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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業績公佈 
 

桑德國際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會」) 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比較數字如

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收益 4 1,765,672 1,293,476

銷售成本 (1,229,527) (917,963)

毛利 536,145 375,513

其他營運收入 5 23,401 13,861

其他開支 6 (76,753) (28,576)

分銷開支 (12,815) (10,892)

研發開支 (4,863) (5,256)

行政開支 (79,219) (38,052)

分佔一家聯營公司的業績 (14) 21

融資成本 7 (36,815) (13,630)

除所得稅前溢利 349,067 292,989

所得稅開支 8 (59,877) (10,236)

年內溢利 289,190 282,753

其他全面收益

匯兌差額及其他全面收益總額 366 0
全面收益總額 289,556 28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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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年止度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89,104 281,869

非控股權益 86 884

289,190 282,753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89,470 281,869

非控股權益 86 884

289,556 282,753

每股盈利（人民幣分）
基本及攤薄 10 22.41 2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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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6,719 47,617 49,992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2,547 2,561 2,540

土地使用權 45,454 46,612 47,770

無形資產 40,000 50,000 60,000

商譽 41,395 41,395 41,395

服務特許權應收款項 665,118 415,747 230,158

遞延稅項資產 7,372 7,372 2,935

848,605 611,304 434,790

流動資產

存貨 12,056 11,543 21,86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808,750 421,783 506,194

土地使用權 1,158 1,158 1,158

應收合約客戶款項 337,651 227,089 237,233

受限制銀行結餘 314,726 72,208 369,481

現金及銀行結餘 2,027,352 1,237,698 772,988

3,501,693 1,971,479 1,908,91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886,414 705,468 544,962

應付稅項 30,260 14,598 9,970

借貸 － 一年內到期 430,200 178,700 391,662

應付合約客戶款項 9,611 24,264 24,311

1,356,485 923,030 970,905

流動資產淨值 2,145,208 1,048,449 938,012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993,813 1,659,753 1,372,80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1,584 19,509 16,242

借貸 － 一年後到期 241,096 48,300 0

可兌換貸款票據 784,878 0 0

1,057,558 67,809 16,242

資產總額減負債總額 1,936,255 1,591,944 1,356,56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33,368 833,368 833,368

儲備 1,095,287 739,678 505,17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928,655 1,573,046 1,338,546

非控股權益 7,600 18,898 18,014

1,936,255 1,591,944 1,356,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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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一般資料及財務報表之呈報基準 

 

桑德國際有限公司為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七日根據新加坡公司法於新加坡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

份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新交所」)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 香港雙重

第一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1 Robinson Road #17-00 AIA Tower, Singapore 048542。本集團主

要營業地點位於460 Alexandra Road, #14-04 PSA Building, Singapore 119963。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亦從事環保建設相關之設計服務。其附屬公司（聯同本公司，統稱為

「本集團」）主要從事環保建設相關之水處理、研發水處理技術及提供技術諮詢服務以及建設、管理

及營運市政污水項目和出售經處理的水。 

 

綜合財務報表以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營運所在主要經濟環境之貨幣，即人民幣(「人民幣」)呈列。本

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 

 

本公司之直接及最終母公司為Sound Water (BVI) Limited 。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本集團以人民幣27,000,000元及人民幣18,000,000元之代價分別從北京桑德環保集

團有限公司（「北京桑德環保」）及第三方購入安陽明波水務有限公司(「安陽明波」)之60%權益及餘

下40%權益而完成安陽明波之收購。 

 

收購安陽明波被視為共同控制下的一項業務合併。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已採用合併會計原則，假設

安陽明波自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即北京桑德環保以人民幣27,000,000之代價從第三方購入安陽明

波之60%權益之時)已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

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包括現組成本集團之公司（包括安陽明波，猶如其自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已為本集團擁有60%權益之附屬公司）之業績、權益變動及現金流量。本集團

已編製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以呈列現組成本集團之

公司（包括安陽明波，猶如截至該等日子其已為本集團擁有60%權益之附屬公司）之資產及負債。收

購安陽明波餘下40%權益按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額外權益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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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安陽明波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及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的財務狀況產生的影響概述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合併安陽明波  對銷調整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呈列） (重列)

收益 1,293,476             33,208 (33,208)                 1,293,476             

銷售成本 (917,963)               (33,208)                 33,208                  (917,963)               

毛利 375,513                -                        -                        375,513                

其他營運收入 10,914                  2,947                    -                        13,861                  

其他開支 (28,576)                 -                        -                        (28,576)                 

分銷開支 (10,892)                 -                        -                        (10,892)                 

研發開支 (5,256)                   -                        -                        (5,256)                   

行政開支 (38,052)                 -                        -                        (38,052)                 

融資成本 (13,630)                 -                        -                        (13,630)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業績 21                         -                        -                        21                         

除所得稅前溢利 290,042                2,947                    -                        292,989                

所得稅開支 (9,499)                   (737)                      -                        (10,236)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280,543                2,210                    -                        282,753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

額

本公司擁有人 280,543                1,326                    -                        281,869                

非控股權益 0 884 -                        884                       

280,543                2,210                    -                        28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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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  合併安陽明波  對銷調整 

 

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呈列）  (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7,550            67                        -                 47,617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2,561              -                       -                 2,561                 

 土地使用權 46,612            -                       -                 46,612               

 無形資產 50,000            -                       -                 50,000               

 商譽 41,395            -                       -                 41,395               

 服務特許權應收款項 295,132          120,615               -                 415,747             

遞延稅項資產 7,372              -                       -                 7,372                 

490,622          120,682               -                 611,304             

流動資產

存貨 11,543            -                       -                 11,54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461,852          1,318                   (41,387)          421,783             

 土地使用權 1,158              -                       -                 1,158                 

 應收合約客戶款項 233,791          -                       (6,702)            227,089             

受限制銀行結餘 72,208            -                       -                 72,20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37,196       502                      -                 1,237,698          

2,017,748       1,820                   (48,089)          1,971,47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681,056          72,501                 (48,089)          705,468             

應付稅項 14,598            -                       -                 14,598               

借貸 － 一年內到期 176,700          2,000                   -                 178,700             

     應付合約客戶款項 24,264            -                       -                 24,264               

896,618          74,501                 (48,089)          923,030             

資產淨值 1,121,130       (72,681)                -                 1,048,449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611,752       48,001                 -                 1,659,75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8,752            757                      -                 19,509               

借貸 － 一年後到期 48,300            -                       -                 48,300               

     可兌換貸款票據 -                  -                       -                 -                     

67,052            757                      -                 67,809               

資產總額減負債總額 1,544,700       47,244                 -                 1,591,94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33,368          -                       -                 833,368             

 儲備 711,332          28,346                 -                 739,67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544,700       28,346                 -                 1,573,046          

非控股權益 -                  18,898                 -                 18,898               

1,544,700       47,244                 -                 1,59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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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以下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以股份付款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業務合併 

（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作為二零零八年國 

              際財務報準則之改進的一部分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宣派非現金資產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呈報數額及/或該等綜合

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事宜並無重大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應用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已導致本集團更改有關變動本集團附屬公司擁有權權

益的會計政策。 

 

尤其，經修訂標準則已影響本集團有關於本集團附屬公司中擁有權權益變動（但並無因此失去對附屬

公司之控制權）的會計政策。於過往年度，由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並無特別規定，故現有附屬公司權

益增加會以收購附屬公司之同一方式處理，而商譽或優惠購買收益會按適用情況確認；至於現有附屬

公司出現不涉及失去控制權之權益減少，已收代價與對於非控制權益所作調整之差額會於損益確認。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所有該等增加或減少會於權益內處理，對商譽或損

益並不構成影響。 

 

根據相關過渡條款，該等變動預期會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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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就可資比較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 7 號披露之有限豁免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嚴重的惡性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的既定 

    日期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披露 - 轉移金融資產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修訂本） 遞延所得稅：相關資產的收回 5
 

國際會計準則第 24 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6
 

國際會計準則第 32 號（修訂本） 供股的分類 7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 14 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的預付款 6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公告第 19 號 以權益工具消除金融負債 2
 

 
1 自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如適用）。 

2 自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自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自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6 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7 自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財務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對財務資產之分類及計量引入新規

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財務工具（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經修訂）加入有關財務負債及取消確認之

規定。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有屬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範疇內之已確認財

務資產，其後均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尤其是，按商業模式持有而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之債務

投資，以及僅為支付本金額及未償還本金額之利息之合約現金流之債務投資，一般均於其後會計期間

結束時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均於其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公平值計量。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的年度期間（以較早獲許可應用者為準）

生效。  

 

董事預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將會採納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且應用新準則可能會對有關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呈報金額造成重大影響。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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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部資料 

 

本集團呈列其有關下列營運分部的分部資料如下： 

  

(1) 總包項目及服務  

提供包括從規劃、設計、設備採購、生產、建造及管理，到安裝及試運行供水及污水處理系統整

個過程的總包服務，以及供水及污水處理設備及技術的研發工作。- 

 

(2) 設備製造 

製造、裝配、銷售及安裝有關供水及污水處理系統的通用或為客戶度身製造的特別設備。 

 

(3) 營運及維護 

營運供水及污水處理設施（包括建設、營運及移交(BOT) 項目以及營運及維護項目）。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包項目及

服務 設備製造 營運及維護 對銷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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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外部銷售 1,610,619     124,406        30,647          -                1,765,672     

分部間銷售 -                52,193          -                (52,193)         -                

總收益 1,610,619     176,599        30,647          (52,193)         1,765,672     

業績
分部業績 413,381        27,656          21,921          -                462,958        

未分配收入 -                

未分配開支 (113,877)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業績 (14)                

除所得稅前溢利 349,067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3,192,166     521,309        939,067        (684,208)       3,968,334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2,547            

未分配公司資產 379,417        

合併資產 4,350,298     

分部負債 1,438,904     229,466        405,224        (684,208)       1,389,386     

遞延稅項負債 24,104          

未分配公司負債 1,000,553     

合併負債 2,414,043     

其他資料

總包項目及

服務 設備製造 營運及維護 未分配 對銷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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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置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

和遞延稅項資產) 858               269               1,120            62                 -                2,309            

折舊及攤銷 1,314            12,739          223               31                 -                14,307          

利息收入 5,071            202               9                   -                -                5,282            

服務特許權應收款項的估算利息

收入 -                -                17,972          -                -                17,97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2                   6                   -                -                -                8                   

融資成本 7,409 232               5,386            23,788 -                36,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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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總包項目及服

務 設備製造 營運及維護 對銷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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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外部銷售 1,162,417      125,382         5,677             -                 1,293,476      

分部間銷售 -                 47,757           -                 (47,757)          -                 

總收益 1,162,417      173,139         5,677             (47,757)          1,293,476      

業績
分部業績 260,038         26,511           10,480           -                 297,029         

未分配收入 4,228             

未分配開支 (8,289)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業績 21                  

除所得稅前溢利 292,989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1,998,495      408,943         504,322         (370,527)        2,541,233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2,561             

未分配公司資產 38,989           

合併資產 2,582,783      

分部負債 931,659         139,022         271,599         (370,527)        971,753         

遞延稅項負債 17,075           

未分配公司負債 2,011             

合併負債 990,839         

其他資料

總包項目及服

務 設備製造 營運及維護 未分配 對銷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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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置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

和遞延稅項資產) 64                  7                    456                36                  -                 563               

折舊及攤銷 1,171             12,728           116                74                  -                 14,089          

貿易呆賬撥備 28,426           -                 -                 -                 -                 28,426          

利息收入 3,004             83                  4                    700                -                 3,791            

服務特許權應收款項的估算利息

收入 -                 -                 9,649             -                 -                 9,64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5                    -                 -                 -                 -                 5                   

融資成本 12,756 -                 846                28 -                 1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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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中國及沙特阿拉伯王國（「沙特阿拉伯」）。本集團按其資產的地理位置劃分來自外

部客戶的持續業務收益及有關的非流動資產的資料詳述如下：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中國 1,597,803                         1,293,476                         

沙特阿拉伯 167,869                            -                                   

1,765,672                         1,293,476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中國 848,316                            611,304                            

沙特阿拉伯 289                                   -                                   

848,605                            611,304                            

 
並無來自單個外部客戶的收益等於或超過本集團收益的 10%。 

 

4. 收益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建設合約收益（包括總包服務及出售建設合約相關設備

） 1,563,258                           1,132,487                           

貨品銷售收益 124,406                              125,382                              

營運及維護收入 30,647                                5,677                                  

設計服務 47,361 29,930

1,765,672 1,293,476

 
 

5. 其他營運收入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5,282                                   3,791                                   

服務特許權應收款項的估算利息收入 17,972                                 9,649                                   

雜項收入 147                                      421                                      

23,401 13,861

 
 

6. 其他開支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香港聯交所上市有關開支 59,156                                 -                                      

匯兌虧損淨額 17,597                                 150                                      

呆賬撥備 -                                      28,426                                 

76,753 2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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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借款利息開支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13,027                                 12,785                                 

-無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3,311                                   845                                      

可兌換貸款票據利息開支 20,477                                 -

36,815 13,630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
   中國所得稅 48,111                                 15,454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中國所得稅 - (4,048)                                  

   新加坡所得稅 (309)                                     -

(309)                                     (4,048)                                  

遞延稅項 12,075                                 (1,170)                                  

59,877                                 10,236                                 

 
 

9. 年度溢利 

 

年度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 截至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10,000                                10,000                                

土地使用權攤銷 1,158                                  1,158                                  

核數師薪酬 2,800                                  2,000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78,609                              178,46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149                                  2,93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8                                         5                                         

員工成本
   董事薪酬 1,919                                  1,055                                  

其他員工成本
   員工成本（扣除退休福利成本） 35,120                                32,756                                

   定額供款計劃的供款 4,330                                  3,432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11,700                                -                                      
員工總成本 53,069                                37,243                                

 
 



13 

 

10.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普通股份基本盈利乃基於本

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股份加權平均數 1,290,000,000 股計算。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並無假設兌換發行在外之可兌換貸款票據或行使的購股權，因為彼等之兌換將導致

每股盈利增加，而於二零一零年該等期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自授出日期以來之平均市價。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

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貿易應收款項 701,477                      413,054                      442,231                    

呆賬撥備 (47,995)                       (47,995)                       (19,569)                    

653,482                      365,059                      422,662                    

應收票據 51,506                        20,962                        32,530                      

投標及合規按金 19,694                        4,777                          21,267                      

給予供應商及分包商的墊款 45,389                        17,573                        18,439                      

其他應收款項 29,259                        13,412                        11,296                      

服務特許權應收款項 9,420                          - -                           

808,750                      421,783                      506,194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貿易應收款項
90日內 310,288                      174,551                    

91日至180日 128,149                      34,823                      

181日至1年 195,470                      46,445                      

1年至2年 19,575                        92,703                      

2年至3年 -                              16,537                      

653,482                      365,059                    

應收票據：
0至180日 51,506                        20,962                      

下表載列基於發票發出日期的貿易應收款項分析，已扣除呆賬撥備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向貿易客戶提供之信貸期一般不超過90日，惟建設項目乃按照於相關交易合約中列明之條款進

行結算。本集團管理層會定期檢討過期逾期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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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貿易應付款項
90日內 254,660                      218,062                      166,609                      

91日至180日 147,593                      104,120                      102,418                      

181日至一年 81,784                        46,511                        68,658                        

1年至2年 48,242                        120,499                      72,573                        

2年至3年 40,473                        11,541                        15,882                        

超過3年 8,459                          9,358                          -                              

581,211                      510,091                      426,140                      

其他應付款項 33,186                        25,902                        16,270                        

應付利息 17,259                        1,278                          1,837                          

投標及合規按金 13,034                        12,468                        13,490                        

來自客戶墊款 77,402                        3,028                          5,734                          

應付票據 11,818                        28,266                        -                              

應付增值稅 57,544                        53,335                        32,140                        

應付營業稅 91,468                        67,969                        47,712                        

其他應付稅項 3,492                          3,131                          1,639                          

886,414                      705,468                      544,962                      

應付票據
0至180日 11,818                        28,266                        -                              

 
 

13. 股息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確認為分派的股息 -                             47,369                       

-                             47,369                       

 
董事已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宣派末期股息每股股份 0.01 新加坡元，合共

12,900,000 新加坡元（相等於人民幣 66,088,000 元），惟須待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董事無建議派發末期股息。 

 

於二零零九年，本公司向股東宣派及支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股份0.008新加坡

元的股息，股息總額為10,320,000新加坡元（相等於人民幣47,36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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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由二零零九年的約人民幣 1,293,5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472,200,000 元或 36.5%至二零

一零年的約人民幣 1,765,700,000 元。  

 

由於本集團擴充其業務，總包收益由二零零九年的約人民幣 1,162,4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448,200,000

元或 38.6%至二零一零年的人民幣 1,610,600,000 元。總包收益增加亦因為於沙特阿拉伯項目於二零一

零年投入營運。  

 

設備製造分部收益保持相對穩定，於二零零九年為約人民幣 173,100,000 元，於二零一零年為約人民幣

176,600,000元。  

 

營運及維護分部收益由二零零九年的人民幣 5,7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24,900,000 元或 436.8%至二零

一零年的約人民幣 30,600,000 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三個項目於二零一零年投入營運。附屬公司之一

海南百川水務有限公司開始營運及管理市政污水處理廠，亦對二零一零年的收益帶來貢獻。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由二零零九年的人民幣 375,5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160,600,000 元或 42.8%至二零一零年的約人

民幣 536,100,000 元。該增加與收益上升及毛利率穩定一致。 

 

毛利率由二零零九年的約 29.0%增加約 1.4 個百分點至二零一零年的約 30.4%。鑒於總包項目的性質

（根據竣工百分比確認收益），視乎相關項目於回顧季度確認的收益，建設工程的毛利率於各季度波

動。與往年相比，毛利率保持相對穩定，為約 30%。 

 

 

其他營運收入 

 

其他營運收入由二零零九年的約人民幣 13,9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9,500,000 元或 68.8%至二零一零年

的約人民幣 23,400,000 元。增加乃主要來自增加投資於建設、營運及移交(「BOT」) 項目而令服務特

許權應收款項產生的視作利息收入。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由二零零九年的約人民幣 28,6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48,200,000 元或 168.6%至二零一零年的

約人民幣 76,800,000 元。增加乃主要有關以介紹上市方式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開支及於二零一零年錄

得的匯兌虧損淨額。 

 

 

分銷開支 

 

分銷開支由二零零九年的約人民幣 10,9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1,900,000 元或 17.7%至二零一零年的約

人民幣 12,800,000 元。分銷開支增加乃主要由於裝運及售後開支增加，與業務營運增長一致。  

 

 

研發開支 

 

研發開支保持相對穩定且極低，於二零零九年為約人民幣 5,300,000 元，於二零一零年則為約人民幣

4,9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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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零九年的約人民幣 38,1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41,100,000 元或 108.2%至二零一零年的

約人民幣 79,200,000 元。增加主要由於業務營運及購股權開支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 

 

主要由於可兌換貸款票據的利息開支，融資成本由二零零九年的約人民幣 13,6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23,200,000 元或 170.1%至二零一零年的約人民幣 36,800,000 元。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此涉及擁有 20%權益的上海城環水務運營有限公司，於二零一零年，本集團分佔其虧損約人民幣

14,000 元。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零九年的約人民幣 10,2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49,700,000 元或 485.0%至二零一零年

的約人民幣 59,900,000 元。  

 

於確認一間附屬公司的稅務優惠後撥回於二零零八年撥備的所得稅開支導致二零零九年的所得稅開支

較低。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期間，根據北京伊普國際水務有限公司稅務優惠計劃，其適用稅率

由零上調至 7.5%。由於以收益及盈利計北京伊普國際水務有限公司為一間主要附屬公司，其適用稅率

上升引致二零一零年的所得稅開支增加。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由二零零九年的約人民幣 281,9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7,200,000 元或 2.6%

至二零一零年的約人民幣 289,100,000 元。  

 

 

財務回顧 

 

資產負債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借貸 － 一年内到期 430,200                         178,700                         

借貸 － 一年後到期 241,096                         48,300                           

可兌換貸款票據 784,878                         -                                 

債務淨額 1,456,174                      227,000                         

股東權益 1,936,255                      1,591,944                      

債務與權益比率 0.75                               0.14                               

 
債務與權益比率增加乃主要由於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發行的可兌換貸款票據及為本集團BOT項目

籌集資金而取得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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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 

 

本集團借款及債務證券總額： 

 
一年或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款項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06,000 124,200 149,500 29,200

一年後償還款項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241,096 784,878 48,300 Nil

任何抵押品詳情：
銀行貸款以若干資產之押記及公司擔保作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景 

 

除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外，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桑德國際成功以介紹上市方式於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於兩個主要證券交易所的雙重上市將提高本集團於中國及國際上的聲望及

知名度。   

 

總包-工程、採購及建造（「EPC」） 

本集團預期競爭將趨於激烈，我們相信，我們卓越的往績、專利技術及廣闊的銷售及營銷網絡將讓本

集團處於有利位置，有利投得新合約及取得訂單。 

 

建設、營運及移交 (「BOT」) 

本集團擬於任何機遇湧現時對 BOT 項目進行投資，以建立經常性收入來源。發行可換股債券產生的約

60%的所得款項淨額乃用於投資及收購 BOT 項目。 

 

設備製造 

因應對供水處理廠升級的持續需求，預期對為客戶度身定制設備的需求將保持穩定。 

 

經營管理 

本集團預期中國水務行業的前景樂觀且對供水及污水處理的需求將繼續強勁。 

 

本集團亦將繼續尋求中國以外的擴充機遇並加快國際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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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準則，並已討論及檢討內部監

控及呈報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履行最出色的企業管治，自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日至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均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明的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以及

標準守則不時的修訂，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董事會確認，經向全體董事作

出指定查詢後，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有董事已遵守標準守則的所需準則。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證

券。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699名（二零零九年：578名）僱員。員工薪酬安排考慮到

市況及有關個別的表現後釐定，並可不時予以檢討。本集團亦提供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及壽

險，並根據合資格員工的表現及對本集團的貢獻，授出酌情獎勵花紅及購股權。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文一波 
 
 
 
 
香港，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 ，執行董事為文一波 、王凱、羅立洋及張寶林 ；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傅濤 、Seow Han 
Chiang Winston及王仕銘。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