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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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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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Shuifa Singyes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水發興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0）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中國水發興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統稱「董事會」）欣然

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

間」）的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收入 2,966,035 2,463,594
除所得稅前溢利 158,804 155,535
所得稅開支 38,061 44,27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14,542 101,86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0.045元 人民幣0.0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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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收入 4 2,966,035 2,463,594
銷售成本  (2,412,901) (2,012,439)
   

毛利  553,134 451,155
分銷開支  (31,614) (30,739)
行政開支  (165,126) (139,967)
金融及合約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50,187) (36,521)
其他收入  19,196 18,551
其他收益淨額  9,514 10,486
   

經營溢利  334,917 272,965
融資收入  1,641 1,084
融資成本  (177,990) (118,629)
   

融資成本淨額  (176,349) (117,545)
分佔按權益法入賬的聯營公司業績  236 115
   

除所得稅前溢利  158,804 155,535
所得稅開支 5 (38,061) (44,275)
   

本期間溢利  120,743 111,260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外幣匯兌差額  (95,832) 25,494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工具的公平值變動  981 (58)
   

本期間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94,851) 25,43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5,892 13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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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間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14,542 101,867
 非控股權益  6,201 9,393
   

  120,743 111,26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9,691 122,230
 非控股權益  6,201 14,466
   

  25,892 136,69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6 人民幣0.045元 人民幣0.0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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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66,790 4,971,792
投資物業  334,797 340,590
使用權資產  275,486 261,049
無形資產  103,842 106,331
預付款項  177,098 10,120
使用權益法入賬的投資  1,673 1,438
遞延稅項資產  308,877 303,499
指定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投資  8,614 10,503
   

非流動資產總值  6,377,177 6,005,322
   

流動資產

存貨  81,223 67,433
合約資產  4,151,414 3,694,860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8 3,966,767 3,398,449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970,495 750,977
抵押存款  73,493 21,82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39,151 659,123
   

流動資產總值  10,082,543 8,592,662
   

資產總額  16,459,720 14,597,984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 174,333 174,333
儲備  2,322,504 2,417,957
保留盈利  1,870,732 1,785,081
   

  4,367,569 4,377,371
   

非控股權益  861,308 304,628
   

權益總額  5,228,877 4,68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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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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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3,881,668 3,118,040
遞延稅項負債  109,480 110,302
租賃負債  22,143 16,254
遞延收益  173,332 179,967
   

非流動負債總額  4,186,623 3,424,563
   

流動負債

優先票據  930,091 1,468,208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9 2,726,475 2,180,96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1,933,325 1,686,262
合同負債  222,074 192,319
借貸  1,054,494 799,667
應付所得稅  173,299 161,998
租賃負債  4,462 2,006
   

流動負債總額  7,044,220 6,491,422
   

負債總額  11,230,843 9,915,985
   

權益總額及負債  16,459,720 14,59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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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簡明財務資料附註

1. 一般資料

中國水發興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於百慕達註
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4th Floor, North Cedar 
House, 41 Cedar Avenue, Hamilton, HM12。本公司主要營業地址位於香港干諾道中
168–200號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廈31樓3108室。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
集團」）主要從事幕牆和綠色建築、風電場及太陽能光伏電站系統設計、建設及運
維，以及配套產品的銷售和綠色電力銷售。於本期間內，本集團主要業務的性質並
無重大轉變。

本公司董事（「董事」）認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中間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
為於香港註冊成立的Water Development (HK) Holding Co., Ltd.以及分別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的水發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水發能源」）及水發集團有限公司
（「水發集團」）。

除另有說明外，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並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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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本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
一併閱讀，其乃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惟附註3披露所採
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除外。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湖南水發興業綠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綠色能源」，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水發清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水發清潔能源」，由最
終控股公司水發集團控股的公司）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湖南綠色能源分別以現
金代價人民幣3,160,000元、人民幣49,020,000元及人民幣51,000,000元收購菏澤開發
區水發光耀新能源有限公司（「菏澤光耀」）100%股權、新泰市中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新泰中穆」）86%股權及東營天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東營天澤」）68%股權（統
屬為「共同控制收購」）。該交易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七日完成。

本公司、菏澤光耀、新泰中穆及東營天澤於以上交易之前及之後均受水發集團的共
同控制。因此，將其視為共同控制合併，採用合併會計原則進行會計處理。菏澤光
耀、新泰中穆及東營天澤的財務報表自最終控股股東首次取得控制權之日起計入本
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因此，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期初結餘及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比較數字已予以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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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及披露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應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
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請參閱年度財務報表）。

中期所得稅根據適用於預期盈利總額的稅率預提。

(a) 本集團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若干經修訂準則適用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毋須因採納該等準則而變更其會計
政策或作出追溯調整。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開始的

  年度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引用概念框架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修訂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16號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修訂本）  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國際會計準則第37號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修訂本）  的成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八年至
 二零二零年週期
 之年度改進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董事會為主要營運決策人。董事會通過審閱本集團內部報告，以評估分部
業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已根據該等內部報告釐定出經營分部。

董事會根據四個主要業務分部對業績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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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根據年內溢利評估經營分部的業績。

分部收入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建築服務 產品銷售 電力銷售 其他 註銷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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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客戶合約收入：
 – 於某個時點確認 – 313,247 225,718 144,958 – 683,923
 – 隨時間推移確認 2,259,600 – – 22,512 – 2,282,112
      

外部客戶收入總額 2,259,600 313,247 225,718 167,470 – 2,966,035

分部間收入 72,436 163,868 – – (236,304) –
      

分部收入 2,332,036 477,115 225,718 167,470 (236,304) 2,966,035
      

毛利 368,060 27,183 126,401 31,490 – 553,13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及經重列）
 建築服務 產品銷售 電力銷售 其他 註銷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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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客戶合約收入：
 於某個時點確認 – 153,851 207,546 138,602 – 499,999
 隨時間推移確認 1,926,418 – – 37,177 – 1,963,595
      

外部客戶收入總額 1,926,418 153,851 207,546 175,779 – 2,463,594

分部間收入 – 306,281 – – (306,281) –
      

分部收入 1,926,418 460,132 207,546 175,779 (306,281) 2,463,594
      

毛利 258,699 26,793 116,808 48,855 – 45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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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中國大陸附屬公司之適用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享受下列優惠稅
率之附屬公司除外：

獲高新技術企業資格之中國大陸附屬公司能夠享受15%之優惠稅率。於中國西部從
事獲鼓勵行業的附屬公司，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三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
間能夠享受15%之優惠稅率。從事獲批太陽能電站建築項目的附屬公司，自項目取
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所屬納稅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徵中國企業所得稅，其
後三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三免三減半」）。此後，彼等須按25%或15%之稅率繳
納企業所得稅。

所得稅開支於報告期間的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當期所得稅 44,261 46,661
遞延所得稅抵免 (6,200) (2,386)
  

所得稅支出╱（抵免） 38,061 44,275
  

本集團於香港註冊之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16.5%（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6.5%）之稅率就估計應課稅溢利繳稅。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的溢利及本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
權平均數2,521,081,780股（二零二一年：2,521,081,780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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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本期間內及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尚未
行使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的平均市價，故並無就於本期間及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呈列的每股股份基本盈利金額作出任何攤薄調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及
  經重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14,542 101,867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2,521,082 2,521,082
  

每股基本盈利 人民幣0.045元 人民幣0.040元
  

7. 股息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有關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普
通股0.020港元的末期股息的決議案已在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得通過。總額
50,421,636港元的末期股息已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五日根據當時已發行股份數目派
發。

董事不建議派發本期間的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無）。

8.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報告期間，按照結算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計算的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賬齡分
析如下：

 應收貿易款項 應收電價補貼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80日內 1,258,786 728,086 149,802 157,906
181日至365日 552,135 217,403 157,906 138,054
一至兩年 352,886 696,054 269,381 211,552
兩至三年 585,531 531,071 190,493 166,671
三年以上 1,039,188 1,152,971 270,760 218,260
    

 3,788,526 3,325,585 1,038,342 89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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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末，按照發票日期或發行日期（視乎情況而定）計算的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
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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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 1,280,028 1,184,288
三至六個月 354,870 303,368
六至十二個月 649,164 221,657
一至兩年 303,155 342,738
兩至三年 86,406 83,318
三年以上 52,852 45,593
  

 2,726,475 2,180,962
  

10. 股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 千元
 （未經審核）

法定：
 3,2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美元的普通股 32,000美元 32,000美元
  

已發行及已繳足：
 2,521,081,780股每股面值0.01美元的普通股 25,211美元 25,211美元
  

折合人民幣 人民幣174,333元 人民幣174,333元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於本期間並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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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財務回顧

收入

下表列示收入分類：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增加╱（減少）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建築合同

– 幕牆及綠色建築 607.7 663.1 (8.4%)
– 太陽能EPC 103.1 60.6 70.2%
– 風能EPC 1,548.8 1,202.7 28.8%
  

 2,259.6 1,926.4 17.3%
電力銷售 225.7 207.5 8.8%
產品銷售 1 313.2 153.9 103.6%
其他 167.5 175.8 (4.7%)
  

收入 2,966.0 2,463.6 20.4%
  

附註：

1. 包含新材料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銷售，人民幣4,478萬（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人民幣5,21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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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毛利及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毛利率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 百萬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及經重列）

建築合同
 – 幕牆及綠色建築 68.1 11.2 68.3 10.3
 – 太陽能EPC 3.9 3.8 14.8 24.5
 – 風能EPC 296.0 19.1 175.6 14.6
   

 368.0 16.3 258.7 13.4

電力銷售 126.4 56.0 116.8 56.3

產品銷售 1 27.2 8.7 26.8 17.4

其他 31.5 18.8 48.9 27.8
   

總毛利及毛利率 553.1 18.6 451.2 18.3
   

附註：

1. 包含新材料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毛利人民幣678萬及毛利率15.1%（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毛利人民幣1,047萬及毛利率20.1%）。

本集團的收入由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4.64億元增加人民幣5.02億元或20.4%
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人民幣29.66億元。毛利增加人民幣1.02億元或22.6%，自二
零二一年上半年的人民幣4.51億元增至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的人民幣5.53億元。

1) 幕牆及綠色建築

幕牆及綠色建築業務的收入減少8.4%，而毛利率則由10.3%微升至11.2%。毛
利率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綠色建築業務的比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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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太陽能EPC

太陽能EPC業務的收入增加70.2%，而毛利率則由24.5%減少至3.8%。太陽能
EPC的材料成本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繼續維持高位水平，故此太陽能EPC業務
的盈利受到較大影響，因此，本集團暫時縮減太陽能EPC業務，並將重點轉
移至風能EPC。

3) 風能EPC

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開始從事風能EPC業務，本期間收入為人民幣15.49億
元，增加人民幣3.46億元或28.8%。本期間毛利率為19.1%（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6%）。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主要參與東北地區
數個大型風能項目。利潤率上升主要由於風能材料價格處於下降趨勢。

4) 電力銷售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持有的累計項目規模約為741兆瓦（「兆瓦」），
包括在中國大陸的分佈式電站及集中式地面光伏電站，以及一個在海外的太陽

能電站。電力銷售收入小幅增長8.8%，而毛利率穩定在56.0%（二零二一年上
半年：56.3%）。

5) 產品銷售

產品銷售收入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產品之銷售如風能、光伏項目配套產品和太

陽能供熱產品。產品銷售收入的增加主要來自於風能業務的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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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為出售聯營公司的收益、

政府補貼及撥至損益的遞延收入。本期間其他收入及收益基本與去年同期持平。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期間銷售及分銷開支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人民幣90萬元
或2.8%。增加幅度少於銷售收入乃主要由於本集團實施的多項節省成本政策所致。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加人民幣2,520萬元或18.0%。增
加乃主要由於本集團在二零二一年下半年成立新公司而導致薪資增加。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資金的主要來源包括銀行及其他借貸、水發BVI墊款以及應收項目合約、產
品銷售及電力銷售收入。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未償還銀行及其他貸

款約為人民幣49.36億元，而未償還優先票據約為人民幣9.3億元。

此外，本集團亦有應付水發BVI的未償還結餘約人民幣8.71億元，該款項按年利率
6%計息及須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償還。

資本支出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資本支出為人民幣2.99億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人民幣2.77億元），主要用於自營太陽能電站的投資建設。

借貸及銀行信貸

未償還借貸包括銀行及其他貸款人民幣49.36億元，實際利率介乎2.5%至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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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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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訂約但未撥備：

建設樓宇及太陽能光伏電站 181,306 213,806
購買辦公物業 – 11,820
  

 181,306 225,626
  

股息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企業管治

董事明白到在本集團管理架構及內部監控程序內引入良好企業管治元素的重要性，

藉以達致有效的問責性。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本期間及直至本公告日期已採納原

則，並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所載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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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全

體董事確認，於整個本期間，彼等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操守守則所規定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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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遵守上市規則第3.21至3.23條及守則第C.3段的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審
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報告過程及內部監控程序、審閱本集團的

財務資料，以及考慮有關外聘核數師的事宜。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主席為易永發先生。本集團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於本期間的中期業績公

告。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本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發表業績公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可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網站www.sfsyenergy.com瀏覽，及本公司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的
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分別刊登於本公司及聯交所

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水發興業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鄭清濤先生

香港，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鄭清濤先生（主席）、劉紅維先生（副主席）、陳福山先
生及王棟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謝文先生及李麗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京博
士、易永發先生及譚洪衛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