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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光大水務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水務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的未經審計
財務業績。

1(a) 集團全面收益表連同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

本集團
二零一七年
第一季度

二零一六年
第一季度

增加╱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

收入 774,053 657,240 18%

銷售成本 (514,271) (420,875) 22%  

毛利 259,782 236,365 10%

其他收入 27,888 30,703 (9%)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46,022) (68,145) (32%)  

經營活動業績 241,648 198,923 21%

財務收入 1,171 1,065 10%

財務費用 (58,709) (46,475) 26%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1,933 – NＭ  

除稅前盈利 186,043 153,513 21%

所得稅開支 (56,033) (47,414) 18%  

本期間盈利 130,010 106,099 23%  

應佔盈利：
本公司股東 114,497 103,143 11%

非控股權益 15,513 2,956 NＭ  

130,010 106,09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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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二零一七年
第一季度

二零一六年
第一季度

增加╱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

本期間盈利 130,010 106,099 23%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項目
－外幣換算差額 89,384 1,078 NM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19,394 107,177 105%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200,356 104,234 92%

非控股權益 19,038 2,943 NM  

219,394 107,177 105%  

經營活動業績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產生：

本集團
二零一七年
第一季度

二零一六年
第一季度

增加╱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736 3,788 25%

無形資產攤銷 19,945 20,128 (1%)

以下產生的利息開支：
－關聯銀行貸款 395 705 (44%)

－其他銀行貸款 55,800 43,088 30%

－關聯公司款項 2,514 2,682 (6%)

NM︰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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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 發行人及集團財務狀況表連同上一個財政年末之比較數字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七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8,737 147,971 30 31

無形資產 1,252,926 1,259,449 – –

商譽 1,197,271 1,185,478 – –

附屬公司權益 – – 9,355,701 9,190,573

聯營公司權益 3,260 1,327 – –

其他應收款項 9,870 9,863 – –

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
金融應收款項 8,713,474 8,179,732 – –    

11,325,538 10,783,820 9,355,731 9,190,604    

流動資產
存貨 30,388 14,323 –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33,379 588,739 1,995,352 2,096,933

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
金融應收款項 820,125 791,609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69,866 1,902,741 34,424 30,716    

3,253,758 3,297,412 2,029,776 2,127,649    

總資產 14,579,296 14,081,232 11,385,507 11,31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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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七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股本 2,609,908 2,609,908 2,609,908 2,609,908

儲備 4,388,635 4,188,279 6,796,051 6,727,106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6,998,543 6,798,187 9,405,959 9,337,014

非控股權益 490,973 393,515 – –    

總權益 7,489,516 7,191,702 9,405,959 9,337,014    

非流動負債
貸款 3,374,741 3,366,091 1,144,117 1,203,692

遞延稅項負債 1,090,298 1,051,692 – –    

4,465,039 4,417,783 1,144,117 1,203,692    

流動負債
貸款 1,552,792 1,521,407 818,624 756,89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048,845 937,238 16,807 20,655

即期稅項負債 23,104 13,102 – –    

2,624,741 2,471,747 835,431 777,547    

總負債 7,089,780 6,889,530 1,979,548 1,981,239    

總權益及負債 14,579,296 14,081,232 11,385,507 11,318,253    

淨流動資產 629,017 825,665 1,194,345 1,35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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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ii) 集團之貸款和債務證券總額

(i) 一年或以內應付或按要求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81,645 1,371,147 116,715 1,404,692

(ii) 一年後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2,301,727 1,073,014 2,281,066 1,085,025

抵押品詳情

本集團在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有抵押
貸款，由若干與本集團服務特許經營權安排相關的收入、應收款項和無形資
產、本集團的銀行存款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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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集團之現金流量表連同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

二零一七年
第一季度

二零一六年
第一季度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除稅前盈利 186,043 153,513

經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736 3,788

無形資產攤銷 19,945 20,12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1 –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1,933) –

匯率變動的影響 146 2,272

淨財務費用 57,538 45,410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 266,486 225,111

營運資金變動：
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金融應收款項 (472,507) (110,017)

存貨 (15,959) 30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239,187) (188,625)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8,940 103,770  

經營活動所（動用）╱產生的現金 (362,227) 30,544

已付所得稅 (15,731) (41,261)  

經營活動所動用的現金淨額 (377,958) (10,717)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026) (2,082)

已收利息 1,171 1,065  

投資活動所產生╱（動用）的現金淨額 145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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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第一季度

二零一六年
第一季度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支付股份回購的款項 – (21,139)

銀行貸款所得款項 80,062 1,039,038

償還銀行貸款 (70,069) (991,720)

受限制銀行結余增加 – (310,160)

應付中間控股公司款項增加 – 745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增加 1,762 1,884

已付利息 (58,709) (46,475)

非控股股東注資 78,420 –  

融資活動所產生╱（動用）的現金淨額 31,466 (327,82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346,347) (339,561)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59,401 1,288,550

匯率波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3,069 (162)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26,123 94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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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 反映發行人及集團 (i)所有權益變動或 (ii)資本化發行及向股東作出分派以外
權益變動之報表，連同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報表

本公司股東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

外幣換算
儲備

法定
儲備

繳入
盈余儲備

其他
儲備

保留
盈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2,609,908 1,240,300 (579,620) 155,635 1,229,302 (2,181) 2,144,843 6,798,187 393,515 7,191,702
本期間盈利 – – – – – – 114,497 114,497 15,513 130,010
外幣換算差額 – – 85,859 – – – – 85,859 3,525 89,384
非控股股東注資 – – – – – – – – 78,420 78,420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2,609,908 1,240,300 (493,761) 155,635 1,229,302 (2,181) 2,259,340 6,998,543 490,973 7,489,516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2,608,014 1,210,050 (1,887) 121,317 1,243,508 (2,181) 1,882,122 7,060,943 236,077 7,297,020
本期間盈利 – – – – – – 103,143 103,143 2,956 106,099
外幣換算差額 – – 1,091 – – – – 1,091 (13) 1,078
股份回購 (7,793) – – – (13,346) – – (21,139) – (21,139)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2,600,221 1,210,050 (796) 121,317 1,230,162 (2,181) 1,985,265 7,144,038 239,020 7,383,058          

本公司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2,609,908 30,250 (1,084,703) – 7,639,082 64,953 77,524 9,337,014 – 9,337,014
本期間虧損 – – – – – – (24,567) (24,567) – (24,567)
外幣換算差額 – – 93,512 – – – – 93,512 – 93,512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2,609,908 30,250 (991,191) – 7,639,082 64,953 52,957 9,405,959 – 9,405,959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2,608,014 – (424,795) – 7,653,288 64,953 113,540 10,015,000 – 10,015,000
本期間虧損 – – – – – – (9,141) (9,141) – (9,141)
外幣換算差額 – – (1,230) – – – – (1,230) – (1,230)
股份回購 (7,793) – – – (13,346) – – (21,139) – (21,139)          

於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2,600,221 – (426,025) – 7,639,942 64,953 104,399 9,983,490 – 9,98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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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ii) 自上一個財政年度結束以來，由供股、紅股發行、股份回購、行使購股權或
認股權證、兌換其他股本證券發行、發行股份以換取現金或作為收購代價或
基於任何其他理由產生之任何本公司股本變動詳情。同時呈列於本報告財政
期間結束時及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兌換全部未行使可換股工具時可
發行之股份數目

自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本公司股本並未有任何變動。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任何尚
未行使可轉換權益工具、優先股及庫存股份。

1(d)(iii) 呈列於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上一個財政年度結束時已發行股份總數（庫存股
份除外）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千股） 2,609,908 2,609,908  

2. 有關數據是否經審計或審閱，並按哪些準則或慣例審計或審閱。

有關數據未經本公司審計師審計或審閱。

3. 如數據已經審計或審閱，則提供審計師報告（包括任何保留意見或重點事項）。

不適用。

4. 是否採用與發行人最近期經審計年度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除附註5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財政期間之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
計算方法與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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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出現任何變動（包括任何會計準則所規定者），請註明
所出現變動、變動原因及其影響。

本集團採納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闡釋（「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闡釋」）。採納上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闡釋並
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6. 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及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每股盈利（已扣除任何優先
股股息撥備）。

每股基本╱攤薄盈利
二零一七年
第一季度

二零一六年
第一季度

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千港元） 114,497 103,143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2,609,908 2,601,548

每股基本╱攤薄盈利（港元） 0.044 0.040  

7. 按發行人於以下年度結束時之已發行股本計算之發行人及集團每股普通股
資產淨值：(a)本報告財政期間；及 (b)上一個財政年度。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七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按截至相關期間末已發行
股本計算之每股普通股
資產淨值 2.68 2.60 3.60 3.58    

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是用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除以於相關財政期間
末已發行的普通股（不包括庫存股份）股份總數計算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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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集團之表現回顧，須涵蓋足以合理瞭解集團業務所需資料。回顧必須論述影
響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之營業額、成本及盈利之任何重大因素，包括（如
適用）季節性或週期性因素；及影響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之現金流量、營
運資金、資產或負債之任何重大因素。

概覽

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本集團的收入由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的 6.5724億港
元增長18%至7.7405億港元。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的2.3637億
港元上升至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的2.5978億港元，增幅為10%。本集團的盈利
由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的 1.0610億港元上升至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的 1.3001

億港元，增加23%。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為1.1450億港
元，較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增長11%。

綜合全面收益表

收入

收入由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的6.5724億港元增長18%至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
的7.7405億港元。收入增長主要由於建造收入增長1.0909億港元。除於二零一
七年第一季度若干在建中的污水處理廠之擴建及升級外，建造收入增長主要
源自海綿城市建設項目及河道治理項目的建設。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由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的4.2088億港元上升22%至二零一七年第一
季度的5.1427億港元。這主要由於建造服務增加導致建造成本增加，於二零
一七年第一季度帶來建造收入 4.5173億港元，而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建造收
入則為3.4264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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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的整體毛利率下降至34%（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36%），
主要由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總收入中的建造收入確認比例較二零一六年
第一季度高。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建造收入佔總收入約58%（二零一六年
第一季度：52%）。一般而言，建造服務的毛利率低於營運服務的毛利率。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較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的3,070萬港元減少9%至二零一七年第一季
度的2,789萬港元。其他收入主要包含增值稅退稅、政府補助及其他雜項收
入。其他收入下跌主要由於增值稅退稅減少。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主要包括員工成本、租賃費用、匯兌差額，以及法律與
專業費用。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由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的6,815萬港元減少32%至二零一
七年第一季度的4,602萬港元。費用減少主要由於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確認了
與美元掛鈎之貸款受該期間人民幣兌美元貶值影響而產生之匯兌損失。此等
與美元掛鈎之貸款已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底全額還清。自此，概無進一步確認
與該等貸款有關之匯兌差額。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由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的4,648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
的5,871萬港元。財務費用的增加乃主要由於：(i)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平均貸
款余額較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有所增加；及 (ii)長期貸款比例由二零一六年
第一季度的 45%增加至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的 68%。一般而言，長期貸款利
率相較於短期貸款利率更高。

所得稅費用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的所得稅費用由二零一六年第一季度的4,741萬港元上
升18%至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的5,603萬港元。所得稅費用上升與除稅前盈利
增加的趨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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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資產

本集團的總資產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40.8億港元增加至二零一
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145.8億港元，增長4%。總資產增加，主要由於與服務特
許經營權相關的金融應收款項、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的增加所致。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9.0億港元減少至二零一
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15.7億港元。

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金融應收款項（包括即期及非即期）由二零一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的 89.7億港元上升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95.3億港元，
增加了5.6億港元。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金融應收款項上升，主要由於二
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確認若干水廠、海綿城市建設項目及河道治理項目的建造
收入。

本集團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即期及非即期）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的 5.9860億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 8.4325億港元。當
中，應收賬款增加1.6277億港元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5.9237億港元，
主要由於季節性支付方式所致，通常情況下，客戶在財政年度末支付更多比
例的應收賬款。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為5.9237億港元，同比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應收賬款6.5709億港元下降了10%。其他應收款項（包
括即期及非即期）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內增加8,188萬港元，乃主要由於建
造工程的預付款項及投標按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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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總貸款（包括即期及非即期）增加4,004萬港元。總貸款增加主要由於二零一七
年第一季度銀行貸款所得款項約8,006萬港元，同時亦被償還銀行貸款 7,007

萬港元所抵銷，匯率變動亦對銀行貸款變動產生影響。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 1.1161億港元，主要由於建造項目的應付款項
增加所致。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淨流動資產為6.2902億港元，較二零一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淨流動資產8.2567億港元減少1.9665億港元。

權益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總權益為74.9億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71.9億港元）。權益增加主要由於以下原因：(i)於二零一七年第一
季度確認盈利1.3001億港元；(ii)一名中國附屬公司的非控股股東於二零一七
年第一季度注資7,842萬港元；及 (iii)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因人民幣兌港元
輕微升值而確認外幣換算收益8,938萬港元，有關金額已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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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13.5940億港元減少至二
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10.2612億港元。計入綜合現金流量表的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之對賬如下︰

二零一七年
三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財務狀況表所示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69,866 1,902,741

減︰受限制銀行存款 (543,743) (543,340)  

綜合現金流量表所示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26,123 1,359,401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現金流入為2.6649億港元（二
零一六年第一季度：2.2511億港元）。營運資金變動及支付所得稅導致現金流
出分別為6.2871億港元及1,573萬港元。因此，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
流出為3.7796億港元。營運資金變動主要由於︰

(1) 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金融應收款項增加4.7251億港元；

(2) 存貨增加1,596萬港元；

(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2.3919億港元；及

(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9,894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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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本集團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入為15萬港元。現
金流入主要由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收取利息達 117萬港元。有關利息部分
被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的款項102萬港元所抵銷。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入為 3,147萬港元。
現金淨流入乃由於︰

(1)  銀行貸款所得款項淨額999萬港元；

(2)  應付關聯方款項淨增加176萬港元；

(3)  已付利息5,871萬港元；及

(4)  一名非控股股東注資7,842萬港元。

期後事項

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本公司與中國山東省濟南市章丘公用事業局就章丘
城鄉供水一體化特許經營項目（「該項目」）簽訂特許經營合同。根據特許經營
合同的約定，該項目包括實施管理合同 (MC)子項目，建造－運營－轉移 (BOT)

子項目及轉移－運營－轉移 (TOT)子項目。

該項目總投資額約為人民幣 3,055,800,000元（等額 3,453,054,000港元）。該項目
特許經營期將為三十年（含建設期）。

根據特許經營合同的約定，本公司與章丘區人民政府指定的出資代表（「政
府代表方」）成立項目公司（「該項目公司」）。該項目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
幣1,018,600,000元（等額 1,151,018,000港元），其中本公司將佔該項目公司股權
80%，政府代表方將佔剩余20%股權。

9. 先前是否已對股東披露預測或前景陳述，以及與實際結果之差異說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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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公告日期對集團運營所在產業的競爭狀況之評論，以及於下一個報告年度
及未來十二個月可能影響集團的任何已知因素或事件。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本集團繼續以「穩、進、實」的發展方針為指引，積極
推進內生發展。於本季度，本集團在城鄉供水一體化業務領域取得突破，並
在污水處理和水環境綜合治理領域斬獲新項目，涉及投資總額超過人民幣40

億元，實現了二零一七年的良好開局。

在二零一六年密集出台的環保政策措施基礎上，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度，中央
及地方政府繼續推出針對性更強的水環境治理政策。《「十三五」全國城鎮污
水處理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規劃》提出進一步加強城鎮污水處理設施的建設
力度，提升全國污水處理率，計劃在「十三五」期間實現城鎮污水設施建設從
「量變」到「質變」的飛躍，為污水治理行業的發展描繪出新方向；《住房城鄉
建設部村鎮建設司二零一七年工作要點》將農村污水治理提上日程，為水環
境治理行業打開了更廣闊的市場空間。此外，政府亦於期內推出《「十三五」實
行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實施方案》等力度更大、要求更嚴的監管
考核措施，為相關政策的有效推進保駕護航。這將有利於具有實力的企業在
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尋求長足發展。

作為專注於水環境綜合治理的投資運營企業，本集團將堅持以技術創新引領
發展，不斷打造自身在水環境治理技術領域的品牌。市場拓展方面，本集團
將繼續深耕現有項目所在市場，挖掘更多業務機會；與此同時，本集團亦會
積極圍繞國家各級水環境治理政策，探索新的業務領域，以增加未來的盈利
增長點。運營管理方面，本集團將進一步深化區域管理模式，加強管理體系
建設，加強內部整合和文化融合，進而提升整體協同效益和運營效率，為未
來的穩步、快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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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a) 本報告財政期間

無

(b) 上一財政年度同期

不適用

(c) 派息日

不適用

(d) 過戶截止日期

不適用

12. 若無宣派╱建議派發股息，請說明影響。

不適用。

13. 如果本集團就有關聯人士交易自股東取得一般授權，請明確上市規則第920(1)

(a)(ii)中規定的關聯人士交易合計金額。如果沒有取得關聯人士交易授權，請
說明影響。

於本財政期間，本集團並無就關聯人士交易自股東取得任何一般授權。

14. 股份配售及發行中期票據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狀況。

不適用。

15. 發行人根據上市規則第720(1)條規定已取得其所有董事及執行人員承諾確認。

根據新加坡交易所上市手冊第 720(1)條規定，本公司已從其所有董事及執行
人員處取得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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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確認
根據上市手冊第705(5)條

本人安雪松謹此代表中國光大水務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確認，據吾等所深
知，本公司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資料會令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第一季
度的未經審計財務業績在任何重大方面存在虛假或誤導成份。

承董事會命

安雪松
執行董事兼總裁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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