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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收益上升約12%至人民幣1,184,000,000元。 
 
與收益一致，毛利上升約7%至人民幣351,100,000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内溢利上升約10%至人民幣193,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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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的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上年度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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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1,184,034 1,060,268

銷售成本 (832,947) (730,716)

毛利 351,087 329,552

其他營運收入 5 26,378 19,458

其他開支 6 0 (13,934)

分銷及銷售開支 (18,680) (7,617)

研發開支 (15,631) (4,889)

行政開支 (55,670) (60,271)

分佔一家聯營公司的業績 0 (81)

融資成本 7 (63,233) (52,444)

認股權證公平值之變動 1,511 0

除所得稅前溢利 225,762 209,774

所得稅開支 8 (32,311) (34,345)

期内溢利 9 193,451 175,429

其他全面收益

期內換算產生的滙兌差額及其他全面

  收益總額 106 104
期内收益總額 193,557 175,533

以下人士應佔期内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93,451 175,429

  非控股權益 0 0

193,451 175,429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93,557 175,533

  非控股權益 0 0

193,557 175,533

每股盈利（人民幣分）
基本 10 15.00 13.60

攤薄 10 14.80 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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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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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62 47,527

土地使用權 43,721 44,294

無形資產 25,000 30,000

商譽 41,395 41,395

服務特許權應收款項 1,162,621 1,083,659

遞延稅項資產 7,372 7,372

1,327,571 1,254,247

流動資產

存貨 34,984 21,58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1,450,365 1,120,279

土地使用權 1,158 1,158

應收合約客戶款項 566,153 427,640

受限制銀行結餘 53,021 56,847

現金及銀行結餘 1,990,015 2,074,426

4,095,696 3,701,93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110,151 871,297

應付稅項 35,806 54,949

借貸 － 一年內到期 410,734 311,838

應付合約客戶款項 49,042 7,809

可兌換貸款票據 827,802 818,252

2,433,535 2,064,145

流動資產淨值 1,662,161 1,637,792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989,732 2,892,03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3,560 39,065

借貸 － 一年後到期 502,156 540,352

認股權證 6,442 7,953

552,158 587,370

資產總額減負債總額 2,437,574                         2,304,669                         

資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833,368 833,368

儲備 1,593,606 1,460,70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426,974 2,294,069

非控股權益 10,600 10,600

2,437,574 2,30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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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編制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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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板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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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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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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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

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報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估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本集團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多項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新訂

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所適用的新訂或經修訂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或載於該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所披露的呈報款額並無重大影響。 
 

 

3.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以就各分部間進行資源分配及評估各分部

表現之本集團內部報告，作為釐定其營運分部之基準。 

 

本集團按其產品及服務以及為資源分配和表現評估而編製並呈報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之資料分經營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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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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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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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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759     58,424          37,851           -                1,184,034       

分部間銷售 -                28,667          -                 (28,667)         -                 

總收益 1,087,759     87,091          37,851           (28,667)         1,184,034       

業績

分部業績 257,890        6,289            13,802           -                277,981          

未分配收入 7,227              

未分配開支 (59,446)          

除所得稅前溢利 225,762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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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894     32,217           23,157           -                 1,060,268      

分部間銷售 -                50,569           -                 (50,569)          -                 

總收益 1,004,894     82,786           23,157           (50,569)          1,060,268      

業績

分部業績 240,630        12,805           22,243           -                 275,678         

未分配收入 1,137             

未分配開支 (66,960)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業績 (81)                 

除所得稅前溢利 209,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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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建設合約收益（包括總包服務及出售建設

 合約相關設備） 1,081,248                             1,004,488                             

貨品銷售收益 58,424                                  32,217                                  

營運及維護收入 37,851                                  23,157                                  

設計服務 6,511 406

1,184,034 1,060,268

 
 

5. 其他收入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4,828                                    5,059                                    

服務特許權應收款項的估算利息收入 21,172                                  14,399                                  

外匯收益淨額 296                                       -                                        

雜項收入 82                                         -                                        

26,378 19,458

 
 

6. 其他開支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匯兌虧損淨額 -                                       6,977                                    

呆賬撥備 -                                       6,957                                    

-                                       13,934

 
 

7. 融資成本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借款利息開支

-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13,526                                 11,385                                  

- 無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13,607                                 5,763                                    

可兌換貸款票據利息開支 36,100                                 35,296                                  

63,233 52,444

 
 



7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開支包括：

即期稅項

   中國所得稅 27,816                                  25,150                                  

   外地所得稅 -                                        5,489                                    

27,816                                  30,639                                  

遞延稅項 4,495                                    3,706                                    

32,311                                  34,345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的實施條例，中國附屬

公司的法定稅率為25%。 

 

根據國務院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通過及北京市人民政府於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頒佈實施之《北京

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暫行條例》，試驗區內新成立新技術企業自成立起三年免交所得稅，其後通

過相關機構批准後，可享三年50%所得稅減免。本公司中國一間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二零零

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獲豁免繳交所得稅，並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

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按所得稅稅率7.5%繳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的實施條例第 88 條及中國企業所得稅法第 27 號條文第三項，從事環保項目，

或能源及節水項目的公司的收入，如符合有關規定，將可由首個運營獲利年度起計三年獲豁免繳納企

業所得稅，其後三年獲 50%的企業所得稅減免。有關的具體條件及項目的範圍由國務院的財務及稅務

主管部門與國務院的其他相關部門共同制定，並將於獲得國務院批准後予以公佈及執行。本公司若干

附屬公司已取得批准，並於首個獲利年度起計三年獲豁免企業所得稅，其後三年按 12.5%的優惠企業

所得稅率繳納稅款。 

 

海外所得稅包括新加坡所得稅及沙地阿拉伯王國的所得稅, 並分別按回顧期內之估計溢利按17%及20%

計算。 

 

 

9. 期内溢利 

 

期内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無形資產攤銷，計入銷售成本 5,000                                  5,000                                  

土地使用權攤銷 573                                     57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898                                  1,83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25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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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  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193,451                           175,429                           

普通股潛在攤薄之影響：

   可兌換貸款票據利息開支 36,100                             -                                   

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 229,551                           175,429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股 千股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目 1,290,000                        1,290,000                        

普通股潛在攤薄之影響：

   可兌換貸款票據 261,513                           -                                   

加權平均股份數目 1,551,513                        1,290,000                        

 
 

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時假設未償還可兌換貸款票據已被轉換，

且以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盈利除以加權平均股份數目。計算並假設無行使本公司的購股權或認

股權證，由於行使該等購股權或認股權證的行使價高於股份期內的平均市價。 

 

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時假設無未償還可兌換貸款票據被轉換，

由於行使該等票據將導致每股盈利增加，亦假設無行使本公司購股權或認股權證，由於該等購股權

或認股權證的行使價高於股份期內的平均市價。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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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90日內 340,859                              269,887                              

91日至180日 260,094                              284,507                              

181日至1年 370,936                              245,520                              

1年至2年 242,326                              113,886                              

2年至3年 27,285                                -                                      

1,241,500                           913,800                              

應收票據：

0至180日 18,794                                2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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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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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按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90日內 405,713                              223,035                              

91日至180日 76,904                                166,285                              

181日至1年 160,401                              74,385                                

1年至2年 81,118                                78,496                                

2年至3年 29,172                                17,457                                

超過3年 29,526                                28,675                                

782,834                              588,333                              

應付票據

0至180日 35,309                                10,595                                

 
 

13.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有關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股份0.01新加坡元的末期股息（二零

一零年：每股股份0.01新加坡元）已宣派及支付予本公司股東。於本期內已宣佈及派發的末期股息總

額合共人民幣65,120,000元（二零一一年：人民幣66,934,000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建議不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零）。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收益 

本集團之收益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060,3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123,700,000元或 11.7%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184,000,000 元。 

 

增加乃主要由於： (1) 由於若干 BOT 項目開始營運，以致 O&M 分部貢獻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23,2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14,700,000 元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

民幣 37,900,000 元；及（2）由於本集團繼續於中國授予和履行 EPC 項目，總包工程、採購及建造

（「EPC」）服務貢獻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004,9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82,900,000 元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087,800,000 元。  

 

 

毛利及毛利率 

毛利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329,6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21,500,000 元或 6.5%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351,100,000 元，增加乃與較高的收益及穩定的毛利率

一致。 

 

毛利率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 31.1%減少約 1.4%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約 29.7%。鑒於總包項目之性質，收益乃根據完成之百分比確認，視乎回顧季度相關項目的已確認收

益的數額，工程設施的毛利率將會於各個季節波動。按與去年同期比較，毛利率相對穩定，維持於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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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9,5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6,900,000 元或

35.6%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26,400,000 元。增加主要由於 BOT 項目投資增加

導致應收服務特許權款項產生的被視為利息收入。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3,900,000 元減少約人民幣 13,900,000 元或

100%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零。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的其他開支為外匯淨虧損及呆賬撥備。此外匯虧損乃因美元轉

弱而以美元計值的銀行結餘出現虧損導致。 

 

 

分銷及銷售開支 

分銷及銷售開支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7,6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11,100,000元

或 145.2%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8,700,000 元。主要因為招標代理費及員工成

本增加。 
 

 

研發開支 

研發開支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4,900,000 元增加約人民幣 10,700,000 元或

219.7%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5,600,000 元，這主要是由於材料成本和工資的

增加，以應付不斷擴展的業務。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保持相對穩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60,300,000 元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55,700,000 元。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52,4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10,800,000元或

20.6%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63,200,000元。融資成本的增加是由於本集團的借

貸增加導致借貸的利息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17,100,000元增加約人民幣

10,000,000元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27,100,000元。 

 

 

分佔一家聯營公司的業績 

分佔聯營公司的業績與本集團擁有 20%權益的上海城環水務運營有限公司有關，本集團分佔上海城環

水務運營有限公司之虧損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 81,000 元。該聯營公司已於二

零一一年第三季期間出售。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34,300,000 元減少約人民幣 2,000,000 元或

5.9%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32,300,000 元。此減少乃由於根據稅收激勵計劃，

北京伊普國際水務有限公司享受較低的稅率為 7.5%，而其稅前利潤的貢獻增加，以致約 79％的集團

利潤來自於該公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由於上述因素，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75,400,000 元

增加約人民幣 18,100,000元或 10.3%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人民幣 193,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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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資產負債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借貸 － 一年内到期 410,734                            311,838                            

借貸 － 一年後到期 502,156                            540,352                            

可兌換貸款票據 － 一年内到期 827,802                            818,252                            

債務總额 1,740,692                         1,670,442                         

現金及銀行結餘 1,990,015                         2,074,426                         

股東權益 2,437,574                         2,304,669                         

淨債務與權益比率 淨現金 淨現金

總債務與權益比率 0.71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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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193,111 1,045,425 175,558 95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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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479,656 22,500 517,852 22,500

任何抵押品詳情：

貸款以若干資產、服務特許權合約及若干附屬公司的股權作抵押。

於二零一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景 

 

本集團策略與其2012年第一季業績公告所述者保持不變。然而，由於全球經濟危機及中國經濟增長下

滑可能對環保行業產生影響，故本集團在繼續獲授新EPC或BOT項目方面可能面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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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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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的中期業績。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履行最出色的企業管治，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偏離守則條文第 A.6.7

及 E.1.2 條（其中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主席因其他工作安排而未能出席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

外，本公司均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明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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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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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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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1,180名（2011：9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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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 

 

除本報告所披露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持有重大投資，期內亦無其他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

公司活動。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文一波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文一波、王凱、羅立洋及姜安平；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傅濤、Seow Han 

Chiang Winston及王仕銘。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