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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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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应认真考虑各项可能对本期债券的偿付、债券价值

判断和投资者权益保护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并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中“风险因

素”等有关章节内容。

截至 2019 年 6月 30 日，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与募集说明书中第二节“风险因素”等

章节所列示风险因素相比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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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光大水务 指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光大集团 指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由中国光大（集团）总公

司改制设立而成）

光大国际 指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

光大环保 指 中国光大环保控股有限公司

光大水务控股 指 中国光大水务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光大证

券

指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世纪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指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受托管理人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交所 指 新加坡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结算机构/债券登记机构/
债券托管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G17 光水 1 指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G18 光水 1 指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

18 光水 01 指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

19 光水 01 指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指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现时发布

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系列

《香港会计准则》 指 香港会计师公会公布并不时修订的香港财务报告准

则

《企业会计准则》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布并不时修订的中国企业

财务报告准则

《公司章程》 指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会

议规则》

指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报告期 指 2019 年 1 月 1 日到 2019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同期、上期 指 2018 年 1 月 1 日到 2018 年 6 月 30 日

上年 指 2018 年度

不超过 指 不超过（含本数）

元 指 人民币元（如无特指）

工作日 指 指中国的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不包括法定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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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休息日）

法定节假日 指 指中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包括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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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简介

一、公司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 光大水务

外文名称（如有） China Everbright Water Limited

外文缩写（如有） Everbright Water

法定代表人 王天义

注册地址 境外 Clarendon House,2 church street Hamiltion 

HM11,Bermuda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3号东方新天地广场 A座 26楼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518100

公司网址 www.ebwater.com

电子信箱 info@ebwater.com

二、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姓名 安雪松

在公司所任职务类型 董事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具

体职务
执行董事兼总裁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3号东方新天地广场 A座 26楼

电话 0755-82999100

传真 0755-82999200

电子信箱 Info@ebwater.com

三、信息披露网址及置备地

登载半年度报告的交易

场所网站网址
www.sse.com.cn

半年度报告备置地 info@ebwater.com

http://www.ebwater.com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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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及变化情况

控股股东姓名/名称：光大国际

实际控制人姓名/名称：光大集团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变更/变化情况：

无

五、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发生变更 √未发生变更 

六、中介机构情况

（一） 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

√适用  □不适用 

名称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新加坡莱佛士码头 1号北座 18楼

签字会计师姓名（如有） 潘俊彦

（二）受托管理人/债权代理人

债券代码 143209、143525、143442、155155

债券简称 G17光水 1、G18光水 1、18光水 01、19光水 01

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座 38层至

45层

联系人 尚粤宇

联系电话 010-57601990

（三）资信评级机构

债券代码 143209、143525、143442、155155
债券简称 G17 光水 1、G18 光水 1、18 光水 01、19 光

水 01
名称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汉口路 398号华盛大厦 14楼

七、中介机构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债项代码
中介机构

类型

原中介机构

名称

变更后中

介机构名

称

变更时间 变更原因

履行的程序

、及对投资

者利益的影

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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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债券事项

一、债券基本信息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1、债券代码 143209

2、债券简称 G17光水 1

3、债券名称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4、发行日 2017年 7月 24日

5、是否设置回售条款 是

6、报告期末后的最近回售日 2020年 7月 24日

7、到期日 2022年 7月 24日

8、债券余额 10.00

9、截至报告期末的票面利率

(%)

4.55

10、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1、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12、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13、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况 已于 2018年 7月 24日支付自 2017年 7月 24日至

2018年 7月 23日期间的利息；于 2019年 7月 24日支

付 2018年 7月 24日至 2019年 7月 23日期间的利息；

14、报告期内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本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调整本期

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个计

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本公司未行使

利率调整权，则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

15、报告期内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本公司作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

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

司，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具体事宜以本公司在主

管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具体回售登记办法为准。投资

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的，

须于本公司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起 5个工作日内进行登

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上

述调整。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公司未行使回售选择

权。

16、报告期内发行人赎回选

择权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无

17、报告期内可交换债权中

的交换选择权的触发及执行

情况

无

18、报告期内其他特殊条款

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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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券代码 143525

2、债券简称 G18光水 1

3、债券名称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4、发行日 2018年 8月 16日

5、是否设置回售条款 是

6、报告期末后的最近回售日 2021年 8月 16日

7、到期日 2023年 8月 16日

8、债券余额 4.00

9、截至报告期末的票面利率

(%)

4.60

10、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1、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12、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13、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况 已于 2019年 8月 16日支付 2018年 8月 16日至 2019

年 8月 15日期间的利息；

14、报告期内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本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调整本期

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个计

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本公司未行使

利率调整权，则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

15、报告期内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本公司作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

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

司，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具体事宜以本公司在主

管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具体回售登记办法为准。投资

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的，

须于本公司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起 5个工作日内进行登

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上

述调整。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公司未行使回售选择

权。

16、报告期内发行人赎回选

择权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无

17、报告期内可交换债权中

的交换选择权的触发及执行

情况

无

18、报告期内其他特殊条款

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无

1、债券代码 143442

2、债券简称 18光水 01

3、债券名称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4、发行日 2018年 8月 16日

5、是否设置回售条款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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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告期末后的最近回售日 2021年 8月 16日

7、到期日 2023年 8月 16日

8、债券余额 4.00

9、截至报告期末的票面利率

(%)

4.58

10、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1、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12、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13、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况 移于 2019年 8月 16日支付 2018年 8月 16日至 2019

年 8月 15日期间的利息；

14、报告期内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本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调整本期

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个计

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本公司未行使

利率调整权，则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

15、报告期内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本公司作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

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

司，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具体事宜以本公司在主

管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具体回售登记办法为准。投资

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的，

须于本公司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起 5个工作日内进行登

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上

述调整。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公司未行使回售选择

权。

16、报告期内发行人赎回选

择权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无

17、报告期内可交换债权中

的交换选择权的触发及执行

情况

无

18、报告期内其他特殊条款

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无

1、债券代码 155155

2、债券简称 19光水 01

3、债券名称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4、发行日 2019年 1月 21日

5、是否设置回售条款 是

6、报告期末后的最近回售日 2022年 1月 21日

7、到期日 2024年 1月 21日

8、债券余额 7.00

9、截至报告期末的票面利率

(%)
3.89

10、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1、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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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13、报告期内付息兑付情况 尚未兑息兑付

14、报告期内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本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年末调整本期

债券后 2年的票面利率。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个计

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本公司未行使

利率调整权，则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

不变。

15、报告期内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本公司作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

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

司，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具体事宜以本公司在主

管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的具体回售登记办法为准。投资

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的，

须于本公司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起 5个工作日内进行登

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债券并接受上

述调整。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公司未行使回售选择

权。

16、报告期内发行人赎回选

择权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无

17、报告期内可交换债权中

的交换选择权的触发及执行

情况

无

18、报告期内其他特殊条款

的触发及执行情况
无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代码：143209、143525、143442、143209

债券简称 G17光水 1、G18光水 1、18光水 01、19光水 01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正常运作

募集资金总额 10.00、4.00、4.00、7.00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0.00、1.32、0.00、0.00

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使用情况

及履行的程序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归还贷款、绿色项目建设、补充营运

资金；按照三方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程序使用资金。

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违规使用及

具体情况（如有）
无

募集资金违规使用是否已完成

整改及整改情况（如有）
-

三、报告期内资信评级情况

2019 年 5 月 24 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

司及其发行的 G17 光水 1、G18 光水 1、18 光水 01 及 19 光水 01 的跟踪评级为 AA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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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变更、变化及执行情况

无

五、报告期内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报告期内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七、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履行相应职责。受托管理人预

计将于公司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出具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事务年度报告，受托

管理报告详见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www.sse.com.cn）。报告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

均尽职履职，履职时未发生重要利益冲突情形。

第三节 业务经营和公司治理情况

一、公司业务和经营情况

（一） 公司业务情况

1、污水处理业务

公司在污水处理业务运营过程中主要采用了 BOT、TOT模式。BOT模式即“建设—运营

—移交”，它是实施公用事业项目的一种常见形式。具体操作中政府通过签订协议授予项

目公司一定期限内的特许经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污水处理设施以回收投资

并取得投资收益，特许权期限届满后，项目公司将污水处理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TOT模

式即“移交—运营—移交”，它是实施公用事业项目的另一种常见形式。具体操作中政府

与项目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协议后，把已经投产运行的污水处理设施移交给项目公司经营。

特许经营期满后，项目公司再把该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

公司处理的污水主要为市政污水。目前公司污水处理业务运营主要通过收取污水处理

费的形式获得收入。所有污水处理运营项目，公司均与当地政府或其授权部门签署了特许

经营协议，约定了污水处理费的收取标准和调整方式，污水处理费的结算价格短期内相对

稳定，结合协议约定的调价规定以及当地的物价指数变化情况进行调整，一般 2-3 年调整

一次，同时在协议中一般会约定保底水量，使得污水处理业务的合理利润得到了有效保障。

2. 中水回用业务

公司在中水回用业务中主要采用 BOO、BOT与自营的运营模式。其中 BOO模式即“建设

-拥有-运营”，其与 BOT模式最大的区别在于：在 BOT项目中，项目公司在特许期结束后

必须将项目设施交还给政府；而在 BOO项目中，项目公司有权不受任何时间限制地拥有并

经营项目设施。自营项目运营模式与 BOT和 BOO模式类似，但其特许经营协议中并未明确

约定在特许期结束后是否将项目移交给政府部门或企业客户，需待各方在特许期届满前另

行磋商。

3. 污水源热泵业务

公司在污水源热泵业务中主要采用 BOT的运营模式。

4. 水环境综合治理业务

水环境综合治理业务主要包括公司海绵城市建设业务和流域治理业务，业务主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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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模式（英文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缩写），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二） 公司未来展望

我国水资源严重匮乏，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为 2,039 立方米，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

25%，位于全球第 109 位，是全球 13 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伴随经济和社会

发展，城市用水规模不断增长，城市污水排放量也随之不断增加，我国水污染问题和水资

源短缺日益严重，加大城市污水处理力度是有效防治水污染和缓解水资源日益短缺的主要

途径。

鉴于我国污水处理行业发展相对滞后，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污水处理行业，要求城市

必须投资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中都明确提

出了城市污水处理率的要求。2016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十三五”全国城镇污

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底，实现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

盖，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5%，县城不低于 85%，建制镇达到 70%。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投资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步伐不断加快，使我国污

水处理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从 2004 年末的

7,387 万立方米/日增至 2015 年末的 16,065 万立方米/日，年复合增长率为 7.32%。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作为市政公用领域内的污

水处理行业走向开放、走向市场化已成为必然趋势。我国污水处理行业在国家相关政策的

指导下，近十几年来实行了市场开放，允许社会资本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

营，推行运营主体和产权多元化的市场化改革。通过改革，对于加强城市供排水设施的建

设，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和管理水平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污水处理行业特点

决定了其市场化改革不能等同于一般行业的改革，需要来自政策环境、法律保障、产业发

展、监管完善、经济支撑等诸多方面的协同，污水处理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复杂而长

期的过程。

公司具有领先的研发能力与核心技术，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和专业的企业员工，同时

做为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深受境内外机构投资者的信任。公司出色的项目执行记录和市场

地位有助公司取得新项目并不断扩大客户基础。

水务环保产业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双向发展将带来巨大的市场潜力，公司在提供污水处

理服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加上公司稳固的市场地位，使得公司有能力抓住水务环保产

业巨大的发展机遇。

二、公司本半年度新增重大投资状况

□适用 √不适用 

三、与主要客户业务往来时是否发生严重违约

□适用 √不适用 

四、公司治理情况

（一） 公司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之间不能保证独立性、不能保持自主经营能力的情况：

□是 √否 

与控股股东之间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的独立性的机制安排说明： 
（一）业务独立性

公司拥有独立的业务资格和业务系统，不依赖于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任何关联方

，具有独立的主营业务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二）人员独立性

公司已经建立了健全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设有独立的劳动、人事和工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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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招聘员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未在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未在实

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公司的财务人员未在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中兼职，未在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领薪。公司按照中国、百慕大、香港、新加

坡等地的劳动法律、法规制订了相关的劳动、人事、薪酬制度。公司的员工身份、资格、

合同关系、制订的劳动人事制度、社会统筹等事项与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相互独立。

（三）资产独立性

公司拥有业务经营所需的特许经营权、房产、经营设备，并合法拥有该资产的所有权

和使用权。公司未以其资产、权益或信誉为各股东的债务提供担保。不存在资产、资金被

股东单位、公司高管人员及其关联人员占用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四）机构独立性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依照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规范运作。公司

管理层对董事会负责，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公司已建立了适合自身经营需要的组织

机构，各部门按照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独立运作，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的情形。

（五）财务独立性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配置有独立的财务人员，建立了独立的会

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及独立的公司财务管理档案。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独立在银

行开户，不存在与主要股东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亦不存在将资金存入主要股东银行账户

的情况，资金使用亦不受主要股东及其参控股子公司的干预。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均为独

立纳税人，依法独立纳税。公司能够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独立作出财务

决策。

公司建立和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和财务等方面均做到独

立完整。

（二） 是否存在违规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是 √否 

（三） 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其他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四） 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违反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五、非经营性往来占款或资金拆借

1. 报告期内是否发生过非经营性往来占款或资金拆借的情形：

□是 √否 

2. 本报告期末未收回的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是否超过合并口径净资产的 10%
□是 √否 

第四节 财务情况

一、财务报告审计情况

□标准无保留意见 □其他审计意见 √未经审计 

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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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单位：亿元  币种：港元

序号 项目 本期末 上年末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说明原因

1 总资产 212.88 195.84 9% 不适用

2 总负债 119.26 109.21 9% 不适用

3 净资产 93.62 86.63 8% 不适用

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27 79.83 8% 不适用

5 资产负债率（%） 56% 56% 0% 不适用

6
扣除商誉及无形资产后的

资产负债率（%） 65% 65% 0% 不适用

7 流动比率 1.49 1.16 28% 不适用

8 速动比率 1.47 1.15 27% 不适用

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18.09 17.29 5% 不适用

-

-

序号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说明原因

1 营业收入 24.85 23.60 5% 不适用

2 营业成本 15.65 15.72 0% 不适用

3 利润总额 6.03 6.01 0% 不适用

4 净利润 4.49 4.01 12% 不适用

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
4.49 4.01 12% 不适用

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0 3.71 13% 不适用

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8.17 7.81 5% 不适用

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

额
-6.25 -7.31 -15% 不适用

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

额
-2.94 0.24 -1,319%

公司其他金融资

产增加使得投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下降

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

额
9.89 2.42 309%

公司 IPO及新发

债券使得筹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

净额增加

11 应收账款周转率 1.78 2.28 -22% 不适用

12 存货周转率 24.29 141.08 -83%

公司存货增加使

得存货周转率下

降

1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9 0.11 73%

公司 EBITDA比去

年同期增长，使

得 EBITDA全部债

务比上升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半年度报告（2019 年）

18

14 利息保障倍数 3.36 5.43 -38%

财务费用的增加

使得利息保障倍

数下降

15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5.77 -6.07 -5% 不适用

16 EBITDA利息倍数 4.56 5.76 -21% 不适用

17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0% 不适用

18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0% 不适用

-

-

说明 1：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

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具体内容按《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执行。

说明 2：EBITDA=息税前利润（EBIT）+折旧费用+摊销费用

（二）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

公司其他金融资产的增加使得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下降；公司 IPO及新发债券

使得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增加；公司存货增加使得存货周转率下降；公司 EBITDA比

去年同期增长，使得 EBITDA全部债务比上升；财务费用的增加使得利息保障倍数下降。

四、资产情况

（一） 主要资产情况及其变动原因

1.主要资产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港元

资产项目 
本期末余

额

上年末或募集说明

书的报告期末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说明原因

物业、厂房及设备 1.45 1.45 0% 不适用

无形资产 16.25 15.36 6% 不适用

商誉 12.38 12.43 0% 不适用

联营公司权益 0.02 0.03 -27% 不适用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

款项（非流动部分）
1.37 1.59 -14% 不适用

与服务特许经营权相

关的金融应收款项（

非流动部分）

126.57 117.28 8% 不适用

其他金融资产 4.40 - 100%
公司新增其他金融

资产的投资

存货 0.88 0.40 119%
项目工程建设增加

导致存货增加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

款（流动部分）
14.35 10.25 40%

多个项目于今年上

半年竣工投运增加

应收账款

与服务特许经营权相

关的金融应收款项（

流动部分）

14.28 14.24 0% 不适用

三个月以上定期存款 2.55 5.47 -53% 存单到期解质押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8.09 17.29 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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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资产变动的原因

公司工程建设的增加使得存货增加；多个项目于今年上半年竣工投运增加了应收账款；

今年 3 月，有一笔存单到期进行了解质押，使得三个月以上定期存款下降。

（二） 资产受限情况

1. 各类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港元

受限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如有）

所担保债务的主

体、类别及金额

（如有）

由于其他原因受限

的情况（如有）

光大水务（昆山

）有限公司污水

处理收费权、房

屋、土地

1.14 不适用
光大水务（昆山）

有限公司
不适用

光大水务（济南

历城）有限公司

存单

2.35 不适用
光大水务（济南历

城）有限公司
不适用

光大水务（北京

）有限公司污水

处理费收费权

4.45 不适用
光大水务（北京）

有限公司
不适用

盘锦城市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污水

收入、水费权、

应收账款

4.89 不适用
盘锦城市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
不适用

光大水务（青岛

）有限公司水费

权

6.48 不适用
光大水务（青岛）

有限公司
不适用

光大水务运营（

新沂）有限公司

特许经营所有权

益与收益

4.54 不适用
光大水务运营（新

沂）有限公司
不适用

大连泉水河污水

处理厂(一期)污
水处理费权

0.87 不适用
大连东达水务有限

公司
不适用

大连春柳河污水

处理厂(二期)污
水处理收费权

2.67 不适用
大连东达水务有限

公司
不适用

随州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漂水及府

河流域水环境综

合整治 PPP 项目

下的应收账款

1.77 不适用
光大水务随州水环

境治理有限公司
不适用

光大水务 7 家子

公司股权
9.24 不适用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

公司
不适用

大连寺儿沟水务

有限公司保证金
0.23 不适用

大连寺儿沟水务有

限公司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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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如有）

所担保债务的主

体、类别及金额

（如有）

由于其他原因受限

的情况（如有）

合计 38.63 - -

2. 发行人所持子公司股权的受限情况

报告期（末）母公司口径营业总收入或资产总额低于合并口径相应金额 50%
□适用 √不适用 

五、负债情况

（一） 主要负债情况及其变动原因

报告期内贷款净新增。贷款、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项、递延税项负债的增加一起导致

了负债总额的增加。

（二） 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新增逾期有息债务且单笔债务 1000 万元的情况

□是 √否 

（三） 上个报告期内逾期有息债务的进展情况

无

（四） 截至报告期末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偿付负债情况

无

（五） 所获银行授信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银行名称 综合授信额度 已使用情况 剩余额度

中国工商银行昆山支行 5,000 5,000 0

中国银行济南槐荫支行 12,000 12,000 0

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 19,600 19,600 0

中国银行济南槐荫支行 12,000 12,000 0

中国银行济南槐荫支行 6,000 6,000 0

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 25,200 25,200 0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大兴支行 8,000 8,000 0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大兴支行 19,300 19,300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12,000 12,000 0

永隆银行深圳分行 48,000 48,000 0

招商银行深圳龙岗支行 5,000 0 5,000

中国银行深圳蛇口网谷支行 20,000 10,000 10,000

中国银行深圳蛇口网谷支行 10,000 0 10,000

中国工商银行大连中山广场

支行
12,000 12,000 0

中国工商银行大连中山工程

支行
9,600 9,600 0

中国建设银行青岛福州南路

支行
14,000 14,000 0

中国银行济南槐荫支行 5,880 5,8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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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综合授信额度 已使用情况 剩余额度

中国邮储银行镇江市分行 92,300 15,739 76,561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甘井子支

行
3,400 3,400 0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甘井子支

行
10,100 10,100 0

中国邮储银行新沂支行 15,400 15,400 0

中国建设银行南宁分行 102,900 30 102,870

中国建设银行随州分行 13,500 13,500 0

中国工商银行济南高新支行 11,400 10,900 500

中国银行济南槐荫支行 30,000 5,000 25,000

中国工商银行济南高新支行 73,000 37,636 35,364

星展银行（DBS） 55,390 48,028 7,362

星展银行（DBS） 27,695 27,635 60

国际金融公司（IFC） 96,320 96,320 0

远东国际商业银行 17,200 17,200 0

日本瑞穗银行 34,619 34,619 0

台湾富邦银行 20,468 20,468 0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26,523 26,523 0

日本瑞穗银行 34,619 27,193 7,426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 88,410 61,887 26,523

合计 996,824 690,158     306,666

上年末银行授信总额度：986,426 亿元，本报告期末银行授信总额度 996,824 亿元，本

报告期银行授信额度变化情况：10,398 亿元

六、利润及其他损益来源情况

本期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的重大变化源自非主要经营业务

□适用 √不适用 

七、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对外担保的增减变动情况：无

尚未履行及未履行完毕的对外担保总额是否超过报告期末净资产 30%：□是 √否 

第五节 重大事项

一、关于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关于破产相关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三、关于司法机关调查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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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重大事项的信息披露

无

第六节 特定品种债券应当披露的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为可交换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二、发行人为创新创业公司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三、发行人为绿色公司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光大水务于 2018年 8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绿色债券人民币 4亿元，债

券简称 G18光水 1，发行票面利率 4.60%。

四、发行人为可续期公司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五、其他特定品种债券事项

无

第七节 发行人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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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目录

一、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二、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审计报告原件（如有）；

三、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

原稿；

四、按照境内外其他监管机构、交易场所等的要求公开披露的半年度报告、半年度

财务信息。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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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

集团财务状况表

2019年 6月 30日

编制单位：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港元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非流动资产

物业、厂房及设备 144,831 144,779

使用权资产 27,891 -

预付土地租赁款项 - 5,372

172,722 150,151

商誉 1,237,502 1,242,713

无形资产 1,624,969 1,536,169

附属公司权益 - -

联营公司权益 2,189 3,011

合约资产 12,657,115 11,727,822

其他金融资产 439,940 -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项 137,396 159,259

非流动资产总额 16,271,833 14,819,125

流动资产

存货 88,421 40,436

合约资产 1,428,092 1,424,161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项 1,435,398 1,025,044

到期日为三个月以上的定期

存款
255,305 547,05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809,022 1,728,573

流动资产总额 5,016,238 4,765,264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项 2,010,890 1,895,095

货款 1,290,402 2,160,400

租赁负债 8,842 -

应付税项 49,719 45,083

流动负债总额 3,359,853 4,100,578

总资产减流动负债 17,928,218 15,483,811

非流动负债

贷款 7,110,347 5,440,376

租赁负债 13,949 -

递延税项负债 1,441,793 1,379,738

非流动负债总额 8,566,089 6,820,114

资产净额 9,362,129 8,663,697

权益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权益

股本 2,812,531 2,676,062

储备 5,814,966 5,307,128

8,627,497 7,983,190

非控股权益 734,632 680,507

权益总额 9,362,129 8,663,697

董事长：王天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葛丹        会计机构负责人：罗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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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财务状况表

2019年 6月 30日

编制单位：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港元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非流动资产

物业、厂房及设备 15 18

使用权资产 - -

预付土地租赁款项 - -

15 18

商誉 - -

无形资产 - -

附属公司权益 10,167,953 10,741,587

联营公司权益 - -

合约资产 - -

其他金融资产 412,442 -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项 - -

非流动资产总额 10,580,410 10,741,605

流动资产

存货 - -

合约资产 - -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项 4,720,003 3,663,426

到期日为三个月以上的定期

存款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75,179 31,661

流动资产总额 5,095,182 3,695,087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项 180,446 102,001

货款 876,175 1,053,319

租赁负债 - -

应付税项 - -

流动负债总额 1,056,621 1,155,320

总资产减流动负债 14,618,971 13,281,372

非流动负债

贷款 4,544,099 3,511,586

租赁负债 - -

递延税项负债 - -

非流动负债总额 4,544,099 3,511,586

资产净额 10,074,872 9,769,786

权益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权益

股本 2,812,531 2,676,062

储备 7,262,341 7,093,724

权益总额 10,074,872 9,769,786

董事长：王天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葛丹        会计机构负责人：罗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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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全面收益表

2019年 1—6月

编制单位：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港元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收入 2,485,366 2,360,475

直接成本及经营开支 -1,565,281 -1,572,445

毛利 920,085 788,030

其他收入及收益净额 43,139 73,315

行政及其他经营费用 -193,319 -132,911

财务收入 13,439 9,225

财务费用 -179,266 -135,643

所占联营公司盈利及亏损 -912 -1,058

除税前盈利 603,166 600,958

所得税 -154,432 -200,186

本期间盈利 448,734 400,772

其他全面收益

于其后期间可能重分类至损

益之其他全面收益

换算海外业务产生之汇兑差

额
-18,122 -7,099

于其后期间不会重分类至损

益之其他全面收益
- -

换算本公司财务报表至呈报

货币产生之汇兑差额
-51,302 263,010

除所得税后本期间其他全面

收益
-69,424 255,911

本期间全面收益总额 379,310 656,683

应占盈利部分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 420,487 370,737

非控股权益 28,247 30,035

448,734 400,772

应占全面收益总额部分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 354,696 609,531

非控股权益 24,614 47,152

379,310 656,683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每股

盈利

——基本及摊薄 15.51 港仙 14.11 港仙

董事长：王天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葛丹        会计机构负责人：罗俊岭



8

28

母公司利润表

2019年 1—6月

编制单位：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港元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主营业收入 - -

主营业收入合计 - -

营业额 - -

主营业成本 - -

主营成本合计 - -

毛利润 - -

投资收益 -201,874.89 -245,220.00

营业外收入合计 -201,874.89 -245,220.00

管理费用 - -　

管理费用合计 26,574.64 8,968.04

特殊项目 - -

特殊项目合计 - -

营业利润/（亏损） -175,300.25 -236,251.96

银行利息收入 -413.78 -2.86

关联方利息收入 - -　

利息收入合计 -413.78 -2.86

债券 - -　

银行借款 107,694.43 67,176.19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借款 - -

合并范围外关联方贷款 - -

财务费用合计 107,694.43 67,176.19

联营公司损益分摊 - -　

税前利润 / (亏损) -68,019.60 -169,078.64

所得税 - 本年 / 期 - -

所得税 - 递延 - -

所得税 - 海外 - -

所得税 - -

本年净利润 / (亏损) -68,019.60 -169,078.64

少数股东权益 - -　

应占股东盈利 -68,019.60 -169,078.64

转入盈余公积 - -

分配股利 - -

董事长：王天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葛丹        会计机构负责人：罗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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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现金流量表

2019年 1—6月

编制单位：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港元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除税前盈利 603,166 600,958

经调整

物业、厂房及设备折旧 8,732 8,622

使用权资产折旧 2,245 -

预付土地租赁款项摊销 - 185

无形资产摊销 37,360 35,848

处置物业、厂房及设备亏损 - 346

财务费用 179,266 135,643

利息收入 -13,439 -9,225

所占联营公司盈利及亏损 912 1,058

或然代价应收款项之公允价值调整 -727 -

其他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 3,456 -

应收账款减值拨备 1,997 2,865

汇率变动的影响净额 -9,586 -13,826

营运资金变动前的经营现金流量 813,382 762,474

营运资金变动

存货（增加）/减少 -49,050 -15,612

合约资产增加 -1,007,158 -987,274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项（增加）/减

少
-397,833 -327,877

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增加）/减

少
96,057 -77,288

经营活动（所动用）/所产生的现金 -544,602 -645,577

已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 -80,149 -85,460

经营活动（所动用）/所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24,751 -731,037

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收购附属公司款项、扣除已收购现金 - -6,521

购买物业、厂房及设备 -9,409 -5,092

添置无形资产付款 -134,844 -157,431

应收一家联营公司款项（增加）/减少 -4,373 -

其他金融资产增加 -451,563 -

到期日为三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及受限

制金融机构结余减少
293,102 183,915

已收利息 13,439 9,225

投资活动（所动用）/所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3,648 24,096

三、融资活动现金流量

全球发售发行股份所得款项 310,870 -

上市开支款项 -11,643 -

一家附属公司的非控股股东注资 29,511 192

应付中间控股公司款项增加/（减

少）
3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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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同系附属公司款项减少 - -

发行公司债券所得款项，扣除相关已

付开支
804,235 -

新增银行贷款 1,887,440 1,529,643

偿还银行及其他贷款 -1,869,738 -1,159,825

已付利息 -122,117 -106,427

租赁付款的本金部分 -1,989 -

租赁付款的利息部分 -250 -

已抵押银行存款增加 -9 -

已付本公司股东股息 -8,675 -15,166

有关以股代息计划的股份发行开支 -172 -176

已付一名附属公司非控股股东股息 -28,990 -6,184

融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8,867 242,057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减少）/增加

净额
70,468 -464,884

五、期初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706,871 2,074,414

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汇率波动影响

净额
8,700 57,072

七、期末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786,039 1,666,602

董事长：王天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葛丹        会计机构负责人：罗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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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2019年 1—6月

编制单位：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港元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除稅前盈利 66,777 169,079

经调整： 　 　

物业、厂房及设备折旧 3 4

汇率变动的影响 -6,501 662

通过损益表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损失/（收益）
3,814 　

净财务费用 107,280 67,173

营运资金变动前的经营现金流量 171,373 236,918

营运资金变动：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项 -1,081,148 -667,021

应付款项及其他应付款项 21,790 -73,555

经营活动所产生/（动用）的现金 -887,985 -503,658

已付所得税 0 0

经营活动所产生/（动用）的现金

净额
-887,985 -503,658

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购买物业、厂房及设备 - -

已收利息 414 3

投资子公司的资本支出 530,921 6,734

其他金融资产增加 -423,913 　

投资活动所动用的现金净额 107,422 6,737

三、融资活动现金流量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得收益 310,870 　

支付上市费用 -11,643 　

发行公司债券的收益，扣除相关支

出
804,235 -

银行贷款所得款项 966,223 1,190,014

偿还银行贷款 -898,349 -624,686

支付予股东之股息 -8,675 -15,166

股份发行开支 -172 -176

已付利息 -49,363 -41,255

融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净额 1,113,126 508,731

四、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332,563 11,810

五、期初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1,661 27,783

六、汇率波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10,955 144

七、期末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75,179 39,737

董事长：王天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葛丹        会计机构负责人：罗俊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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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债券相关事项、 

经营和财务状况，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公司债券简称 代码 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G17光水 1 143209 上海证券交易所 

G18光水 1 143525 上海证券交易所 

18光水 01 143442 上海证券交易所 

19光水 01 155155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100000000  币种：港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12.88 195.84 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6.27 79.83 8% 

资产负债率（%） 56% 56% 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56% 56% 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20 3.71 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25 -7.31 -15% 

 

 

四、 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未发生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本公司发生  项重大事项，具体情况参见下表。 

 

重大事项类型 临时公告披露日期 

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 

破产相关  - 

被司法机关调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列

为失信被执行人 
 - 



被司法机关调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被列

为失信被执行人 
 - 

暂停/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 

   - 

 

（以下无正文）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Light
    /CGuLi-Bold
    /CGuYin-Bold
    /CHei-UltraBold
    /CHei2-Bold
    /CHei2-Xbold
    /CHei3-Bold
    /CJNgai-Bold
    /CKan-Xbold
    /CNganKai-Bold
    /CO2Yuen-XboldOutline
    /COYuen-Xbold
    /COYuen-XboldOutline
    /CPo-Bold
    /CPo3-Bold
    /CSong3-Medium
    /CSu-Medium
    /CXLi-Medium
    /CXing-Medium
    /CXingKai-Bold
    /CYuen-SemiMedium
    /MBei-Bold
    /MHei-Bold
    /MHei-Light
    /MHei-Medium
    /MHei-Xbold
    /MKai-Medium
    /MKai-SemiBold
    /MLi-Bold
    /MNgai-Bold
    /MSung-Light
    /MSung-Medium
    /MSung-Xbold
    /MYuen-Light
    /MYuen-Medium
    /MYuen-Xbold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3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480069006700680020007200650073002000730063007200650065006E00284E0D53EF537052370029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480069006700680020007200650073002000730063007200650065006E00284E0D53EF537052370029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50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