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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實業環境控股有限公司 

(註冊於新加坡) 

(公司註冊號: 200210042R) 

                                                                  
2020年第一季度財務報表和紅利公告             

第一部分 - 季度公告(第一，第二和第三季度)、半年公告和全年公告要求披露的資訊 

 

1(a) 集團綜合全面收益表，附上一年度同期資料比較: 

 

截止2020年3月31日第1季度(以下簡稱“2020年第1季度”)         
  集團 

  3個月截止日期 變動 

 Note 31.3.20 31.3.19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收入 8(A) 1,052,924    1,335,519  (21.2) 
銷售成本  (640,118)   (906,273) (29.4) 

毛利 8(B) 412,806 429,246 (3.8) 

其他收入 8(C) 58,723    73,972  (20.6) 

其他收益及虧損 8(D) 3,071   (295) N.M 

銷售及分銷費用 8(E) (15,428)   (16,996) (9.2) 

行政開支  8(F) (75,355)   (89,493) (15.8) 

財務費用 8(G) (175,816) (156,105)   12.6 

應佔合資企業業績 8(H) 8,372 10,549 (20.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8(H) (815) (80) N.M 

稅前盈利 (i) 215,558 250,798 (14.1) 

所得稅開支 (ii), 8(J) (47,377) (60,085) (21.2) 

當期利潤  168,181 190,713 (11.8)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74,465) 45,372 N.M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的

公允價值變動 

 

(1,918) (1,781)    7.7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9,358 3,606 N.M 

當期全面收入總額  101,156 237,910 (57.5) 

     

下列各項應佔期內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130,108 150,085 (13.3) 

非控股權益  38,073 40,628 (6.3) 

  168,181 190,713 (11.8) 

以下各項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3,083 197,282 (68.0) 

非控股權益  38,073 40,628 (6.3) 

  101,156 237,910 (57.5) 

     

N.M. – 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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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a) (i) 稅前利潤是由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成的: 
 

 3個月截止日期 

 31.3.20 31.3.19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無形資產攤銷(附注8(I)) 76,072 68,300 

使用權資產折舊 1,754 6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122 9,07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1 -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48) - 
外匯（收益）虧損 (3,699) 793 

應收呆帳準備(轉回)(貿易) 466 (64) 
   

 
 

1(a) (ii) 前期所得稅撥備不足/(超額撥備)調整 

 

 3個月截止日期 

 31.3.20 31.3.19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前期所得稅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990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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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i) 財務狀況報表(發行人和集團)，附上一財年年末的比較資料。 

  集團 公司 

  於3月31日2020

年 

於12月31日

2019年 

於3月31日

2020年 

於3月31日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56,302  2,374,770  135,637  172,687  

已抵押銀行存款  189,047 234,672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598,225 2,336,371 11,861  5,146 

應收票據  19,472 13,747 - - 

預付帳款  74,426 60,303  2,569 2,399  

存貨  179,056 159,115 - - 

服務特許經營安排項下應收款項 – 流動部分  468,008 476,970 - -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  84,569 66,772 - -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 - 1,219,623  1,171,378 

應收合資企業款項  462 137 462  137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0,902 10,902 -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2,703 3,353 - -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205,350 202,150 - - 

流動資產總額  8(K) 5,888,522 5,939,262 1,370,152 1,351,747 

      
非流動資產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41,906  
 
 

  

45,306  14,885  15,470  

預付帳款  131,847  501,275 - - 

服務特許經營安排項下應收款項 – 非流動部分  17,633,170 17,193,272 - -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4,793 318,413  402  511  

無形資產  6,679,043 6,741,574 - - 

長期應收賬款  350,293  350,058 - - 

遞延稅項資產  73,416  70,996 - - 

於附屬公司的投資 

 

 -     - 5,544,248 5,762,344 

於合資企業的權益  525,435  532,607  329,097  342,043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98,892 99,078 - - 

合併商譽  457,241 457,241 - -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57,656 56,648 

 

- 

 

- 

 
使用權資產  59,149 60,903 16,917 17,561 

非流動資產總額 8(L) 26,422,841 26,427,371 5,905,549 6,137,929 

      
資產總額  32,311,363 32,366,633 7,275,701 7,489,67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M) 3,256,845 3,615,054  41,588 48,406  

應付予銀行的票據  16,796  42,557 - - 

應付稅項  109,389 127,713 - -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  14,019  11,075 - - 

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 - 68,352 70,589 

銀行及其他借款  5,899,626  5,283,615  997,948 991,791  

租賃負債  10,118 9,995 6,594 6,515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之相關負債  153,126 156,195 - - 

流動負債總額 8(N) 9,459,919 9,246,204 1,114,482 1,117,301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借款  8,669,486  9,066,342 - - 

遞延稅項負債  2,026,576 2,009,597 - - 

其他非流動負債  157,661 138,812 - - 

租賃負債  44,312 45,948 10,446 11,169 

非流動債務總額 8(O) 10,898,035 11,260,699 10,446 11,169 

      
股本、儲備及非控股權益      

股本 1(d)(ii) 5,947,420  5,947,420  5,947,420  5,947,420  

保留盈利   2,477,531 2,356,306   (23,836) (54,850) 

其他儲備  (16,349) 41,793 227,189 468,63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8,408,602 8,345,519 6,150,773 6,361,206 

非控股權益  3,544,807 3,514,211 - - 

權益總額  11,953,409 11,859,730 6,150,773 6,361,206 

      
負債和權益總額  32,311,363 32,366,633 7,275,701 7,489,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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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i) 關於集團借款和債務證券總額，請列出本財務期末和前一財年期末的比較資料:- 

 
 

到期日少於一年或按要求隨時支付的金額 

 

於3月31日2020年 

人民幣千元 

於12月31日2019年 

人民幣千元 

有擔保／抵押／質押 無擔保／抵押／質押 有擔保／抵押／質押 無擔保／抵押／質押 

2,601,398 3,315,024 3,042,482 2,283,690 

 
 

到期日大於一年 

 

於3月31日2020年 

人民幣千元 

於12月31日2019年 

人民幣千元 

有擔保／抵押／質押 無擔保／抵押／質押 有擔保／抵押／質押 無擔保／抵押／質押 

7,423,555 1,245,931 7,418,498 1,647,844 

 
 

擔保詳細情況 

 
集團借款包括應付予銀行的票據和銀行及其他借款。 

 

  應付予銀行的票據由在相關銀行的存款提供擔保。銀行及其他借款由服務特許經營安排提供擔保、貿

易應收款（與服務特許經營安排相關）收費權、附屬公司擔保及/或協力廠商公司資產提供抵押，和/

或上海實業環境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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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集團現金流報表，附上一財年同期比較資料。 

 集團 

 3個月截止日期 

 31.3.20 31.3.19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稅前利潤 215,558 250,798 

就下列各項作出調整:    

應收呆帳準備(轉回) (貿易) 466 (6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122 9,079 

無形資產攤銷 76,072 68,3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11 - 

使用權資產折舊 1,754 67 

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48) - 

金融收入 (5,609) (5,299) 

財務費用 175,815 156,10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815 80 
應佔合資企業業績 (8,372) (10,549) 

外匯虧損 - 5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收益 650 (498) 

 運營資金變動前的經營活動現金流 466,234 468,024 

(增加)/減少:     

存貨 (18,647) (6,341)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淨額 (16,146) 416 

貿易應收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300,928) (310,001) 

應收票據 (5,725) (697) 

應收合資企業款項 306 197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008) (5,337) 

增加/(減少)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非流動負債） (252,319) (135,055) 

應付票據 (25,761) 5,022 

於服務特許經營安排專案前經營活動 

 (所用)/產生的現金 (153,994) 16,228 

服務特許經營安排項下應收款項變動(附注A) (95,797) (788,013) 

於服務特許經營安排專案後經營活動 

所用現金 (249,791) (771,785) 

已收利息 1,974 2,469 

已繳所得稅 (50,846) (37,790)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  (298,663) (807,106)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5,740) (38,845) 

購買無形資產及土地使用權 (28,226) (51,668) 
物業、廠房及設備處置所得款項 4 - 

物業、廠房及設備和無形資產預付款項 (增加)/減少   (14,418) 3,990 

出售附屬公司現金流出淨額  (631)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9,011) (8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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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集團現金流報表，附上一財年同期比較資料。(續)   
 

 集團 

3個月截止日期 

31.3.19 31.3.19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融資活動產生的淨現金:   

銀行及其他借款所得款項 1,127,001 559,016 

償還銀行及其他借款  (954,895) (173,111) 

已付利息 (178,815) (150,310) 

租賃款項償還 (2,047) - 

支付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的股息 (6,000) (3,480) 

已抵押銀行存款減少 45,624 9,140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30,868 241,255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減少 (316,806) (652,374)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74,770 2,133,225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662) 2,398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56,302 1,483,249 

   

 

期末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現金及現金結餘 2,245,349 1,590,686 

  減：已抵押銀行存款 (189,047) (107,43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56,302 1,483,249 

   

 

附注A 

 

按《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解釋第12號服務特許經營安排及《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7

號現金流量表，服務特許經營安排項下應收款項變動已分類在經營活動項下。服務特許經營安排項

下應收款項變動主要來自於截至2019年及2018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建設及╱ 或購買新的或現有水

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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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 發行人和集團的權益變更表，包括所有權益變更和非因向股東發行股本和分配導致的權益變更，附帶上一財年同期比較資料： 

 
集團    歸屬公司所有人       
             

  

 

 
股本 庫存股 保留盈利 

 

 
其他儲備 

總額 

 

 

 
一般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匯兌儲備 

控制權不變，

附屬公司所有

權益變動的影

響 

 

 
合併儲備 

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

權益 

 
非控股權

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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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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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20年1月1日 5,947,420 -  2,356,306 41,793 351,003 (10,152) (83,253) (15,490) (200,315) 8,345,519 3,514,211 11,859,730 

             

當期利潤 - - 130,108 - - - - - - 130,108 38,073 168,181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74,465) - - (74,465) - - 
(74,465) - 

(74,465)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9,358 - - 9,358 - - 9,358 - 9,358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

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 - - (1,918)  (1,918) - - - (1,918) - (1,918) 

當期其他全面收入，稅後 - - - (67,025) - (1,918) (65,107) - - (67,025) - (67,025) 

             

當期全面收入總額 - - 130,108 (67,025) - (1,918) (65,107) - - 63,083 38,073 101,156 

             

于權益中直接確認的所有人交易             

計提一般儲備 - - (8,883) 8,883 8,883 - - - - - - - 

處置附屬公司 - - - - - - - - - - (1,477) (1,477) 

總計       -       - (8,883) 8,883 8,883 - - - - - (1,477) (1,477) 

             

其他             

宣派予非控股權益的股息 - - -  - - - - - - - (6,000) (6,000) 

總計 - - -  - - - - - - - (6,000) (6,000) 

             

於2020年3月31日 5,947,420 - 2,477,531 (16,349) 359,886 (12,070) (148,360) (15,490) (200,315) 8,408,602 3,544,807 11,95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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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i) 發行人和集團的權益變更表，包括所有權益變更和非因向股東發行股本和分配導致的權益變更，附帶上一財年同期比較資料： 

 
集團    歸屬公司所有人       

             

 
 
 
 

股本 庫存股 保留盈利 

 
 

其他儲備 

總額 

 
 
 

一般儲備 

 
 

投資重估 

儲備 

 
 

匯兌儲備 

控制權不變，附

屬公司所有權益

變動的影響 

 
 

合併儲備 

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權益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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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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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19年1月1日 5,951,793 - 1,942,675 (49,672) 296,162 (7,269) (122,760) (15,490) (200,315) 7,844,796 3,068,874 10,913,670 
             

當期利潤 - - 150,085 - - - - - - 150,085 40,628 190,713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45,372 - - 45,372 - - 
45,372 - 

45,372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3,606 - - 3,606 - - 3,606 - 3,606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金融資產

的公允價值變動 - - - (1,781)  (1,781) - - - (1,781) - (1,781) 

當期其他全面收入，稅後 - - - 47,197 - (1,781) 48,978 - - 47,197 - 47,197 
             

當期全面收入總額 - - 150,085 47,197 - (1,781) 48,978 - - 197,282 40,628 237,910 
             

于權益中直接確認的所有人交易             

計提一般儲備 - - (11,500) 11,500 11,500 - - - - - - - 

總計 - - (11,500) 11,500 11,500 - - - - - - - 
             

其他             

宣派予非控股權益的股息 - - - - - - - - - - (3,480) (3,480) 

總計 - - - - - - - - - - (3,480) (3,480) 
             

於2019年3月31日 5,951,793 - 2,081,260 9,025 307,662 (9,050) (73,782) (15,490) (200,315) 8,042,078 3,106,022 11,14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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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 發行人和集團的權益變更表，包括所有權益變更和非因向股東發行股本和分配導致的權益變更，附帶上一財年同期比較資料

(續)： 
 
 

  歸屬公司所有人  

      

 股本 庫存股份 保留盈利 其他儲備*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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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年1月1日 5,947,420 - (54,850) 468,636 6,361,206 

      

當期利潤 - - 31,014 - 31,014 
      

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241,447) (241,447) 

當期其他全面虧損，稅後 - - - (241,447) (241,447) 

      

當期全面虧損總額 - - 31,014 (241,447) (210,433) 

      

於2020年3月31日 5,947,420 - (23,836) 227,189 6,150,773 

      

於2019年1月1日 5,951,793 - 133,458 309,098 6,394,349 
      

當期虧損 - - (3,210) - (3,210) 
      

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120,263) (120,263) 

當期其他全面虧損，稅後 - - - (120,263) (120,263) 

      

當期全面虧損總額 - - (3,210) (120,263) (123,473) 

      

於2019年3月31日 5,951,793 - 130,248 188,835 6,270,876 

      

 

 

 *與匯兌儲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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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i) 自上一財務報告期末起，因發行配股、紅利、股票回購、執行股票期權或權證、其他權益性

證券的轉換、為籌集現金或作為收購對價或其他目的發行股票而導致的公司股本變更的情

況。還需說明所有已發行在外的可轉債可兌換的股票數量，及庫存股的數量(若有)佔已發行

總股本的百分比，附帶上一財年期末的比較資料。同時需說明在本期結束及上一財年同期的

作為庫存股持有的股份數量和子公司持有的控股公司股份（若有），以及庫存股和子公司持

有控股公司股份總數佔所列股票總數的百分比。 

 
    股本 
 

 集團及公司 

股數 股本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實繳股本   

   
於2020年1月1日和2020年3月31日 2,602,817,726 5,947,420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已發行的普通股為2,602,817,726（2019年3月31日：普通股

2,606,588,726股）。  

 

上實環境股票期權計畫2012（簡稱“期權計畫2012”）/ 上實環境股票獎勵計畫2012

（“股票獎勵計畫2012”） 

 
自2012年4月27日通過特別股東大會上股東批准後，公司未授予任何期權計畫下的股票期權

及2012和股票獎勵計畫之股票。 

 
截至2020年3月31日，無發行在外的轉讓證券（2019年3月31日：零）。 
  

 
1(d)(iii) 截止本財務期末和上一財年年末已發行股票的總數量，不包括庫存股。 

 
截至2020年3月31日，本公司沒有持有任何庫存股份（2019年12月31日：無）。截至2020

年3月31日已發行的普通股為2,602,817,726股（2019年12月31日：2,602,817,726股）。 

 
 

1(d)(iv) 說明截止本財務期末所有出售、轉讓、處置、取消和/或庫存股使用的情況。 

 
截至2020年3月31日，無出售、轉讓、處置、取消或使用庫存股。 

 
 

1(d)(v) 說明截止本財務期末所有出售、轉讓、處置、取消和/或子公司持有控股公司股份使用的情

況。 

 
截至本期末，無出售、轉讓、處置、取消或使用子公司持有控股公司股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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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是否依據財務準則或慣例進行審計或審核。 

 
資料未經公司審計師的審計或審核。  
 
 

3.  如數據經審計，提供審計師報告（包括資格或重點事項）。 

 
不適用。 

 

3A.  如果最近的財務報表受到不利意見、有保留意見或免責聲明的影響：  

  

 a. 爲解决每個未决審計問題而作出的努力的最新情況。  

 b. 董事會會確認，已充分披露所有未决審計問題對財務報表的影響。  

 

 對於與持續經營有關的重大不確定性的任何審計問題，都不需要這樣做。  

 

 不適用。 

 
4.  是否採用了與最新年度財務審計報表相同的會計制度和計算方法。 

 
本集團於本財政年度的財務報表中採用與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相同的

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5.  會計制度和計算方法是否發生變更？包括會計準則、變更內容、變更原因及影響。 

   
未變更會計製度和計算方法。 
 

 
6.  扣減優先股利準備後，集團當期和上一財務年度的每股盈利。 

 

 3個月截止日期 

31.3.20 31.3.19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根據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稅後盈利計算的每股收益為： 

 

根據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i) （人民幣分） 5.00 5.76 

- 加權平均股數量(‘000)  2,602,818 2,606,589 

根據攤薄普通股計算 

(ii) （人民幣分） 
5.00 5.76 

- 加權平均股數量(‘000) 2,602,818 2,60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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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截至（a）當期；和（b）上一財務年度的每普通股資產淨值(發行人和集團；庫存股份除

外)。 

 

 
 

 
集團 公司 

人民幣分 人民幣分 

截止2020年3月31日 323.06 236.31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320.63 244.40 

 
 

計算每股資產淨值的股票數量為截止2020年3月31日的2,602,817,726股 (2019年12月31日: 

2,602,817,726股)。 

 
 
8.  為合理地理解集團業務，集團業績回顧必須討論： 

 

(a) 影響當期的收入、成本、盈利的重要因素，包括(若適用)季節或週期性因素； 

(b) 影響當期的現金流、營運股本、資產和債務的重大因素。  

  
 

 綜合收益表 

 
綜述 

 
2020年第1季度，集團收入從2019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13.355億元下降至人民幣10.529億元，

同比下降了21.2%；集團毛利從2019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4.292億元下降至人民幣4.128億元； 

 
與此同時，集團可歸屬本公司擁有人的稅後利潤從2019年1季度的人民幣1.501億元下降至人

民幣1.301億元，同比下降13.3%。 

 

 
有關集團業績的詳細分析，請參考以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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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集團業績回顧 – 續. 
 

(A) 收入 

 2020年 

第1季度 

2019年 

第1季度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建設收入 174,765 509,008 (65.7) 

特許服務安排運營維護收入 579,890 478,954   21.1 

特許服務安排財務收入 243,139 232,209    4.7 

服務收入 30,926 39,538 (21.8) 

其他 24,204 75,810 (68.1) 

合計 1,052,924 1,335,519 (21.2) 

    

總體來說，集團收入從2019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13.355億元下降至2020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

10.529億元，下降了人民幣2.826億元，同比下降21.2%。  

 
建設收入 

 

2020 年第 1 季度建設收入为人民幣 1.748 億元（2019 年第 1 季度：人民幣 5.09 億元）。與

2019 年第 1 季度相比，由于中國內地爆發的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 2020 年第 1 季度正在建設

的項目投入较少，收入下降。 

 
服務特許經營安排運營維護收入/服務特許經營安排財務收入 

 

服務特許經營安排運營維護收入及服務特許經營安排財務收入2020年第1季度合計為人民幣

8.230億元（2019年1季度：人民幣7.112億元）。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為污水處理量和污水

處理水價的增加。 

 
服務收入 

 
服務收入 2020 年第 1 季度為人民幣 3,090 萬元（2019 年第 1 季度：人民幣 3,950 萬元）。

服務收入下降主要原因是來自於運營維護項目較少的處理水量。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2020年第1季度為人民幣2,420萬元（2019年第1季度：人民幣7,580萬元）。其他收

入下降主要包括非經常性的安裝工程。 

 
(B) 毛利 / 毛利率 

 
集團毛利從2019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4.292億元下降至2020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4.128億元， 

下降了人民幣1,640萬元，同比下降3.8%。 集團毛利的下降主要來自於較少的建設收入及其

他收入（請看以上附註A解釋）。毛利率增長了7.1%，從2019年第1季度的32.1%增長至

2020年第1季度的39.2%。 與2019年第1季度相比，2020年1季度毛利率增長主要來自運營維

護收入类（運營維護收入的毛利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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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集團業績回顧 – 續. 

 
(C) 其他收入 

 

其他經營收入從2019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7,400萬元下降至2020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5,870萬元。

其他經營收入主要來自於政府補貼。政府補貼2020年第1季度為人民幣4,860萬元（2019年第

1季度：5,460萬元）。其他收入減少主要包括非經常性的维护工程。 

 
 
(D) 其他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益及虧損從2019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30萬元虧損增加至2020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310萬

元收益。其他收益及虧損的變動主要來自於匯率變動（主要來自於人民幣對新幣的匯率變動）

以及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變動。 

 
 
(E) 銷售及分銷費用 

 
銷售及分銷費用從2019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1,700萬元減少至2020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1,540萬

元。行政開支的下降主要來自於2020年第1季度业务減少。 

 
 

(F)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從 2019 年第 1 季度的人民幣 8,950 萬元減少至 2020 年第 1 季度的人民幣 7,540 萬

元。行政開支的下降主要來自於业务的減少。 

 
 
(G)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2020年第1季度為人民幣1.758億元（2019年第1季度：人民幣1.561億元）。財務費

用的增加主要來自於集團新增貸款。 

 
 

(H) 應佔联营公司/合資企業業績 

 
應佔聯營公司/合營企業業績，主要指集團按權益百分比，分佔投資成果。 

 
與 2019 年第 1 季度相比，2020 年第 1 季度應佔合資企業業績的減少主要是由於合資企業的

貢獻減少。 

 
 
(I) 無形資產攤銷 

 
無形資產攤銷從2019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6,830萬元增加至2020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7,600萬元。

與2019年第1季度相比，2020年1季度無形資產攤銷無重大變化。 

 
 
 

8.   集團業績回顧 – 續. 

 
(J)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從2019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6,010萬元下降至2020年第1季度的人民幣4,740萬元。

所得稅開支的減少主要是由於2020年第1季度與同期相比產生的利潤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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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流動資產 

 
截至2020年3月31日，集團流動資產共計人民幣58.9億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59.4億

元)。流動資產減少主要是因為2020前3個月的凈現金流出(詳情請參閱以下綜合現金流量

表)。 

 
 
(L) 非流動資產 

 
截至2020年3月31日，集團非流動資產共計人民幣264.2億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

264.3億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 非流動資產與2019相比無重大變化。  

 
 
(M) 流動負債 

 
截至2020年3月31日，集團流動負債共計人民幣94.6億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92.5億

元）。流動資產增加主要是因為償還期小於一年的新增借款的增加。 

 
 
(N) 非流動負債  

 
截止2020年3月31日，集團非流動負債共計人民幣108.9億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

112.6億元）。與2019年相比， 2020年第1季集團非流動負債無重大變動。 

 
 
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20年3月31日，集團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20.56億元(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

23.75億元)。2020年第1季度，集團經營活動使用的現金為人民幣2.99億元。若剔除服務特許

經營安排下應收款項的變動，2020年第1季度經營活動使用的淨現金流出為人民幣1.54億元。 

 
2020年第1季度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出為人民幣4,900萬元，主要用於購買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

的現金流出。 

 
2020年第1季度集團融資活動產生的淨現金流入為人民幣3,090萬元，主要來自於用於銀行借

款的淨增加。已付利息額及支付非控股股東紅利部分抵消了上述增加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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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若有預測或前景說明，與實際結果之間有何差異。 

 
 未向股東披露任何預測或前景說明。 

 
 

10.  截止公告之日，有可能影響下一個報告期間和未來12個月的經營的重大發展趨勢和競爭條件 

 ，以及已知因素或事項。 

 

2020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水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收官之年，《全國城鎮污水處理及再

生利用設施建設規劃》指出，計畫在2020年底，實現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全覆蓋以及地級及以

上城市建成區黑臭水體均控制，同時進一步加強提標改造污水處理設施能力。本集團緊跟政

策步伐，不斷提升現有設施，強化出水標準以實現污水、供水齊頭並進的發展目標。 
 

為鼓勵污染防治企業的專業化、規模化發展，更好支援生態文明建設，中國財政部、國家稅

務總局、國家發展改革委、生態環境部于2019年4月聯合發佈60號《關於從事污染防治的協力

廠商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公告》,對符合條件的從事污染防治的協力廠商企業減按15%的稅

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執行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本集團旗下項目公司將

按照上述相關條例，依法申請稅務優惠。 
 

2020年4月，中國政府發佈《關於有序推進新增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建設有關事項的通知(徵求意

見稿)》，國家將以收定支的方式，加強新增項目補貼資金的使用監管，保障資金充分發揮效

益，針對違規摻燒、違規排放、廠用電使用不規範等問題, 進一步加強對新增項目的管理。

該項條例預期將會為環保行業帶來更規範的發展。  
 

隨著中國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企業陸續復工復產，政府在市政環保領域的新項目開工建設

及招標預期將在二季度開始逐步恢復。 在中國環保基建領域持續發展的環境下，本集團將根

據中國國家發展的戰略方針，加強主業經營，繼續保持與各地方政府的密切合作，開拓更多

優質新項目与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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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紅利 

 
如已就股息作出决定：  

 

(a) 是否對中期（末期）普通股息做出宣布（建議） 

 
無。 

 
(b) 當期財務報告 

 
是否公佈紅利？ 

 
無。 

       
 上一財務年度同期  

 
是否公佈紅利？ 

 
無。 

 
(c) 股息是稅前扣除還是免稅。如果在稅前或扣除稅額，請說明稅率和股息産生的國家。 （如

果股息不在股東手中徵稅，這一點必須說明）。 

 
不適用。 

    
(d) 紅利支付日 

 
不適用。 

 
(e) 截止過戶日期 

 
不適用。 

 

 

12.  如果沒有公佈/建議紅利，陳述其影響此决定的原因。 

 
由於公司需要資金為資本開支及項目投資提供資金，因此公司並無宣派股息。 

 

 

13. 如果集團獲得股東對IPT的批准，根據第920(1)(a)(ii)條規定的交易總額。如果已經取得IPT

核准，請發佈有效聲明。 

 

未從股東獲得IPT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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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配股發行和定向發行募集資金的使用情況。 

 

公司於2017年5月(“2017定向配股”)完成了增發股票，募集到資金2.225億新元。上述募集

資金的使用情況符合2017年1月16日的募股說明書公告。除另有定義外，本條下使用的術語

和參考，與相關公告中的描述具有相同的含義。 

 
       截至目前，2017 年股份配售所得款項淨額已全部用完。 

 

 

15.  根據新交所上實手冊第 705(5)條款規定之董事確認聲明。 

 
我們，徐曉冰和馮駿，代表公司董事會確認，就我們所知，公司董事會未注意到有任何會導

致截至2020年3月31日的財務報表在重大方面存在造假或誤導的事項。 

 

 

16.   發行人已取得所有公司董事及執行人員保證的確認聲明 

 
公司確認已根據上市守則第720(1)條附件7.7中的格式取得所有公司董事及執行人員的保證。 

 

 

承董事會命 

 
 

徐曉冰 

 

執行董事 
 
2020年5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