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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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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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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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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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现时发布的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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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司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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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31 日 

上年同期、上期 指 2018年 1月 1日到 2018年 12月 31 日 

上年 指 2018年度 

不超过 指 不超过（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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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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 指 建设-运营-移交，指政府授予投资人以一

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许可其建设和经营

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得到合理的回报；

特许经营权期限届满时，投资人再将该项

目移交给政府 

TOT 指 转让-运营-移交，指政府部门将建设好的

项目一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有偿转让给投

资人，投资人在约定的期限内通过经营得

到合理的回报，特许经营权期限届满时，

投资人再将该项目移交给政府 

BOO 指 建设-拥有-运营,承包商根据政府部门赋予

的特许权,建设并经营某项基础产业项目，

但是并不将此项基础产业项目移交给政府

部门 

PPP 指 PPP模式即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

字母缩写，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是指政府为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

力，提高供给效率，通过特许经营、购买

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建立

的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合作关系 

ESHS 指 环境、安全、健康及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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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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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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珮 

在公司所任职务类

型 
高级管理人员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

人具体职务 
法律顾问兼联席公司秘书 

联系地址 新加坡百德里路9号MYP中心#20-02室 邮编：049910 

电话 (65)62217666 

传真 (65)62257666 

电子信箱 pengp@ebwater.com 

 

三、 信息披露网址及置备地 

登载年度报告的交

易场所网站网址 
www.sse.com.cn 

年度报告备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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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518000 

 

四、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及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控股股东姓名/名称：光大国际 

报告期末实际控制人姓名/名称：光大集团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变更/变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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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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余一平先生于 2019年 4月 1日起退休离任。

此外，无其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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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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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年度报告（2019 年） 

10 

4、发行日 2017年 7月 24日 

5、是否设置回售条款 是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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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公司未行使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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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未行使回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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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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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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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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一 

4、发行日 2018年 8月 16日 

5、是否设置回售条款 是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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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公司未行使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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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未行使回售选择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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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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二 

4、发行日 2018年 8月 16日 

5、是否设置回售条款 是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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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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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公司未行使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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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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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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未行使回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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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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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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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21 日支付 2019 年 1 月 21 日

至 2020年 1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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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公司未行使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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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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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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未行使回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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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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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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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是否约定全部或

部分用于疫情防控 
否 

募集资金约定用于疫情防

控的金额（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已实际用于疫情

防控的金额（截止报告签

发日，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用于疫情防控的

具体用途（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违规使

用及具体情况（如有） 
不适用 

募集资金违规使用是否已

完成整改及整改情况（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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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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级均为 AA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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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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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光大水务是以水环境综合治理业务为主的环保集团，目前已实现原水保护、

供水、市政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处理、中水回用、流域治理、污泥处理处置等

全业务范围覆盖，精专于项目投资、规划设计、科技研发、工程建设、运营管

理等业务领域，形成水务行业全产业链布局。业务分部于我国华东、华中、华

北、东北及西北地区，包括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山西、河南、湖北、广

西、辽宁、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 

2、经营模式 

2.1、污水处理业务 

公司的污水处理业务包括市政污水处理及工业废水处理，其运营过程中主

要采用了 BOT、TOT 模式。BOT 模式即“建设—运营—移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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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运营—移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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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污水处理业务以市政污水的处理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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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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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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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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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污泥处理处置及污水源热泵业务 

公司在污泥处理处置及污水源热泵业务中主要采用 BOT的运营模式。 

2.4、原水保护/供水/流域治理 

    原水保护、供水以及流域治理等业务主要采用 PPP 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模式。 

（二） 公司未来展望 

2020 年，中国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也面临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冲刺和考核之年。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已经上升

为国家战略，中国在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均前所

未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国家重要会议不断强调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水十条”、“土十条”及“大气十条”为代表

的一系列环保政策法规已进入“深耕”阶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持续

开展，监管力度趋严。 

面对更坚定的顶层指导、更完善的政策环境、更严格的行业监管，生态环

保企业已进入提供优质生态服务及产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居环境需求的攻坚

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也步入了资本热潮

退去、监管愈加严格等压力迭加的转型阵痛期。对于水务企业及其他生态环保

企业而言，未来将要负重前行，在各类挑战中摸索方向、抢抓机遇，才能破茧

而出，实现新一轮发展。 

面对行业内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公司将围绕“稳中求进、变中求机、进中

求新”的工作思路，开启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市场拓展继续聚焦“新城市、新

区域、新模式”，拓展优质项目，培育新业务增长点；运营管理在确保项目稳

定运行、达标排放的同时，提升标准化、精细化水平，降低运营成本；安全与

环境管理继续强化 ESHS 管理体系及风险管理体系；工程建设紧盯全过程管理，

坚持安全合规，加强成本管控；技术研发力争实现关键性突破，加快技术成果

转化，同时做好技术支持、技术合作等工作；人力资源建设提速，打造良好企

业氛围，紧密服务公司发展需求；财务管理继续加强，借助新加坡香港两地上

市优势，优化融资结构，拓宽融资渠道，提升资金效率。 

近五年来，公司在业务规模、盈利能力、资产规模、团队人数等多个维度

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展望新的一年，尽管开年一定程度面临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挑战，但公司及时采取应对及保障措施，尽力缓解疫情的不利影响；加

之现有充足的项目和资金储备，以及在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扎实基

础，疫情对全年业绩及工作的影响仍然在可控范围内。未来，公司有信心紧跟

国家政策，把握市场脉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形成全面发展的新格局，以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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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的经营业绩为股东创造可持续的良好回报；以优质的环保服务和产品，为社

会打造可持续的人居环境；以过硬的综合实力，奋力成长为中国水环境综合治

理领域的翘楚。 

二、 公司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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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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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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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招聘员工。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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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的使用权和/或所有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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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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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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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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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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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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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财务报表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2019 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第 16 号《租赁》取代国际会计准则第 17 号《租赁》及其相关诠释。截至 2019

年 1月 1日的租赁负债与 2018年 12月 31日的经营租赁承担的对账如下： 

单位：千港元 

2018年 12月 31日的经营租赁承担 10,678 

2019年 1月 1日的加权平均增量借贷利率 4.56% 

2019年 1月 1日的贴现经营租赁承担 9,315 

减：  

有关短期租赁的承担 (9,315) 

2019年 1月 1日的租赁负债 - 

除有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外，若干其他修订及诠释对本公

司财务报表并未产生任何重大财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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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83 195.84 15.8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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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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总负债 131.34 109.21 20.27 不适用  

3 净资产 95.49 86.64 10.22 不适用  

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8.10 79.83 10.36 不适用  

5 资产负债率（%） 58% 56% 3.84 不适用  

6 
扣除商誉及无形资产后的

资产负债率（%） 
66% 65% 2.02 

根据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诠释第 12

号《服务特许权

安排》的规定，

对于部分特许经

营权项目收费权

确 认 为 无 形 资

产。本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2018年12月

31 日的无形资产

中，特许经营权

无形资产分别为

16.42 亿港元及

15.15 亿港元， 

占比无形资产总

额分别为 99.00%

和 98.62%。如果

扣除商誉及无形

资产（不含特许

经 营 权 无 形 资

产）后的资产负

债率，2019 年 12

月31日和 2018年

12月 31日分别为

61%和 60%，变动

比例为 1.67% 

7 流动比率 1.08 1.16 -7.17 不适用  

8 速动比率 1.07 1.15 -7.10 不适用  

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20.75 17.29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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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51 47.68 16.41 不适用 

2 营业成本 36.58 31.45 16.34 不适用 

3 利润总额 11.95 10.52 13.63 不适用 

4 净利润 8.85 7.37 20.08 不适用 

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 
8.85 7.37 20.08 不适用 

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3 6.76 23.21 不适用 

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16.47 14.33 14.97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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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

额 
-10.58 -10.16 4.18 

根据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诠释第 12

号《服务特许权

安排》的规定，

对于特许经营项

目的投资建设所

使用的现金支出

归属于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而非投

资活动现金流量

，因此本公司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为负 

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

额 
-1.34 -0.54 150.31 

主要由于公司新

增 其 他 金 融 资

产。其他金融资

产增加包括非上

市投资 4.31 亿港

元及非上市股权

投资 0.31亿港元 

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

额 
15.63 7.82 99.95 

主要由公司 2019

年香港上市，扣

除上市开支后根

据全球发售发行

股 份 所 得 款 项

2.99 亿港元；收

到银行及其他贷

款 所 得 款 净 额

8.15亿港元 

11 应收账款周转率 1.90 2.18 -13.01 不适用 

12 存货周转率 93.34 114.81 -18.70 不适用 

13 EBITDA全部债务比 0.18 0.19 -3.75 不适用 

14 利息保障倍数 3.36 3.61 -6.80 不适用 

15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3.58 -4.34 -17.40 

由于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的规定，

对于特许经营项

目的投资建设所

使用的现金支出

归属于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而非投

资活动现金流量

，导致本公司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为负，因此

现金利息保障倍

数为负 

16 EBITDA利息倍数 4.64 4.92 -5.70 不适用 

17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 不适用 

18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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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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周转率=特许权安排的运营服务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直接成本及经营开支/存货平均余额 

EBITDA全部债务比=EBITDA/贷款余额 

利息保障倍数=除税前盈利/财务费用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付现所得税）/付现利息 

EBITDA利息倍数=EBITDA/财务费用 

（二）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 

详细情况请见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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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1.45 -2.10 不适用 

使用权资产 0.26 - 100.00 
因适用新的会计准

则而调整列报科目 

投资物业 0.03 - 100.00 公司新增投资物业 

预付土地租赁款 - 0.05 -100.00 
因适用新的会计准

则而调整列报科目 

无形资产 16.58 15.36 7.96 不适用 

商誉 12.14 12.43 -2.35 不适用 

联营公司权益 0.04 0.03 19.16 不适用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项

（非流动部分） 
1.14 1.59 -28.49 不适用 

合约资产（非流动部分） 141.44 117.28 20.61 不适用 

其他金融资产 4.62 - 100.00 

其他金融资产增加

包括非上市投资

4.31 亿港元及非上

市股权投资 0.31亿

港元 

存货 0.38 0.40 -6.15 不适用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流动部分） 
14.15 10.25 38.01 

多个项目于 2019年

竣工投运增加应收

账款余额 

合约资产（流动部分） 13.89 14.24 -2.45 不适用 

三个月以上定期存款 - 5.47 -100.00 存单到期解除质押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0.75 17.29 20.03 不适用 

资产合计 226.83 195.84 15.8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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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资产变动的原因 

详细情况请见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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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限资产账面价值总额：港元 37.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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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限

公司污水处理费收费权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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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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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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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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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6 不适用 

光大水务（大

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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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不适用 

大连光水春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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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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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兴）有限

公司、光大水务（德州

）有限公司、光大中水

利用（江阴）有限公司

、光大水务（陵县）有

限公司、光大水务（新

沂）有限公司、光大水

务（章丘）有限公司、

光大水务（淄博周村）

净水有限公司等 7家公

司的股权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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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中水利用（南京）

有限公司珠江污水处理

厂中水厂二期工程下水

费收费权 

1.98 不适用 

光大中水利用

（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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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水务（淄博）有限

公司土地 
1.61 不适用 

光大水务（淄

博）有限公司 
不适用 

合计 3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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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贷款（包括流动及非流动）增加 14.79 亿港元。总贷款增加主要由于

2019年度发行公司债券所得款项净额约 8.04亿港元，以及新增银行贷款所得款

项约 32.03 亿港元，同时偿还银行贷款及其他贷款 23.89 亿港元，汇率变动对

贷款变动也产生影响。 

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增加 5.77亿港元，主要由于工程应付款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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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币种：港元 

银行名称 综合授信额度 已使用情况 剩余额度 

星展银行 938,630 685,743 252,887 

国际金融公司 1,093,260 1,093,260 - 

交通银行香港分行 700,000 420,000 280,000 

瑞穗银行 780,450 483,132 297,318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133,080 133,080 - 

台北富邦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232,500 232,500 - 

远东国际商业银行 312,000 312,000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31,180 885,378 245,80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95,851 499,383 1,096,468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

限公司 
300,000 - 3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14,049 495,973 18,076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000,000 700,000 300,000 

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 312,360 - 312,36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1,405,103 373,985 1,0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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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综合授信额度 已使用情况 剩余额度 

合计 10,448,463 6,314,434 4,134,029 

上年末银行授信总额度：港元 95.5 亿元，本报告期末银行授信总额度港元

104.5亿元，本报告期银行授信额度变化情况：港元 9.0亿元 

六、 利润及其他损益来源情况 

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总额：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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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对外担保的余额：0元 

公司报告期对外担保的增减变动情况：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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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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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为非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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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行人为绿色/一带一路/扶贫专项公司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专项债券类型：绿色专项债 

债券代码 143525 

债券简称 G18 光水 1 

债券余额 4.00 

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领

域 

用于符合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编制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的绿

色产业项目 

项目进展情况及效益 所投向绿色产业项目进展情况及效益具体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进度 环境效益 

1 南京涉水市政

工程 PPP项目 

已投运 对水环境的综合治理，直接影响了整个城市的整

体形象，属于社会公益项目。效益主要体现在社

会效益及环境效益上，间接影响了经济效益。水

环境综合治理完成后，显著改善了南京城南河流

域水质。工程完成后，随着水质的有效改善，河

道景观的美化，居民的生活质量将大大改善。水

环境的综合治理，促使其他相关建设的同步进

行，如雨污分流工程、河道沿线截留系统的改

造、河道沿线污水倒虹管道的改造、河道景观的

改善等等，工程结束后，基本能从根本对水体的

净化起到重要作用。 

2 普兰店污水处

理厂二期工程 

已投运 项目建成投产后，大大减轻了河道以及最终受纳

水体的水环境污染问题，改善居民的生产、生活

环境。 

3 德州南运河污

水处理厂二期

及尾水除氟项

目 

截至本报告

出具日，项

目正在收尾

阶段。 

项目建成后将会在极大程度上缓解项目所在片区

节能减排压力，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保障人民

的健康生活，提高德州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4 章丘城东工业

园供水工程 

已投运 本项目输水管线的建设，有效解决了目前章丘区

城东工业园供水问题，改善地区的投资环境，以

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改

善城镇的供水模式，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调度整

体，有效减少监管漏洞，使水资源得到了有效的

利用。避免了因私采地下水等造成的不必要的浪

费，节约宝贵的水资源。 

 

四、 发行人为可续期公司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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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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

年度财务信息。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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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 

集团综合财务状况表 

2019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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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 月 31日 

非流动资产   

物业、厂房及设备 141,744 144,779 

使用权资产 25,609 - 

投资物业 3,138 - 

预付土地租赁款 - 5,372 

无形资产 1,658,437 1,536,169 

商誉 1,213,509 1,242,713 

联营公司权益 3,588 3,011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项 113,892 159,259 

合约资产 14,144,440 11,727,822 

其他金融资产 462,045 - 

非流动资产总额 17,766,402 14,819,125 

流动资产   

存货 37,948 40,436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1,414,673 1,025,044 

合约资产 1,389,205 1,424,161 

到期日为三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 - 547,05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074,803 1,728,573 

流动资产总额 4,916,629 4,765,264 

资产总额 22,683,031 19,584,389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项 2,472,484 1,895,095 

贷款 2,010,556 2,160,400 

租赁负债 9,534 - 

应付税项 64,930 45,083 

流动负债总额 4,557,504 4,100,578 

非流动负债   

贷款 7,069,140 5,440,376 

租赁负债 11,379 - 

递延税项负债 1,496,256 1,379,738 

非流动负债总额 8,576,775 6,820,114 

负债总额 13,134,279 10,920,692 

权益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权益   

股本 2,860,877 2,676,062 

储备 5,949,192 5,307,128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权益总额 8,810,069 7,983,190 

非控股权益 738,683 680,507 

权益总额 9,548,752 8,663,697 

负债和权益总额 22,683,031 19,58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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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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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计 

 2019 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2月 31日 

非流动资产   

物业、厂房及设备 11 18 

附属公司权益 9,988,163 10,741,587 

其他金融资产 431,035 - 

非流动资产总额 10,419,209 10,741,605 

流动资产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4,982,545 3,663,42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13,793 31,661 

流动资产总额 5,196,338 3,695,087 

资产总额 15,615,547 14,436,692 

流动负债   

贷款 1,522,919 1,053,319 

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项 92,881 102,001 

流动负债总额 1,615,800 1,155,320 

非流动负债   

贷款 4,039,303 3,511,586 

非流动负债总额 4,039,303 3,511,586 

负债总额 5,655,103 4,666,906 

权益   

股本 2,860,877 2,676,062 

储备 7,099,567 7,093,724 

权益总额 9,960,444 9,769,786 

负债和权益总额 15,615,547 14,436,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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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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综合全面收益表 

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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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计 

 2019年度 2018 年度 

收入 5,550,773 4,768,318 

直接成本及经营开支 (3,658,332) (3,144,540) 

毛利 1,892,441 1,623,778 

其他收入及收益净额 113,465 140,583 

行政及其他经营费用 (476,502) (439,564) 

财务收入 20,348 17,918 

财务费用 (355,287) (291,398) 

应占联营公司盈利 614 422 

除税前盈利 1,195,079 1,051,739 

所得税 (310,350) (314,984) 

本年度盈利 884,729 736,755 

其他全面收益   

换算海外业务的汇兑差额 (43,987) (67,407) 

换算本公司财务报表呈报货币的汇

兑差额 
(246,760) (441,728) 

除所得税后本年底其他全面收益 (290,747) (509,135) 

本年度全面收益总额 593,982 227,620 

应占盈利部分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 833,483 676,459 

非控股权益 51,246 60,296 

应占盈利总额 884,729 736,755 

应占全面收益总额部分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 558,139 195,887 

非控股权益 35,843 31,733 

应占全面收益总额 593,982 227,620 

本公司权益持有人应占每股盈利   

基本及摊薄（港仙） 30.07 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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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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损益表 

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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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计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收入 - - 

直接成本及经营开支 - - 

毛利 - - 

投资收益 423,689 472,792 

行政费用 (36,408) (35,785) 

财务收入 659 14 

财务费用 (219,262) (163,743) 

除税前盈利  168,678 273,278 

所得税 - - 

本年度盈利 168,678 27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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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集团综合现金流量表 

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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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计 

 2019年度 2018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除税前盈利 1,195,079 1,051,739 

经调整：   

物业、厂房及设备折旧 16,571 16,736 

使用权资产折旧 6,979 - 

预付土地租赁款项摊销 - 357 

无形资产摊销 73,148 72,349 

处置物业、厂房及设备亏损 933 445 

财务费用 355,287 291,398 

利息收入 (20,348) (17,918) 

所占联营公司盈利 (614) (422) 

应收账款减值拨备 17,314 16,664 

或然代价应收款项之公允价值调整 646 (3,428) 

其他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 (28,008) - 

汇率变动的影响净额 4,355 45,559 

营运资金变动前的经营现金流量 1,621,342 1,473,479 

   

存货减少/（增加） 1,740 (27,907) 

合约资产增加 (2,755,533) (2,233,287)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项增加 (397,433) (421,441) 

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项增加 607,019 341,840 

经营所动用的现金 (922,865) (867,316) 

已付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 (135,257) (148,331) 

经营活动所动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8,122) (1,015,647)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收购附属公司的款项、扣除所得现金 - (51,494) 

向一间联营公司注资 - (1,168) 

已收利息 20,348 17,918 

购买物业、厂房及设备 (17,885) (11,176) 

处置物业、厂房及设备所得款项 1 89 

添置无形资产付款 (229,313) (181,134) 

应收一家联营公司款项增加 (4,646)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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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040 177,975 

其他金融资产增加 (451,563) - 

投资活动所动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018) (5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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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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关以股代息计划的股份发行开支 (354) (348) 

发行公司债券所得款项，扣除相关已

付开支 
804,235 944,251 

新增银行贷款 3,203,420 2,418,142 

偿还银行及其他贷款 (2,388,854) (2,229,213) 

已付利息 (332,973) (268,257) 

租赁付款的本金部分 (6,430) - 

租赁付款的利息部分 (777) - 

应付中间控股公司款项（减少）/增

加 
(4) 4 

已抵押银行存款增加 (1,397) (22,669) 

已付本公司股东股息 (29,279) (31,687) 

已付附属公司非控股股东股息 (28,990) (28,609) 

附属公司的非控股股东注资 45,368 192 

融资活动所得现金流量净额 1,563,192 781,80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减少）净

额 
371,052 (287,382) 

年初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1,706,871 2,074,414 

汇率变动的影响，净额 (25,673) (80,161) 

年末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052,250 1,706,87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结余分析   

综合财务状况表所示的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 
2,074,803 1,728,573 

减：已抵押银行存款 (22,553) (21,702) 

综合现金流量表所示的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 
2,052,250 1,70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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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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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审计 

 2019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除稅前盈利 168,678 273,278 

经调整：   

物业、厂房及设备折旧 7 7 

豁免子公司所欠往来款之净收益 (23,243) - 

其他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 (23,512) - 

汇率变动的影响 (45,194) (7,388) 

净财务费用 218,603 163,729 

营运资金变动前的经营现金流量 295,339 429,626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项增加 (1,384,915) (1,916,390) 

应付款项及其他应付款项减少 (7,099) (67,936) 

经营所动用的现金 (1,096,675) (1,554,700) 

已付所得税 - - 

经营活动所动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6,675) (1,554,700)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购买物业、厂房及设备 - - 

已收利息 659 14 

其他金融资产的增加 (423,913) - 

应收附属公司款项减少 535,513 547,176 

投资活动所得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259 54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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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关以股代息计划的股份发行开支 (354) (348) 

已付本公司股东股息 (29,279) (31,687) 

发行公司债券所得款项，扣除相关已付开支 804,235 944,251 

新增银行贷款 1,393,696 1,422,584 

偿还银行贷款 (1,123,230) (1,177,247) 

已付利息 (196,097) (145,439) 

融资活动所得现金流量净额 1,148,198 1,012,11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净额 163,782 4,604 

年初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1,661 27,783 

汇率变动的影响，净额 18,350 (726) 

年末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13,793 3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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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