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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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第二季度及半年度（分別簡稱「二零一七年第二
季度」及「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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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二零一七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六年
第二季度

增加╱
（減少）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度

增加╱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 千港元 千港元 %

收入 868,717 668,497 30% 1,642,770 1,325,737 24%

銷售成本 (574,189) (440,850) 30% (1,088,460) (861,725) 26%    

毛利 294,528 227,647 29% 554,310 464,012 19%

其他收入 32,729 27,400 19% 60,617 58,103 4%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69,501) (70,397) (1%) (115,523) (138,542) (17%)    

經營活動業績 257,756 184,650 40% 499,404 383,573 30%

財務收入 2,499 1,056 137% 3,670 2,121 73%

財務費用 (50,431) (51,427) (2%) (109,140) (97,902) 1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17) – NM 716 – NM    

除稅前盈利 208,607 134,279 55% 394,650 287,792 37%

所得稅開支 (49,978) (52,856) (5%) (106,011) (100,270) 6%    

本期間盈利 158,629 81,423 95% 288,639 187,522 54%    

應佔盈利：
本公司股東 140,550 77,491 81% 255,047 180,634 41%

非控股權益 18,079 3,932 360% 33,592 6,888 388%    

158,629 81,423 95% 288,639 187,522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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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集團
二零一七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六年
第二季度

增加╱
（減少）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度

增加╱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 千港元 千港元 %

本期間盈利 158,629 81,423 95% 288,639 187,522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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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9 (117,243) NM 199,483 (116,165) NM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68,728 (35,820) NM 488,122 71,357 NM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243,120 (37,052) NM 443,476 67,182 NM

非控股權益 25,608 1,232 NM 44,646 4,175 NM    

268,728 (35,820) NM 488,122 71,357 NM    

經營活動業績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產生：

本集團 本集團
二零一七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六年
第二季度

增加╱
（減少）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度

增加╱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 千港元 千港元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012 2,914 3% 7,748 6,702 16%

無形資產攤銷 19,984 19,815 1% 39,929 39,943 0%

以下產生的利息開支：
－關聯銀行貸款 337 640 (47%) 732 1,345 (46%)

－其他銀行貸款 47,492 48,154 (1%) 103,292 91,242 13%

－關聯公司款項 2,602 2,633 (1%) 5,116 5,3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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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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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27 147,971 28 31

無形資產 1,248,712 1,259,449 – –

商譽 1,210,960 1,185,478 – –

附屬公司權益 – – 9,535,088 9,190,573

聯營公司權益 2,035 1,327 – –

其他應收款項 12,148 9,863 – –

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 

金融應收款項 9,229,686 8,179,732 – –    

11,852,168 10,783,820 9,535,116 9,190,604    

流動資產
存貨 18,209 14,323 –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715,072 588,739 1,983,069 2,096,933

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 

金融應收款項 917,342 791,609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856,655 1,902,741 59,231 30,716    

3,507,278 3,297,412 2,042,300 2,127,649    

總資產 15,359,446 14,081,232 11,577,416 11,318,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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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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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5,642 2,609,908 2,625,642 2,609,908

儲備 4,604,092 4,188,279 6,880,746 6,727,106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7,229,734 6,798,187 9,506,388 9,337,014

非控股權益 536,116 393,515 – –    

總權益 7,765,850 7,191,702 9,506,388 9,337,014    

非流動負債
貸款 3,550,998 3,366,091 1,149,426 1,203,692

遞延稅項負債 1,122,775 1,051,692 – –    

4,673,773 4,417,783 1,149,426 1,203,692    

流動負債
貸款 1,644,218 1,521,407 895,917 756,89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51,865 937,238 25,685 20,655

即期稅項負債 23,740 13,102 – –    

2,919,823 2,471,747 921,602 777,547    

總負債 7,593,596 6,889,530 2,071,028 1,981,239    

總權益及負債 15,359,446 14,081,232 11,577,416 11,318,253    

淨流動資產 587,455 825,665 1,12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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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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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24 1,410,794 116,715 1,404,692

(ii) 一年後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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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1,565 949,433 2,281,066 1,085,025

抵押品詳情

本集團在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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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

二零一七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六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除稅前盈利 208,607 134,279 394,650 287,792

經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012 2,914 7,748 6,702

無形資產攤銷 19,984 19,815 39,929 39,94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1 – 32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217 – (716) –

匯率變動的影響 10,940 (8,666) 11,086 (6,394)

淨財務費用 47,932 50,371 105,470 95,781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 291,713 198,713 558,199 423,824

營運資金變動：
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金融應收款項 (499,726) (422,767) (972,233) (532,784)

存貨 12,418 67 (3,541) 37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23,574 121,093 (115,613) (67,53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19,279 51,314 318,219 155,084    

經營活動所產生╱（動用）的現金 147,258 (51,580) (214,969) (21,036)

已付所得稅 (32,454) (43,424) (48,185) (84,685)    

經營活動所產生╱（動用）的現金淨額 114,804 (95,004) (263,154) (105,721)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3,502) (4,453) (4,528) (6,53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39 – 39 –

購買無形資產 (439) – (439) –

已收利息 2,499 1,056 3,670 2,121    

投資活動所動用的現金淨額 (1,403) (3,397) (1,258) (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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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六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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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307 1,638,231 479,369 2,677,269

償還銀行貸款 (175,945) (826,501) (246,014) (1,818,221)

受限制銀行結余減少╱（增加） – 176,929 – (133,231)

應付中間控股公司款項（減少）╱增加 (22,598) 30 (22,598) 775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減少）╱增加 (1,655) (1,884) 107 –

支付予股東之股息 (12,348) (11,877) (12,348) (11,877)

股份發行開支 (168) – (168) –

已付利息 (50,431) (51,427) (109,140) (97,902)

非控股股東注資 19,535 81,739 97,955 81,739    

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 155,697 1,005,240 187,163 677,4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269,098 906,839 (77,249) 567,278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26,123 948,827 1,359,401 1,288,550

匯率波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15,504 (17,669) 28,573 (17,831)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10,725 1,837,997 1,310,725 1,837,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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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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盈利 – – – – – – 140,550 140,550 18,079 158,629

外幣換算差額 – – 102,570 – – – – 102,570 7,529 110,099

已宣派二零一六年末期股息 – – – – – – (53,611) (53,611) – (53,611)

根據以股代息計劃 

發行股份（附註） 15,734 26,116 – – – – – 41,850 – 41,850

股份發行開支 – (168) – – – – – (168) – (168)

非控股股東注資 – – – – – – – – 19,535 19,535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2,625,642 1,266,248 (391,191) 155,635 1,229,302 (2,181) 2,346,279 7,229,734 536,116 7,765,850          

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內，本公司已向選擇參與以股代息計劃的股東配發
及發行15,733,870股新普通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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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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盈利 – – – – – – 77,491 77,491 3,932 81,423

外幣換算差額 – – (114,543) – – – – (114,543) (2,700) (117,243)

已宣派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 – – – – – – (52,304) (52,304) – (52,304)

根據以股代息計劃 

發行股份（附註） 10,177 30,250 – – – – – 40,427 – 40,427

非控股股東注資 – – – – – – – – 81,739 81,739

支付予非控股股東之股息 – – – – – – – – (14,550) (14,550)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2,610,398 1,240,300 (115,339) 121,317 1,230,162 (2,181) 2,010,452 7,095,109 307,441 7,402,550          

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內，本公司已向選擇參與以股代息計劃的股東配發
及發行10,177,139股新普通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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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股份
溢價

外幣換算
儲備

繳入
盈余儲備

其他
儲備

保留
盈利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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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虧損 – – – – – (24,567) (24,567)
外幣換算差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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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盈利 – – – – – 4,162 4,162
外幣換算差額 – – 108,196 – – – 108,196
已宣派二零一六年末期股息 – – – – – (53,611) (53,611)
根據以股代息計劃發行股份 15,734 26,116 – – – – 41,850
股份發行開支 – (168) – – – – (168)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2,625,642 56,198 (882,995) 7,639,082 64,953 3,508 9,50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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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虧損 – – – – – (9,141) (9,141)

外幣換算差額 – – (1,230) – – – (1,230)

股份回購 (7,793) – – (13,3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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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虧損 – – – – – (3,245) (3,245)

外幣換算差額 – – (136,844) – – – (136,844)

已宣派二零一五年末期股息 – – – – – (52,304) (52,304)

根據以股代息計劃發行股份 10,177 30,250 – – – – 40,427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2,610,398 30,250 (562,869) 7,639,942 64,953 48,850 9,83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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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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千股）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09,908
根據以股代息計劃發行股份 15,73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2,625,642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任何尚未行
使可轉換權益工具、優先股或庫存股份。本公司於本期間之股本增加乃由於
二零一七年六月根據以股代息計劃發行15,733,87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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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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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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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度

二零一六年
第二季度

二零一七年
上半年度

二零一六年
上半年度

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千港元） 140,550 77,491 255,047 180,634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2,611,464 2,601,116 2,610,690 2,601,332

每股基本╱攤薄盈利（港元） 0.054 0.030 0.098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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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

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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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2.60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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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本集團的收入由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的6.6850億港
元增長30%至8.6872億港元。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的2.2765億
港元上升至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的2.9453億港元，增幅為29%。本集團的盈利
由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的8,142萬港元上升至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的1.5863億
港元，增加95%。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為1.4055億港元，
較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增長81%。

綜合全面收益表

收入

收入由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的6.6850億港元增長 30%至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
的8.6872億港元。收入增長主要由於建造收入增長1.6867億港元。除於二零一
七年第二季度若干在建中的污水處理廠之擴建及提標升級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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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的4.4085億港元上升 30%至二零一七年第二
季度的5.7419億港元。這主要由於建造服務增加導致建造成本增加，二零一
七年第二季度的建造收入為5.2551億港元，而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建造收入
則為3.5684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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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的整體毛利率為34%，與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持平。
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建造收入確認比例較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更高（60%比 

53%）。一般而言，建造服務的毛利率低於運營服務的毛利率，因此更高比例
的建造收入會拉低整體毛利率。然而，由于若干項目的水價上調致使運營服
務毛利率提高，從而抵消了更高比例建造收入帶來的影響。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較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的2,740萬港元增加19%至二零一七年第二
季度的3,273萬港元。其他收入主要包含增值稅退稅、政府補助及其他雜項收
入。其他收入增加主要由於增值稅退稅及政府補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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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的 7,040萬港元輕微減少1%至二
零一七年第二季度的 6,950萬港元。費用輕微減少為後述因素的綜合影響：
(a)由於集團業務擴張而導致員工成本、市場拓展費用及其他運營費用上升；
(b)由於部分當地稅局對於其他稅項的相關認定發生變更致使其他稅金增加；
及 (c)未產生由於與美元掛鈎之貸款而確認的匯兌損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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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匯兌損失。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由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的5,143萬港元輕微減少至二零一七年第二
季度的5,043萬港元。財務費用的減少乃主要由於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平均貸
款余額較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有所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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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費用

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的所得稅費用由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的5,286萬港元減
少5%至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的 4,998萬港元。所得稅費用減少為後述兩項變
化所致的綜合影響：(a)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更高的除稅前盈利導致該期間更
高的應付稅費；及 (b)與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相比，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的遞
延稅項更少。在二零一六年第二季度，由於遞延稅項計算方法變更，某些費
用根據當地稅局要求不可抵扣，因此在該期間產生了較高的遞延稅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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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六月三十日的153.6億港元，增長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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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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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的101.5億港元，增
加了11.8億港元。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金融應收款項上升，主要由於二
零一七年上半年確認若干水廠的擴建及提標升級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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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的7.2722億港元。當中，
應收賬款增加4,401萬港元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4.7361億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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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收款項（包括即期及非即期）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內增加8,461

萬港元，乃主要由於建造工程的預付款項及應退增值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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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總貸款（包括即期及非即期）增加 3.0772億港元。總貸款增加主要由於二零一
七年上半年銀行貸款所得款項約4.7937億港元，同時被償還銀行貸款2.4601

億港元所抵銷。匯率變動亦對總貸款余額產生影響。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3.1463億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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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淨流動資產為 5.8746億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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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21億港元。

權益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總權益為 77.7億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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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
確認盈利2.8864億港元；(b)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因人民幣兌港元升值而確認
外幣換算收益1.9948億港元；(c)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由於宣告和支付二零
一六年末期股息，權益減少1,193萬港元；及 (d)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附屬
公司的非控股股東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注資9,796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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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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13.1073億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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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

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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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655 1,902,741

減︰受限制銀行存款 (545,930) (543,340)  

綜合現金流量表所示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10,725 1,359,401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現金流入為2.9171億港元（二
零一六年第二季度：1.9871億港元）。營運資金變動及支付所得稅導致現金流
出分別為 1.4446億港元及 3,245萬港元。因此，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
流入為1.1480億港元。營運資金變動主要由於︰

(a) 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金融應收款項增加4.9973億港元；

(b) 存貨減少1,242萬港元；

(c)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1.2357億港元；及

(d)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2.1928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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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於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本集團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出為140萬港元。
現金流出主要由於該期間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付款 350萬港元及購買無形
資產付款44萬港元，部分被該期間已收利息250萬港元及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所得款項4萬港元所抵銷。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第二季度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入為1.5570億港元。
現金淨流入乃由於︰

(a) 就根據以股代息計劃發行股份支付開支17萬港元；

(b) 銀行貸款所得款項淨額2.2336億港元；

(c) 應付關聯方款項淨減少2,425萬港元；

(d) 支付予股東之股息1,235萬港元；

(e) 已付利息5,043萬港元；及

(f) 非控股股東注資1,954萬港元。

期後事項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與相關金融機構簽訂承銷協議，內容有關
本公司擬以單期或多期在中國境內向合格投資者發行本金總額不超過人民
幣25億元的以人民幣計值的公司債券（「公司債券」），募集資金部分將用於償
還本集團的債務及補充一般營運資金，部分將用於綠色產業項目建設和償還
綠色產業項目貸款。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發行日」），本公司已發行
本金為人民幣10億元的首期公司債券，期限為自發行日起計五年。首期發行
的所得款項將用於償還本集團的現有債務及補充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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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日宣佈中標山東省濟南市華山水質淨化項目
（「華山項目」）。華山項目的總投資約人民幣 1.2億元，設計污水處理規模為
30,000立方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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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於公告日期對集團運營所在產業的競爭狀况之評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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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上半年，本集團取得6個新項目，涉及投資額約人民幣42.64億元。
除了在傳統的污水處理領域上穩步發展外，本集團以新領域、新技術為突破
點，在水環境綜合治理、水資源綜合利用、城鄉供水、綠色水務等新業務方
面屢有斬獲。同時，深入落實環境、安全、健康及社會責任（「ESHS」）管理體系
及風險管理體系，實現內外齊抓，推動運營管理效率的提升和業務的增長。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於二零一七年六月獲得通過，並將
於二零一八年起施行，更加明確各級政府的水環境質量責任。《國家環境保
護「十三五」科技發展規劃綱要》、《「十三五」環境領域科技創新專項規劃》等
鼓勵技術創新的政策明確提出要加大科技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支撑力度，强化
科技創新促進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多項行業監管、扶持政策頻出，引導
着行業逐漸由快速發展階段轉向理性增長階段，啓發了企業進行理性思考，
積極實踐技術、業務模式、管理等多方位創新措施，進而提升自身的核心競
爭力。另一方面，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相關政策的細化和延伸，
亦帶動行業探索業務模式創新，挖掘業務模式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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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認為，在政策、法規及市場機制不斷完善的情况下，水環境治理行業
市場充實，內需旺盛，前景可觀。在健康向好的行業氛圍中，本集團將繼續大
力投入技術研發和創新，增强自身技術品牌影響力；同步推動管理體系的持
續優化，提升整體的管理水平和運營效率；並靈活、有效地將自身於技術、
管理、運營等多方面的優勢與戰略布局相結合，通過以資本、產業、技術互
為依托的核心競爭力，化潛力為盈利，變挑戰為商機，為下半年乃至未來數
年的發展夯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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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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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果本集團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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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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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止第二季度
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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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八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