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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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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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及建議修訂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財務摘要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2,018,348 1,768,762
毛利 139,568 154,998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33,099 31,300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溢利╱（虧損）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3,173 31,410
 非控股權益 (7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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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
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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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2,018,348 1,768,762
銷售成本 (1,870,993) (1,607,246)
銷售相關稅金及附加 (7,787) (6,518)

毛利 139,568 154,998
其他收入，及收益及虧損 26,905 9,926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59,815) (66,673)
貿易、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
 減值虧損，淨額 (32,493) (29,841)

經營所得溢利 74,165 68,410
財務成本 (23,760) (28,889)
應佔聯營企業虧損 (3,447) (127)

除稅前溢利 46,958 39,394
所得稅開支 5 (13,859) (8,094)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益 6 33,099 31,300

以下人士應佔年內溢利╱（虧損）及
 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3,173 31,410
非控股權益 (74) (110)

33,099 31,3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每股人民幣分） 7 5.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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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630 27,125
無形資產 67,805 125,953
使用權資產 – 1,608
聯營企業之權益 25,181 24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7,616 154,710

流動資產
存貨 1,353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739,563 804,956
合約資產 1,107,154 976,791
銀行及現金餘額 332,906 353,751

流動資產總額 2,180,976 2,135,498

資產總值 2,288,592 2,290,20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9 5,487 5,487
儲備 934,738 901,565

940,225 907,052
非控股權益 6,649 6,723

權益總額 946,874 913,775

負債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638
借款 106,002 104,796

非流動負債總額 106,002 105,434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0 359,898 329,23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85,110 148,946
合約負債 100,731 84,833
租賃負債 – 1,443
借款 560,000 584,000
即期稅項負債 129,977 122,547

流動負債總額 1,235,716 1,270,999

權益及負債總額 2,288,592 2,29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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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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是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活動是提供市政工程、建築工程及園林建設，
及相關服務。

董事認為，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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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的所有適用《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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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
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及第622章香
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

除採納附註3所述與本集團相關並由本年度起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外，該等綜合
財務報表已按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一致
的基準編製。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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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定生效的與其營運相關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於本年度採納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之綜合
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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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收入主要產生自與客戶的合約。

(i) 有關經營分部損益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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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外部收入 406,734 797,275 775,128 39,211 2,018,348
分部業績 29,154 78,554 23,966 7,894 139,568
非流動資產分部增加 – 7,056 – 745 7,801

二零二一年
外部收入 611,060 570,157 525,588 61,957 1,768,762
分部業績 51,055 66,636 22,288 15,019 154,998
非流動資產分部增加 – 6,599 – 3,954 10,553

(ii) 經營分部損益的對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損益
可呈報分部溢利總額 139,568 154,998
未分配金額：
 利息收入 27,397 6,110
 政府激勵及獎勵 1,639 1,93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69) (3,923)
 使用權資產折舊 – (1,015)
 無形資產攤銷 (1,972) (4,404)
 財務成本 (23,760) (28,889)
 經營性租賃開支 (1,192) (2,543)
 匯兌收益╱（虧損） 439 (173)
 員工成本 (34,643) (37,420)
 研發支出 (1,447) (863)
 出售部分附屬公司並成為聯營企業所得 27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6,436)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合約資產減值虧損 (32,493) (29,841)
 其他 (18,000) (14,581)

除稅前綜合溢利 46,958 39,394

(iii) 地理信息

根據客戶的位置，所有收入都是在中國賺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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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中國
 年內撥備 12,161 8,094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1,698 –

13,859 8,094

由於本集團本年度並無應課稅溢利，故無須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二零二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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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25%）
計算。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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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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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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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滄海建設適用所得稅稅率為15%（二零二一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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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開支與除稅前溢利乘以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所得乘積的對賬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46,958 39,394

按25%計算的企業所得稅（二零二一年：25%） 11,739 9,848
不同稅率的稅務影響 (5,684) (4,975)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2,654) (2)
不可扣減開支的稅務影響 8,760 3,483
核定徵收方式產生的稅務影響 – (260)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1,698

所得稅開支 13,859 8,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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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內溢利

本集團的年內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得出：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核數師酬金 1,265 1,230
無形資產攤銷 1,972 4,404
存貨使用成本 5,861 –
提供服務的成本 1,865,132 1,607,24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69 3,923
使用權資產折舊 – 1,015
物業、廠房和設備處置上的的損失 6,436 –
研發開支 1,447 863
匯兌（收益）╱虧損 (439) (17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
 合約資產減值虧損 32,493 29,841
經營租賃開支 1,192 2,543

本年度，提供服務的成本包括員工成本折舊及經營租賃開支約人民幣346,831,000元（二零
二一年：人民幣199,606,000元），計入獨立披露的款項中。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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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 33,173 3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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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作計算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釋每股收益的分母的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相同。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無稀釋性潛在普通股（二零二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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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和應收票據
應收貿易賬款 325,686 491,518
呆壞賬撥備 (79,291) (42,776)

246,395 448,742

應收票據 7,086 1,008
呆壞賬撥備 (639) (2)

6,447 1,006

252,842 449,748

其他應收款
建造合約履約保證金及投標保證金 14,180 38,334
應收保固金 44,574 49,287
應收預付拆遷款項 32,065 32,076
應收聯營企業款項 32,903 –
其他 27,955 17,534

151,677 137,231
呆壞賬撥備 (2,865) (2,675)

148,812 134,556

預付款和按金
預付供應商 337,909 220,395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 257

337,909 220,652

739,563 804,956

應收貿易賬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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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合約條款。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未收回應收款項，以減低信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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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呆壞賬撥備後應收貿易賬
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天 100,407 164,577
91至180天 9,450 92,177
181至365天 47,632 64,053
1年以上但少於2年 51,116 24,169
2年以上但少於3年 11,127 59,660
3年以上 33,110 45,112

252,842 449,748

下表提供了截至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有關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貿易應收款
項和應收票據期後收款信息：

於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賬目金額

原值

截至
二零二三年

二月
二十八日

之期後收款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逾期0至90天 103,126 78,769
逾期91至180天 10,189 1,500
逾期181至365天 53,810 10,070
逾期1年以上但少於2年 90,409 30,698
逾期2年以上但少於3年 19,617 20
逾期3年以上 55,621 3,278

332,772 12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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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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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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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18,502 6,185 5,487

10.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按收取貨物及提供服務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日 83,066 85,688
91至180日 67,287 55,683
181至365日 59,680 79,885
1年以上但不超過2年 80,875 39,639
2年以上但不超過3年 19,296 18,821
3年以上 49,694 49,514

359,898 3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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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行業及業務回顧

本年度，面對國家對房地產行業的政策收緊，建築業企業，尤其是中小型建築企
業生存環境雪上加霜。在「二十大」以來，國家相關政策方向調轉，疫情全面防控
轉入新階段，生產經營加快恢復，各項促進經濟復甦的政策加速落地，基礎設施
投資範圍和規模相繼擴大，新基建和城鎮數位化轉型的趨勢，要求建築業數位化
轉型加快，企業也迎來新的發展機遇。具體情況如下：

一、 建築業總產值和增加值提升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全國建築業企
業完成建築業總產值31.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6.5%，全國建築業房屋建築施
工面積156億平方米，同比下降0.7%，全年建築業增加值83383億元，比上
年增長5.5%。在嚴峻的宏觀背景下，建築業總產值依舊處於平穩增長的態勢
中，建築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依然穩固。

據統計，全國具有資質等級的總承包和專業承包建築業企業利潤8369億元，
比上年下降1.2%，其中國有控股企業3922億元，增長8.4%。建築企業單位數
14.4萬家，同比增長11.6%，建築企業的增加使得市場競爭不斷加大，同時以
四個建築龍頭企業（中國建築、中國中鐵、中國鐵建、中國交建）行業集中度
(CR4)逐年上漲，2021年CR4為28.80%，行業內向龍頭集中趨勢明顯。

本年度，建築業企業人員數5184萬人，同比下降1.9%；全年房地產投資總額
下降10%。全國房地產各項資料均呈下降態勢，建築業企業數量增長，行業
競爭加劇，同時受到疫情、用工環境的影響，使得從業人員逐年減少，企業
面臨著用工難的問題，使得中小型建築企業的生存環境惡化。但從年底，在
「二十大」之後政策不斷寬鬆的趨勢下，房地產市場總體預期已呈現不斷向好
態勢。

二、 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平穩增長

根據本年度的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建築業增長平穩、保持擴張。12月份建
築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4.4%，低於上月1.0個百分點，高於臨界點，建築業總
體繼續保持增長。其中，土木工程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7.1%，連續11個
月位於較高景氣區間，表明在推動重大項目建設等各項政策措施帶動下，土
木工程建築業企業保持較快施工進度。12月從業人員指數繼續下降。受疫情
短期影響存在勞動力供應不足，但隨著疫情形勢逐步好轉，後期市場走勢有
望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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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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數位經濟帶來新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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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內政策或將
驅動裝配式建築提速發展，「十四五」期間的推進節奏有望超出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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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建築行業每年的老
齡化問題都在不斷提升，導致建築行業出現用工難、用工成本增高等問題。
建築業的數位化轉型激發了新的市場。智慧建造將對建築建造的各個環節進
行優化設置，簡化建造流程，工廠製造現場安裝；採用智慧型機器人，提高
施工自動化程度，提升工作效率，改善工人工作環境，解決建築行業用工
難、用工成本高的問題。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要求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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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擁有市政、建築、水利水電等多項壹級資質，具備承
接大型基礎設施的綜合項目能力。同時，集團下屬全資子公司在二零二二年
四月份與中鐵一局集團有限公司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借此能充分發揮本集
團和央企的各自優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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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結構
監測、水利水電監測等項目發展上擁有較大的競爭優勢。集團業務緊跟市
場，整體呈現出工程品質更好、技術含量更高、業務範疇更寬的良好態勢。

業務回顧

本年度，本集團年收入約為人民幣2,018.3百萬元，較二零二一年同期增長約
14.1%，業務收入主要來自：i）園林建設、ii）市政工程、iii）建築工程、iv）其
他，收入佔比分別是20.2%、39.5%、38.4%、1.9%。

本年度滄海建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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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已組建監理團隊，不斷培養監理專業人才，
為企業全方位、多元化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全力開拓招標代理、全過程管理、工
程諮詢板塊業務。本集團企業影響力和行業地位不斷提高。滄海建設成功獲評了
2020-2021年度寧波市建築業龍頭企業、寧波市集體協商示範單位、寧波市和諧企
業榮譽，寧波市競爭力企業百強以及「全國園林50強」企業（第18名），比上一年
度名次提升2個排名，並且多個優質工程功獲評18項省、市級乃至國家級榮譽，
包括國家優質工程獎、中國風景園林學會園林工程獎、浙江省房屋建築和市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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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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勘察設計和房建領域有了
新突破。以創建「優質工程」、「標準化工地」為抓手，狠抓工程品質管制和科技創
新。

前景

202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也是實施「十四五」規劃承上
啟下的關鍵之年，根據對2022年全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的解讀，儘管外部環境複
雜嚴峻，世界經濟陷入滯脹風險上升，但是我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足、
長期向好基本面沒有改變，資源要素條件可支撐。隨著疫情防控全面轉入新階
段，各項政策不斷落實落細，生產生活秩序加快恢復，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將不斷
積聚增強，2023年中國經濟將會整體好轉。

建築行業以新基建為主的投資增長點，通過智慧建造和城市數位化改造將帶動基
礎設施投資的進一步增強。我國交通、能源、水利等傳統基礎設施改造升級，
5G、特高壓、城際高速公路、大資料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佈局建設步伐加快，將
有效帶動建築業的投資增長。同時「十四五」期間，老舊社區改造將成為城市更
新著力點，去年以來，政府工作報告及相關政策檔都為「十四五」期間老舊社區改
造、城市更新提出了明確的行動指南，要求「十四五」期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
21.9萬個城鎮老舊社區改造，有望帶動投資額超15萬億。

未來本集團將緊跟國家戰略規劃和產業政策，繼續以傳統基礎建設為基礎，以水
利建設為新的增長點，以科技創新為突破，積極投身新基建，抓住基本面、政策
驅動和「建築+」、「智慧建築」的多重發展機遇、築夢滄海，再寫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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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由去年的人民幣1,768.8百萬元增加14.1%或人民幣249.5百萬元至本
年度的人民幣2,018.3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本年度市政工程建設分部及建築工程
分部收入的上升抵消了園林建設分部收入的下跌，使本集團整體收入有所上升。

本年度完成的項目和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正在進行的項目的收入與上
一年度相比，列示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業務分部 收入
年內完成
項目數量

年度結束時
仍在進行
項目數量 收人

年內完成
項目數量

年度結束時
仍在進行
項目數量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園林建設 406,734 43 77 611,060 40 61
市政工程建設 797,275 37 46 570,157 53 77
建築工程 775,128 12 20 525,588 18 23
其他 39,211 16 27 61,957 13 23

總計 2,018,348 108 170 1,768,762 124 184

與去年相比，本年度收入增加14.1%而整體項目數量下降9.7%。收入增加主要由
於(i)平均合約價值上升導致市政工程建設分部本年度收入及項目數目分別增加
39.8%或人民幣227.1百萬元及減少36.2%;及(ii)平均合約價值上升導致建築工程分
部本年度收入及項目數目分別增加47.5%或人民幣249.5百萬元及減少22.0%。本
年度，因平均合約價值下跌，園林建設分部的收入減少33.4%或人民幣204.4百萬
元，而項目數目增加18.8%。

園林建設

本集團錄得園林建設分部的收入由去年的人民幣611.1百萬元減少33.4%或人民幣
204.4百萬元至本年度的人民幣406.7百萬元。如上所述，減少主要由於與去年比
較，本年度平均合約價值減少。



15

市政工程建設

本集團的市政工程建設分部收入由去年的人民幣570.2百萬元增加39.8%或人民幣
227.1百萬元至本年度的人民幣797.3百萬元。如上所述，增加主要由於與去年比
較，本年度平均合約價值增加。

建築工程

本集團的建築工程分部收入由去年的人民幣525.6百萬元增加47.5%或人民幣249.5
百萬元至本年度的人民幣775.1百萬元。如上所述，增加主要由於與去年比較，本
年度平均合約價值增加。

其他

本集團的其他分部收入由去年的人民幣62.0百萬元減少36.8%或人民幣22.8百萬元
至本年度的人民幣39.2百萬元。減少主要是由於與去年比較，本年度平均合約價
值減少。

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由去年的人民幣1,607.2百萬元增加16.4%或人民幣263.8百萬元至本年度
的人民幣1,871.0百萬元。整體上於有關期間銷售成本的增加與本年度收入的增加
相符。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銷售成本增加16.4%但收入只增加14.1%，本集團的毛利由去年的人民幣
155.0百萬元減少9.9%或人民幣15.4百萬元至本年度的人民幣139.6百萬元。毛利
率由去年的8.8%減少至本年度的6.9%。毛利減少主要是由於(i)本年度建築工程分
部貢獻的收入比例增加。一般而言，建築工程分部毛利率較其他分部為低；及(ii)
本年度園林建設分部貢獻的收入比例減少。一般而言，園林建設分部毛利率較其
他分部為高。

其他收入，及收益及虧損

其他收入，及收益及虧損由去年的人民幣9.9百萬元增加171.7%或人民幣17.0百萬
元至本年度的人民幣26.9百萬元。增加主要歸因於合約收益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去年的人民幣66.7百萬元減少10.3%或人民幣6.9百萬元至本
年度的人民幣59.8百萬元，主要由於管理層設置的成本控制措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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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由去年的人民幣28.9百萬元減少17.6%或人民幣5.1百萬元至本
年度的人民幣23.8百萬元，主要由於銀行借款減少及利率下降。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由去年的人民幣8.1百萬元增加71.6%或人民幣5.8百萬元至本
年度的人民幣13.9百萬元，主要由於成本節省所致應課稅溢利上升。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不包括存期超過
 三個月之存款）（人民幣千元） 262,990 309,791
流動比率 1.8 1.7
負債比率 0.7 0.8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流動比率（按各年末流動資產總值除以各
年末流動負債總額計算）為1.8。

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負債比率（按各年末總債務總額除以各年
末權益總額計算）為0.7。

資本開支及承擔

資本開支

本年度與物業、廠房及設備及無形資產相關的資本開支共人民幣7.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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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無重大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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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項

借款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年末的債務總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款 666,002 688,796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款的平均年利率為4.41%。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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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壹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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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備壹級建築設計資質的
 建築設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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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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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於二零二四年末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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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本年度派發任何股息。

並無重大變動

於本年度，自刊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最新年度報告以
來，本公司的財務狀況或業務並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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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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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會主席及策略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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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年度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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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已確認於本年度內，彼等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暫定於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五日（星期四）舉行。股東週年大會
通告將會於適當時候刊發及發出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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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

董事會建議修訂及重述本公司現有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大綱及細則」），以便
（其中包括）使大綱及細則符合法律和監管要求，包括開曼群島的適用法律及二零
二二年一月一日生效的上市規則附錄三的修訂，關於一套統一的十四項保障股東
的「核心標準」。

還建議對大綱及細則進行其他內務管理修訂，以澄清現行做法，並根據備大綱及
細則的修訂進行相應的修訂（統稱為「修訂」）。建議修訂的詳情將於適時發給股東
的通函中列出。大綱及細則的建議修訂生效後，新一套大綱及細則的全文將在本
公司及聯交所( www.hkexnews.hk)的網站上公佈。

建議修訂須在即將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特別決議」）的方式獲得
股東批准，而有關修訂將於建議修訂於股東週年大會生效時生效。在特別決議通
過之前，現有的大綱及細則仍然有效。

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的通函，載列（其中包括）大綱及細則建議修訂的全部詳情，
以及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及相關代理委任表格，將於適時送交本公司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三年六月八日（星期四）至二零二三年六月十五日（星期四）（包
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
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三年六月七日
（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審核委員會

遵循上市規則，本公司設有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榮先生、施衛星先生及
楊仲凱先生）組成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
的會計政策，並討論審核、風險管理、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
團本年度的綜合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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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本公告所載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本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但代表該等 
賬目的摘錄。財務資料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經董事會批准並獲本集團的外聘核 
數師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同意。 

刊載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公告已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 ) 及本公司網站
(www.chanhigh.com.hk)。 本公司本年度的年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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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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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