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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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Conch Environment Protection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海螺環保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87）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 截 至 二 零 二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本 集 團 收 入 約 為 人 民 幣
868.44百萬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7.30%。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淨利潤
約為人民幣249.08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5.98%，剔除上市費用影
響因素後，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淨利潤為人民幣267.67百萬元，較
去年同期上升1.04%。

•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14元。

• 董事會決議不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中國海螺環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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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
未經審核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的合併財務報表已
獲董事會批准及董事會轄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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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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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3 868,437 740,358

銷售成本 (377,891) (291,175)
  

毛利 490,546 449,183

其他收入 4 43,206 16,959

分銷成本 (70,791) (54,520)

行政開支 (113,225) (76,884)
  

經營利潤 349,736 334,738

財務費用 5(a) (43,386) (18,932)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8 5,862 6,845
  

稅前利潤 5 312,212 322,651

所得稅 6 (34,238) (21,153)
  

本期間利潤 277,974 301,498
  

以下應佔：
— 本公司權益股東 249,080 264,930
— 非控股權益 28,894 36,568

  

本期間利潤 277,974 301,498
  

每股盈利 7

— 基本（人民幣元） 0.14 0.15
— 攤薄（人民幣元） 0.14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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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收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元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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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間利潤 277,974 301,49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稅後及重新分類調整） – –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77,974 301,498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249,080 264,930

 非控股權益 28,894 36,568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77,974 30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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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元列示）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712,296 5,170,495
使用權資產 215,843 197,156
無形資產 133,567 63,047
商譽 9,219 5,815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8 72,081 68,83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非即期部分 9 196,838 293,062
遞延稅項資產 8,062 8,309

  

6,347,906 5,806,723
  

流動資產
存貨 16,241 8,06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043,887 1,024,495
受限制銀行存款 21,074 58,149
三個月後到期的銀行存款 – 1,68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55,719 596,113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資產 – 15,000

  

1,736,921 1,703,498
  

流動負債
貸款及借款 686,315 634,03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 1,076,918 1,330,427
合同負債 16,854 9,858
租賃負債 274 530
應付所得稅 31,768 19,823

  

1,812,129 1,994,671
  

流動負債淨值 (75,208) (291,17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272,698 5,51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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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貸款及借款 2,942,711 2,409,828
租賃負債 3,723 3,606
遞延稅項負債 28,630 12,196

  

2,975,064 2,425,630
  

資產淨值 3,297,634 3,089,92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837 –
儲備 2,634,145 2,420,593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 2,648,982 2,420,593

非控股權益 648,652 669,327
  

總權益 3,297,634 3,089,920
  

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 未經審核
（以人民幣元列示）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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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除另有聲明外，均以人民幣元列示）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中期財務資料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
定編製，包括符合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佈的國際會計
準則（「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本中期財務資料於二零二二
年八月三十日許可發出。

本中期財務報告是根據與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相同的會計政策編製，惟將於
二零二二年年度財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更除外。有關會計政策變更的詳情，
請參閱附註2。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管理層在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時需要作出判斷、估計和假
設，該等判斷、估計和假設會影響政策的應用、資產及負債和截至該日止收入和支
出的匯報數額。實際業績可能有別於這些估計。

本中期財務資料包含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和節選解釋附註。附註包括對瞭解本集團
自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上市文件所載本集團歷史財務資料的最近報
告日期）以來財務狀況和業績變化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和交易的解釋。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全套財務報表所需的全
部資料。

本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2 會計政策的變化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經發佈了一些對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的修訂，這些修訂在本集團的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該變動概無對本集團本期
或前期的業績和財務狀況的編製方式或在本中期財務報告中的呈現方式產生重大
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在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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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及分部報告

(a) 收入

集團的主要業務是為工業固體廢物和危險廢物提供處理方案。

(i) 收入分類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在合併收
益表及全面收益表中確認的與客戶的合同收入按各重要類別分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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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的客戶
 合約收入，全部在一段時間內確認
工業固廢和危廢處置服務
— 工業固廢 286,549 204,158
— 一般危廢 496,873 465,851
— 油泥 55,249 42,350
— 飛灰 29,766 27,999

  

868,437 740,358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無客戶收入佔本集團收入的10%

以上。

(b) 分部報告

(i) 可報告分部從中獲得收入的服務

為資源分配和評估分部業績而向本集團最高執行管理層報告的信息更側
重於本集團作為一個整體，因為本集團的所有活動被認為主要取決於固體
和危險廢物解決方案的業績。資源的分配是基於對本集團整體加強固體和
危險廢物解決方案活動的有利之處，而不是任何具體服務。績效評估是基
於本集團整體的結果。因此，管理層認為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
營分部」的要求，只有一個經營分部。

(ii) 地區資料

收入的地理位置是基於銷售地點。本集團所有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都來自
中國。指定的非流動資產（主要是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無形資產、
商譽、於聯營公司的權益）的地理位置基於資產的實際位置（就物業、廠房
及設備而言）、所分配的營運地點（就無形資產及商譽而言）及營運地點（就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而言）。於有關期間，本集團的絕大部分指定非流動資
產實際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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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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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益 4,719 5,078

政府補助 35,060 10,506

處置使用權資產及物業、廠房及
 設備收益╱（虧損）淨額 88 (2)

負商譽確認為收益 – 644

債務重組收益 1,635 –

其他 1,704 733
  

43,206 16,959
  

5 稅前利潤

稅前利潤經扣除╱（計入）以下各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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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貸款之利息 63,947 27,557

租賃負債之利息 92 89
  

非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負債的利息支出總額 64,039 27,646

減：資本化至在建工程的利息開支 (20,653) (8,714)
  

43,386 1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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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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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服務成本 377,891 291,175

自有物業、廠房和設備折舊 98,337 62,828

上市費用 18,593 –

使用權資產折舊 3,371 1,778

無形資產攤銷 3,519 3,376

貿易應收款項之虧損撥備 1,127 3,120

未計入租賃負債計量的短期租賃付款 2,149 772
  

6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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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 –

即期稅項 — 中國所得稅
期內撥備 34,128 23,007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551 151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撥回，淨額 (441) (2,005)

  

34,238 2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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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的規則和條例，集團在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
京群島不需要繳納任何所得稅。

(b)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適用於在香港註冊成立的集團實體的
香港利得稅收入的估計年度實際稅率為16.5%（二零二一年：16.5%）。由於本集
團在本期沒有來自香港或在香港賺取的應稅利潤，因此沒有作出香港所得稅
的準備。

(c) 中國所得稅的準備是根據本公司在中國大陸的子公司的應稅收入的25%的法
定稅率，按照中國的有關所得稅規則和法規確定的。

(d)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日發佈的第14號公告和相關地方稅務
機關的通知，某些子公司作為位於中國西部地區的合格公司，可享受15%的優
惠所得稅率。

(e) 根據中國國務院頒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若干從事固體廢物解決
方案的子公司有資格從產生收入的年份開始，在頭三年內享受所得稅豁免，並
在隨後三年內減免50%的所得稅。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人民幣249,080,000元（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264,930,000元）和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1,826,765,059股（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1,826,765,059股）計算的。

8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於聯營公司的權益是指在四家聯營公司的淨資產中所
佔的份額，這些聯營公司並不是單獨的重大資產。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期間，本集團在合併收益表中確認應佔聯營公司的利潤為人民幣5,862,000元（截
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6,84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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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 第三方 855,582 681,441
— 關聯方 178 17,125

應收票據 78,865 89,009

減：呆賬虧損準備 (33,196) (32,276)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901,429 755,299

其他應收款項
— 按金及預付款項 23,723 18,576
— 可收回增值稅 87,165 82,821
— 其他 30,913 12,933

  

1,043,230 869,629

應收關聯方款項
— 向關聯方墊款 – 150,000
— 其他 657 4,86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即期部分 1,043,887 1,024,495
  

一年後收回的其他應收款項和預付款項 196,838 293,06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非即期部分 196,838 293,062
  

即期及非即期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240,725 1,317,557
  

所有貿易和其他應收賬款的流動部分預計將在一年內收回。

所有應收關聯方的款項都是無擔保、無息和按要求償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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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齡分析

截至報告期間結算日，基於逾期狀態，經扣除虧損撥備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均計入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740,172 671,366

不超過一年 159,684 82,692

一至兩年 1,573 1,241
  

901,429 755,299
  

1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 第三方 130,599 90,799
— 關聯方 29,524 32,924

應付票據 21,673 39,880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81,796 163,60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應付工程及設備款項 701,748 377,444
— 押金 26,297 35,593
— 其他稅項及應付附加費 4,228 3,676
— 應計薪金及其他福利 5,042 99,758
— 應計開支 56,045 75,204
— 其他 46,095 29,503

  

1,021,251 784,781

應付當時股東股息 50,316 36,247

應付關聯方款項
— 應付工程及設備款項 4,790 508,288
— 其他 561 1,1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076,918 1,33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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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181,796 163,603

一至兩年 – –

兩至三年 – –
  

181,796 163,603
  

應付關聯方款項為無抵押、免息且按要求償還。

11 股息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宣派或支付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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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宏觀環境

2022年以來，國際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國內疫情多點散發給經濟運行帶
來嚴重衝擊。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推進，中
國GDP較去年同比增長約2.5%。

2022年上半年，在董事會的領導下，本集團努力克服新冠疫情導致的物
流運輸不暢，工業企業減產停產引起的產廢量下降等不利因素影響，積
極外拓市場，內抓管理，不斷提升生產運營水平。報告期內，本集團實現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淨利潤人民幣2.49億元，同比減少5.98%。剔除上市
費用影響，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淨利潤為人民幣2.68億元，同比增加1.04%。

業務回顧

2022年以來，本集團堅持以水泥窯協同處置產業為主線，推進污泥、飛灰、
油泥等多產業發展，實現產能規模不斷增加，市場運維能力穩步提升，技
改技措效果顯著，本集團品牌影響力得到提升，整體發展穩中向好。

截至報告期，本集團在全國22個省市自治區共推廣簽約108個環保項目，
其中一般危廢項目46個、飛灰水洗項目27個、油泥處置項目9個、工業固
廢項目26個，已形成年處理固廢危廢約1,145萬噸的規模。

工業危廢處置

1) 項目拓展

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充分利用現有水泥窯資源，結合細分業務種類，
實現精細化項目佈局，在持續深化與水泥企業戰略合作關係的同時，
積極參與空白市場區域的水泥企業交流。於報告期內，本集團與中國
葛洲壩集團水泥有限公司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實現產業優勢互補，
推動深度合作，並成功收購廣東韶關危廢項目及浙江舟山油泥項目，
進一步完善珠三角區域危廢市場佈局，提高區域市場競爭力，並彌補
浙江區域油泥市場空白，拓寬油泥產業全國性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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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本集團新增工業危廢處置項目7個，涉及產能規模73.6萬噸╱
年，其中一般危廢處置項目2個，包括廣東韶關、四川筠連，涉及產能
規模約40萬噸╱年；飛灰水洗項目4個，包括河北邢臺、廣西扶綏、河
北保定、重慶梁平，涉及產能規模約30萬噸╱年；油泥處置項目1個，
為浙江舟山，涉及產能規模約3.6萬噸╱年。

2) 項目運營

報告期內，在客戶維護及市場拓展方面，本集團搶抓重點客戶資源，
實現新增簽約客戶2,033家，大型企業客戶佔比穩步提升，與比亞迪股
份有限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長慶油田分公司等重點
客戶建立合作關係；同時，全力推進跨省轉移業務，轉運簽約量較去
年同期有所提升，並成功打通上海、浙江跨省轉移通道。本集團還研
究制定固危廢調價機制，有效規範了本集團固危廢處置價格管理運
行機制，制定下發營銷人員激勵政策，廣泛激發了營銷人員的積極性、
主動性。在生產運行方面，本集團秉持降本增效的經營理念，全面推
進技改技措，落實「階梯爐、熱盤爐」、「一機雙窯」等技改方案，有效提
升處置臺時。

報告期內，本集團努力克服市場競爭激烈、行業整體價格低迷等負面
因素，共處置工業危廢40.61萬噸，同比增長23.29%。其中一般危廢約
33.83萬噸，油泥約4.54萬噸，飛灰約2.24萬噸。

工業固廢處置

1) 項目拓展

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積極開展固廢市場調研，結合調研情況做好項
目規劃調整，逐步完善污泥乾化等項目佈局。報告期內，本集團新增
工業固廢處置項目3個，涉及產能規模23.2萬噸╱年，包括四川綿陽、
梁平污泥、蕪湖污泥。

2) 項目運營

本集團不斷拓寬固廢處置業務渠道，新增簽約客戶183家，訂單量增
加顯著，有力保障固廢進廠量。報告期內，本集團共處置工業固廢約
89.79萬噸，同比增長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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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一般危廢處置項目詳情請見下表：

序號 建設情況 項目地點 處理能力 危廢資質
實際╱預計
完工時間

1

運營中

陝西富平 10萬噸╱年 10萬噸╱年 2016年4月
2 陝西乾縣 7萬噸╱年 6.36萬噸╱年 2017年4月
3 安徽蕪湖 20萬噸╱年 13萬噸╱年 2017年12月
4 江西弋陽 20萬噸╱年 17萬噸╱年 2018年5月
5 廣西興業 20萬噸╱年 16.15萬噸╱年 2018年8月
6 安徽宿州 20萬噸╱年 12.5萬噸╱年 2018年8月
7 陝西千陽 10萬噸╱年 10萬噸╱年 2018年10月
8 重慶忠縣 20萬噸╱年 13萬噸╱年 2019年6月
9 陝西銅川 10萬噸╱年 8.15萬噸╱年 2019年8月

10 雲南文山 10萬噸╱年 6.6萬噸╱年 2019年8月
11 福建三明 10萬噸╱年 2.05萬噸╱年 2019年8月
12 貴州清鎮 10萬噸╱年 10萬噸╱年 2019年9月
13 江蘇宜興 10萬噸╱年 10萬噸╱年 2019年12月
14 山東泗水 10萬噸╱年 1.49萬噸╱年 2020年1月
15 湖南祁陽 10萬噸╱年 6.95萬噸╱年 2020年1月
16 廣東陽春 10萬噸╱年 6.53萬噸╱年 2020年8月
17 河南洛陽 10萬噸╱年 7.2萬噸╱年 2020年12月
18 河南濟源 10萬噸╱年 5萬噸╱年 2020年12月
19 山東德州 10萬噸╱年 7.5萬噸╱年 2020年12月
20 山東泰安 10萬噸╱年 10萬噸╱年 2020年12月
21 安徽蕪湖 1.65萬噸╱年 1.65萬噸╱年 2021年1月
22 湖南臨湘 10萬噸╱年 8.85萬噸╱年 2021年1月
23 廣西崇左 10萬噸╱年 8.5萬噸╱年 2021年3月
24 廣西隆安 10萬噸╱年 7萬噸╱年 2021年3月
25 浙江寧海 10萬噸╱年 10萬噸╱年 2021年5月
26 廣西桂林 10萬噸╱年 6萬噸╱年 2021年7月
27 河南登封 10萬噸╱年 8萬噸╱年 2021年7月
28 安徽寧國 10萬噸╱年 7萬噸╱年 2022年1月
29 江蘇南京 10萬噸╱年 9.46萬噸╱年 2022年1月
30 甘肅平涼 13萬噸╱年 6萬噸╱年 2022年6月
31 內蒙古呼倫貝爾 5萬噸╱年 3.5萬噸╱年 2022年6月
32 內蒙古阿榮旗 10萬噸╱年 8.5萬噸╱年 2022年6月
33 甘肅嘉峪關 20萬噸╱年 10萬噸╱年 2022年6月
34 浙江富陽 20萬噸╱年 9萬噸╱年 2022年6月

小計 396.65萬噸╱年 282.94萬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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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建設情況 項目地點 處理能力 危廢資質
實際╱預計
完工時間

35

在建項目
江西撫州 10萬噸╱年

╱
2022年9月

36 廣東韶關 20萬噸╱年 2022年12月
37 廣東雲浮 10萬噸╱年 2023年1月

小計 40萬噸╱年
38

待建項目

江西贛州 20萬噸╱年

╱ ╱

39 廣東羅定 8萬噸╱年
40 雲南保山 10萬噸╱年
41 廣東清遠 10萬噸╱年
42 四川達州 20萬噸╱年
43 內蒙古鄂爾多斯 10萬噸╱年
44 山東龍口 20萬噸╱年
45 甘肅永登 10萬噸╱年
46 四川筠連 20萬噸╱年

小計 128萬噸╱年
總計 564.65萬噸╱年 282.94萬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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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飛灰水洗處置項目詳情請見下表：

序號 建設情況 項目地點 處理能力
實際╱預計
完工時間

1

運營中
安徽蕪湖 10萬噸╱年 2020年12月

2 湖南益陽* 4.95萬噸╱年 2022年3月
3 江西弋陽 10萬噸╱年 2022年3月
4

在建項目
安徽全椒 10萬噸╱年 2022年10月

5 陝西乾縣 5萬噸╱年 2023年1月
6

待建項目

安徽巢湖 10萬噸╱年

╱

7 山東濟寧 10萬噸╱年
8 河南新安 5萬噸╱年
9 山東日照 10萬噸╱年

10 貴州清鎮 10萬噸╱年
11 海南昌江 10萬噸╱年
12 廣東陽春 5萬噸╱年
13 湖南新化 5萬噸╱年
14 河南鄧州 5萬噸╱年
15 河南安陽 10萬噸╱年
16 福建龍巖 10萬噸╱年
17 山西長治 5萬噸╱年
18 貴州貴定 5萬噸╱年
19 甘肅永登 5萬噸╱年
20 廣西北流 10萬噸╱年
21 貴州銅仁 10萬噸╱年
22 河南宜陽 10萬噸╱年
23 福建三明 30萬噸╱年
24 河北邢臺 10萬噸╱年
25 廣西扶綏 10萬噸╱年
26 河北保定 5萬噸╱年
27 重慶梁平 5萬噸╱年

總計 234.95萬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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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油泥處置項目詳情請見下表：

序號 建設情況 項目地點 處理能力 危廢資質
實際╱預計
完工時間

1

運營中

陝西榆林（一期） 10萬噸╱年 10萬噸╱年
2020年5月
（收購）

2 山東濱州 10萬噸╱年 10萬噸╱年
2021年5月
（收購）

3 山東東營（一期） 8萬噸╱年 8萬噸╱年 2022年1月
4

在建項目

陝西榆林（二期） 10萬噸╱年 ╱ 2022年9月

5 遼寧錦州
油泥處置：
2萬噸╱年

焚燒：4.2萬噸╱年
╱ 2022年12月

6

待建項目

山東東營（二期） 8萬噸╱年

╱ ╱

7 廣東雷州

油泥處置：
15萬噸╱年

資源綜合利用：
5萬噸╱年

8 陝西延安 17萬噸╱年
9 海南昌江 5萬噸╱年

10 浙江舟山 3.6萬噸╱年
11 甘肅慶陽 8萬噸╱年

總計 105.8萬噸╱年 28萬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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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工業固廢處置項目詳情請見下表：

序號 建設情況 項目地點 處理能力
實際╱預計
完工時間

1

運營中

安徽懷寧 7萬噸╱年 2017年9月
2 陝西勉縣* 1.65萬噸╱年 2017年10月
3 安徽淮北* 2×6.6萬噸╱年 2017年12月
4 重慶梁平 7.5萬噸╱年 2019年9月
5 四川廣元 7萬噸╱年 2020年1月
6 安徽繁昌 21萬噸╱年 2020年7月
7 安徽池州 10萬噸╱年 2020年11月
8 湖南益陽* 6.62萬噸╱年 2021年1月
9 河北保定 10萬噸╱年 2021年3月

10 安徽全椒 6萬噸╱年 2021年7月
11 安徽樅陽 10萬噸╱年 2021年7月
12 湖南新化 6.6萬噸╱年 2022年1月
13 河南新安 5萬噸╱年 2022年6月

小計 111.57萬噸╱年
14

在建項目
安徽巢湖 20萬噸╱年 2022年10月

15 安徽蕪湖（污泥） 6.6萬噸╱年 2022年11月
小計 26.6萬噸╱年

16

待建項目

山東日照 10萬噸╱年

╱

17 浙江衢州 10萬噸╱年
18 山西長治 5萬噸╱年
19 河南臥龍 10萬噸╱年
20 河南鄧州 5萬噸╱年
21 河南安陽 10萬噸╱年
22 山東滕州 20.15萬噸╱年
23 貴州貴定 5萬噸╱年
24 浙江建德 10萬噸╱年
25 四川綿陽 10萬噸╱年
26 重慶梁平（污泥） 6.6萬噸╱年

小計 101.75萬噸╱年
總計 239.92萬噸╱年

附註*： 上述項目的處置能力根據已獲環評批覆產能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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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本集團已形成固危廢處置規模約1,145.32萬噸╱年，詳細如
下表：

（單位：萬噸╱年）

類別 一般危廢 飛灰水洗 油泥處置 工業固廢

狀態 運營中 在建 待建 運營中 在建 待建 運營中 在建 待建 運營中 在建 待建

規模 396.65 40 128 24.95 15 195 28 16.2 61.6 111.57 26.6 101.75

財務盈利情況

項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本報告期
比上年

金額 金額 同期增減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

收入 868,437 740,358 17.30

稅前利潤 312,212 322,651 –3.24

期內利潤 277,974 301,498 –7.80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淨利潤 249,080 264,930 –5.98
   

報告期內，本集團實現收入為人民幣868.44百萬元，同比上升17.30%。稅
前利潤為人民幣312.21百萬元，同比下降3.24%。期內利潤人民幣277.97百
萬元，同比下降7.80%。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淨利潤為人民幣249.08百萬元，
同比下降5.98%。剔除上市費用影響因素後，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淨利潤
為人民幣267.67百萬元，同比上升1.04%。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14元。

分業務收入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項目 金額 比重 金額 比重 金額增減 比重增減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 （百分點）

工業危廢處置服務 581,888 67.00 536,200 72.42 8.52 –5.42

 一般危廢 496,873 57.21 465,851 62.92 6.66 –5.71

 油泥 55,249 6.36 42,350 5.72 30.46 0.64

 飛灰 29,766 3.43 27,999 3.78 6.31 –0.35

工業固廢處置服務 286,549 33.00 204,158 27.58 40.36 5.42

總計 868,437 100.00 740,358 100.00 17.30 –      



– 22 –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收入來自兩個業務分部，即 (i)工業危廢處置服務；(ii)

工業固廢處置服務，分業務來看：

(i) 工業危廢處置服務實現收入人民幣581.89百萬元，同比增長8.52%，其中：

一般危廢實現營業收入為人民幣496.87百萬元，同比增長6.66%。主要
原因為本集團新增南京、寧國等項目投產以及濟寧、德州、祁陽、重慶、
臨湘等項目同比增長較快，使得收入增長。

油泥實現收入為人民幣55.25百萬元，同比增長30.46%。主要原因為本
集團新增東營項目投產，增加處置收入。

飛灰實現收入人民幣29.77百萬元，同比增長6.31%。主要原因為飛灰
價格同比上升影響。

(ii) 工 業 固 廢 處 置 服 務 實 現 收 入 為 人 民 幣286.55百 萬 元，同 比 增 長
40.36%。主要原因為本集團全椒、樅陽、池州、繁昌、廣元、淮北等項
目同比業績增長較快，使得收入快速增長。

毛利及毛利率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項目 毛利 毛利率 毛利 毛利率 金額增減 毛利率變動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 （百分點）

工業危廢處置服務 314,303 54.01 330,354 61.61 –4.86 –7.60

 一般危廢 289,743 58.31 307,379 65.98 –5.74 –7.67

 油泥 30,046 54.38 14,120 33.34 112.79 21.04

 飛灰 –5,486 –18.43 8,855 31.63 –161.95 –50.06

工業固廢處置服務 176,243 61.51 118,829 58.20 48.32 3.31

總計 490,546 56.49 449,183 60.67 9.21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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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本集團產品實現毛利人民幣490.55百萬元，同比增加9.21%；綜
合毛利率56.49%，同比下降4.18個百分點。分項目看：

(i) 工業危廢處置服務毛利率54.01%，同比下降7.60個百分點。其中：

一般危廢毛利率為58.31%，同比下降7.67個百分點，主要原因：一是國
內新冠疫情反覆，導致物流運輸受限以及工業企業停產引起產廢量
下降，華東、華南、西北等區域進廠量受限影響收入減少；二是一般
危廢品種結構變化，導致處置均價同比下降；三是華北區域項目公司
投產時間較短，收入不足使得固定成本較高。

油泥處置毛利率為54.38%，同比上升21.04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本集
團持續優化油泥項目生產工藝，提升處置能力，降低生產成本，毛利
率提升明顯。

飛灰處置毛利率為–18.43%，同比下降主要原因：一是蕪湖項目優化處
置工藝期間，庫存高導致進廠量減少，從而成本攤薄上升；二是因市
場結構變化，部分客戶運輸成本上升。

(ii) 工業固廢處置服務毛利率為61.51%，同比上升3.31個百分點，主要原
因是本集團積極拓展固廢市場，處置量上升導致單位成本攤薄明顯，
毛利率上升。

其他收入

報告期內，本集團其他收入為人民幣43.21百萬元，同比上升人民幣26.25

百萬元，增幅為155%，主要原因為本集團陽春、蕪湖項目取得各項政府
補助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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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成本

報告期內，本集團分銷成本為人民幣70.79百萬元，同比上升人民幣16.27

百萬元，增幅為29.85%，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投產項目增多，人工成本及業
務發展服務費上升所致。

行政開支

報告期內，本集團行政開支為人民幣113.23百萬元，同比上升人民幣36.34

百萬元，增幅為47.27%，主要原因為新增上市費用，及本集團快速發展，
管理人員同比增加，使得管理人員薪酬及辦公折舊有所增長。

財務費用

報告期內，本集團財務費用為人民幣43.39百萬元，同比上升人民幣24.45

百萬元，增幅為129.17%，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新增銀行貸款導致財務費用
上升。

稅前利潤

報告期內，稅前利潤為人民幣312.21百萬元，同比下降人民幣10.44百萬元，
降幅為3.24%。扣除上市費用影響後，稅前利潤為人民幣330.81百萬元，同
比增幅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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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資產總額為人民幣8,084.83百萬元，較上年末增
加人民幣574.61百萬元。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為人民幣2,648.98百萬元，
較上年末增加人民幣228.39百萬元。本集團資產負債率（總負債╱總資產）
為59.21%，較上年末增加0.35個百分點。本集團資產負債表項目載列如下：

項目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本報告期末比
上年末增減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物業、廠房及設備 5,712,296 5,170,495 10.48

非流動資產 6,347,906 5,806,723 9.32

流動資產 1,736,921 1,703,498 1.96

非流動負債 2,975,064 2,425,630 22.65

流動負債 1,812,129 1,994,671 –9.15

淨流動負債 75,208 291,173 –74.17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 2,648,982 2,420,593 9.44

資產總額 8,084,827 7,510,221 7.65

負債總額 4,787,193 4,420,301 8.30
   

非流動資產及流動資產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為人民幣6,347.91百萬元，較上年末
增長9.32%，主要原因為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影響。

本集團流動資產為人民幣1,736.92百萬元，較上年末上升1.96%。主要原因
為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和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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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及流動負債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非流動負債為人民幣2,975.06百萬元，較上年末
增長22.65%，主要原因為報告期內本集團新增長期貸款影響。

本集團流動負債為人民幣1,812.13百萬元，較上年末下降9.15%，主要原因
為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同比減少所致。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流動比率為0.96（上年末為0.85），負債比率（按貸
款總額除以總權益計算）為1.10（上年末為0.99）。

流動負債淨值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流動負債淨值為人民幣75.21百萬元，較上年末
下降人民幣215.97百萬元，主要原因為本集團加快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支
付所致。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

於2022年6月30日，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為人民幣2,648.98百萬元，較
上年末增長9.44%，主要原因為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主業淨利潤增加所致。

流動性及資金來源

報告期內，本集團合理編製資金規劃，加強資金集中管控，全面滿足本集
團 資 金 需 求。截 至2022年6月30日，本 集 團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價 物 為 人 民 幣
655.72百萬元，主要幣種為人民幣、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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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貸款

項目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以內 686,315 634,033

1–2年內到期 609,238 343,522

2–5年內到期 2,028,686 1,766,994

5年以上 304,787 299,312

合計 3,629,026 3,043,861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銀行貸款餘額為人民幣3,629.03百萬元，較上年
末增加人民幣585.17百萬元，主要原因為報告期內本集團新增5年期內銀
行貸款所致。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銀行貸款均為人民幣計價，大部
分貸款利息按可變利率計算。

現金流量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為人民幣655.72百萬元，
同比上升人民幣158.91百萬元。

項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42,013 297,268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28,599 –856,794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446,192 417,55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59,606 –141,97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96,113 638,784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55,719 496,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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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報告期內，本集團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為人民幣242.01百萬元，同比下
降人民幣55.26百萬元，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新增投產項目購買輔材備件及
支付勞務現金支出增加以及應收賬款周轉天數增加影響。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報告期內，本集團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628.60百萬元，同比下
降人民幣228.19百萬元，主要原因為報告期內建設廠房及購買設備、物業
付款減少影響。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為人民幣446.19百萬元，同比
上升人民幣28.64百萬元，主要原因為銀行貸款所得款項增加影響。

承擔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為建造合約而訂約之採購承擔如下：

項目
於2022年
6月30日

於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批准訂約 454,312 504,362

已批准未訂約 95,387 793,689

合計 549,699 1,298,051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功能貨幣為人民幣，本集團面臨的外幣風險主要來自以外幣計
值得的銷售及採購所產生的應收款項、應付款項，產生該風險的貨幣主
要為港幣。除此之外，本集團大部分資產和多數交易均以人民幣計值，且
基本以人民幣收入支付國內業務的資金支出，因此不存在重大外匯風險。

本集團並無使用金融工具以對沖任何外匯風險。



– 29 –

或有負債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資產抵押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銀行貸款人民幣49,285,714.29元（2021年12月31日：
人民幣50,000,000元）由本集團之附屬公司洛陽海中環保科技有限責任公
司提供使用權資產抵押。

重大投資

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未來作出重大投資或購入資本資產的計劃

報告期內，董事會並無批准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購入。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2022年3月，本公司收購韶關海創鴻豐綠色環保科技有限公司51%權益，
投資款為人民幣34,510,000元，該項投資截至2022年6月30日佔本公司的資
產總值的比例未達5%。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
營企業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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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轉換債券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可轉換債券。

如上市文件所披露，於2018年9月，中國海創控股國際有限公司（中國海螺
創業控股有限公司（「海螺創業」）的附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為3,925,000,000

港元、於2023年到期的零息擔保可換股債券（「2018年可換股債券」），該債
券於2018年9月在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上市。根據2018年可換股債券的條
款及條件（「2018年可換股債券條款及條件」）（見海螺創業於2018年8月30日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網站的公告所披露），2018年可換
股債券可於2018年10月16日及之後的任何時間，直至2023年9月5日（即2018

年可換股債券的到期日）前的第10天營業時間結束時，按初始轉換價40.18

港元（可根據2018年可換股債券條款及條件調整）轉換為海螺創業的普通股。
根據2018年可換股債券條款及條件，倘發生分拆，將不會對轉換價作出
調整，而債券持有人僅能就海螺創業的股份及本公司的股份共同行使其
轉換權，不得單獨行使該等權利。截至2022年6月30日，所有2018年可換股
債券仍未行使，其可轉換為 (1)106,715,606股海螺創業股份，根據目前的轉
換價36.78港元計，佔海螺創業已發行股本的約5.89%，以及佔海螺創業經
發行轉換股份後擴大的已發行股本的約5.56%；及 (2)103,698,811股本公司
無償股份，根據目前的轉換價37.85港元計，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約5.68%，
以及佔本公司經發行轉換股份後擴大的已發行股本的約5.37%。

人力資源

本集團高度重視人力資源管理及其體系不斷建設完善，形成了與時俱進
的工作機制和管理理念，保障人力資本價值發揮。本集團向僱員提供了
具有行業競爭力的薪酬福利待遇及其增長機制，健全完善了僱員技能培
訓體系和職業成長發展通道，保障僱員享受企業經營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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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內，本集團開展了中高級管理隊伍整合優化工作，致力通過開拓
外部引進通道、健全內部選拔任用機制、完善多崗交流使用機制等方式
強化幹部隊伍和人才隊伍建設提質；本集團亦針對附屬單位的管理和關
鍵業務先後組織開展了多批次的線上線下檢查、培訓和互動交流等工作，
旨在保持管理隊伍綜合履職能力和關鍵崗位從業人員業務承載能力與時
俱進，推進實現本集團附屬各單位治理企業能力和水準提質提效。

與此同時，本集團下屬各單位亦結合生產經營實際，開展了基層管理崗
位人員和各基層崗位僱員的理論或實踐技能提升培訓等工作，對大類崗
位人員的業績考核進行了優化完善。本集團和附屬各單位在人力資源管
理機制上以不斷強化上下協同，保障企業人力資本價值的發揮。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僱員人數為3,673人。僱員之薪酬乃根據經驗技能、
業績表現及市場情況釐定。按中國社會保險條例規定，本集團參與地方
政府部門運作的社會保險計劃，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
傷保險及生育保險。報告期內，員工的薪酬總額（包括董事薪酬）約為人民
幣138.30百萬元。

未來計劃與展望

2022年上半年，國內新冠疫情反覆、市場競爭加劇、整體經濟下行的外部
環境對本集團業績增長產生較大阻力，但對外在產能擴張、客戶拓展、行
業引領；對內在營銷管理、生產運行、降本增效等方面，本集團均取得了
不錯的成績。2022年下半年，本集團將採取有效舉措，提高運營質量，提
質增效，努力實現經營目標。本集團將從以下方面重點開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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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一輪五年規劃為指引，堅定發展信心不動搖

為融入新發展格局，主動應變，牢牢把握市場主動權，2022年上半年，本
集團研討並下發2024–2028年新一輪五年規劃。2022年下半年，本集團將進
一步發揮規劃戰略引領作用，努力將規劃轉化為發展效益，為項目拓展
和業績增長提供重要支撐。

一般危廢及固廢處置業務方面，一是加快與新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的大型
水泥企業對接，推進符合條件的項目載體落地；二是重點拓展污泥乾化
項目，完善污泥市場調研，全力推動與大型水務集團達成合作，推動項目
落地；三是根據不同區域特點，開展暫存庫項目投建評估，以主動應對錯
峰生產，平衡市場波動，調節生產運行。

飛灰及油泥業務方面，一是充分發揮水泥合作夥伴的水泥窯產能佈局優勢，
梳理潛在項目載體，同時加強與國內大型垃圾焚燒發電環保集團對接力度，
加快飛灰項目規劃佈點；二是針對全國油泥市場展開細緻調研分析，重
點推動東北、西南等空白地區油泥項目佈局，逐步完善油泥產業。

聚焦市場建設及運營管理，進一步鞏固行業地位

一般危廢及工業固廢處置業務方面，一是搶抓重點客戶資源，穩存量，拓
增量。二是制定差異化營銷策略。針對經濟較發達，產廢量較大區域將努
力提升處置均價，增加經濟效益；針對競爭激烈，產能嚴重過剩區域將著
重提升市場份額，增強區域市場話語權。三是加強跨省轉移業務統籌，成
立跨省業務專業團隊，提升轉運業務量。四是積極推進行業互動交流，構
建良好市場環境，加強關聯地區信息共享，促進行業規範發展。五是強化
生產運營管控，優化可控成本，同時持續開展熱盤爐、階梯爐等技改技措，
長效推進降本增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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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灰及油泥業務方面，一是全面開展市場調研，努力提升產能發揮率。二
是加強運營管理，保障投運項目的系統穩定，重點關注工藝優化整改，同
時做好處置成本管控，實現效益提升。

加大研發創新力度，推進技術研究及成果轉化

本集團一是關注國家環保產業發展戰略及佈局，加大環保領域技術儲備，
超前研究新工藝、新技術應用。二是持續做好非窯項目技改，跟蹤非窯項
目技改後工藝持續性，從工藝及技術助力產業發展，樹立行業標桿。

報告期後事件

自2022年6月30日起至本公告日期期間，並無發生影響本集團的重要事件
須予披露。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確認自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日（即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上市日期（「上
市日期」））起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內列明之原則及所有適
用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自上市日期起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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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其董事進行本公司證券交
易的守則。經本公司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自上市日期起至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彼等均已遵守《標準守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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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起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審閱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王嘉奮女士（審核委員會主席）、
郝吉明先生及戴曉虎先生）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對本公司已採用的會計處理手
法並無不同意見。

刊登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conchenviro.com）
可供瀏覽，而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於稍後
寄發予本公司股東及刊登於上述網站。

代表董事會
中國海螺環保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景彬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徽省
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郭景彬先生（主席）、疏茂先生（總經理）、
萬長寶先生及張可可先生；非執行董事紀勤應先生及肖家祥先生；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郝吉明先生、戴曉虎先生及王嘉奮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