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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致辭

2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尊敬的各位股東：

受董事會委托向各位股東提交本公司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以供審閱。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汽車行業經歷了困難、複雜、多變的局面。得益於國內消費者剛性需求的釋放，及

中國政府適時出臺實施的汽車產業調整和振興政策，儘管全球金融危機沒有消退，但是中國汽車行業率先在今

年實現復蘇。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國內汽車生產商累計銷售汽車約610萬輛，同比增長約17.7%，除去交叉型乘用

車、微型貨車，累計銷售約490萬輛，同比增長約11.9%，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

得益於行業的恢復和增長以及集團自身的產品及行銷優勢，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東風汽車集團累計銷售汽車約61

萬輛，同比增長4.0%，其中乘用車銷售約45.1萬輛，同比增長約23.0%；商用車銷售約16萬輛，同比下降約27.5%。

按可比口徑（不包括交叉型乘用車），東風汽車集團乘用車銷售增速高於行業約3個百分點；而商用車業務受制於

實體經濟因素影響，同比仍為負增長，但是月度環比降幅明顯縮窄。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本集團實現合併銷售收入約人民幣390.46億元，同比增長約3.0%，其中乘用車銷售收入約人

民幣302.00億元，同比增長約22.5%；商用車銷售收入約人民幣84.82億元，同比下降約33.7%。股東應佔利潤約人

民幣26.06億元，同比增長約5.4%。

回顧上半年運營，東風汽車集團一方面加強風險防範，加強現金及存貨管理，加強預算及投資管理，加強成本及

費用管理；另一方面在按計劃投放新產品的同時，針對政府對汽車行業消費政策的調整，加快調整產品結構，

並加強行銷工作，使公司產品貼切適應市場需求，最終確保集團能平穩渡過宏觀經濟和行業嚴重困難時期並抓

住迅速復蘇和行業增長的市場機遇，以實現產銷和財務業績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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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致辭

對於今年下半年市場及東風汽車集團產銷的形勢，我們總體保持樂觀的態度，中國宏觀經濟持續改善及穩步增

長、居民消費全面升級、乘用車消費進入普及化階段，都為中國汽車行業長期健康發展提供強勁動力。但同時，

我們仍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面臨的挑戰，主要包括宏觀經濟及行業環境仍具有不確定性、行業競爭加劇、上游行

業成本波動、行業盈利能力繼續受到考驗、行業政策效應衰減、出口形勢嚴峻等。董事會堅信，只有滿懷信心的

同時，時刻警醒風險，洞察行業機會，才能有助於我們做出正確的決策並採取有效的行動，使東風汽車集團的

事業迎難而上，繼續取得全面的進步。

董事長

徐平

中國武漢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公司資料

4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名稱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註冊地址

中國

湖北省

武漢市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

東風大道特1號

郵編430056

中國主要營業地點

中國

湖北省

武漢市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

東風大道特1號

郵編430056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特別行政區

皇后大道東1號

太古廣場三座28樓

公司網站

www.dfmg.com.cn

公司秘書

胡信東

盧綺霞（FCS，FCIS）

合資格會計師

陳育棠
（香港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澳大利亞會計師公會會員）

核數師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香港H股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特別行政區

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

1712–1716室

上市地點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

00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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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報告期內，本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包括：

董事

徐平 執行董事、董事長

劉章民 執行董事、總裁

周文杰 執行董事、執行副總裁

李紹燭 執行董事

范仲 執行董事

童東城 非執行董事

歐陽潔 非執行董事

劉衛東 非執行董事

朱福壽 非執行董事

孫樹義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連烽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賢足 獨立非執行董事

高級管理人員

蔡瑋 副總裁、董事會秘書

監事

葉惠成 監事會主席

溫世揚 獨立監事

鄧明然 獨立監事

周強 監事

任勇 監事

劉裕和 監事

李春榮 監事

康理 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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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部門經理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審計部總經理：汪舒鷗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總經理：汪向東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財務會計部總經理：喬陽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發展部總經理：侯宇明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運營管理部總經理：楊少傑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辦公室總經理：周強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規劃投資部總經理：廖振波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企業文化部總經理：陳鄖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監察部總經理：張昌東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員工關係部總經理：趙書良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證券事務部總經理：胡信東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駐北京辦事處：許躍盛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團委書記：張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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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概況

本集團本期的收入約為人民幣390.46億元，較去年同期

的約人民幣378.96億元增加約人民幣11.50億元，增長

約3.0%。本集團本期的股東應佔利潤約為人民幣26.06

億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4.72億元增加約人民幣

1.34億元，增長約5.4%。每股盈利約為人民幣30.25分，

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8.69分增加約人民幣1.56分，

增長約5.4%。

本期，本集團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約為人民

幣122.21億元，比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42.82億元增加約

人民幣79.39億元，增長約185.4%，表現強勁。

收入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中國國內汽車製造廠商銷售汽

車6,098,812輛，同比增長約17.7%。其中乘用車銷售

4,533,805輛，同比增長約25.6%，狹義乘用車（除去交叉

型乘用車）銷售3,598,288輛，同比增長約19.8%；商用車

銷售1,565,007輛，同比下降約0.5%，除去微型卡車，商

用車銷售1,307,270輛，同比下降5.6%。

東風汽車集團本期累計銷售汽車611,111輛，同比增長

約4.0%，其中乘用車（無交叉型乘用車）銷售為450,998

輛，同比增長約23.0%，按可比口徑超過行業有約3.2

個百分點。商用車（無微型卡車）銷售160,113輛，同比

下降約27.5%。按銷量計算，東風汽車集團在國內汽車

製造廠商的市場佔有率約為10.0%，其中乘用車約為

9.9%，商用車約為10.2%。除去交叉型乘用車及微型卡

車，東風汽車集團的市場佔有率約為12.5%，其中乘用

車約為12.5%，商用車約為12.2%。

本期，本集團總銷售收入約人民幣390.46億元，較去年

同期的約人民幣378.96億元增加約人民幣11.50億元，

增長約3.0%，其中乘用車銷售收入約人民幣302.00億

元，同比增長約22.5%；商用車銷售收入約人民幣84.82

億元，同比下降約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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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集團乘用車銷售收入由去年同期約人民幣

246.49億元增加約人民幣 55.51億元至約人民幣302.00億

元，增幅約為22.5%。其中乘用車整車銷售收入由去年

同期約人民幣212.04億元增加約人民幣55.25億元至本

期的約人民幣267.29億元，增幅約為26.1%。

本期乘用車整車銷售收入錄得可觀的約26.1%增長，這

主要是由於乘用車整車(無交叉型乘用車)總銷量由去

年同期的366,569輛增加84,429輛至450,998輛，同比增

長約23.0%，按可比口徑超過行業有約3.2個百分點。

今年上半年汽車市場快速回升，面對迅速到來的市場

機遇，集團及時研究制定應對策略，進一步加強行銷

工作，加快產品結構調整，快速擴大產銷，為保增長

創造了有利條件。此外，東風汽車集團以豐富的產品

線滿足市場需求，以品牌及優化配置及外型，區分市

場，積極應對購置稅的影響。除本期推出的東風本田

新思域、東風日產新軒逸、東風標致207三廂、東風雪

鐵龍世嘉三廂等新車型及改良車型銷量可人，去年推

出的東風日產逍客、東風日產驪威勁銳版、東風日產

新天籟、東風日產奇駿、東風標致307兩厢、及東風雪

鐵龍新愛麗舍等車型，亦保持穩定持續的銷售。東風

本田新世代CR-V持續旺銷，一直高居SUV銷量冠軍，

本期銷售48,592輛，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約24.4%，遠

遠超過行業增幅。此外，東風汽車集團通過加強銷售

管道的管理及改善產品結構亦提高乘用車的整體平均

銷售價格。

本期，商用車銷售收入由去年同期約人民幣127.85億

元減少約人民幣43.03億元至約人民幣84.82億元，下降

約33.7%。其中銷售商用車整車收入由去年同期約人民

幣117.94億元減少約人民幣41.87億元至本期的約人民

幣76.07億元，下降35.5%。本期，受國內外經濟影響，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銷售收入 車輛數目 銷售收入 車輛數目

人民幣億元 （輛） 人民幣億元 （輛）

乘用車 302.00 450,998 246.49 366,569

商用車 84.82 160,113 127.85 220,843 

其他 3.64 不適用 4.62 不適用

合計 390.46 611,111 378.96 587,412

註： 請注意，雖然上表中的收入數字反映了本集團按比例合併的收入，但上表中的汽車銷售數量有關的數字代表了東風汽車集團在所述時期實際銷售的汽車

數量（未經按比例合併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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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汽車集團商用車整車銷量由去年同期的220,843輛

減少至本期的160,113輛，下降約達27.5%。其中東風汽

車集團的高單價的重型卡車系列受到的影響相對比較

大，產品結構的變化令商用車的整體平均銷售價格下

降。

銷售成本及毛利

本集團本期銷售成本總額約人民幣320.71億元，較去

年同期的約人民幣313.57億元增加約人民幣7.14億元；

本集團本期毛利總額約人民幣69.75億元，較去年同期

的約人民幣65.39億元增加約人民幣4.36億元，增長約

6.7%；毛利率從去年同期的約17.3%上升約0.6個百份點

至本期的約17.9%。其中，乘用車的毛利率從去年同期

的約18.9%上升約0.4個百份點至本期的約19.3%，抵銷

了本集團商用車的毛利率從去年同期的約14.3%下降約

1.3個百份點至本期的約13.0%的影響。

本期，乘用車的毛利率從去年同期的約18.9% 上升0.4

個百份點至本期的約19.3%，乘用車整車的毛利率亦從

去年同期的18.5%上升至本期的約19.6%。這主要因為

(1)東風汽車集團通過加強銷售管道的管理及改善產品

結構提高乘用車的整體平均銷售價格；及(2)雖然本期

日元的匯率上升對成本產生負面影響，但是原材料價

格下降、加速國產化，和優化採購、物流、技術、生產

管理等流程的成本控制措施令單位成本下降。

本期，商用車的毛利率從去年同期的約14.3%下降至本

期的約13.0%，商用車整車的毛利率亦從去年同期的約

13.5%輕微下降至本期的約12.8%，主要因為受宏觀經

濟影響，銷售價格及毛利率相對較高的重型車銷售下

降，另外，在「汽車下鄉」等刺激政策的作用下，銷售

價格及毛利率相對較低的輕型商用車銷售比重增加。

但同時，本集團持續改善固定成本及精細化成本管理，

控制了原材料、能源、人力等成本。

其他收益

本期，本集團其他收益總額約為人民幣5.46億元，較

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5.89億元輕微減少約人民幣0.43億

元，主要由於汽車零配件銷售業務的減少。

銷售及分銷成本

本期，本集團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16.12億元，

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8.83億元減少約人民幣2.71億

元；佔銷售收入的比重，從去年同期的約5.0%，下降

約0.9個百分點至約4.1%，主要由於本期廣告及展銷費

用和市場開拓費用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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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用

本期，本集團管理費用總額約為人民幣12.48億元，較

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2.27億元輕微增加約人民幣0.21

億元。管理費用佔銷售收入的比重，保持在去年同期

的3.2%水準。本期股票增值權公允值攤分金額約人民

幣0.15億元，去年同期股票增值權公允值攤分金額錄得

約人民幣0.88億元的回撥，導致管理費用增加約人民幣

1.03億元。若扣除因股票增值權公允值攤分差額的影

響，本期管理費用總額較去年同期減少了約人民幣0.82

億元，調整後的管理費用佔銷售收入的比重亦同比下

降從去年同期3.5%下降0.3個百分點至3.2%。主要由於

本集團應對外圍經濟環境的挑戰而對管理費用作出積

極而有效的控制。

其他費用

本期，本集團其他費用約為人民幣11.37億元，較去年

同期的約人民幣8.40億元增加約人民幣2.97億元，主

要由於(1)技術開發及轉讓費用由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7.04億元增加約人民幣1.62億元至約人民幣8.66億元；

及(2)本期由於現金流寬裕，本集團相應的減少了外幣

貸款，同時，與去年同期相比，本期人民幣對美元和

歐元的匯率保持穩定，因此產生的匯兌收益比較小，

約為人民幣0.19億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約人民幣2.09

億元匯兌收益，令其他費用上升約人民幣1.90億元。

人工成本

本期，本集團人工成本(包括董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

17.83億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5.28億元，增加約

人民幣2.55億元，原因是(1)汽車產銷量增長導致人工需

求增加；(2)本期股票增值權公允值攤分金額錄得約人

民幣0.15億元，去年同期股票增值權公允值攤分金額的

回撥約為人民幣0.88億元，導致人工成本增加約人民幣

1.03億元。

折舊費用

近年來，本集團為拓展業務，持續增加產能投入，增

加廠房及機器設備的投資，使得本期折舊費用約為人

民幣10.51億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9.49 億元增加

約人民幣1.02億元。 

財務費用

本期，本集團財務費用約為人民幣1.43億元，較去年同

期的約人民幣2.10億元減少約人民幣0.67億元。主要原

因是本期實際利率輕微下跌，及由於現金流寬裕，本

集團相應減少了貸款。

所得稅

本期，本集團所得稅支出約為人民幣6.43億元，較去年

同期的約人民幣3.63億元，增加約為人民幣2.8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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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與資本來源

截至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人民幣億元 人民幣億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122.21 42.82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51.52) (36.77)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3.52) 7.27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67.17 13.32

本期實際稅率約為18.6%，較去年同期的約12.1%，實

際稅率上升約6.5個百份點，主要原因是本集團的若干

公司的稅率因稅改及優惠期屆滿而在期內有所調升。

純利

基於以上原因，本集團本期的股東應佔利潤約為人民

幣26.06億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4.72億元增加約

人民幣1.34億元，增長約5.4%。每股盈利約為人民幣

30.25分，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8.69分增加約人民幣

1.56分，增長約5.4%。

本集團本期的淨利潤率(股東應佔溢利佔收入總額的百

分比)約為6.7%，較去年同期的約6.5%，上升約0.2個百

分點。

本集團本期的淨資產回報率(股東應佔溢利佔平均淨資

產的百分比)約為 23.2%，較去年同期的約26.4%，減少

約3.2個百分點，但較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的約15.2%，上

升約8.0個百分點。

本期，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約為人民幣122.21

億元。該金額主要反映：(1)稅前溢利約人民幣34.58億

元；(2)貿易應收款項、應收票據及預付款項、按金和

其他應收款項減少約人民幣23.50億元；(3)存貨減少

約人民幣27.00億元；及(4)貿易應付款項、應付票據和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增加約人民幣35.80億元。本

期，本集團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表現強勁。

本期，本集團投資活動所動用的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

51.52億元。該金額主要反映(1)為擴大產能和開發新產

品，而購買約人民幣12.45億元的物業、廠房和設備；

(2) 本期已抵押銀行存款及原到期日在三個月或以上的

未抵押定期存款分別增加約人民幣7.97億元及人民幣

34.5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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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集團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約為人民幣3.52

億元，主要因為本期減少約人民幣3.80億元貸款。

本期，本集團的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即不計已抵押銀行

存款及原到期日在三個月或以上的未抵押定期存款)增

加約人民幣67.17億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現

金和現金等價物達約人民幣139.11億元，現金和銀行存

款(即包括已抵押銀行存款及原到期日在三個月或以上

的未抵押定期存款)約達人民幣250.82億元，比較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141.13億元，強勁增

加約人民幣109.69億元。本集團的淨現金(即現金和銀

行存款減借貸)由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

幣54.13億元大幅增加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

民幣167.62億元。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產權比率(按總借

貸為股東權益總額百分比計算) 約為35.3%，比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40.7%有所改善。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約為1.14

倍，比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1.07倍有所上

升。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速動比率約

為0.96倍，比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0.79倍有

所上升。 

本集團本期加強存貨控制及積極降低庫存，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的存貨周轉天數為約38天，較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58天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的約48天均有所改善。 

本集團應收賬款（含應收票據）的周轉天數由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的約61天大幅下降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的約34天，其中應收賬款（不含應收票據）的周轉天

數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約16天下降至約9天。

應收票據的周轉天數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的約45

天大幅下降至約25天，本集團利用主要由具信譽的銀

行承兌的票據加強行銷力度。本集團對應收票據有嚴

謹的管理規章制度，只接受具信譽及實力的客戶的申

請，銀行承兌的票據由客戶的銀行承擔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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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業務

東風汽車集團主要從事商用車、乘用車的製造和銷售業務，主要產品包括商用車（重型卡車、中型卡車、

輕型卡車和客車及商用車發動機和零部件）和乘用車（基本型乘用車、MPV和SUV及乘用車發動機和零部

件）。此外，東風汽車集團還從事汽車製造裝備製造業務、進出口業務 、金融業務 、保險經紀業務和二

手車交易業務等。 

東風汽車集團的商用車及商用車發動機、零部件業務主要集中於東風汽車有限公司（本公司與日產自動

車株式會社（通過日產（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合資成立的合資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東風

汽車集團生產  36種主要的商用車基本系列，包括30種主要的卡車系列和6種主要的客車基本系列，商用

車生產能力為 40.2 萬輛，商用車發動機生產能力為24萬台。

東風汽車集團的乘用車業務主要在以下合資公司開展：東風汽車有限公司、本公司與PSA標致雪鐵龍集

團合資成立的神龍汽車有限公司、本公司與本田技研工業株式會社（部分通過本田技研工業（中國）投資

有限公司）合資成立的東風本田汽車有限公司。乘用車發動機和零部件業務主要在東風汽車有限公司、

神龍汽車有限公司、東風本田發動機有限公司、東風本田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東風本田汽車有限公司

開展。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東風汽車集團生產的乘用車共27個系列，其中包括18個轎車車型系

列、4個MPV車型系列和5個SUV車型系列，乘用車生產能力為91萬輛，乘用車發動機生產能力為122萬台。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主要業務運營資料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中國國內汽車製造廠商生產和銷售汽車分別為5,990,830輛和6,098,812輛，同比增長

分別約15.2%和約17.7%。其中乘用車生產和銷售分別為4,418,935輛和4,533,805輛，同比增長分別約20.7%

和約25.6%，狹義乘用車（除去交叉型乘用車）銷售3,598,288輛，同比增長約19.8%；商用車生產和銷售分

別為1,571,895輛和1,565,007輛，同比分別增長約1.6%和約下降0.5%，除去微型卡車，商用車銷售1,307,270

輛，同比下降5.6%。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東風汽車集團累計生產和銷售汽車分別為586,424輛和611,111輛，同比增長分別約

10.5%和約4.0%。其中乘用車生產和銷售分別為427,507輛和450,998輛，同比增長分別約14.9%和約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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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車生產和銷售分別為 158,917輛和160,113輛，同比下降分別約25.6%和約27.5%。按銷量計算，東風汽

車集團在國內汽車製造廠商的市場佔有率約為10.0%，其中乘用車約為9.9%，商用車約為10.2%。除去交

叉型乘用車及微型卡車，東風汽車集團在國內汽車製造廠商的市場佔有率約為12.5%，其中乘用車約為

12.5%，商用車約為12.2%。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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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億元） (%)

商用車 84.82 21.7

乘用車 302.00 77.3

其他 3.64 1.0

合計 390.46 100.0

東風汽車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商用車和乘用車銷量以及市場佔有率：

銷售量

（輛）

市場佔有率

（%）（註1）

商用車 160,113 10.2（註2）

　卡車 141,642 10.0

　客車 18,471 11.9

乘用車 450,998 9.9（註3）

　基本型乘用車 357,516 11.0

　MPV 12,843 12.5

　SUV 80,639 32.0

合計 611,111 10.0（註4）

註： (1) 根據中國汽車行業協會公佈的統計數字計算。

 (2) 若根據中國國內汽車製造廠商商用車（不包括微型卡車）銷售1,307,270輛計算，東風汽車集團的市場佔有率約為12.2%。

 (3) 根據中國國內汽車製造廠商狹義乘用車（除去交叉型乘用車）銷售3,598,288輛計算，東風汽車集團的市場佔有率約為12.5%。

 (4) 根據中國國內汽車製造廠商商用車（不包括微型卡車）及狹義乘用車（除去交叉型乘用車）銷售4,905,558輛計算，東風汽車集團的市場佔有

率約為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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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東風汽車集團推出多款乘用車新車型及改型車型，包括東風雪鐵龍世嘉三厢、東風

標緻207三廂、東風日產新軒逸及09款新思域等。09款思域上市以來積極應對購置稅政策帶來的負面影

響，月均銷量約7,000台。世嘉三廂上市一月，銷量突破5,000台。新軒逸上市，市場定位合理，同時優化

了配置和造型，銷量呈現良好勢頭。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東風汽車集團針對農副產品和輕泡貨物運輸市場推出了東風天錦T2R40（「小天錦」）。

自今年4月28日正式投放以來，銷售業績良好 。上半年東風商用車在既有的產品線基礎上，推出了2009

新改款產品，如新大力神工程車和有LNG（「液化天然氣」）混合動力燃料技術的天龍和天錦卡車。D310天

龍、大力神系列重卡已經成為商用車重卡銷售的支柱產品，上半年累計銷售16,978輛。

安全生產與環境保護

東風汽車集團嚴格遵守國家有關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積極承擔社會公益責任，在集團內

部建立並完善相關管理制度和責任監督體系，並堅持持續改善的原則。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東風汽車集團遏制了死亡事故、重大火灾事故及鍋爐、壓力容器、壓力管道爆炸事

故，避免危險化學品洩漏、爆炸事故、重大職業中毒事故。東風汽車集團同時加強節能減排工作，2009

年上半年在產量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2009年上半年與2005年同期基準相比，可比價萬元增加值能耗下

降約39%，COD減排約35%，SO2減排約39%。高品質實現階段性節能減排目標。東風日產乘用車公司花

都工廠和神龍汽車有限公司武漢工廠均實現了工業廢水零排放。

銷售及服務網絡

東風汽車集團成員按品牌建立各自獨立運營的銷售和售後服務網絡，通過這些網絡進行產品分銷和向客

戶提供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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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東風汽車集團銷售及服務網絡：

銷售網點 服務網點 覆蓋省份

（個） （個）

商用車 2,186 3,645 31

乘用車 2,322 1,926 31

合計 4,508 5,571 31

業務展望

2009年下半年國內汽車市場剛性需求將持續釋放，同時受國內經濟回暖的作用，加上一系列利好政策促

進，總體仍將延續上半年增長態勢。但受國際市場拖累，下半年，我國汽車出口形勢仍將十分嚴峻。同

時由小排量、微車主導的消費需求增長以及鋼價、油價走勢的不確定性，對企業的成本控制和盈利模式

提出新的考驗。

東風汽車集團將密切關注市場形勢與政策變化。一. 搶抓機遇，調整產品結構，適應市場需要，努力擴大

銷量；二. 繼續堅持穩健經營的原則，進一步加強現金管理、投資管理、可控費用管理，防範各種風險；

三. 強化成本控制，提高盈利能力；四. 加速自主品牌事業發展，促進公司各品牌業務持續健康發展。

二、 中期業績及股息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及本集團於當日的財務狀況載列於本中期報告的第

21頁至42頁未經審閱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董事會決定本公司不就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盈利分派股息。

三、 重大訴訟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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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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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股本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總股本為人民幣8,616,120,000元，分為8,616,120,000股普通股，每

股面值均為人民幣1元。其中內資股總數5,760,388,000股，約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66.86％；H股總數

2,855,732,000股，約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33.14％。

五、 主要股東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權益登記冊的記錄，佔類別已發

行股本5％或以上股本數的人士（不包括本公司董事和監事）的權益及淡倉數目列示如下：

好倉及可供借出股份

名稱 股份類別

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佔巳發行類別

股本百分比

佔總股本

百分比

(%) (%)

東風汽車公司 內資股 5,760,388,000 100 66.86
SCMB Overseas Limited H股 242,282,000(L) 9.76(L) 2.81
Standard Chartered Asia Limited H股 242,282,000(L) 9.76(L) 2.81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股 242,282,000(L) 9.76(L) 2.81
Standard Chartered Holding 
  Limited

H股 242,282,000(L) 9.76(L) 2.81

Standard Chartered Holdings 
  (International) B.V.

H股 242,282,000(L) 9.76(L) 2.81

Standard Chartered MB 
  Holdings B.V.

H股 242,282,000(L) 9.76(L) 2.81

Standard Chartered Private 
  Equity Limited

H股 242,282,000(L) 9.76(L) 2.81

Morgan Stanley H股 261,730,048(L) 9.17(L) 3.04
9,894,643(S) 0.35(S) 0.11

JPMorgan Chase & Co. H股 195,934,443(L) 6.86(L) 2.27
184,050,908(P) 6.44(P) 2.14

UBS AG H股 163,526,917(L) 5.73(L) 1.90
4,307,566(S) 0.15(S) 0.05

註：

L — 好倉

S — 淡倉

P — 可供借出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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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料

六、 董事和監事在公司股本中的權益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未獲悉本公司董事和監事持有本公司任何股本權益並於截至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進行任何有關本公司股本權益的買賣。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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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

期內，本公司概無進行任何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或出售。

九、 財務狀況表日後事項

本公司與母公司東風汽車公司（「母公司」）於2009年5月27日簽署協議（「該收購」），根據該協議，本公司

以對價金額人民幣797,118,175元（相等於港幣約905,579,423元）收購母公司的自主品牌乘用車業務及除土

地、房產外的相關資產。該收購的有關資料巳列載於本公司在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發出的公告內。

該收購巳在二零零九年下半年完成。

十、 股票增值權

本公司股東為高層管理人員採納股票增值權計劃。該計劃的目的是將高層管理人員的財務權益與東風汽

車集團日後的經營業績及H股股價表現掛鈎。本公司不會就股票增值權計劃發行股份。因此，本公司股

東的權益不會因授予股票增值權而攤薄。 

首次授予的股票增值權為55,665,783個單位，授予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授予價格為港幣2.01

元。授出日期起計最少兩年內，不得行使股票增值權，且受以下其他限制規定： 

(a) 授予日期後第三年，可行使的已授股票增值權最多為30%；

(b) 授予日期後第四年，可進一步行使已授股票增值權的35%；及

(c) 授予日期後第五年，可行使其餘的35%已授股票增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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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授予實施方案已獲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並在二零零六年四月十九日於董事會會議

上獲得批准。 

二零零七年本公司實施第二次股票增值權授予計劃 ，授予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 。此次授予股

票增值權為31,417,405個單位，授予價格為港幣4.09元 ，由授出日期起計最少兩年內 ，不得行使股票增值

權，且受以下其他 限制規定： 

(a) 授予日期後第三年，可行使的已授股票增值權最多為40%；

(b) 授予日期後第四年，可進一步行使已授股票增值權的30%；及

(c) 授予日期後第五年，可行使其餘的30%已授股票增值權。

第二次授予實施方案已獲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並在二零零七年四月十八日於董事會會

議上獲得批准。 

首期授予股票增值權，本年共計生效19,483,009個單位，佔首期授予總量的35%，截至到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累計生效36,182,740個單位，佔首期授予總量的65%；本年共計行權3,001,742個單位，佔首期授予

總量的5.39%，截至到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累計行權3,041,942個單位，佔首期授予總量的5.46%。

第二期授予股票增值權，本年共計生效12,566,961個單位，佔第二期授予總量的40%，截至到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累計生效12,566,961個單位，佔第二期授予總量的40%；本年共計行權770,585個單位，佔第二

期授予總量的2.45%，截至到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累計行權770,585個單位，佔第二期授予總量的2.45%。

十一、 企業管治

1、 企業管治概覽

本公司一貫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聯合

交易所《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相關要求，嚴格按照《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各項

管治制度指導、規範日常經營活動，並適時檢討公司經營、管理行為，同時注重公司管治透明度

及股東問責的重要性，致力於不斷提升公司管治水平及實際管治成效，確保公司在正確的軌道上

穩步發展，股東在公司的權益持續增長並得到有效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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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在本報告期內本公司一直完全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的規定。

3、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條款不低於《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所規定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他們在本報告期內一直

完全遵守標準守則。

4、 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董事會符合上市規則第3.10（1）條『董事會必須包括至少有3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規定，而且

符合上市規則第3.10(2)條有關其中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必須具備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長的規定。

本公司已接受獨立非執行董事各自的獨立性確認書，確認他們符合上市規則第3.13條所載有關獨立

性的規定，認為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人士，並能夠按照相關法規制度的要求，忠實履行

誠信及勤勉義務。

5、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及第3.22條成立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

本公司的財務報告過程及內部監控系統，並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計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

成，全部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審計委員會主席是孫樹義先生，為經

過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認可的合資格會計師。審計委員會其他成員為吳連烽先生和歐陽潔先生。

審核委員會已經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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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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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註釋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 銷售貨物 2 39,046 37,896

銷售成本 (32,071) (31,357)

毛利 6,975 6,539

其他收益 2, 3 546 589

銷售及分銷成本 (1,612) (1,883)

管理費用 (1,248) (1,227)

其他費用淨額 (1,137) (840)

財務費用 5 (143) (21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77 33

稅前溢利 4 3,458 3,001

所得稅開支 6 (643) (363)

期內溢利 2,815 2,638

應撥歸：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 2,606 2,472

　少數股東權益 209 166

2,815 2,638

股息 7 — —

每股盈利： 8

　期內基本 30.25分 28.69分

因「期內溢利」與「全面收益總額」一致，由此，並無呈列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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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註釋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和設備 9 18,086 18,189

租賃預付款項 707 671

無形資產 1,594 1,627

商譽 484 483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810 787

可供銷售金融資產 137 137

其他長期資產 1,086 1,128

遞延所得稅資產 942 795

非流動資產總額 23,846 23,817

流動資產

存貨 6,719 9,356

貿易應收款項 10 1,867 2,101

應收票據 5,401 6,51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450 3,470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511 38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表的金融資產 64 6

已抵押銀行結餘及定期存款 11 2,494 1,69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 22,588 12,416

流動資產總額 42,094 35,948

總資產 65,940 59,765

權益與負債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8,616 8,616

儲備 4,962 4,903

保留溢利 10,005 7,458

擬派末期股息 — 388

23,583 2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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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註釋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少數股東權益 3,033 2,837

總權益 26,616 24,202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款 1,989 1,781

其他長期負債 17 27

準備 114 129

政府補助金 108 83

遞延所得稅負債 66 80

非流動負債總額 2,294 2,10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2 13,397 10,259

應付票據 4,890 6,30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575 8,305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288 333

計息借款 6,331 6,919

政府補助金 7 23

應付所得稅 945 779

準備 597 537

流動負債總額 37,030 33,463

總負債 39,324 35,563

總權益與負債 65,940 59,765

淨流動資產 5,064 2,48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8,910 2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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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繳足註冊

資本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擬派股息 保留溢利 總計 少數股東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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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8,616 1,363 3,540 388 7,458 21,365 2,837 24,202

已宣派二零零八年

　末期股息 — — — (388) — (388) — (38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2,606 2,606 209 2,815

轉至儲備 — — 59 — (59) — — —

少數股東投入 — — — — — — 75 75

已付少數股東股息 — — — — — — (88) (88)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8,616 1,363 3,599 — 10,005 23,583 3,033 26,616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8,616 1,363 2,792 388 4,554 17,713 2,686 20,399

已宣派二零零七年

　末期股息 — — — (388) — (388) — (388)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2,472 2,472 166 2,638

轉至儲備 — — 33 — (33) — — —

已付少數股東股息 — — — — — — (81) (81)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8,616 1,363 2,825 — 6,993 19,797 2,771 2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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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2,221 4,282

投資活動動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5,152) (3,677)

融資活動產生╱（動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352) 72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6,717 1,332

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194 7,103

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911 8,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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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1.1 呈列基準及重大會計政策

該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包括年度財務報表內所須載有的一切資料和披露，並應與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本集團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1.2 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所採納的會計政策，除已採納下述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外，與編製截至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採納該等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

或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27號（修訂本）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的投資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股份支付款項」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

　（修訂本）

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呈列方式」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金融工具呈列方式 —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算產生的責任」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度計劃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 房地產建造協議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之對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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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1.2 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續）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規定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的全部股息須於獨立財務報表中的

收益表確認。該修訂本於未來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允許初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者

根據過往會計慣例，運用公平值或賬面值的視作成本，於獨立財務報表計量於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共同

控制實體的投資。採納該修訂本對於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任何影響。由於本集團並非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不適用於本集團。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澄清歸屬條件僅包括服務條件及表現條件，其他任何條件均為非歸屬條

件。倘非歸屬條件在實體或對方的控制範圍內未能達成，該獎勵不能歸屬，須視為註銷。本集團並無訂立

任何附帶非歸屬條件的股份支付計劃，故該修訂對股份支付款項的會計處理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規定另行披露以公平值計量的項目及流動資金風險。各類金融工具的公

平值計量方式須按所用數據分三級披露。現時亦須披露以公平值計量的第三級項目期初與期終結餘對賬以

及以公平值計量的第一級與第二級項目間的重大轉撥。該修訂同時闡明有關流動資金風險的披露規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4號分部報告，規定實體須按主要經營決策者用作分部資源

分配及評估績效的資料呈報經營分部資料。該準則同時要求披露各分部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本集團營運地

區及與主要客戶交易的收益。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引入財務報表呈列及披露的變動。此項經修訂準則將擁有人與非擁有人權益

變動分開。權益變動報表將僅載列與擁有人交易之詳情，而所有非擁有人權益變動均作為單一項目呈列。

此外，該準則引入綜合收益表，所有收入及開支項目於損益表確認，而所有其他經確認收入及開支直接於

權益確認（無論於單份報表或兩份有聯繫報表內）。

經修訂的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要求與收購、建造或生產合資格資產的直接應佔借貸成本資本化。鑑於本集

團現行有關借貸成本的政策符合經修訂準則的要求，故採用該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並無任何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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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1.2 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續）

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訂明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特定責任的工具如符合若干指定特徵則可

分類為權益的有限例外情況。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規定披露有關分類為權益的可沽售金融工具及

責任的若干資料。鑑於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該等金融工具或責任，故該等修訂本對本集團並無任何財務影

響。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要求，倘授出客戶忠誠獎勵，則須按銷售交易的獨立部份入賬。銷售

交易所得代價會分配至忠誠度獎勵及其他銷售部份。分配至忠誠度獎勵的金額乃參考其公平值釐訂並遞延

至該獎勵獲兌現或負債獲清償為止。鑑於本集團目前並無客戶忠誠度計劃，故該詮釋不適用於本集團且對

本集團並無任何財務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將取代詮釋第3號收益 — 出售發展中物業的預售合約。該詮釋澄清根

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將房地產建造協議作為建築合約或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作為商品

或服務銷售協議入賬的時間及方法。鑑於本集團目前並無參與任何房地產建設，故該詮釋對本集團並無任

何財務影響。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規定對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進行會計處理的指引，包括說明(i)對沖

會計處理僅適用於海外業務與母公司功能貨幣產生的滙兌差額；(ii)集團內任何實體均可持有對沖工具；及

(iii)出售海外業務時，有關投資淨額及已釐定為有效對沖的對沖工具的累積收益或虧損，須作為重新分類

調整項目於收益表重新分類。鑑於本集團現時並無海外業務投資淨額對沖，故該詮釋對本集團並無任何財

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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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1.3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集團於該等財務報表中尚未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

詮釋委員會詮釋。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1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 

　合資格對沖項目」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1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修訂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9號

　 「內嵌式衍生工具重新評估」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 內嵌式衍生工具」1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7號 向擁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1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8號 客戶轉讓資產 2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對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接獲從客戶轉讓的資產生效

本集團正評估首次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到目前為止，本集團斷定除採用國際

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或會導致會計政策變更外，有關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對本集

團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

2. 銷售貨物收入及分部資料

銷售貨物收入

銷售貨物收入指已扣除增值稅、消費稅和其他銷售稅、退貨和交易折扣及所有集團內部公司間重大交易抵

銷後的售出貨物的淨發票值。

分部資料

為便於管理，本集團的業務按產品及服務分類，有以下三個呈報經營分部：

— 商用車分部即商用車整車及相關發動機及其他汽車零部件的生產和銷售

— 乘用車分部即乘用車整車及相關發動機及其他汽車零部件的生產和銷售

— 公司和其他分部即其他汽車相關產品的生產和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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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2. 銷售貨物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料（續）

管理層監察各個業務分部的經營業績，以決定資源分配方式及評估表現。分部表現乃基於下表所述經營損

益（在若干方面與綜合財務報表的經營損益計算方式不同）評估。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商用車 乘用車 公司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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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對外部客戶銷售 8,482 30,200 364 39,046

其他收益 59 449 38 546

總計 8,541 30,649 402 39,592

業績

分部業績 75 3,799 (350) 3,524

財務費用 (14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29 32 16 77

稅前溢利 3,458

所得稅開支 (643)

期內溢利 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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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2. 銷售貨物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商用車 乘用車 公司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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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對外部客戶銷售 12,785 24,649 462 37,896
其他收益 121 355 113 589

總計 12,906 25,004 575 38,485

業績
分部業績 663 2,837 (322) 3,178

財務費用 (21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及虧損 17 22 (6) 33

稅前溢利 3,001
所得稅開支 (363)

期內溢利 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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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3. 其他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政府補助金及補貼 128 123
出售其他物料的收入淨額 88 165
利息收入 157 140
提供服務 12 8
其他 161 153

546 589

4. 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32,071 31,357

存貨準備╱（準備沖回） (63) 19

無形資產攤銷 196 114

折舊 1,051 949

出售物業、廠房和設備的虧損淨額 — 17

物業、廠房和設備減值淨額 4 3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 1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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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5.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以下期間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和其他借款的利息：

　五年內 87 101

　五年以上 72 63

貼現票據利息 26 26

短期融資券利息 2 56

187 246

減：在建工程資本化的數額 (44) (36)

利息費用總額 143 210

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804 531

遞延所得稅 (161) (168)

期內所得稅開支 643 363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律及有關規定，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的企業所得稅乃根據現行法

規、相關詮釋和實務操作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5%至25%計算。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是

外商投資企業，經相關稅務機關批准，由首個獲利年度開始，頭兩年豁免全部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減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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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6. 所得稅（續）

由於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並無於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未計提

香港利得稅準備。

遞延所得稅按照各實體適用稅率採用債務法計算暫時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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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變現資產或償還負債期間之稅率計算。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8.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的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以下各項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母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2,606 2,472

百萬 百萬

股份：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8,616 8,616

由於期內並無任何攤薄事件，因此並無披露任何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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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9. 物業、廠房和設備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購買物業、廠房和設備合計約人民幣12.89億元（截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4.75億元），出售賬面淨值合計約人民幣3.37億元（截至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14億元）的物業、廠房和設備，出售造成的淨虧損約為人民幣0萬元（截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700萬元）。期內計提了物業、廠房和設備減值約人民幣400萬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800萬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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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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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良好的客戶，本集團可提供予該等客戶的信貸期一般為30日至180日。對

於發動機和其他汽車零部件的銷售，本集團一般對其客戶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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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減值準備後）的賬齡按發票日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1,322 1,493

三個月以上至一年 501 593

一年以上 44 15

1,867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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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259 8,320

定期存款 12,823 5,793

25,082 14,113

減：為取得一般銀行融資而抵押的銀行結餘和定期存款

　　　以及中央銀行受限制存款 (2,494) (1,697)

綜合財務狀況報表中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588 12,416

減：於獲得時原到期日三個月或以上的無抵押定期存款 (8,677) (5,222)

綜合現金流量表中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911 7,194

12. 貿易應付款項

集團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按發票日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三個月內 12,325 9,361

三個月以上至一年 854 757

一年以上 218 141

13,397 1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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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13. 承諾

(a) 經營租賃承諾，作為承租人

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應付的未來最低租金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或按要求 151 151

一年後但不超過五年 495 490

超過五年 1,514 1,783

2,160 2,424

(b) 承諾

除上文註釋13(a)所詳述的經營租賃承諾外，集團於結算日有以下承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簽約但尚未準備：

　物業、廠房和設備 1,903 2,292

已授權但尚未簽約：

　物業、廠房和設備 2,254 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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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14. 或有負債

於結算日，本集團未於財務報表提撥準備的或有負債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貼現銀行承兌滙票 3,991 816

已背書銀行承兌滙票 2,549 3,958

就授予以下各方的信貸向銀行提供的無償擔保#：

　— 共同控制實體 559 622

　— 聯營公司 53 53

　— 其他第三方 — 9

待決訴訟 9 6

7,161 5,464

# — 董事認為，由於該等財務擔保合同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允價值並不重大，故未將相應產生的金融負

債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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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15. 關聯方交易

(a) 與東風汽車公司（「東風汽車公司」）、同系附屬公司、本集團的共同控制實體、聯營公司、合資企業夥

伴及彼等的控股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的附屬公司的少數股東進行的交易。

期內，本集團亦與彼等關聯方有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註釋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從下列各方購置汽車零部件╱原材料： (i)

　東風汽車公司 5 68

　合營企業夥伴及彼等的控股公司 8,546 8,501

　聯營公司 354 232

　共同控制實體 1,144 2,751

　共同控制實體的附屬公司的少數股東 14 74

10,063 11,626

從下列各方購買汽車： (i)

　共同控制實體 333 472

　一間聯營公司 39 91

372 563

從東風汽車公司購買用水、蒸汽和電力 (ii) 406 476

給予東風汽車公司的租金開支 (i) 87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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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15. 關聯方交易（續）

(a) （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註釋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從一間共同控制實體購買服務 (i) 13 6

從合營企業夥伴及彼等的控股
　公司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i) 17 —

從合營企業夥伴及彼等的控股
　公司購買專業知識技術 (i) 1,291 1,062

向下列各方銷售汽車零部件╱原材料： (i)
　東風汽車公司 32 54
　合營企業夥伴 39 294
　聯營公司 12 11
　共同控制實體 358 739
　一間共同控制實體的一名少數股東 1 —

442 1,098

向以下各方銷售汽車： (i)
　一間合營企業夥伴及彼等的控股公司 8 —
　一間聯營公司 158 92
　共同控制實體 — 1

166 93

向以下各方提供服務： (i)
　共同控制實體 12 9

註釋：

(i) 該等交易乃按東風汽車集團及彼等的關聯方協議的條款進行。

(ii) 該交易乃根據中國政府所控制的價格及條件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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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15. 關聯方交易（續）

(b) 與關聯方的往來餘額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計入貿易應收款項的應收關聯方款項：

　— 合營企業夥伴 28 46

　— 聯營公司 13 21

　— 東風汽車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19 4

計入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的應收關聯方款項：

　— 合營企業夥伴及彼等的控股公司 — 3

　— 聯營公司 2 12

　— 同系附屬公司 — 2

　— 一間共同控制實體的附屬公司的一名少數股東 38 62

　—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的股息 7 14

計入貿易應付款項的應付關聯方款項：

　— 東風汽車公司 52 40

　— 合營企業夥伴及彼等的控股公司 1,255 998

　— 聯營公司 80 167

　— 一間共同控制實體的附屬公司的一名少數股東 1 1

　— 同系附屬公司 6 12

計入其他應付款項和應計負債的應付關聯方款項：

　— 東風汽車公司 129 80

　— 合營企業夥伴 864 771

　— 一間共同控制實體的附屬公司的一名少數股東 1 1

　— 同系附屬公司 4 1

上述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和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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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及註釋（續）

15. 關聯方交易（續）

(c)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報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1,537 2,313

退休後福利 269 184

已支付╱應支付給主要管理人員的報酬合計 1,806 2,497

16. 財務狀況表日後事項

本公司與母公司東風汽車公司（「母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簽署協議（「該收購」），根據該協議，

本公司以代價人民幣797,118,175元（相等於港幣約905,579,423元）收購母公司的自主品牌乘用車業務及除土

地、房產外的相關資產。該收購的有關資料巳列載於本公司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發出的公告。該收購

已在二零零九年下半年完成。

17. 本中期財務報告的批准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由董事會批准並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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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報告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本公司」 指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於二零零四年十月

十二日在中國境內註冊的股份有限公司，或（倘文義指註冊成立

日期前任何時間）於本公司成立時由其所有及經營的實體及業務。

「東風汽車公司」 指 東風汽車公司，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國有企業。本公司的

母公司。

「本集團」或「東風汽車集團」 指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及其各自附屬公司和共同

控制實體。

「合資公司」 指 根據合同協議設立的公司，各合營方據此進行經濟活動。合資

公司以各方持有權益的單獨實體方式經營。

合營各方之間簽訂的合營企業協議規定了合營各方的注資額、

合營企業營運期以及解散時資產變現的基礎。合資公司自經營

產生的盈虧以及剩餘資產的任何分配則按照其各自的注資比例

或者按照合營企業協議的條款由合資各方分攤。

合資公司被一合營方視為：

(a) 一家附屬公司，如果該合營方直接或間接對該合資公司擁

有單方面的控制權；

(b) 一個共同控制實體，如果該合營方對該合資公司並無單方

面的控制權，但可直接或間接共同控制該合資公司；

(c) 一家聯營公司，如果該合營方不可單方面或共同控制該合

資公司，但一般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合資公司不少於20%的

註冊資本，且對該合資公司擁有重要的影響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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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d) 一項投資，如果該合營方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合資公司少於

20%的註冊資本，且不能共同控制該合資公司，或對其並

無重要的影響力。

「共同控制實體」 指 受共同控制的合資公司，而共同控制導致所有參與方對該共同

控制實體的經濟活動均無單方面的控制權。一合營方於其共同

控制實體的投資可按比例合併法入賬，其涉及與該合營方在綜

合財務報表的類似項目逐項確認合營企業的資產、負債、收入

和支出的應佔份額。倘溢利分攤比率與該合營方於共同控制實

體所持的股本權益不同，該合營方須按協定的溢利分攤比率釐

定其應佔的合營企業資產、負債、收入和支出份額。共同控制

實體的業績按已收和應收股息計入合營方損益表中。該合營方

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被視為長期資產，並按成本減減值虧損

列賬。

「上市規則」 指 經不時修訂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在中期報告所提述

的中國，在地理上不包括香港、澳門或台灣。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

方式修改。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本中期報告中所有有關本集團的收入、溢利和其他財務資料的提述，包括已按比例綜合或

以其他方式於本中期報告所載的財務資料反映之共同控制實體的收入、溢利和其他財務資料。除上文所述及除

非另有所指，否則本中期報告中所有有關東風汽車集團的資料，包括本集團成員直接或間接擁有股本權益的本

集團和所有公司（包括本公司的共同控制實體及聯繫人）的資料（不論本集團成員在哪一層面於該等公司具有所有

權或其於該等公司所擁有的權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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