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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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明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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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7）

截至 2 0 1 4年 6月 3 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於2014年6月30日，本集團總資產為人民幣920.80億元，較2013年12月31日增加人民
幣25.83億元（即28.86%）

‧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為人民幣139.89億元，較2013年同期
減少人民幣61.76億元（即30.63%）

‧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為人民幣9.04億元，較2013年
同期減少人民幣20.19億元（即69.07%）

‧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12元，較2013年同期減少人民
幣0.26元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之未經審核合併中期業績。本集團
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 「中期財務報
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披露要求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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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的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節錄的財務資料：

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014 2013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額 2 13,989 20,165
銷售及服務成本 (9,937) (13,691)

  

毛利 4,052 6,474

其他收入及淨虧損 (33) (103)

銷售費用 (1,165) (1,526)
一般及管理費用 (1,158) (1,115)
研發費用 (216) (216)

  

經營收益 1,480 3,514

財務費用淨額 (372) 64
處置聯營公司收益 7 —
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7 28

  

稅前利潤 3 1,122 3,606

所得稅費用 4 (196) (600)
  

本期間利潤 926 3,006

本期間其他綜合收益（已扣除稅項）
未來將會被重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境外子公司財務報表換算差異 25 (55)
　可供出售權益證券公允價值變動 1 (1)

  

本期間其他綜合收益合計 26 (56)
  

本期間綜合收益合計 952 2,950
  

本期間利潤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904 2,923
　非控股股東 22 83

  

本期間利潤 926 3,006
  

本期間綜合收益合計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930 2,860
　非控股股東 22 90

  

本期間綜合收益合計 952 2,950
  

每股基本及攤薄淨利潤（人民幣元） 6 0.12 0.38
  



3

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2014年 於201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833 6,847
　預付租賃費 1,668 1,610
　無形資產 1,493 1,320
　商譽 1,825 1,796
　聯營公司權益 209 195
　其他金融資產 148 14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7 3,870 3,610
　融資租賃應收款 8 5,896 7,407
　抵押存款 843 974
　遞延所得稅資產 626 644

　 　

非流動資產合計 23,411 24,549
　 　

流動資產
　存貨 11,133 8,747
　其他流動資產 244 306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7 27,251 26,569
　融資租賃應收款 8 12,083 10,228
　抵押存款 2,051 2,44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907 16,657

　 　

流動資產合計 68,669 64,948
　 　
　 　

總資產合計 92,080 89,497

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10,153 8,397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9 22,849 23,891
　應付所得稅 111 437

　 　

流動負債合計 33,113 32,725
　 　
　 　

流動資產淨額 35,556 32,22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8,967 5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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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4年 於2013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15,714 12,750
　其他非流動負債 921 1,542
　遞延所得稅負債 526 468

　 　

非流動負債合計 17,161 14,760
　 　

淨資產 41,806 42,01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7,706 7,706
　儲備 33,647 33,873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41,353 41,579

非控股股東權益 453 433
　 　

權益合計 41,806 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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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

截至6月30日止個6月期間
2014 2013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經營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4,982) 863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88 109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3,948 (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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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信息附註
1 呈報基準

(a) 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有關披露要求編製，包括符合國際會
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之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之要求。

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惟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號 —「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報告的審閱」進行了審閱工作。

(b)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了以下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及一項新的解釋公告，並在本會計期間開始
生效。其中，與本集團財務報告相關的新準則如下：

‧ 修訂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2號 「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抵消」

‧ 修訂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6號 「非金融資產可回收金額的披露」

‧ 修訂的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的修訂」

‧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21號「稅費」

採用上述準則並未對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告造成重大影響。

除上述會計政策變動外，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所運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二零一三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的
會計政策無重大變動。本集團並未採用任何於當前會計期間未生效的新訂會計準則、修訂或詮釋。

2 分部報告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以資源配置、業績評價為目的而呈報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
者的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014 2013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呈報的分部收入：
　混凝土機械 6,030 8,929
　起重機械 4,011 6,603
　環衛機械 1,643 1,411
　路面及樁工機械 603 927
　土方機械 409 642
　融資租賃服務 664 823

　 　

呈報分部收入合計 13,360 19,335
其他經營分部收入 629 830

　 　

合計 13,989 20,165
　 　

呈報的分部利潤：
　混凝土機械 1,439 2,809
　起重機械 1,112 1,819
　環衛機械 489 396
　路面及樁工機械 202 345
　土方機械 22 149
　融資租賃服務 662 822

　 　

呈報分部利潤合計 3,926 6,340
其他經營分部利潤 126 134

　 　

合計 4,052 6,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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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利潤調節

截至6月30日止個6月期間
2014 2013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分部利潤 4,052 6,474
其他收入及淨虧損 (33) (103)
銷售費用 (1,165) (1,526)
一般及管理費用 (1,158) (1,115)
研發費用 (216) (216)
財務費用淨額 (372) 64
處置聯營公司收益 7 —
應佔聯營公司損益 7 28

　 　

合併稅前利潤 1,122 3,606
　 　

3 稅前利潤

稅前利潤乃經扣除以下各項而達至：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014 2013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存貨銷售成本 9,935 13,69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48 221
預付租賃費攤銷 15 14
無形資產攤銷 42 35
經營租賃費用 98 101
產品質保金 97 113
減值虧損
　— 應收賬款 184 239
　— 融資租賃應收款 82 93
　— 存貨 97 32

　 　

4 所得稅費用

合併綜合收益表內的所得稅費用包含：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期間
2014 2013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當期稅項 — 中國所得稅 175 570
當期稅項 — 其他稅務管轄區所得稅 2 2
遞延稅項 19 28

  

196 600
  

中國法定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 （2013年：25%）。

本公司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子公司的香港利得稅稅率為16.5% （2013年：16.5%）。

本公司於海外的子公司的所得稅稅率在19.0%至31.4%區間 （2013年：27.5%至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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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所得稅法及其相關規定，凡稅法上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的公司享受15%的優惠稅率。二零一一年，本
公司及某些子公司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並於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享受15%的稅率。

適用於高新技術企業的15%優惠稅率須在三年優惠期屆滿時，經有關當局根據當時所適用的減免稅收政策進
行覆核。本公司及子公司已經開始覆核程序。這些實體很有可能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因此，管理層認
為，15%的稅率是對於這些實體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會計年度所得稅稅率的最佳估計。

二零一三年，另有一家子公司被認定為軟件開發企業，於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四年免徵所得稅，二零一五年
至二零一七年享受12.5%的稅率。

按照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細則，符合相關規定的研發費用可以稅前加計扣除50%。

5 股利

經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召開的年度股東大會批准，本公司宣告以發行的77.06億股普通股為基數，派發二
零一三年度現金紅利每股人民幣0.15元，共計人民幣11.56億元。

6 每股基本及攤薄淨利潤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每股基本淨利潤乃根據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利潤人民幣9.04億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29.23億元）和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的已發行普通股股數77.06億股（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77.06億股）計算。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潛在攤薄普通股（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無）。

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2014年6月30日 於2013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應收款項（附註8） 29,141 28,671
減：呆壞賬減值虧損 (1,597) (1,451)

　 　

27,544 27,220
減：一年以上到期應收款項 (3,870) (3,610)

　 　

23,674 23,610
應收票據 824 848

　 　

24,498 24,458
應收關聯方款項 712 604
採購原材料預付款 259 251
預付費用 410 398
待抵扣增值稅 705 371
押金 245 125
其他 422 362

　 　

27,251 26,569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向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作無追索保理的應收賬款為人民幣46.88億
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20.21億元），並未包含在上述餘額中。根據無追索保理
協議規定，在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依照設備銷售合同收回設備後，本集團將以公允市場價值回購該設備。截
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未發生任何上述回購事項（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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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款項（已扣除呆壞賬減值虧損）於資產負債表日的按照開票日計算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4年6月30日 於2013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一個月內 4,963 5,091
一個月至三個月 5,754 5,599
三個月至一年 10,219 11,392
一年至兩年 5,517 4,648
兩年至三年 943 379
三年至五年 148 111

　 　

27,544 27,220
　 　

通常信用銷售的信用期為從開票日起計算一至三個月，客戶通常需支付產品價格15%至30%的首付款。對於
分期付款銷售，付款期通常為六至四十八個月，客戶通常需支付產品價格10%至30%的首付款。

8 融資租賃應收款

於2014年6月30日 於2013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融資租賃應收款 19,506 19,515
未確認融資收益 (741) (1,149)

　 　

18,765 18,366
減：呆壞賬減值準備 (786) (731)

　 　

17,979 17,635
減：一年以上到期融資租賃應收款 (5,896) (7,407)

　 　

一年內到期融資租賃應收款 12,083 10,228
　 　

本集團通過融資租賃子公司向購買本集團或其他供貨商機械產品的顧客提供設備融資租賃服務。根據融資租
賃條款，本集團可以合理預計最低租賃款的可收回性，本集團根據租賃協議可能發生的不可補償費用金額不
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本集團與承租方的融資租賃合同一般期限為二至五年。客戶通常需支付產品價格5%至
25%的首付款，並繳納產品價格1%至10%的保證金。承租方在合同到期日有按象徵性價格購買租賃資產的選
擇權，租賃機械的所有權隨即轉移給承租方。融資租賃條款對資產餘值不提供擔保。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無向銀行作保理的融資租賃應收款（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69.12億元作無追索保理且已終止確認）。無追索保理協議規定，在銀行依照融
資租賃協議收回租賃設備後，本集團將以公允市場價值回購該設備。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間，本集團共向銀行支付人民幣23.53億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無）以回購設備及╱或
客戶未償欠款的對應受益權。本集團將已回購之設備共計人民幣5.57億元計入存貨，剩餘的人民幣17.96億元
計為應收款項。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與部分客戶重新協商了結算條款及變更了
這些客戶的抵押安排，所抵押的物品將對其在本集團的所有債務提供保障，在考慮客戶的償付方式及本集團
所持有的抵押品後，相關融資租賃安排予以解除。因此，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計人民
幣13.61億元的融資租賃應收款被重分類至應收賬款（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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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各資產負債表日最低租賃款金額載列如下：

於2014年6月30日 於2013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最低租賃付款額現值
一年以內 12,582 10,643
一年到兩年 3,360 3,726
兩年到三年 1,926 2,504
三年以上 897 1,493

　 　

18,765 18,366
　 　

未確認融資收益
一年以內 526 751
一年到兩年 127 230
兩年到三年 61 109
三年以上 27 59

　 　

741 1,149
　 　

融資租賃應收款
一年以內 13,108 11,394
一年到兩年 3,487 3,956
兩年到三年 1,987 2,613
三年以上 924 1,552

　 　

19,506 19,515
　 　

資產負債表日逾期融資租賃應收款分析如下：

於2014年6月30日 於2013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逾期 14,480 13,741

逾期一個月內 385 461
逾期一個月至三個月內 687 749
逾期三個月至一年內 2,010 2,126
逾期一年至兩年內 967 1,186
逾期兩年以上 236 103

　 　

逾期合計 4,285 4,625
　 　

18,765 18,366

減：呆壞賬減值準備 (786) (731)
　 　

17,979 17,635
　 　

逾期賬款指到付款期後尚未支付的款項，包括僅逾期一天的應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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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2014年6月30日 於2013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應付賬款 8,709 8,629
應付票據 7,265 7,027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合計 15,974 15,656
應付關聯方款項 24 27
預收賬款 1,197 1,066
應付物業，廠房及設備購置款 599 750
應付職工薪酬 285 676
應付增值稅 41 616
押金 890 1,091
預提產品質保金 99 116
其他應交稅金 212 303
應付保理折扣 226 478
應付股利 1,156 —
代銀行收取的款項 697 1,550
財務擔保合同義務 255 248
其他預提費用和其他應付款 1,194 1,314

　 　

22,849 23,891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於資產負債表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2014年6月30日 於2013年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一個月內到期或按要求付款 6,374 6,091
一個月至三個月內到期 4,907 4,760
三個月至六個月內到期 3,856 4,020
六個月後至十二個月內到期 837 785

　 　

15,974 1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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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回顧

2014年上半年，在全球經濟緩慢復蘇的大背景下，國內經濟總體運行平穩，但受經濟結
構調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的影響，工程機械市場需求持續不振，產能過剩及應收
賬款風險問題仍未解決，行業延續調整趨勢。

報告期內，本公司實現營業收入約人民幣139.89億元，實現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人民幣9.04億元。本公司重點產品市場地位穩固，混凝土機械、起重機械在行業數一數
二，環衛機械國內市場佔有率穩居第一。

本公司2014年上半年營業收入較去年同期下降30.63%。從產品分部來看，本公司混凝土
機械及起重機械營業收入同比分別下降32.47%和39.25%，主要由於國家房地產投資增速
持續放緩，導致本公司混凝土泵車、混凝土攪拌運輸車及塔機需求同比下降幅度較大所
致；與此同時，為控制風險及實現有質量的經營，本公司繼續堅持從緊的銷售政策，對
於上半年相關產品的收入也產生一定影響。本公司環衛機械營業收入同比上漲16.44%，
主要由於國家對於環境保護日益重視，各地政府加大對相關設備採購力度，本公司清洗
車、掃路車及垃圾壓縮車產品銷售同比增長幅度較大，一定程度上抵銷了其他板塊下降
的影響。本公司2014年上半年經營性現金流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是由於本公司減
少了無追索保理業務的規模。

面對複雜、嚴峻的行業形勢，中聯重科積極推進戰略轉型、國際化以及管理提升，穩固
了經營質量、夯實了發展基礎、積蓄了發展能量。

1、 積極推進戰略轉型

按照工程機械、環境產業、農業機械、重卡、金融服務五大板塊齊頭並進的戰略部
署，本公司依托現有優勢、整合全球資源、加大推進力度，戰略轉型初見成效。

(1) 穩健經營工程機械板塊

一是通過優化流程、風險控制、強力降本、產品提質等手段進一步提升工程機械
板塊經營質量。

二是科技創新、產品升級，鞏固行業技術領先地位。報告期內，本公司承擔的
「十二五」國家科技支撑項目「百米級舉高消防車」通過公安部驗收，全球最大T3000
平頭塔機等行業領先產品不斷湧現；本公司《混凝土及灰漿預製機械與設備第1
部分：術語和商業規格》已立項國際標準，中國工程機械標準開始走出國門。

三是對機製砂設備、乾混砂漿設備等新產業加大投入，促使其初步形成規模，
為未來發展打開了新的增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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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極發展戰略新板塊

環境產業板塊：本公司環境產業園完成搬遷並投入運行，有效解決了環衛機械
產能不足的問題，環境產業板塊收入尤其是境外銷售收入實現了較好增長。同
時，積極拓展垃圾處理成套設備業務，在餐廚垃圾、建築垃圾處理、垃圾分選設
備產業化方面均取得較大突破。

農業機械板塊：本公司成功競購奇瑞重工標誌著中聯重科正式進入農業機械領
域，此次併購是中聯重科落實戰略轉型的又一里程碑事件，其將助推本公司迅
速成為國內領先的農業機械企業；同時，本公司北美農業機械研發中心和國內
的研發協同已經形成，關鍵性產品研發進入實質攻關階段。

2、 加速推進國際化

(1) 加強海外平台的建設，國際市場開拓取得新突破

繼續實施海外聚焦戰略，推進在俄羅斯、印度等國家的海外基地建設；加快對
重、熱點國家和地區的資源投入，深耕市場，美洲區、中東區（包括沙特）實現營
業收入同比增長超過100%，成為本公司海外新的業務增長點。

(2) 積極推進國際合作，助推轉型升級

2014年上半年，本公司積極推進國際合作，正式完成對德國m-tec公司併購項目
的股權交割。目前，本公司首台m-tec MS220V乾混混合機已成功下線，標誌著公
司在「乾混攪拌技術及站類產品成套」領域成功實現技術融合，搶佔了乾混砂漿
設備市場先機。本公司收購全球升降機領先企業 — 荷蘭Raxtar公司35%股權，借
助Raxtar公司在升降機領域豐富的國際化生產、研發和高端市場營銷經驗，以取
得在該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

3、 深入推進管理提升

(1) 完善公司管控體系

一是進一步健全制度、優化流程、完善責任落實及追究體系，使決策更科學，執
行更有力，監督更到位；二是在充分授予事業部自主經營權的同時，強化公司
總部對內控關鍵點的監督檢查並及時糾正，實現有效管控。

(2) 加強應收款項風險防範

一是根據市場環境變化，對逾期客戶訂制有針對性的催收方案，採取多樣化市
場管理策略，加大賬款催收力度；二是從收緊信用政策、加強客戶資信評審、
主動放棄低質訂單、落實逾期催收責任等多角度嚴控新增風險，確保公司持續
經營與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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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力推進降本增效

從研發設計、採購、生產、營銷等關鍵環節實施全員、全過程、全方位成本管
理：通過整合供應鏈，推進技術統型、品牌切換和工藝改進，以降低採購成本；
推行以銷定產的精益生產模式控制庫存，嚴控各項費用，挖潛增效。

(4) 推行二手設備全價值鏈管理

充分利用製造商的優勢，從全價值鏈管理的角度完善相關管理辦法，對新機銷
售、設備回收、再製造到再銷售，推行「一機一冊」的全過程管理，實現二手設備
管理的精細化。

對本公司未來發展的展望

（一） 行業發展的趨勢與市場展望

(1) 工程機械市場

2014年下半年，定向寬鬆，定向降準與定向再貸款等貨幣政策措施將逐步發揮對
經濟的支撑作用；基建投資增速將保持高位，棚戶區改造、保障房建設、鐵路投
資等微刺激政策的陸續落實，將一定程度對沖房地產投資下滑的影響；出口方
面，工程機械企業將通過中資外帶、援外項目、本地化工廠等多種方式，加強對
非洲、中南亞、南美等市場需求強勁地區的拓展。相比上半年，工程機械行業有
望企穩回升。

(2) 農業機械市場

糧食安全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中央一號文件已經連續11年聚焦三農，明確強調促
進農業現代化、機械化發展，積極、良好的宏觀環境確保了未來10年中國農機行
業仍將保持較高的增長。2014年是中國農機工業轉型升級的開始，也是承前啓後
的關鍵轉折年，下半年，在國家政策、農機補貼、土地流轉加快、農藝提升對設
備的需求提高等多重因素推動下，行業仍將持續穩健增長勢頭，且產品需求逐
步往高端、智能化、多功能化發展。

(3) 環境產業市場

隨著社會對環境問題的日趨關注，政府對環保投資力度不斷加大，帶動整個環境
產業的快速發展，預計行業未來五至十年將保持年複合20%以上的高速增長。2014
年下半年，在政府加大投資、全民環保意識增強、城鎮化的推進、PPP（Private-
Public-Partnership，公私夥伴關係）模式推廣而帶動民間資本進入的影響下，行業
整體將進行保持高速增長態勢，其中生活垃圾處理、餐廚垃圾處理、建築垃圾處
理、污水處理等子行業將會迎來更好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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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4年下半年主要經營工作思路和措施

2014年下半年，本公司的主要工作重點是：加快戰略轉型，利用現有的優勢和資源快
速切入戰略新板塊，形成本公司新的增長點；轉變經營管理模式，通過精簡精幹、
成本控制、商業模式變革，實現企業效益的提升。

企業管治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生效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及《企業管治守則》（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起生效）（「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作為本
公司的守則。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所載的所有適用之守則
條文，唯一例外是偏離守則第A.2.1條條文，即董事長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未有分開。詹
純新博士現為本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董事會認為詹純新博士同時兼任上述兩個
職位有助本公司有效制定及執行業務戰略，而在董事會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監管以及
本公司內部制衡機制的制約下，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間的權力及授權平衡不會受到
影響。因此，董事會相信此安排對本公司及其業務有利。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所載有關董事買賣證券的守則條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及監事作出具體查詢，
彼等確認於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全面遵守《標準守則》。本公司並未發現任何董
事或監事違反《標準守則》。

股息

本公司不會於2014年上半年派發中期股息。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他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按《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的截至2014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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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將分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zoomlion.com)刊發。本公司將適時向H股持有人寄發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
料之2014年中期報告，並在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中國長沙，2014年8月29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及劉權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邱中偉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劉長琨先生、錢世政博士、王志樂先生及連維增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