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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陳述

本簡報或包含前瞻性陳述，該等陳述乃建基於有關中國光大水務有限公司(「光大水務」或「本公司」，

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業務的大量假設及不受本公司控制的因素，並受到重大風險及不明朗

因素的影響，因此實際業績或與該等前瞻性陳述出現重大偏差。本公司概不承擔就日後發生的事件或情

況而更新該等陳述的責任。

本簡報包含的資料應以簡報作出時候為准，本公司未曾作出更新及將不會更新該等資料以反映本簡報日

後或發生的重大發展。本簡報的投影片只供支持有關本公司背景資料作出討論。本公司不會明示或暗示

陳述或保證本簡報包含的任何資料或意見是公平、準確、完整或正確，因此不應依賴該等資料或意見。

收件人在作出判斷時不應以該等資料或意見為基礎，本簡報包含的資料和意見或基於或取自本公司管理

層的判斷及意見，因此該等資料不可能經常獲得核實或確認。本公司或本公司的財務顧問、或任何有關

董事、高級職員、僱員、代理人或顧問概不會就內容承擔責任，或因使用本簡報的資料或本簡報而引起

的任何損失承擔責任。本簡報並無考慮任何投資者的投資目標、財務狀況或特別需要，因此不構成招攬

或邀約購買或出售任何證券或相關金融工具，亦不會作為任何合約或承諾的基準或依據。本簡報不得抄

襲或複製。

2



目錄

財務亮點 業務回顧

業務展望 問答環節3

5

2

4

1

股東週年
大會決議



財務亮點



833,483 

1,024,271 

港幣千元

23%

2019年 2020年

5,550,773 5,663,292 
港幣千元

2019年 2020年

收入

1,892,441 
2,200,536 

港幣千元

16%

2019年 2020年

毛利

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1,647,064 

1,931,379 
港幣千元

17%

2019年 2020年

財務亮點 – 2020年經營指標穩中有升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
（EBIT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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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千元)
截至12月31日止全年

變動
2020 2019

收入 5,663,292 5,550,773 2%

毛利 2,200,536 1,892,441 16%

毛利率（%） 39 34 5ppt*

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EBITDA） 1,931,379 1,647,064 1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1,024,271 833,483 23%

每股基本盈利 （港仙） 35.80 30.07 19%

每股末期股息
（港仙）
（等值新加坡分）

6.07
1.04

3.74
0.67

62%
55%

每股全年股息
（港仙）
（等值新加坡分）

9.81
1.71

7.48
1.32

31%
30%

*ppt：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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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千元）
於2020年
12月31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於2018年
12月31日

於2017年
12月31日

總資產 26,907,534 22,683,031 19,584,389 18,047,919

總負債 15,501,675 13,134,279 10,920,692 9,506,11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權益 10,534,293 8,810,069 7,983,190 7,857,183

負債比率（%）(總負債／總資產) 57.6 57.9 55.8 52.7

股東資金回報率（%） 10.6 9.9 8.5 7.0

派息比率（%） 27 25 23 15

• 本公司資產優質、融資渠道多元暢通、負債比率合理、財務狀況持續健康。

• 股息派發持續穩定，本公司致力貫徹「與股東分享企業經營成果」的理念。

財務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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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千元）
於2020年
12月31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變動

短期借貸 2,246,673 2,010,556 11.7%

長期借貸 8,831,460 7,069,140 24.9%

借貸合計# 11,078,133 9,079,696 22.0%

流動比率（%） 112 108 4ppt*

未使用銀行貸款額度 5,784,261 4,134,030 39.9%

銀行存款結餘與現金 1,719,530 2,074,803 (17.1%)

可動用現金及未使用銀行貸款額度# 7,503,791 6,208,833 20.9%

•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銀行存款結餘與現金充裕，未使用銀行貸款額度約港幣57.8億元，為本集團未來發展提供堅實的
資金保障。

•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借貸餘額約為港幣110.8億元，其中長期借貸佔比80%，流動比率良好。

#借貸合計=短期借貸+長期借貸
可動用現金及未使用銀行貸款額度=未使用銀行貸款額度+銀行存款結餘與現金

*ppt：百分點

財務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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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7,524 

2,794,395 

1,547,984

1,825,176

796,192

905,676

199,073
138,045

2020年總收入: 港幣5,663,292,000元（上升2%）

2019年總收入: 港幣5,550,773,000元

年度各類收入分析

建造服務收入 運營收入 財務收入 建造合約收入及
技術服務收入

（港幣千元）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2019年 2020年

財務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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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各類收入佔比

2019年 2020年

財務收入

佔比16%

建造合約收入及技術服務收入

佔比2%

運營收入

佔比32%
建造服務收入

佔比50%

財務收入

佔比14%

建造合約收入及技術服務收入

佔比4%

運營收入

佔比28%
建造服務收入

佔比54%

運營收入於總收入的佔比從2019年的28%上升至2020年的32%。隨著籌建／在建項目陸續完工並投入運營，
預計未來運營收入之金額將會進一步增加。

財務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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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業務回顧 – 2020年市場拓展平穩推進

光大水務穩步拓展水處理業務，累計取得9個水務項目，並承接1個委託運營項目及1個工程總包

（「EPC」）項目，鞏固於長江經濟帶、環渤海經濟圈等區域的市場地位。

新項目
投資總額

11.9億元

人民幣

新增
日水處理規模*

32萬立方米

山東省

• 濱州開發區污水處理項目二期擴建工程

• 德州陵城區污水處理項目（二廠）擴建工程

• 濟南章丘第四水質淨化廠PPP項目（含中水回用設施）

江蘇省

• 蘇州吳中城南污水處理廠尾水提標改造項目

• 連雲港墟溝污水處理項目二期

• 江陰污水處理（濱江廠及澄西廠）提標改造項目

• 常州鄭陸污水處理項目二期

• 豐縣中水處理廠及配水管網項目（EPC）

遼寧省

• 丹東污水處理項目二期（一階段）

• 瀋陽大東區朱爾屯污水處理廠改擴建項目

• 瀋陽大東區朱爾屯污水處理廠委託運營項目

* 包含委託運營項目，不含EPC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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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處理總規模
逾650萬立方米／日

共持有138個水務項目，承接5個EPC／委託運營項目

118個污水處理項目（含污水管網項目）

7個中水回用項目

6個流域治理項目

3個供水項目

1個原水保護項目

1個滲濾液處理項目

2個污水源熱泵項目

業務遍及中國10個省市自治區

已落實項目遍佈北京、江蘇、浙江、
山東、陝西、河南、湖北、廣西、
遼寧、內蒙古等10個省市自治區，
涵蓋超過50個區、縣、市

累計項目投資金額
約人民幣247億元

累計EPC合同金額
約人民幣2.07億元

3個EPC項目

2個委託運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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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 2020年業務規模持續提升



 10個污水處理項目、3個中水回用項目*、1個
原水保護項目及1個流域治理項目；

 總投資約人民幣34.4億元，EPC項目合同金額約
人民幣0.61億元；

 設計水處理總規模*約102萬立方米／日。

 6個污水處理項目、1個中水回用項目及1個
污泥處理處置項目；

 總投資約人民幣16.0億元；

 設計水處理總規模約27萬立方米／日、設計
污泥處理規模約200噸／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5個污水處理項目、1個供水項目、1個中水
回用項目及2個流域治理項目；

 總投資約人民幣30.8億元；

 設計水處理總規模約31萬立方米／日。

8個項目建成投運

 20個污水處理項目* 、4個中水回用項目* 、3個
流域治理項目及1個原水保護項目；

 總投資約人民幣86.3億元，EPC項目合同金額約
人民幣2.07億元；

 設計水處理總規模*約137萬立方米／日。

28個在建項目 9個籌建項目

15個項目新開工

* 含EPC項目

業務回顧 – 2020年工程建設保障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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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項目工程建設情況
（項目個數）

水處理規模
102萬立方米／日

水處理規模
137萬立方米／日

水處理規模
43萬立方米／日
污泥處理規模

200噸／日 水處理規模
27萬立方米／日
污泥處理規模
200噸／日

水處理規模
31萬立方米／日

水處理規模
115萬立方米／日

水處理規模
79萬立方米／日
污泥處理規模

250噸／日

水處理規模
63萬立方米／日
污泥處理規模

50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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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 2020年工程建設平穩有序

18

31

18
15

28

8

新開工項目 在建項目 建成投運項目

2019年 2020年

16

9

籌建項目

於2019年12月31日
於2020年12月31日



年度污水處理／中水供應規模

93%

92%

2019年

2020年

年度應收賬款回款率*

* 應收賬款回款率 =
年度收到水費現金總額

x 100% 

年度國內累計水費收入

2020年，應收賬款回款率基本平穩。2020年，光大水務旗下各項目共處理污水
約15.59億立方米，供應中水約2,433萬立方
米，較2019年分別增加9%和38%。

1,433,810,000 

1,559,100,000 

17,650,000 

24,330,000 

2019年

2020年

（立方米）

污水處理規模 中水供應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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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 2020年運營管理穩健質優



•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疫情（「新冠疫情」），光大水務防疫生產兩手抓，確保員工零感染，建立多級
聯動管理及協調機制，確保項目全速運轉、穩定運營，提供優質的水處理服務，助力項目服務區域有效阻
斷病毒透過污水等廢棄物媒介的二次傳播；

• 克服疫情影響，採取多項措施嚴格控制並有效降低主要項目運營成本；

• 繼續加強運營標準化水平和管理精細化水平，深入推進「智慧水務」管理平台的應用，撰寫並發佈《中國
光大水務有限公司智慧水務白皮書》，分析探討未來「智慧水務」主題的應用場景、技術選擇和實施方法；

• 獲得各類補貼資金約人民幣1.2532億元；

• 旗下3個污水處理廠獲批執行上調水價，幅度介乎9%至26%。

江蘇南京六合

污水處理項目

9%
江蘇揚州江都開發區

污水處理項目

26%
遼寧莊河

污水處理項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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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 2020年運營管理持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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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 2020年技術研發驅動發展



MTN

ABS

2020年6月，光大水務首次向中國境內合資格投資者發行資產支援證券（「ABS」）。
• 發行規模：人民幣3億元；

• 綜合利率：3.54%／年；

• 募集資金用途：補充光大水務及其附屬公司營運資金；

• 原始權益人：光大水務（深圳）有限公司（光大水務全資附屬公司）；

• 基礎資產：光大水務之附屬公司4個位於遼寧省的污水處理項目的污水處理服務費之收費收益權。

2020年8月，光大水務於中國境內向銀行間債券市場機構投資者發行首期中期票據
（「MTN」）。
• 發行本金：人民幣10億元；

• 債券期限：3年；

• 發行利率：3.60%；

• 認購倍數：2.01倍；

• 募集資金用途：補充光大水務附屬公司營運資金。

光大水務圍繞業務發展需求，積極探索各類融資渠道，取得良好進展，進一步豐富本公司融資渠道，補

充營運資金，優化融資結構，控制財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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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 2020年融資渠道多元發展



業務回顧 – 2021年以來業務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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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項目 第二期中期票據發行



業務展望



2021年，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和穩中向好的國內環境下，中國迎來「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十四五」

規劃和二零三五年遠景目標開啟了中國奔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征程，也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提出了更加

明確的要求。此外，「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已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列為2021年八項重點任務之一，明

確要推進產業轉型和升級，實現減污降碳協同效應。水環境綜合治理作為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及污染防控的重

要任務，已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歷史戰略高度。「高品質發展」將成為水環境綜合治理行業及從業企業在

「十四五」規劃期間的關鍵字。

中國「碳達峰、碳中和」承諾

力爭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
碳中和。

「十四五」規劃和二零三五年遠景目標

「十四五」時期，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2035年，廣泛形
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後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
好轉，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

《關於推進污水資源化利用的指導意見》

到2025年，污水資源化利用政策體系和市場機制基本建立。
到2035年，形成系統、安全、環保、經濟的污水資源化利用
格局。

《國務院關於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
濟體系的指導意見》

要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確保實現碳達峰、
碳中和目標，推動中國綠色發展邁上新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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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外部形勢及行業政策



污水處理資源化利用

• 《關於推進污水資源化利用的指導意見》有助延長污水處理的產業鏈，增加中水處理

規模，促進水務行業釋放市場空間。

• 光大水務旗下中水回用、污泥資源化利用、污水源熱泵項目已在污水資源化利用方面

取得一定成效。本集團將基於現有業務和技術經驗，拓展業務機會。

「碳達峰、碳中和」

• 在中國「碳達峰、碳中和」的承諾框架下，「碳減排」料將成為水務行業未來發展的

主題之一。

• 光大水務積極關注碳減排技術，已在污水源熱泵、污泥沼氣發電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有

益嘗試。

• 未來，本集團將圍繞管理、技術、業務模式等多個層面，制定系統性計劃，持續推動

碳減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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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決議

• 第1項決議：審覽及考慮董事會聲明以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的經審計的本公司財務報表及其審計師報告。

• 第2項決議：根據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的每股普通股6.07港仙（等值1.04新加坡分）的一級稅項豁免末期股息。

• 第3項決議：批准支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董事袍金
340,000新加坡元整。（二零一九年：340,000新加坡元整）

• 第4項決議：重選根據本公司章程第86(1) 條規定即將退任的以下董事，彼等均符合資
格，接受重選為本公司董事並將競選連任：

a) 第4a項決議：林御能先生；

b) 第4b項決議：鄭鳳儀女士；

c) 第4c項決議：翟海濤先生；及

d) 第4d項決議：郝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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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決議

• 第5項決議：續聘Ernst & Young LLP為本公司審計師，任期直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為止，並授權董事會厘定其薪酬。

• 第6項決議：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上市手冊（「新交所上
市手冊」）第210(5)(d)(iii)(A) 條（將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視乎及取決於
本公司股東（不包括董事及本公司總裁（「總裁」）以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義
見新交所上市手冊））是否通過第7項決議案：

a) 批准繼續委任林御能先生為本公司獨立董事；及

b) 該委任將一直有效，直至(i)林御能先生退任或辭任董事；或(ii)於該決議案獲通
過後本公司第三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以較早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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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項決議：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210(5)(d)(iii)(B)條（將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
生效），視乎及取決於股東是否通過第6項決議案:

a) 批准繼續委任林御能先生為本公司獨立董事；及

b) 該委任將一直有效，直至(i)林御能先生退任或辭任董事；或(ii)於該決議案獲通
過後本公司第三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以較早者為準）。

• 第8項決議：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210(5)(d)(iii)(A)條（將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
生效），視乎及取決於股東（不包括董事及總裁以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新
交所上市手冊））是否通過第9項決議案：

a) 批准繼續委任鄭鳳儀女士為本公司獨立董事；及

b) 該委任將一直有效，直至(i)鄭鳳儀女士退任或辭任董事；或(ii)於該決議案獲通
過後本公司第三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以較早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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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項決議：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210(5)(d)(iii)(B)條（將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
生效），視乎及取決於股東是否通過第8項決議案：

a) 批准繼續委任鄭鳳儀女士為本公司獨立董事；及

b) 該委任將一直有效，直至(i)鄭鳳儀女士退任或辭任董事；或(ii)於該決議案獲
通過後本公司第三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以較早者為準）。

• 第10項決議：分配和發行股份之權力。

• 第11項決議：在中國光大水務有限公司以股代息計劃項下分配和發行股份的權力。

• 第12項決議：更新股份回購授權。

• 第13項決議：續期關聯人士交易的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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