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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7）

內幕消息－附屬公司之業績公佈

本公告乃由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IVA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a)條之規定
而作出。

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上市手冊規則》第705條，中國光大水
務有限公司（「光大水務」）（一家於新交所上市之公眾公司及由本公司擁有75.24%

權益之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新交所網站www.sgx.com公佈光大
水務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之未經審計
財務業績。

附件為按港幣千元呈列（除另有所述外）之光大水務業績公佈之中文譯本。該業績
公佈以英文版本為準。

承董事會命
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潘婉玲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i)五名執行董事－蔡允革先生（主席）、王天義先
生（行政總裁）、黃錦驄先生、胡延國先生及錢曉東先生；以及 (ii)四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范仁鶴先生、馬紹援先生、翟海濤先生及索緒權先生。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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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及九個月（分別簡稱「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及「二零一八年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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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增加╱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增加╱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減少） 九個月 九個月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 千港元 千港元 %

收入 1,036,511 746,136 39% 3,396,986 2,388,906 42%
直接成本及經營開支 (663,926) (448,984) 48% (2,236,371) (1,537,444) 45%    

毛利 372,585 297,152 25% 1,160,615 851,462 36%
其他收入 24,602 39,181 (37%) 97,917 99,798 (2%)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114,490) (56,804) 102% (247,401) (172,327) 44%
財務收入 2,504 3,575 (30%) 11,729 7,245 62%
財務費用 (76,418) (65,122) 17% (212,061) (174,262) 22%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虧損） 928 (2,043) (145%) (130) (1,327) (90%)    

除稅前盈利 209,711 215,939 (3%) 810,669 610,589 33%
所得稅 (45,381) (75,021) (40%) (245,567) (181,032) 36%    

本期間盈利 164,330 140,918 17% 565,102 429,557 32%    

應佔盈利：
本公司股東 144,277 122,763 18% 515,014 377,810 36%
非控股權益 20,053 18,155 10% 50,088 51,747 (3%)    

164,330 140,918 17% 565,102 429,55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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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集團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增加╱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增加╱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減少） 九個月 九個月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 千港元 千港元 %

本期間盈利 164,330 140,918 17% 565,102 429,557 32%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表的項目

– 換算海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63,129) (2,116) 2,883% (70,228) (4,341) 1,518%

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 換算本公司財務報表呈報貨幣的
匯兌差額 (606,197) 361,198 (268%) (343,187) 562,906 (161%)    

除稅後本期間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669,326) 359,082 (286%) (413,415) 558,565 (174%)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504,996) 500,000 (201%) 151,687 988,122 (85%)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483,845) 465,073 (204%) 125,686 908,549 (86%)
非控股權益 (21,151) 34,927 (161%) 26,001 79,573 (67%)    

(504,996) 500,000 (201%) 151,687 988,122 (85%)    

除稅前盈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產生：

本集團 本集團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增加╱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增加╱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減少） 九個月 九個月 （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 千港元 千港元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229 5,901 (28%) 13,036 13,649 (4%)

無形資產攤銷 18,613 19,672 (5%) 54,461 59,601 (9%)

以下產生的利息開支：
–關聯銀行貸款 – 283 (100%) – 1,015 (100%)

–其他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
以及公司債券 76,418 63,004 21% 212,061 166,296 28%

–關聯公司款項 – 1,835 (100%) – 6,95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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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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九月
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九月

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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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831 152,038 20 26

無形資產 1,516,268 1,489,718 – –

商譽 1,254,655 1,259,922 – –

附屬公司權益 – – 11,351,822 11,700,251

聯營公司權益 2,551 1,445 – –

其他應收款項 94,413 10,515 – –

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
金融應收款項 11,054,151 10,313,724 – –    

14,074,869 13,227,362 11,351,842 11,700,277    

流動資產
存貨 44,190 14,342 –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14,549 805,859 3,318,547 1,834,010

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
金融應收款項 1,435,407 1,200,539 – –

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549,395 630,403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39,094 2,169,414 19,689 27,783    

4,882,635 4,820,557 3,338,236 1,861,793    

總資產 18,957,504 18,047,919 14,690,078 13,56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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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八年

九月
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九月

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權益
股本 2,650,053 2,625,642 2,650,053 2,625,642

儲備 5,202,475 5,231,541 7,001,194 7,346,805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7,855,528 7,857,183 9,651,247 9,972,447

非控股權益 704,631 684,622 – –    

總權益 8,560,159 8,541,805 9,651,247 9,972,447    

非流動負債
貸款 5,073,648 4,728,030 3,530,893 2,077,690

遞延稅項負債 1,349,662 1,270,846 – –    

6,423,310 5,998,876 3,530,893 2,077,69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495,652 1,553,565 135,324 155,531

貸款 2,429,161 1,903,722 1,372,614 1,356,402

應付稅項 49,222 49,951 – –    

3,974,035 3,507,238 1,507,938 1,511,933    

總負債 10,397,345 9,506,114 5,038,831 3,589,623    

總權益及負債 18,957,504 18,047,919 14,690,078 13,562,070    

淨流動資產 908,600 1,313,319 1,830,298 34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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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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060,753 1,368,408 248,881 1,654,841

(ii) 一年後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1,524,569 3,549,079 2,458,680 2,269,350

抵押品詳情

本集團在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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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本集團的銀行存款作抵押。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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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九個月 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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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711 215,939 810,669 610,589

經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229 5,901 13,036 13,649
無形資產攤銷 18,613 19,672 54,461 59,601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 – 2,865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8 (519) 354 (487)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虧損 (928) 2,043 130 1,327
匯率變動的影響 (9,013) 1,145 (22,839) 12,231
淨財務費用 73,914 61,547 200,332 167,017    

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 296,534 305,728 1,059,008 863,927

營運資金變動：
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金融應收款項 (448,651) (384,103) (1,435,925) (1,356,336)
存貨 (16,210) (4,309) (31,822) (7,85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28,507) (150,906) (432,968) (266,519)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3,581) 69,654 (131,793) 387,873    

經營活動所動用的現金 (320,415) (163,936) (973,500) (378,905)

已付所得稅 (35,931) (24,808) (121,391) (72,993)    

經營活動所動用的現金淨額 (356,346) (188,744) (1,094,891) (451,898)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收購附屬公司付款，扣除所得現金 (44,828) – (51,349)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472) (2,720) (6,564) (7,24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3 531 3 570
就新增無形資產支付的款項 (178) (8) (126,685) (447)
三個月以上銀行存款及金融機構結餘
（增加）╱減少 – – 183,915 –
已收利息 2,504 3,575 11,729 7,245    

投資活動所（動用）╱產生的現金淨額 (43,971) 1,378 11,049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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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九個月 九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應付中間控股公司款項增加╱（減少） – 241 – (22,357)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減少 – (152,822) – (152,715)
貸款所得款項 1,155,031 1,914,423 2,684,674 2,393,792
償還貸款 (499,073) (806,715) (1,658,898) (1,052,729)
已抵押銀行存款增加 – – (23,416) –
已付利息 (114,194) (65,122) (220,621) (174,262)
支付予股東之股息 – – (15,166) (12,348)
股份發行開支 – – (176) (168)
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注資 – – 192 97,955
支付予一間附屬公司的一名非控股
股東之股息 – – (6,184) –    

融資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淨額 541,764 890,005 760,405 1,077,16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141,447 702,639 (323,437) 625,39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66,602 1,310,725 2,074,414 1,359,401
匯率波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影響 (90,859) 75,390 (33,787) 103,963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17,190 2,088,754 1,717,190 2,088,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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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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餘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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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初始呈列 2,625,642 1,266,248 (22,051) 200,799 1,229,302 (2,181) 2,559,424 7,857,183 684,622 8,541,805
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的影響 – – – – – – (35,669) (35,669) – (35,669)          

經重列 2,625,642 1,266,248 (22,051) 200,799 1,229,302 (2,181) 2,523,755 7,821,514 684,622 8,506,136
本期間盈利 – – – – – – 178,119 178,119 12,988 191,107
外幣換算差額 – – 433,903 – – – – 433,903 27,962 461,865
一名非控股股東注資 – – – – – – – – 192 192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2,625,642 1,266,248 411,852 200,799 1,229,302 (2,181) 2,701,874 8,433,536 725,764 9,159,300

本期間盈利 – – – – – – 192,618 192,618 17,047 209,665
外幣換算差額 – – (195,109) – – – – (195,109) (10,845) (205,954)
已宣派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 – – – – – – (76,920) (76,920) – (76,920)
根據以股代息計劃
發行股份（附註） 24,411 35,657 – – – – – 60,068 – 60,068

股份發行開支 – (176) – – – – – (176) – (176)
支付予一名非控股股東之股息 – – – – – – – – (6,184) (6,184)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2,650,053 1,301,729 216,743 200,799 1,229,302 (2,181) 2,817,572 8,414,017 725,782 9,139,799

本期間盈利 – – – – – – 144,277 144,277 20,053 164,330
外幣換算差額 – – (628,122) – – – – (628,122) (41,204) (669,326)
已宣派二零一八年中期股息 – – – – – – (74,644) (74,644) – (74,644)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2,650,053 1,301,729 (411,379) 200,799 1,229,302 (2,181) 2,887,205 7,855,528 704,631 8,560,159          

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本公司已向選擇參與以股代息計劃的股東配發
及發行24,411,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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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入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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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非控股股東注資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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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盈利 – – – – – – 122,763 122,763 18,155 140,918
外幣換算差額 – – 342,310 – – – – 342,310 16,772 359,082
支付予一名非控股股東之股息 – – – – – – – – (21,450) (21,450)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2,625,642 1,266,248 (48,881) 155,635 1,229,302 (2,181) 2,469,042 7,694,807 549,593 8,244,400          

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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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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股份
溢價

外幣換算
儲備

繳入
盈餘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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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2,625,642 56,198 (492,810) 7,639,082 64,953 79,382 9,972,447
本期間虧損 – – – – – (45,363) (45,363)
外幣換算差額 – – 447,688 – – – 447,688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2,625,642 56,198 (45,122) 7,639,082 64,953 34,019 10,374,772

本期間盈利 – – – – – 214,442 214,442
外幣換算差額 – – (184,678) – – – (184,678)
已宣派二零一七年末期股息 – – – – – (76,920) (76,920)
根據以股代息計劃發行股份 24,411 35,657 – – – – 60,068
股份發行開支 – (176) – – – – (176)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2,650,053 91,679 (229,800) 7,639,082 64,953 171,541 10,387,508

本期間虧損 – – – – – (55,420) (55,420)
外幣換算差額 – – (606,197) – – – (606,197)
已宣派二零一八年中期股息 – – – – – (74,644) (74,644)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2,650,053 91,679 (835,997) 7,639,082 64,953 41,477 9,65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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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虧損 – – – – – (39,511) (39,511)
外幣換算差額 – – 361,198 – – – 361,198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2,625,642 56,198 (521,797) 7,639,082 64,953 (36,003) 9,828,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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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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625,642

根據以股代息計劃發行股份 24,411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2,650,053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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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六月根據以股代息計劃發行24,411,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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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千股） 2,650,053 2,62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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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之該等經審核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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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採納於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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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政策變動及會計政策變動影響概述如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會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先前所有的版本中關於金融工具的規定。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
產生的差額已直接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的保留盈利內確認。

分類及計量的變動
為釐定其分類及計量類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要求除權益工具及衍生
產品外的所有金融資產基於企業管理資產的業務模式及該工具的合約現金
流量特徵而評估。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資產（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計量（「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計量」）、可供出售、持有至到期、貸款及應收款項及攤銷成本）的計量類
別已由以下類別替代：

•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債務工具
•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價值計量（「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價值計

量」）的債務工具，其盈利或虧損於終止確認時轉回損益
• 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允價值計量的權益工具，其盈利或虧損並無於終

止確認時轉回損益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資產

金融負債的會計法與其於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項下的會計法大致相同，惟對
待界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負債因企業自身信貸風險而產生的盈
利或虧損除外。該等變動呈列於其他全面收益且隨後還無重新分類至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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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值計量的變動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從根本上改變本集團對金融資產減值虧損的會
計方法，以未來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方法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39

號的已產生虧損方法。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要求本集團對所有貸款及其
他並非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計量而持有的債務金融資產錄入預期信貸虧損撥
備。預期信貸虧損撥備乃基於根據合約應付的合約現金流量與本集團預期收
取的所有現金流量之間的差額。該差額其後按資產原有實際利率進行貼現。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初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日
期）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變動的概要如下：

初始呈列
於採納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後
重新計量

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
第9號  

貸款及
應收款項 攤銷成本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資產
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金融應收款項 11,514,263 – 11,514,263

計入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金融資產 (i) 544,121 (35,669) 508,452

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630,403 – 630,40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169,414 – 2,169,414   

14,858,201 (35,669) 14,82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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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呈列

於採納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後
重新計量

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
第9號  

攤銷成本 攤銷成本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負債
計入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的金融負債 1,493,486 – 1,493,486

貸款 6,631,752 – 6,631,752   

8,125,238 – 8,125,238   

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初始採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日期）重新計量金融工具對本集團保留盈利的影響如下：

保留盈利
附註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初始呈列） 2,559,424

於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後重新計量 (i) (35,669)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經重列） 2,523,755 

附註：

(i)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錄得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35,669,000港元。

除上述變動外，就本期間編製所使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內呈列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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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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每股基本╱攤薄盈利 第三季度 第三季度 九個月 九個月

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千港元） 144,277 122,763 515,014 377,81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千股） 2,650,053 2,625,642 2,634,673 2,615,729

每股基本╱攤薄盈利（港元） 0.054 0.047 0.195 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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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九月
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九月

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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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2.99 3.64 3.80    

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是用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應佔資產淨值除以於相關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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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本集團的收入由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的 7.4614億港
元增長39%至10.4億港元。本集團的毛利由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的2.9715億港
元上升至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的3.7259億港元，增幅為25%。本集團的盈利由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的 1.4092億港元上升至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的 1.6433億
港元，增加17%。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本公司股東應佔盈利為1.4428億港元，
較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增長18%。

綜合全面收益表

收入

收入由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的7.4614億港元增長39%至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的10.4億港元。收入增長主要由於建造收入增長2.2776億港元，運營收入增長
5,400萬港元及財務收入增長862萬港元。除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若干的污
水處理廠之擴建及升級工程外，建造收入增長主要源自包括海綿城市項目及
供水項目的建設。運營收入增加乃由於 (i)新項目於二零一七年最後一個季度
及二零一八年九個月開始投入營運；及 (ii)若干項目的水價於二零一七年最
後一個季度及二零一八年九個月獲得上調。財務收入增長乃由於與服務特許
經營權相關的金融應收款項增加所致。

直接成本及經營開支

直接成本及經營開支由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的4.4898億港元上升48%至二零
一八年第三季度的 6.6393億港元。這主要由於建造服務增加導致建造成本增
加，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的建造收入為5.5855億港元，而二零一七年第三季
度建造收入則為3.3079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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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的整體毛利率下降至36%（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40%）。
主要原因在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建造收入於總收入的比例較二零一七年
第三季度為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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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較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的3,918萬港元下降 37%至二零一八年第三
季度的 2,460萬港元。其他收入主要包含增值稅（「增值稅」）退稅、政府補助及
其他雜項收入。其他收入減少主要由於增值稅退稅減少。由於該期間若干投
運項目在擴建或升級，因此支付的增值稅減少。建造活動的增加使得可供抵
扣銷項增值稅的進項增值稅增加及支付的增值稅減少，從而減少了增值稅退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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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開支、租賃費用、匯兌差額、
法律與專業費用及其他稅項。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由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的5,680萬港元增加102%至二零
一八年第三季度的 1.1449億港元。該增長主要由於：(i)有關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主板擬尋求的雙重第一上市地位而產生的法律及專業費用增加；
(ii)自二零一八年六月新收購之附屬公司江蘇省徐州市市政設計院有限公司
（「徐州市市政設計院」）產生的相關費用；(iii)研發開支、員工成本及業務發展
費用的增加；及 (iv)由於人民幣兌美元及港幣貶值而產生的滙兌損失。

財務費用

財務費用由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的6,512萬港元增加至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的7,642萬港元。財務費用的增加乃主要由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平均貸款餘
額及平均利率較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均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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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

所得稅由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的7,502萬港元下降40%至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的4,538萬港元。所得稅下降乃由於有關政府部門於二零一七年底頒布了一項
新的稅收政策，涉及境外投資者以所獲之分配利潤直接投資，這一新政策導
致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的遞延稅減少。

綜合財務狀況表

資產

本集團的總資產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80.5億港元增加至二零一
八年九月三十日的189.6億港元，增長5%。總資產增加，主要由於：(i)與服務
特許經營權相關的金融應收款項、無形資產、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的增
加；及 (ii)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的淨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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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零一七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的115.1億港元上升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的124.9億港元，
增加了9.7530億港元，而無形資產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14.9億港
元增加2,655萬港元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的15.2億港元。與服務特許經營
權相關的金融應收款項及無形資產增加，主要由於二零一八年九個月確認若
干水廠的擴建及升級項目、海綿城市建設項目、供水項目及其他水環境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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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的8.1637億港元增加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的12.1億港元。其中，應
收賬款增加3.0980億港元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的7.2357億港元，主要由於
季節性支付方式所致，通常情況下，客戶在財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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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九個月內增加8,280萬
港元，乃主要由於應收增值稅退款及待抵扣進項稅*增加。

* 待抵扣進項稅指於計量增值稅付款時進項增值稅超出日後可供扣減的銷項增值稅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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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總貸款（包括即期及非即期）增加 8.7106億港元。總貸款增加主要由於二零一
八年八月發行累計本金為人民幣8.00億元的第二期公司債劵。二零一八年九
個月貸款所得款項約26.8億港元，同時被償還貸款16.6億港元所抵銷。匯率變
動亦對貸款變動產生影響。

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的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與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相比基本持平。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淨流動資產為9.0860億港元，較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淨流動資產13.1億港元減少4.0472億港元。該淨流動資
產的減少主要由於自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至流動負債之貸款增加，重新分類
乃由於該等貸款於一年內到期償還。

權益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總權益為85.6億港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85.4億港元）。權益增加主要由於以下原因：(i)於二零一八年九個月
確認盈利5.6510億港元；(ii)於二零一八年九個月因人民幣兌港元貶值而確認
外幣換算虧損4.1342億港元；(iii)於二零一八年九個月，由於支付二零一七年
末期股息及宣派二零一八年中期股息而導致權益減少9,167萬港元；(iv)一間
附屬公司的一名非控股股東於二零一八年九個月注資19萬港元；及 (v)於二
零一八年九個月，由於向一名非控股股東支付股息，權益減少618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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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20.7億港元減少至二零一
八年九月三十日的17.2億港元。計入綜合現金流量表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
對賬如下︰

二零一八年
九月

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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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094 2,169,414

減︰受限制金融機構結餘 – (95,000)

已抵押銀行存款 (21,904) –  

綜合現金流量表所示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17,190 2,074,414  

經營活動現金流量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現金流入為2.9653億港元（二
零一七年第三季度：3.0573億港元）。營運資金變動及支付所得稅導致現金流
出分別為6.1695億港元及3,593萬港元。因此，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
流出為3.5635億港元。營運資金變動主要由於︰

(i) 與服務特許經營權相關的金融應收款項增加4.4865億港元；

(ii) 存貨增加1,621萬港元；

(iii)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1.2851億港元；及

(iv)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2,358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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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本集團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出為4,397萬港元。
現金流出主要由於：

(i) 收購附屬公司付款（扣除所得現金）4,483萬港元；

(ii)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付款147萬港元；及

(iii) 收到利息250萬港元。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流入為5.4176億港元。
現金淨流入乃由於︰

(i) 收到貸款所得款項淨額6.5596億港元；及

(ii) 支付利息1.1419億港元。

期後事項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日，本公司宣布其全資附屬公司與有關地方政府機構簽
署數份協議，在山東省淄博市取得關於其現有數座污水處理廠的遷建、擴建
或提標項目（該等新項目統稱「淄博項目」）。淄博項目的累計投資額預計約為
人民幣10.47億元。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五日，本公司與萊陽經濟開發區管理委員會簽署關於萊陽
經濟開發區水環境綜合治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以下簡稱「萊陽項目」）
的協議。萊陽項目的累計投資額預計約為人民幣4.84億元。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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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第三季度，本集團繼續圍繞業務拓展、工程建設、運營管理、技術研
發等主要方面積極探索、穩步向前：進一步鞏固於江蘇、山東、遼寧等省份
的優勢地位；安全有序地推動多地的項目建設工程進度；以穩定的運營管理
帶動多個項目獲批各類補貼、上調水價。此外，本集團成功發行人民幣計價
公司債券的第二期債券，並初次涉足綠色債券領域，進一步拓寬融資渠道、
改善流動比率、控制公司財務成本。

早前發布的污染防治攻堅戰行動計劃重點強調了城市黑臭水體治理、長江保
護修復、水源地保護等多個水環境治理領域，令市場空間進一步釋放。面對
污泥處置、農村環境整治的政策機遇，本集團亦將從技術、運營、商務、工程
方面進行綜合考慮，以智慧水務為契機，以科技創新驅動公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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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競爭日益激烈、監管日漸嚴格的行業環境下，本集團致力夯實自身核心競
爭力，看準時機、抓住機遇，穩步推動產業鏈的延伸、輕重資產與業務的合
理匹配，繼續精專於水環境綜合治理、水資源綜合利用與水生態綜合保護，
全力以赴，在機遇與挑戰中堅定方向、穩步前行。

11. 股息

(a) 本報告財政期間

有否就本呈報財政期間宣告任何股息？

無。

(b) 上一財政年度同期

不適用

(c) 派息日

不適用

(d) 過戶登記截止日

不適用

12. 若無宣派╱建議派發股息，請說明影響。

關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未宣佈派發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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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果本集團就關聯人士交易自股東取得一般性授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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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新加坡交易所上市規則第 920條規定，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舉行
本集團年度股東大會期間，本集團自股東獲得有關關聯人士交易（「關聯人士
交易」）的一項一般性授權（「關聯人士交易授權」）。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及
二零一八年九個月，超過新加坡幣100,000元的關聯人士交易的總價值載列如
下：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關聯人士名稱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內
關聯人士交易的累計金
額（金 額 少 於 新 加 坡 幣
100,000元或根據關聯人
士交易授權所進行的交
易除外）

根據關聯人士交易授權
所進行的關聯人士交易
的累計金額（金額少於新
加坡幣100,000元的交易
除外）

中國光大國際
有限公司

無 港幣1,594,657元（等值新
加坡幣272,703元）

光大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無 港幣 4,812,000元（等值新
加坡幣822,9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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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九個月：

關聯人士名稱 二零一八年九個月內有
關關聯人士交易的累計
金額（金額少於新加坡幣
100,000元或根據關聯人
士交易授權所進行的交
易除外）

根據關聯人士交易授權
所進行的關聯人士交易
的累計金額（金額少於新
加坡幣100,000元的交易
除外）

中國光大國際
有限公司

港幣 3,960,739（等值新加
坡幣677,327元）*

港幣67,007,089元（等值新
加坡幣11,458,904元）

光大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無 港幣4,812,000元（等值新
加坡幣822,9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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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業績公告中所載的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度內有關關聯人士交易的總計金
額已被重列，扣除了該期間根據關聯人士交易授權所進行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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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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度
及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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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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