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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中期業績

中國疏浚環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中

期業績，以及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的比較數據如下（均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並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346,187 395,886
營運成本 (227,362) (262,572)

毛利 118,825 133,314
其他收入 17,480 19,641
其他收益及虧損 24,886 6,590
市場推廣及宣傳開支 (5,679) (3,356)
行政開支 (26,437) (18,323)
融資成本 (35,619) (38,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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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 93,456 99,595
所得稅開支 5 (28,867) (27,008)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6 64,589 72,587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所有人 62,040 68,577
非控股權益 2,549 4,010

64,589 72,587

每股盈利 7
— 基本（人民幣分） 5.0 6.9

— 攤薄（人民幣分） 5.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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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14,922 1,658,604
預付土地租約款 99,377 100,773
投資物業 334,462 —

在建投資物業 — 307,702
商譽 201 2,956
其他無形資產 4,917 —

可供出售投資 6,000 20,921
已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78,769 79,377
遞延稅項資產 100,354 100,354
一年後到期的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8 103,262 206,442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000 15,000

2,357,264 2,492,129

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約款 2,908 2,90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以及預付款 8 1,233,202 1,180,985
已抵押銀行存款 100,000 47,572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5,696 153,569

1,461,806 1,385,03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9 443,442 497,670
應付董事款項 20,081 19,098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的款項 6,100 1,644
應付稅項 135,364 112,827
銀行借貸 10 635,856 716,405
其他借貸 1,489 495
可換股債劵 268,625 246,510
嵌入可換股債劵的衍生金融負債 508 7,030

1,511,465 1,601,679

流動負債淨值 (49,659) (216,64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307,605 2,275,484

– 3 –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2,045 102,045
儲備 1,925,525 1,863,236

本公司所有人應佔權益 2,027,570 1,965,281
非控股權益 156,229 158,136

權益總額 2,183,799 2,123,417

非流動負債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的款項 70,212 85,533
遞延稅項負債 15,201 16,046
銀行借貸 10 5,740 18,195
其他借貸 32,653 32,293

123,806 152,067

2,307,605 2,275,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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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

用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呈列。

2.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持續經營基準

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額約為人民幣 49,700,000元。董事審慎評估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時已計及 (i)本集

團自報告期間末起未來十二個月的估計營運現金流入量； (ii)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之大部分銀行借貸

由本集團資產作抵押及因此未來十二個月銀行借貸被續貸的可能性較大；及 (iii)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

月三十日於未來十二個月可予動用之尚未動用銀行融資額度為人民幣303,700,000元。

根據上述考慮因素，董事認為本集團於可預見未來可應付其財務責任，因此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持續經營

基準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於各報告期間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除外。

報告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此外，以下會計政策適用於報告期間進行的新交易。

無形資產

個別收購並具有限使用年期的無形資產按成本減累計攤銷及任何累計減值虧損列賬。具有限使用年期的

無形資產攤銷乃以直線法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確認。估計可使用年期及攤銷方法於各報告期末檢討，任

何估計變動的影響按前瞻基準入賬。

採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於報告期間強制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

呈報的金額及╱或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事項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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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基於執行董事（亦為制定戰略決定的主要運營決策者（「主要運營決策者」））審閱的報告釐定其營運

分部。向主要運營決策者呈報的資料乃基於本集團運營項目的不同性質而編製。在釐定本集團的呈報分

部時，主要運營決策者並無將所識別的營運分部彙合。

本集團四個呈報分部的詳情載列如下：

(i) 基建及填海疏浚業務指本集團提供的基建及填海疏浚服務及相關顧問服務；

(ii) 環保疏浚及水務管理業務指本集團主要就提升內河的環保效益及水質而提供的疏浚或水務管理服務

或工程；

(iii) 其他海事業務主要包括本集團提供的海上吊裝、安裝、打撈、船舶包租及其他工程服務；及

(iv) 物業管理業務指本集團建設的商場的租賃管理。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開始於中國建設一間商場以賺取租金收入，該工程已於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竣工。此後，主要運營決策者將物業管理業務作為獨立業務對其財務

表現進行審閱。因此，該等業務的業績按營運及可呈報分部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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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

本集團呈報分部收益及分部業績分析如下。

基建及填海

疏浚業務

環保疏浚及

水務管理業務

其他

海事業務

物業

管理業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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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益 183,705 82,827 77,956 1,699 346,187

分部業績 74,552 24,794 6,926 (2,623) 103,649

未分配其他收入 17,434
其他收益及虧損 24,886
未分配企業開支 (20,358)
未分配融資成本 (32,155)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 93,456

基建及填海

疏浚業務

環保疏浚及

水務管理業務

其他

海事業務

物業

管理業務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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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益 220,190 103,517 72,179 — 395,886

分部業績 83,422 30,923 10,959 — 125,304

未分配其他收入 18,972

其他收益及虧損 6,590

未分配企業開支 (15,037)

未分配融資成本 (36,234)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 9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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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報分部之會計政策與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所載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

分部業績為各分部所賺取的溢利（未分配中央行政開支、其他收益及虧損、若干其他收入及若干融資成

本）。此乃向執行董事報告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的工具。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支出包括：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29,712 27,866

遞延稅項 (845) (858)

28,867 27,008

(i) 中國企業所得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兩個期間的應課稅溢利以稅率25%計算。

(ii) 香港利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按兩個期間的估計應課稅溢利（如有）以稅率16.5%計算。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內並無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應課稅溢利，故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並無就

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6.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已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9,802 50,158

投資物業折舊 2,366 —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83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931 (2,056)

計入營運成本的分包費用 89,813 11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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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所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的本公司

所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62,040 68,577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而言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32,064 996,939

計算兩個期間的每股基本盈利的加權平均股份數目乃根據於兩個期間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計算兩個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時並未假設本公司之未償還可換股債券已獲轉換，原因為行使將導致每股

盈利增加。

計算過往期間每股攤薄盈利時並未假設尚未行使認股權證已獲行使，原因為於該期間，認股權證之行使

價高於股份之平均市價。尚未行使認股權證已於報告期間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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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即期：
應收賬款 101,499 184,933
可收回增值稅 1,763 1,705
提供予咏恒的股東貸款 — 14,804
其他 — 5,000

103,262 206,442

即期：
應收賬款 1,126,178 936,591
應收票據 9,020 11,845
應收政府財政獎勵 27,871 21,168
按金及預付款項 53,722 31,828
可收回增值稅 2,067 5,190
來自鴻基建築之應收代價 — 70,774
應收貸款 — 95,000
其他 14,344 8,589

1,233,202 1,180,985

1,336,464 1,387,427

於接納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基於客戶於行業內的聲譽評估該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及設定其信貸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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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報告期末，根據工程完成後通過核證的日期（接近於相關收益的確認日期）而編製的本集團應收賬款

（扣除應收賬款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的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124,168 139,071
31至60天 46,214 39,044
61至90天 32,137 43,225
91至180天 68,491 117,006
181至365天 357,028 385,008
1年至2年 427,685 259,986
超過2年 171,954 138,184

1,227,677 1,121,52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結餘包括保留金約人民幣 166,172,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155,000,000元）。

於各報告期間末基於竣工證書之相關日期所呈列之本集團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應收票據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61至90天 4,000 3,051
91至180天 5,020 8,794

9,020 1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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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分包費用 146,632 178,635
燃料成本 26,672 34,071
維修及保養 15,027 12,100
其他 4,805 4,970

193,136 229,776

應付票據 5,000 7,572

其他應付款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應付款項 19,639 24,659
投資物業╱在建投資物業應付款項 64,797 69,863
應計其他稅項 104,006 100,192
應計員工薪金及福利 13,444 22,405
預收款項 29,009 5,550
已收租賃按金 1,585 —

一年內到期的可換股債券利息 3,068 5,856
其他 9,758 31,797

245,306 260,322

443,422 497,670

本集團於各報告期間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應付賬款（按進度證書日期呈列的分包費用除外）的賬齡分析如

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 55,179 56,848
31至60天 10,910 5,786
61至90天 8,227 13,381
91至180天 18,136 15,809
超過180天 100,684 137,952

193,136 229,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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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銀行借貸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借入銀行貸款人民幣 335,288,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320,862,000元）並償還銀行貸款人民幣 428,292,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246,394,000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貸的實際年利率介乎2.0%至7.8%（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0%至7.8%）之間。

11. 關連方披露

(i) 關連方交易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向由本公司行政總裁、聯席主席兼最終控股股東劉開進先生（「劉先生」）控制之

若干公司就辦公室物業支付租金人民幣 48,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48,000元）。

此外，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接獲來自劉先生之其他墊款且已

向劉先生作出償還。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應付劉先生款項為人民幣 18,674,000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806,000元）。

(ii) 為支持本集團借貸作出的資產抵押及擔保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本集團已抵押資產以外，本集團銀行借

貸亦由下列各項支持：

(a) 翔宇中國作出的公司擔保；

(b) 劉先生及本公司董事周淑華女士提供的個人擔保；及

(c) 本公司附屬公司若干非控股股東擁有的兩項物業。

此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為人民幣 133,0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人民幣 9,800,000元），乃由劉先生擁有實益權益的一間公司擁有的一處物業予以部分支

持。

(iii) 主要管理層成員補償

各報告期間已付或應付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的酬金詳情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1,050 1,270
離職後福利 — 6

1,050 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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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已決定將不會支付有關報告期間之任何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本集團主要致力於疏浚業務，相關的業務可分為三個主要營運及呈報分部，即 (i)基建及填

海疏浚業務（「基建及填海疏浚業務」）； (ii)環保疏浚（「環保疏浚」）及水務管理業務（「環保疏

浚及水務管理業務」）； (iii)海上操作的其他工程，如吊裝及打撈工程（「其他海事業務」）。此

外，本集團於報告期間就管理居然之家鹽城店亦開始經營物業管理業務（「物業管理業

務」）。

業務回顧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收益約人民幣346,200,000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395,900,000元
下降 12 .6 %，毛利約人民幣 118 ,800 ,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 10 .9 %。純利約為人民幣

64,6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約人民幣 72,600,000元下跌約 11.0%。本集團於報告期

間錄得股東應佔溢利約人民幣 62,000,000元。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的收入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

錄得下降的主要因素為國內疏浚行業的工程項目實施節奏放緩，以及本集團對新項目的選

擇採用更為審慎的篩選策略導致新承接工程項目減少。

基建及填海疏浚業務為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儘管基建及填海疏浚業務分部於報告期間所產

生之收益減少，惟自該業務分部所產生之毛利率持續增加，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增加2.7個
百分點至 40.6%，因我們採用穩健和審慎的經營策略，對新承接工程的背景了解和盡職調

查更加細致深入，包括但不限於對其資金籌集的可靠性、工程的自然條件和施工狀況等，
以確保新承接工程資金回籠可靠，毛利空間更加可控。

環保疏浚及水務管理分部為本集團積極開拓發展的業務，本集團自行生產環保疏浚工程專

用的泥漿脫水設備，令本集團的環保疏浚能力，由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每年500萬立方米，
增加約300萬立方米，至於報告期間的每年800萬立方米。

– 14 –



至於其他海事業務，即包括海上吊裝、安裝、打撈、船舶包租及其他工程服務，由於市場

吊裝及打撈業務的競爭加劇而導致該分部服務價格下降。

本集團興建位於鹽城市鹽都區鹽城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核心地段的八層商場，該商場

的土地於二零一二年五月收購，總建築面積達 7.56萬平方米，主要用於物業管理業務之租

賃用途。商場正式命名為「居然之家鹽城店」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開業，主要為顧

客提供傢俱、家居用品及裝潢裝飾材料等「一站式」服務的大型家居建材主題購物中心。

本集團希望透過「居然之家」的品牌和其經營模式，從而提升競爭力，增加商場的出租率，
以爭取更高的盈利能力。長遠來說，本集團希望此項目能成為另一項長期和穩定的收入來

源，以便為集團今後進一步拓展環保疏浚業務提供穩定的現金流支持。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雖然中國經濟增長步伐持續放緩，但政府層面乃至全社會對環保的要求還是不

斷提升，隨著近幾年一系列環境治理政策的推進和落實，今後必將帶來了各種源源不斷的

商機。儘管疏浚行業的整體狀況未如理想，該等商機的最終落地還存在時效上的滯後，本

集團仍在將盡力抓住各環保政策對業務帶來的發展契機，同時積極不斷加大環保疏浚技術

研發和裝備生產的步伐，大力發展環保疏浚產業。如本集團的二零一五年年報中所說，憑

著我們對環保疏浚工程的豐富施工經驗，再配合自行研發生產的泥漿脫水設備，能夠令本

集團取得更多疏浚項目。希望本集團的環保疏浚及水務管理業務有可持續的發展，能夠令

本集團取得更多疏浚項目，並將大力提升本集團的市場競爭力、品牌形象和行業地位。

在資本運營方面，本集團根據工程項目運營的進度，積極尋找落實穩健可行的融資方案，
從而達到進一步優化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增強夯實本集團的資本基礎。

財務回顧

收益

於報 告期間 ，本集 團收益 約為人民幣 346 , 200 , 000元 ，較二零一五年同期 的約人民幣

395,900,000元下降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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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基建及填海疏浚業務分部及環保疏浚及水務管理業務分部分別錄得收益約人

民幣 183,700,000元及約人民幣 82,800,000元，分別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相應分部收益減少

16.6%及 20.0%。基建及填海疏浚業務分部收益減少乃主要由於國內疏浚行業的工程項目實

施節奏放緩，以及本集團對新項目的篩選採用更為穩健和審慎的經營策略導致新承接工程

項目減少。環保疏浚及水務管理業務分部收益於報告期間錄得下降，此乃由於若干環保疏

浚專案推進進度緩慢所致。

其他海事業務於報告期間為本集團貢獻約人民幣78,000,000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約人民幣

72,200,000元上升8.0%。

於報告期間的物業管理業務收入約人民幣 1,700,000元。該業務的增長，受制於市場推廣和

宣傳的長期性，客戶群的培植過程，以及最終用戶對品牌和商場的認可度。

營運成本及毛利

本集團的營運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262,600,000元減至報

告期間的約人民幣227,400,000元，降幅為13.4%，乃由於業務量下降所致，與整體收益減少

相符。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錄得毛利約人民幣 118,800,000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約人民幣133,300,000元減少10.9%。毛利下降乃主要由於報告期間收入減少。

報告期間的基建及填海疏浚業務的分部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37.9%上升至 40.6%，主要由於報告期間對新基建及填海疏浚工程項目篩選後毛利條件略好

所致。

報告期間的環保疏浚及水務管理業務的分部毛利率為 29.9%，與去年同期相同。該分部毛

利率水平被評定為屬合理。

其他海事業務的分部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15.2%下跌至報告期

間的8.9%，跌幅達6.3個百分點，主要由於吊裝行業的競爭加劇導致單價進一步降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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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集團的整體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1.7%輕微下跌至報告

期間的 29.9%，主要是由於物業管理業務尚處於開拓階段及因競爭加劇導致其他海事業務

的毛利率下跌所致。

其他收入

報告期間，其他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9,600,000元減少至

約人民幣 17,500,000元，主要是由於報告期間若干非即期應收賬款和應收代價的利息收入減

少。

因衍生金融負債之公允值變動而錄得的收益淨額

報告期間，可換股債券公允值變動而錄得非現金收益約人民幣 6,600,000元，去年同期的可

換股債券及認股權證公允值變動而共錄得非現金收益約人民幣 6,600,000元，相關的認股權

證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八日正式失效，而可換股債券將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七日到期。

市場推廣及宣傳開支

於報告期間的市場推廣及宣傳開支約為人民幣 5,700,000元，較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3,400,000元增加69.2%，此乃主要由於居然之家鹽城店於報告期間正

式投入營運，本集團推出一系列的推廣宣傳活動，其中包括邀請名星出席開幕禮。

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8,300,000元增加

44.3%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 26,400,000元。此乃主要由於居然之家鹽城店的運營導致新員

工薪酬開支增加，物業的折舊和維護費用，以及相關的專業費增加。

匯兌損益

由於報告期間匯率波動，本集團的部分銀行貸款、銀行存款和可換股債券以美元及港元計

值，已於報告期間確認匯兌損失約人民幣5,900,000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收益約人民

幣2,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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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下降約人民幣 2,700,000元至報告期間的約

人民幣35,600,000元。

所得稅開支

雖然報告期間除稅前溢利有所下降，但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五年同期約人民幣 27,000,000元
增加至報告期間約人民幣28,900,000元，主要由於實際稅率由27.1%上升至31.0%。

期內溢利

由於以上因素的綜合影響，期內純利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72,600,000元下跌 11.0%至報告期間的約人民幣 64,600,000元。倘不計及衍生金融負債公允值

變動、出售江蘇路港（定義見下文）收益及匯兌虧損的非現金收益╱虧損淨額，報告期間的

溢利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下降約39.8%。

每股盈利

報告期間每股基本盈利為每股人民幣 0.05元，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

盈利人民幣0.07元，下降約27.5%。

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權益總額約為人民幣 2,183,8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123,400,000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負債淨值約為人民幣 49,7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 216,600,000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

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為0.97（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86）。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採取審慎的現金及財務管理政策。為求能夠更好控制成本及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本

集團的財資活動均為集中管理，而現金一般會存放於銀行，大部分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資產中包括現金及多項銀行存款共約人民幣 225,700,000
元，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201,1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24,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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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應收賬款由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

1,121,5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06,200,000元至約人民幣1,227,700,000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總負債約為人民幣1,635,300,000元，較於二零一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753,700,000元有所下降。總負債下降主要由於銀行借貸及應付賬款

及其他應付款減少。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以計息工具（包括銀行借貸、其他借貸及可換

股債券）除以權益總額計算）下降至43.2%（二零一五年：47.7%），董事會認為屬健康水平。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乃以已抵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 115,000,000
元、本集團所持有的若干挖泥船、應收賬款及土地、劉開進先生（「劉先生」）擁有實益權益

的一家公司所持有的一處物業以及劉先生及周淑華女士的個人擔保作抵押。本公司兩間全

資附屬公司間因合約安排（據此由江蘇興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江蘇興宇」）的業務中產生

的一切經濟利益及風險均轉撥至江蘇翔宇港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而產生集團內抵押。

風險管理政策

本集團於其一般業務過程中面臨市場風險（例如貨幣風險及利率風險）。本集團的風險管理

策略旨在將該等風險對其財務表現的不利影響降至最低。

由於本集團的大部分買賣交易、貨幣資產及負債主要以人民幣（本集團的功能及呈報貨幣）
計值，惟可換股債券及若干銀行貸款及結餘以美元及港元計值，於報告期確認匯兌損失約

人民幣 5,900,000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收益約人民幣 2,100,000元），本集團正密切應

對相關匯率風險。

由於現行利率處於相對較低水平，故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利率對沖合約或任何其他利率相

關衍生金融工具。然而，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其所面對的相關利率風險。

重大收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九日，江蘇興宇與徐秀蘭女士及仇兆秀女士（統稱「買方」）訂立股份轉讓

協議，據此，江蘇興宇同意出售江蘇省路港建設工程有限公司（「江蘇路港」，為本公司的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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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全資附屬公司）之全部股本權益給買方，其中 98.89%股本權益由徐秀蘭女士收購，其餘

1.11%股本權益則由仇兆秀女士收購，總代價為人民幣 85,800,000元。江蘇路港主要從事港

口與航道工程、填海疏浚工程業務。該交易已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七日完成。

根據上述股份轉讓協議，買方承諾於股份轉讓完成後，買方應繼續就其業務與江蘇興宇合

作，以確保江蘇興宇投標獲得的投資項目運營將不會受到出售江蘇路港權益的影響。

資本承擔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 88,1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約人民幣 83 , 500 , 000元 ）， 當中包 括居然之家 鹽城店 的建 設成本 約人民 幣

71,900,000元、於一間小額貸款公司的資本投資約人民幣 7,100,000元、於一間水務管理公司

的資本投資約人民幣6,000,000元及一間環保設備廠房的建設成本約人民幣3,100,000元。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 622名僱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20名）。
報告期間的員工成本總額約為人民幣 25,100,000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30,000,000元）。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乃主要由董事根據個別僱員表現及市況釐定。除薪金及

酌情花紅外，僱員福利亦包括退休金供款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購股權（據此可授

予獨立非執行董事認購股份的購股權須遵守上市規則所載的適用條件及獨立性限制）。本集

團亦為其僱員提供持續性培訓。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並無經歷任何影響其營運的罷工、停工或重大勞資糾紛，本集團在聘

用及挽留合資格員工方面亦無遇到任何重大困難。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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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達致高水平的企業管治。董事認為，本公司於報告期間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適用守則條文，且與企業管治守則並無

任何重大偏離。

審核委員會及未經審核財務報表的審閱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審核

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陳銘燊先生（主席）、徐恒菊先生及還學東先生，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

事。

審核委員會於提出建議供董事會審核前，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準則及慣例及

財務報告事項（包括審閱報告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本公司的核數師張黃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審閱報告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

報表。

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www.cdep.com.hk)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刊登。載有

上市規則附錄十六規定的所有資料的報告期間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

東及在上述網站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中國疏浚環保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劉開進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劉開進先生；執行董事周淑華女士；非執行

董事兼聯席主席劉龍華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還學東先生、陳銘燊先生及徐恒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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