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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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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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837,241 879,780

毛利 58,759 79,043

期內溢利 4,727 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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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0 12,178
 非控股權益 (4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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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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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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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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4 837,241 879,780
提供服務的成本 (775,229) (796,975)
營業稅金及附加 (3,253) (3,762)

毛利 58,759 79,043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1,726 2,078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32,881) (32,679)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減值
 虧損，淨額 (9,082) (16,245)

經營所得溢利 18,522 32,197
融資成本 6 (12,123) (16,764)
應佔聯營企業溢利╱（虧損） 32 (67)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 27 –

除稅前溢利 6,458 15,366
所得稅開支 7 (1,731) (3,266)

期內溢利 8 4,727 12,10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727 1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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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0 12,178
 非控股權益 (43) (78)

(4,727) 12,100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9 0.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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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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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62 27,125
使用權資產 1,100 1,608
無形資產 11 62,527 125,953
聯營企業之權益 28,820 24

非流動資產總額 119,309 154,710

流動資產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663,905 804,956
合約資產 1,062,568 976,791
應收聯營企業往來款 74,036 –
初始期限超過三個月之存款 95,849 43,960
銀行及現金結餘 243,884 309,791

流動資產總額 2,140,242 2,135,498

資產總額 2,259,551 2,290,20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5,487 5,487
儲備 906,335 901,565

911,822 907,052
非控股權益 6,680 6,723

權益總額 918,502 913,775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638
借款 112,002 104,796

非流動負債總額 112,002 105,43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4 359,223 329,23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06,712 148,946
合約負債 63,290 84,833
租賃負債 1,302 1,443
借款 578,000 584,000
即期稅項負債 120,520 122,547

流動負債總額 1,229,047 1,270,999

權益及負債總額 2,259,551 2,29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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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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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2,515) (100,127)

對聯營企業之投資 – (15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280) (3,699)
初步期限超過三個月的存款（增加）╱減少 (51,889) 10,300
已收利息 355 225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款項 28,995 –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23,819) 6,676

已籌借款 67,206 118,694
償還借款 (66,000) (74,450)
租賃付款本金部分 (779) (833)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427 43,41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65,907) (50,040)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9,791 281,483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3,884 231,44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餘 243,884 23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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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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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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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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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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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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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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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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外部收入 180,214 275,280 364,741 17,006 837,241
分部業績 14,050 26,772 14,672 3,265 5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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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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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000元（截至二零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889,000元）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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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分部損益總額 58,759 79,043
未分配金額：
 利息收入 355 225
 政府激勵及獎勵 1,237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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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2) (16,245)
 出售附屬公司所得 27 –
 使用權資產折舊 (508) (50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91) (1,956)
 無形資產攤銷 (681) (2,202)
 融資成本 (12,123) (16,764)
 僱員福利開支 (18,663) (18,485)
 研發開支 (1,202) (421)
 其他 (10,270) (8,691)

綜合除稅前溢利 6,458 1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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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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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659 505,502
合約資產 1,062,568 976,791
合約負債 63,290 8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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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70,000元的合約負債已在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確認為收入（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8,850,000元）。

5. 其他收入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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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355 225
匯兌收益 – 58
政府激勵及獎勵（附註） 1,237 1,370
其他 134 425

1,726 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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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借款利息 15,660 19,951
租賃融資成本 114 216

借款成本合計 15,774 20,167
資本化金額 (3,651) (3,403)

12,123 16,764

7.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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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稅項－中國
期內撥備 1,731 3,266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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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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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滄海建設適用所得稅稅率為15%（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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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數師酬金 340 330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減值虧損，淨額 9,082 16,245
匯兌虧損╱（收益） 217 (5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91 1,956
使用權資產折舊 508 508
無形資產攤銷 681 2,202
研發開支 1,202 421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18,663 18,485
經營租賃開支－土地及樓宇 227 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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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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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0 12,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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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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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000
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69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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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無形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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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44 93,557
版權 102 110
特許經營權（附註） 33,381 32,286

62,527 12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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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000元資本化為特許經營
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0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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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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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414,411 492,526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減值撥備 (50,746) (42,778)

363,665 449,748

訂金、預付款項和其他應收款項 303,139 357,883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899) (2,675)

300,240 355,208

663,905 80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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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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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0至90日 95,759 164,577
91至180日 11,053 92,177
181至365日 116,531 64,053
1年以上但少於2年 24,409 24,169
2年以上但少於3年 55,854 59,660
3年以上 60,059 45,112

363,665 449,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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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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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及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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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0至90日 85,871 85,688
91至180日 71,058 55,683
181至365日 61,045 79,885
1年以上但不超過2年 68,335 39,639
2年以上但不超過3年 17,495 18,821
3年以上 55,419 49,514

359,223 3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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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及業務回顧

隨著國家對房地產的受調控政策收緊，三條紅線的制約和信貸環境影響，二零二
二年開年便迎來了房地產的寒冬，給建築行業痛頭一擊。但在國家相關政策的調
整下，基礎設施投資加快，投資規模繼續擴大，建築業面臨數位化轉型，企業也
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具體情況如下：

一、 建築業投資帶動增長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數據顯示：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全國建築業總產值人民幣
12.9萬億元，同比增長7.6%；全國建築業房屋建築施工面積120.7億平方米，
同比增長1.2%。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受專項債加速發行的帶動，基礎設施投資
同比增長7.1%，在房地產開發投資、房地產銷售雙雙下滑的情況下，基礎設
施投資的增長成為建築行業保持高速增長的重要支撐。

據統計，今年上半年，全國地方政府新增專項債券發行超人民幣3.4萬億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2.4萬億元，發行進度明顯快於往年同期。資訊傳
輸業投資增長20.6%，水利管理業投資增長12.7%，公共設施管理業投資增長
10.9%，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業投資增長4.8%。建築業在投資帶動下穩步恢
復，增加值同比增長2.8%，拉動經濟增長0.2%。

二、 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平穩增長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持續位於高景氣區間，六月份升至較
高景氣區間，建築業發展前景較為樂觀。二月份業務活動預期指數連續兩個
月運行在高位景氣區間，表明受穩投資加快推進，部分重大基礎設施工程和
專案適度超前開展等因素帶動，建築業企業對行業發展預期向好。四月份建
築業保持擴張，土木工程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為61.0%，連續兩個月位於高
位景氣區間，且新訂單指數為52.3%，延續擴張走勢，表明隨著部分重大基
礎設施建設適度超前，土木工程建築業保持較快施工進度，對經濟社會恢
復發展起到一定支撐作用。六月份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為50.5%，高於上月
8.8%，升至擴張區間，表明暢通交通物流政策取得實效，建築業原材料運輸
不暢得到緩解，有力保障了施工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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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築業數位化轉型和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激發新市場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明確強調「為數字經濟帶來新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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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建築業發
展規劃中指出「十四五」時期在與先進製造業、新一代資訊技術深度融合發展
方面有著巨大的潛力和發展空間。建築業的數位化轉型激發了新的市場。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要求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立足流域整體
和水資源空間均衡配置，加強跨行政區河流水系治理保護和骨幹工程建設，
提升水資源優化配置和水旱災害防禦能力。加強重點水源和城市應急備用
水源工程建設，實施防洪提升工程，加快防洪控制性樞紐工程建設和中小河
流治理、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全面推進堤防和蓄滯洪區建設。加強水源涵養
區保護修復，加大重點河湖保護和綜合治理力度，恢復水清岸綠的水生態體
系。水利工程的建設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千年大計，國家大力發展水
利基礎建設，激發出了新的市場。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本集團收入約為人民幣837.2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微
跌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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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佔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收入的21.5%、32.9%、
43.6%及2.0%。

本集團擁有市政、建築、水利水電等多個壹級資質，集團下屬全資附屬公司在二
零二二年上半年與央企中鐵一局集團有限公司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力拓展水
利水電市場，與國家「兩重一新」產業發展佈局高度吻合。本集團的科技板塊更是
積極回應建築與新一代資訊技術相結合，在專案發展上擁有較大的競爭優勢。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公司成功新取得市政公用工程和房屋建築工程兩項監理甲級資
質，企業資質開啟工程諮詢管理新篇章；上半年公司八個優質工程收穫了浙江省
房屋建築和市政基礎設施工程「平安工地」、寧波市「甬江建設杯」、寧波市「茶花
杯」、寧波市「養護茶花杯」、寧波市建設工程優秀勘察設計獎等榮譽；首次爭創
且成功獲評寧波市集體商協示範單位和寧波市和諧企業榮譽，榮獲「全國園林50
強」企業等榮譽；全方位培育專業技術人才隊伍，四位優秀員工分別獲評浙江省
建築業優秀企業家、浙江省建築業企業優秀建造師專案經理、鄞州區勞動模範稱
號、鄞州工匠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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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建築業發展分為傳統基礎建設與新基建，從各地政府工作報告和中央政策方向來
看，二零二二年，基建投資將向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傾斜，預計二零二二年的新基
建規模近人民幣1.6萬億元，增速約為17.0%。受國內外環境及疫情影響，上半年
新基建專案增速不大，下半年將有大量的新基建專案釋放。

國常會明確提出重大水利工程的建設只能加強，不會削弱，繼續擴大有效投資，
水利工程成抓手。二零二二年我國預計將完成水利建設投資人民幣0.8萬億元以
上，截至四月底，各地已完成水利建設投資人民幣0.2萬億元，這意味著仍有大量
的水利建設投資將在下半年逐漸釋放效能。

近期，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二零二二年下半年再開工一批國家高速公路聯通、
省際公路瓶頸路段暢通、內河水運通道建設、港口功能提升等基礎設施工程。

未來本集團緊跟國家政策，繼續圍繞以傳統基礎建設為基礎，以科技創新為突
破，以水利建設為新的增長點，抓住基本面、政策驅動和「建築+」多重發展機
遇，築夢滄海，再寫新篇章。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79.8百萬元微跌
4.8%或人民幣42.6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837.2百
萬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相較於去年同期，園林建設
分部及市政建設分部的收入分別減少44.6%或人民幣145.3百萬元及2.2%或人民幣
6.3百萬元，雖然建築工程分部的收入增加41.7%或人民幣107.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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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去年同期比較，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完成以及截至二零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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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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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14 13 50 325,464 29 47
市政工程建設 275,280 22 43 281,640 38 69
建築工程 364,741 3 20 257,261 15 22
其他 17,006 7 19 15,415 7 15

總計 837,241 45 132 879,780 89 153

園林建設

本集團錄得園林建設分部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325.5百萬元減少44.6%或人民幣145.3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人民幣180.2百萬元，主要由於與去年同期比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園林建設項目平均合約價值下降。

市政工程建設

本集團的市政工程建設分部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281.6百萬元微跌2.2%或人民幣6.3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人民幣275.3百萬元，主要由於與去年同期比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市政工程建設項目數量下降。

建築工程

本集團的建築工程分部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257.3
百萬元增加41.7%或人民幣107.4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人民幣364.7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與去年同期比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部份大型建築工程項目於二零二一年初開始施工程序並於本期進入施工
高峰階段，因此貢獻較多工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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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本集團的其他分部收入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5.4百萬
元增加10.4%或人民幣1.6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
17.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與去年同期比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其他項目合約數量上升。

提供服務的成本

提供服務的成本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97.0百萬元減少
2.7%或人民幣21.8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75.2百
萬元。整體上於有關期間提供的服務的成本的變動與本期間收入的變動相符。

毛利及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79.0百萬元減少
25.6%或人民幣20.2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58.8百
萬元。本集團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9.0%減少至截至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7.0%，毛利減少主要是由於毛利率較低之建築
工程分部收益貢獻之比例上升。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2.7百萬元微
增0.6%或人民幣0.2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2.9百
萬元。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6.8百萬元減
少28.0%或人民幣4.7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2.1
百萬元，主要由於平均月度銀行借款結餘及利率下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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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3.3百萬元減
少48.5%或人民幣1.6百萬元至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人民幣1.7百
萬元，主要由於應課稅溢利下降所致。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於二零二二年 於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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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884 309,791
流動比率 1.7 1.7
負債比率 0.8 0.8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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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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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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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000元。

重大附屬公司、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收購及出售

根據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寧波滄海小鎮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滄海小鎮」）與獨
立第三方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四日簽訂的合約，滄海小鎮以現金代價人民幣35百
萬元出售全資附屬公司寧波弘源建設有限公司（「弘源建設」）百分之五十五股權。
弘源建設擁有水利水電工程施工總承包壹級資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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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項

借款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所示日期的債務總額：

於
二零二二年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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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銀行借款 690,002 688,796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銀行貸款的平均年利率為4.63%。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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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於二零二三年末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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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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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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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六月三
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有501名全職僱員。截至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僱員福利開支總數為人民幣18.7百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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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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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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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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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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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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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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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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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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