為以人民幣結算之中國本土銷售，而支付予
供應商之款項亦主要以人民幣結算，故所面對的外幣風險較小。本集團主要於中國開
展業務，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結算，並無因匯率變動引起的重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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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倘本公司於完成審核程序後，將刊發的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
核全年業績在所有重大方面與載於本財務資料的未經審核全年業績維持一致結果，
則董事會決議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一八
年：無）。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嚴格的企業管治標準。旨在維護公司在各業務方面均能貫徹高水平
的道德、透明度、責任及誠信操守，並確保所有業務運作符合適用法律及法規。

董事會認為，於二零一九年全年，本公司已應用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的原則及遵守其守則
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證券交易行為守則，其乃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作為其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在回
應本公司具體查詢時，所有董事確認於二零一九年內均已遵守證券交易行為守則內
所載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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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未經審核全年業績

由於（其中包括）中國部分地區因對抗新型冠狀病毒（COVID-2019）而實施限制，截
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的審核程序尚未完成，其中包括（但不
限於），對審核本集團是否擁有足夠財務資源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及來
自客戶及聯營公司的合約之貿易結餘之減值虧損。倘該等未決事宜未能得到令本公
司核數師滿意的解決，本公司不能排除核數師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中一個或多個此類
領域發表免責聲明的可能性。本公佈所載列之未經審核業績尚未取得本公司核數師
同意。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完成審核程序後，將會刊發有關
經審核業績公佈。

本公佈所載列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已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進一步公佈

於審核程序完成後，本公司將刊發進一步公佈，內容有關(i)經本公司核數師同意截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及經比較本公佈所載列之未經審核
全年業績的重大相異之處（如有）（預期將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底或之前刊發）；(ii)擬
即將召開的股東周年大會的建議日期；及(iii)為確定股東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資格而暫停本公司普通股股份過戶登記的日期（及建議有關支付股息（如有）的
安排）。此外，如在完成審核程序過程中有其他重大進展，本公司將在必要時刊發進
一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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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所載列有關本集團全年業績之財務資料為未經審核且尚未取得核數師同意。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航天萬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劉志偉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劉志偉先生、李磊先生、韓慶
平先生、許峻先生和王光輝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劉斐先生、吳君棟先
生和李大鵬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