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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ANHIGH HOLDINGS LIMITED
滄海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17）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879,780 688,981

毛利 79,043 60,809

期內溢利 12,100 5,61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及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2,178 5,953
 非控股權益 (78)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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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海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
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4 879,780 688,981
提供服務的成本 (796,975) (624,798)
營業稅金及附加 (3,762) (3,374)

毛利 79,043 60,809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2,078 5,845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32,679) (30,538)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減值
 虧損，淨額 (16,245) (8,968)

經營所得溢利 32,197 27,148
融資成本 6 (16,764) (13,360)
應佔聯營企業虧損 (67) –

除稅前溢利 15,366 13,788
所得稅開支 7 (3,266) (8,174)

期內溢利 8 12,100 5,614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2,100 5,61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溢利╱（虧損）及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2,178 5,953
 非控股權益 (78) (339)

12,100 5,614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每股人民幣分） 9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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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28,837 27,094
使用權資產 2,115 2,623
無形資產 11 122,576 123,758
聯營企業之權益 83 –

非流動資產總額 153,611 153,475

流動資產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830,225 810,121
合約資產 967,690 954,564
初始期限超過三個月的存款 11,200 21,500
銀行及現金結餘 231,443 281,483

流動資產總額 2,040,558 2,067,668

資產總額 2,194,169 2,221,143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5,487 5,487
儲備 882,333 870,155

887,820 875,642
非控股權益 6,755 6,833

權益總額 894,575 882,475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302 2,081
借款 117,796 113,443

非流動負債總額 119,098 115,52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4 266,805 324,26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44,852 142,793
合約負債 42,122 69,958
租賃負債 1,537 1,591
借款 606,374 566,483
即期稅項負債 118,806 118,051

流動負債總額 1,180,496 1,223,144

權益及負債總額 2,194,169 2,22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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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00,127) (25,000)

對聯營企業之投資 (150)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3,699) (3,674)
購買無形資產 – (11,009)
初步期限超過三個月的存款減少 10,300 17,621
已收利息 225 26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 399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6,676 3,597

已籌借款 118,694 96,000
償還借款 (74,450) (65,225)
租賃付款本金部分 (833) (334)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43,411 30,44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50,040) 9,03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1,483 161,903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31,443 170,94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餘 231,443 17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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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主要營業地點
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滄海路3388號滄海實業大廈17及18樓。

本公司是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活動是提供市政工程及園林建設及相關服
務。

董事認為，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彭氏家族，包括彭道生先生、王素芬女士、彭天斌
先生及彭永輝先生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方。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發佈的國際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
適用披露要求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
讀。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包括管理層就應用本集
團會計政策及估計不明朗因素的主要來源之重大判斷）和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中使用的會計政策和計算方法相一致。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會計年度生
效的與其營運相關的所有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包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
則」）；及詮釋。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任何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
財務報表採用之會計政策一致。一些新訂或經修訂準則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惟
該等準則對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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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營運及主要收入流載述於上一份年度財務報表。本集團收入主要產生自與客戶的合
約。

(i) 有關報告分部損益的資料：

園林建設
市政

工程建設 建築工程 其他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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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外部收入 325,464 281,640 257,261 15,415 879,780
分部業績 27,652 36,042 12,000 3,349 79,043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外部收入 146,894 221,227 293,106 27,754 688,981
分部業績 14,550 29,296 13,852 3,111 60,809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所有建設合約收入已隨
時間得到確認，惟計入「其他」分部之代理服務收入人民幣2,889,000元（截至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739,000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某一時間點確認。

(ii) 報告分部損益的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報告分部損益總額 79,043 60,809
未分配金額：
 利息收入 225 260
 政府激勵及獎勵 1,370 89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及
  合約資產撥備，淨額 (16,245) (8,968)
 使用權資產折舊 (508) (33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56) (1,657)
 無形資產攤銷 (2,202) (2,202)
 融資成本 (16,764) (13,360)
 僱員福利開支 (18,485) (16,344)
 研發開支 (421) (316)
 其他 (8,691) (4,988)

綜合除稅前溢利 15,366 13,788

本集團之分部資產和負債呈列會不定期上報本公司董事。因此，報告分部資產和負
債不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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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地理信息

根據客戶的位置，所有收入都是在中國賺取的。

(iv) 下表提供有關來自客戶合約之應收款項、合約資產及合約負債資料：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款項（已計入至「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464,974 490,770
合約資產 967,690 954,564
合約負債 42,122 69,958

合約資產主要與本集團於報告期末就工程合約對於報告日期已竣工而未開發賬單工
程之代價權利有關。當有關權利成為無條件，合約資產方轉移至應收款項。有關情
況通常於本集團向客戶開發發票時發生。合約負債主要與就工程合約從客戶預先收
取之代價有關，而有關收入則隨時間確認。

期初金額為人民幣18,850,000元的合約負債已在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確認為收入（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0,887,000元）。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25 260
匯兌收益 58 282
政府激勵及獎勵（附註） 1,370 891
賠償收入 – 4,000
其他 425 412

2,078 5,845

附註：

政府激勵及獎勵主要與因本集團的成就而自地方政府部門收取的激勵及獎勵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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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利息 19,951 16,495
租賃融資成本 216 3

借款成本合計 20,167 16,498
資本化金額 (3,403) (3,138)

16,764 13,360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中國
期內撥備 3,266 8,174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應課稅溢利，故無須就
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

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的稅項支出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所在國家的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按其
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國附屬公司的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
企業所得稅」）已按25%稅率計算。除此以外，本公司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浙江滄海建設
有限公司（「滄海建設」）獲得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由二零二零年起有效期三年。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滄海建設適用所得稅稅率為15%（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25%）。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附屬公司浙江展海實業有限
公司（「浙江展海」）具有中國小型微利企業資格。浙江展海按以下基礎計算中國企業所得
稅：如果年度應稅收入低於人民幣1.0百萬元，相關稅務機關決定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率為
5%；如果年度應稅收入超過人民幣1.0百萬元但低於人民幣3.0百萬元，適用企業所得稅率
為20%，並按優惠核算扣減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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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期內溢利

本集團的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核數師酬金 330 330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16,245 8,968
提供服務的成本 796,975 624,79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404
匯兌收益 (58) (28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56 1,657
使用權資產折舊 508 337
無形資產攤銷 2,202 2,202
研發開支 421 316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8,485 16,344
經營租賃開支－土地及樓宇 2,099 1,191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溢利 12,178 5,953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及攤薄盈利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量（千股） 618,502 618,502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約人民幣3,699,000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67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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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無形資產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建築許可證 95,751 97,946
版權 117 125
特許經營權（附註） 26,708 25,687

122,576 123,758

附註：

特許經營權是關於與杭州市富陽區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服務中心一項服務特許安排。
根據預先約定條件，本集團為發包方建設項目以換取10年運營相關資產的權利。由於本集
團得到向公共服務使用者收取不可確定費用的權利，該等資產分類為無形資產。賬面值按
本集團建設及其他成本加上估計毛利計量。於期內，人民幣1,021,000元資本化為特許經營
權（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1,950,000元）。當相關特許經營安排的
基礎建設完成，特許經營權將以直線法按發包方所授予的10年經營期攤銷。

12.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456,843 497,898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減值撥備 (47,030) (33,521)

409,813 464,377

訂金、預付款項和其他應收款項 421,333 346,542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921) (798)

420,412 345,744

830,225 810,12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指於各報告日期就建設合約及提供服務應收客戶款項。本集團與
客戶的貿易條款主要以信貸為主。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未收回應收款項，以盡量減低信貸
風險。董事定期審查逾期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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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已核證工程的合約條款作出及扣除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減值撥備後貿易應收款項
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168,954 224,064
91至180日 67,212 38,895
181至365日 35,625 49,685
1年以上但少於2年 68,136 73,774
2年以上但少於3年 24,499 22,046
3年以上 45,387 55,913

409,813 464,377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貿易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前關聯公司湖州滄湖建設投資有限
公司（「湖州滄湖」）款項約人民幣171,000元。由於彭氏家族將所擁有權益出售於獨立第三
方，湖州滄湖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起不再是關聯公司。

13.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法定：
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2,000,000 20,000 17,733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0.01港元的普通股：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18,502 6,185 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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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付款項

貿易應付款項按收取貨物或服務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 於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32,230 139,836
91至180日 90,391 55,010
181至365日 47,631 31,519
1年以上但不超過2年 26,494 28,257
2年以上但不超過3年 14,982 13,597
3年以上 55,077 56,049

266,805 32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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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及業務回顧

二零二一年是我國十四五規劃實施第一年，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在統籌推進常態化疫情防控和
經濟運行持續穩定恢復過程中。建築業運行質量進一步提升，企業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具體情
況如下：

一、 建築業產值和增加值不斷增長

根據中國建築協會發佈的《2021年上半年建築業發展統計分析》數據顯示：
上半年，全國建築業完成產值人民幣11.98萬億元，同比增長18.85%；完成
增加值人民幣3.33萬億元，同比增長8.6%。全國建築企業完成建築工程產
值人民幣10.59萬億元，同比增長19.16%，建築工程產值佔總產值的比例為
88.94%；建築工程完成竣工產值人民幣4.43萬億元，同比增長16.59%，在
「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的宏觀背景下，保持較高的增長率，建築業整體
發展趨勢平穩。

二、 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持續位於高位景氣區間

隨著二零二一年春天天氣轉暖，建築企業集中開工，建築業施工進程加快，
二零二一年三月份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重返高位景氣區間，五月和六月均持
續位於高位景氣區間。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持續位於高位景氣區間說明市場
持續保持較快增長態勢。從企業用工和市場預期來看，建築業從業人員指數
和業務活動預期指數上升，建築業勞動力需求持續增長。

三、 建築業政策扶持力度加大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在疫情常態化防控的情況下，政府對於促進建築業發
展，跟進十四五規劃目標，相繼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為建築業發展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二零二一年擬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人民幣3.65萬億
元，優化債券資金使用，優先支持在建工程，合理擴大使用範圍。中央預算
內投資安排人民幣6,100億元。繼續支持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工程，推
進「兩新一重」（新型基礎設施、新型城鎮化，以及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
建設，實施一批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工程項目，政府投資更多向惠及面
廣的民生項目傾斜，新開工改造城鎮老舊社區5.3萬個，提升縣城公共服務水
平。政府資金的支持將給建築業企業帶來巨大的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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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擁有市政、建築、水利等多個壹級資質，與國家「兩重一新」產業發展
佈局高度吻合，在項目發展上擁有較大的競爭優勢。

十四五規劃中指出打造數字中國，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統籌推進基礎設施
建設，數字浙江指出「城市大腦+未來社區」場景應用，數字寧波要大力推進
基礎感知層的佈設，構建「傳感器及硬設備+平台+應用場景」全產業鏈。本集
團已逐步開展科技板塊相關業務，部署低成本、低功耗、高精度、高可靠的
智能化傳感器，與集團傳統建築相結合，通過傳感器將建築的物理屬性轉化
為數據屬性，再利用集團自主研發的軟件系統對數據進行分析，展示建築的
「生命特徵」實時監測狀態，為智慧城市的建設提供數據資料。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879.8百萬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增
長27.7%，業務收入主要來自：1）園林建設、2）市政工程、3）建築工程、4）其
他，分別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收入的37.0%、32.0%、
29.2%及1.8%。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新申報專利兩項，成功發佈叁篇QC（Qualiy Control（品質控
制））報告，其中兩篇QC成果榮獲二零二一年浙江省市政行業協會QC成果發佈一
等獎，壹篇QC成果發佈獲得二等獎；榮獲二零二一年全國城市園林綠化企業50強
榮譽；滁河水系綜合治理工程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設計採
購施工））項目、青島中建錦繡城園林景觀工程、健康生物產業園濕地公園EPC總
承包工程等多個項目榮獲寧波市園林「茶花杯」金獎榮譽。

前景

目前建築行業整體發展出現「國進民退」的浪潮，建築行業逐漸出現民營企業聯合
國企共同發展的現象。

強基礎、補短板、兩新一重是「十四五」期間重要的投資方向。新老基建共同發
力，構建系統完備、高效實用、智能綠色、安全可靠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國
家大力發展水利重大工程項目給本集團的水利資質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導向基
礎，本集團將會緊跟水利工程發展快車，聯合國企共同發展。

二零二零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緊跟國家政策，在立足寧波發展業務的同時，積極拓
展全國業務，下半年我們要繼續圍繞以傳統基礎建設為基礎，不斷探索與國企合
作發展模式，大力發展建築全產業鏈業務，以科技創新為突破，為基礎建設賦
能，務實奮進，確保二零二一年及以後的目標任務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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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89.0百萬元增加
27.7%或人民幣190.8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79.8
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部分高合同價值項目
的進度進入高峰階段，及整體項目數目輕微增加。

與去年同期比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完成以及截至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結束時仍在進行的項目於當期所確認的收入表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業務分部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收入
期間完成
項目數量

期間結束時
仍在進行
項目數量 收入

期間完成
項目數量

期間結束時
仍在進行
項目數量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園林建設 325,464 29 47 146,894 15 63
市政工程建設 281,640 38 69 221,227 28 68
建築工程 257,261 15 22 293,106 5 23
其他 15,415 7 15 27,754 6 17

總計 879,780 89 153 688,981 54 171

園林建設

本集團錄得園林建設分部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46.9百萬元增加121.6%或人民幣178.6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的人民幣325.5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與去年同期比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園林建設項目平均合約價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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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工程建設

本集團的市政工程建設分部收入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221.2百萬元增加27.3%或人民幣60.4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人民幣281.6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與去年同期比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市政工程建設項目數量整體增加。

建築工程

本集團的建築工程分部收入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93.1
百萬元減少12.2%或人民幣35.8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
民幣257.3百萬元，減少主要由於與去年同期比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部份建築工程項目進入收尾階段，所產生的工程收入較低。

其他

本集團的其他分部收入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7.8百萬
元減少44.6%或人民幣12.4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5.4百萬元。減少主要是由於與去年同期比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其他項目平均合約價值下降，其中主要包括裝修工程及綠化養護服務。

提供服務的成本

提供服務的成本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24.8百萬元增加
27.6%或人民幣172.2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97.0
百萬元。整體上於有關期間提供的服務的成本的增加與本期間收入的增加相符。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60.8百萬元增加
29.9%或人民幣18.2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9.0百
萬元。本集團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8.8%增加至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9.0%，毛利增加主要是由於毛利率較高之園林
建設分部收益貢獻之比例上升。

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8百萬元減少
63.8%或人民幣3.7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1百萬
元，主要由於去年同期收到政府土地徵收賠償款人民幣4.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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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0.5百萬元增
加7.2%或人民幣2.2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2.7百
萬元，主要由於僱員福利開支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3.4百萬元增
加25.4%或人民幣3.4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6.8
百萬元，主要由於平均月度銀行借款結餘增加所致。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2百萬元減
少59.8%或人民幣4.9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3百
萬元，主要由於應課稅溢利下降及滄海建設的所得稅稅率由25%下降至15%的整
體影響所致。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於二零二一年 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人民幣千元） 231,443 281,483
流動比率 1.7 1.7
負債比率 0.8 0.8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比率（按各期末流動資產總值除以各期末
流動負債總額計算）為1.7。

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負債比率（按各期末債務總額除以各期末權益
總額計算）為0.8。

資本開支及承擔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產生與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
產相關的資本開支共人民幣4,7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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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

債項

借款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所示日期的債務總額：

於
二零二一年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銀行借款 709,296 654,443
有追索權保理貸款 14,874 25,483

724,170 679,926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銀行貸款和有追索權保理貸款的平均年利率分別為
4.63%和5.9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尚未償還已發行
或同意將予發行貸款資本、銀行透支、貸款或其他類似債項、承兌負債（一般商
業票據除外）或可接受的信用證、債權證、按揭、質押、金融租賃或租購承擔、
擔保、重大契諾或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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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按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八日的公告內對於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更改，
下表載列本集團截至本公告日期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經調整
所得款項
用途分配

截至
本公告日期
已動用金額

於
本公告日期
尚餘金額

（百萬港元）（百萬港元）（百萬港元）

收購於市政項目（包括但不限
 於公路項目及水務項目）
 具備資質及證書的建設公司 195.8 120.2（附註1） 75.6

收購或戰略投資於長江三角洲
 具備建築相關設計資質的
 設計公司 91.4 7.5（附註2） 83.9

收購或成立一家具備檢驗、分析及
 測試建設所用來料及╱或檢驗及
 監督建築工程資格認證的
 新檢驗中心 7.9 – 7.9

一般營運資金 20.2 20.2 –

總計 315.3 147.9 167.4

附註：

1. 本集團取得多項建築許可證，包括中國的水利水電工程施工總承包壹級資質、公路工程施
工總承包貳級資質連同水利水電工程施工總承包貳級以及建築工程施工總承包壹級，代價
分別為人民幣76.0百萬元、人民幣13.6百萬元及人民幣13.5百萬元，合共人民幣103.1百萬
元（120.2百萬港元）。

2. 本集團取得風景園林工程設計專項甲級資質，總代價為人民幣6.7百萬元（7.5百萬港元）。

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約167.4百萬港元目前持有於銀行存款，並擬按照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八日的公告內的建議分配方式應用。該等餘下所得款項淨額預
期於二零二二年末前使用。



20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概要

本公司力求達到並保持高標準的企業管治。董事會相信，有效的企業管治及披露
常規不僅對增強本公司的問責性及透明度以及投資者的信心起關鍵作用，亦對本
集團的長遠成功至關重要。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作為其自身的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所載的守則
條文，除了由於突發事務，董事會主席彭天斌先生沒有出席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七
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有576名全職僱員。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僱員福利開支總數為人民幣18.5百萬元。本公司薪酬委員會
（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楊仲凱先生及施衛星先生）及一名執行董事（彭天斌先
生）組成）已告成立，以審閱本集團之薪酬政策及本集團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
薪酬結構，當中已考慮本集團之經營業績、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個別表現以及可
資比較市場慣例。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亦會參考可比較市場慣例及僱員資歷釐定。

本公司並無採用任何認股權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巿證券。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全體
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彼等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
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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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
本公司核數師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
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本集團截至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亦已經由本公司審核
委員會（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范榮先生、施衛星先生及楊仲凱先生）組成）審
閱。本公司核數師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對於本公司所採用之會計政策概無任何異
議。

刊載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告已刊登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chanhigh.com.hk)。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會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
公司股東及在上述網站刊載。

致謝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對客戶及股東長期支持及員工熱誠及工作努力不懈表示致謝。

承董事會命
滄海控股有限公司

彭天斌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彭天斌先生、彭永輝先生及彭道生先生；非執行董事
王素芬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范榮先生、施衛星先生及楊仲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