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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IC ENVIRONMENT HOLDINGS LTD.
上海實業環境控股有限公司*
（在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807）
（新加坡股份代號﹕BHK）

回應來自股東與新加坡證券投資者協會
有關 2020 年 6 月 29 日年度股東大會的提问
上海實業環境控股有限公司（「上實環境」或「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集團」）根据
其於 2020 年 5 月 26 日和 2020 年 5 月 27 日透过新交所和港交所發佈其年度股東大會相關文件。
截至 2020 年 6 月 25 日上午 10 點，公司收到了股東和新加坡證券投資者協會（ “投資者協會” ）
的以下問題，公司特此提供答复：

A 節 - 股東提問：
問題 1：
鑒於新冠疫情影響，提供當前公司運營情況和前景的最新信息，包括有无採取任何的額外措施？

問題 1 的答复：
自疫情爆發以來，本集團迅速成立防疫抗疫指揮部，下屬各區域分部平臺公司及各項目公司成立
多級疫情聯防聯控機製，以管控和確保所有項目穩定運營，保障民眾用水安全，污水的處理達標。

隨著疫情於 4 月份在中國得到有效的控制，各省市逐漸解封，之前因受疫情影響滯後的建設項目
也正根據既定的時間表有條不紊的展開。

據目前可得資料，本集團認爲疫情不會對本集團 2020 年全年業績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將持續
監察疫情進展情況，并評估其對本集團近期營運的影響。

針對新冠疫情，我們為員工配置了口罩、消毒劑、防護服、護目鏡等防護用品，通過合理調配運
行人員、封閉式生產運營管理、專車接送員工上下班等措施，有效減少交叉感染的風險。進入廠
區人員嚴格體溫檢測，減少非必要到崗人員，每天定時定點對生產區域和公共區域進行清潔和消
毒。

問題 2：
公司有無固定的股利政策？

問題 2 的答復：
雖本集團沒有固定的股利政策，但在過去三年裡都有派發股利。集團會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相應安
排。

問題 3：
集團投資了 330 萬人民幣的上市公司股票。
（i）

上述股票是否與水處理行業相關？

（ii）

上述股票在哪裡上市？

（iii）

計劃長期持有該股票還是選擇在行情好的時候拋售？

問題 3 的答復：
（i）

該股票佳通輪胎股份有限公司,不是與水處理行業相關。

（ii）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代碼:600182。

（iii）

該投资由龍江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并属于短期投资工具，集团將选择在適
當的时机抛售該股票。

問題 4：
集團在聯營公司中的權益一直處於虧損狀態。
管理層有無計劃處置在聯營公司的投資？如沒有，管理層會否尋求轉虧為盈？

問題 4 的答復：
管理層一直在持續跟蹤和評估集團各聯營公司的運營情況，會根據情況發展作出必要的安排，如
出售處置或精細管理。

問題 5：
集團的槓桿比率為 1.01。
（i）

集團是否考慮降低杠桿比率？

（ii）

集團是否有滿意的槓桿比率？

問題 5 的答復：
管理層一直致力於控制和改善集團的槓桿比率，並會根據集團的發展策略保持一個合理和健康的
比率。

B 節 – 投資者協會提問：
問題 6：
如公司簡介所述，集團是環保行業積極活躍的投資者和運營商，在中國已有超過 15 年的經營歷
史。目前，集團在中國擁有超過 200 個污水處理和供水項目、8 個固廢焚燒發電項目和 10 個污
泥處理項目，業務覆蓋 19 個省市，即山東、廣東、湖北、湖南、江蘇、上海、浙江、江西、安
徽、福建、廣西、寧夏、河南、遼寧、內蒙古，山西、四川、吉林和黑龍江。

上述 200 多個水處理和供水項目總日處理產能達 1200 萬噸。

2019 年内，集團共獲得了 8 個新特許經營和委託運營項目和 5 個污水處理擴建和升級項目，總
日處理產能達 72 萬噸。
（i）

上實環境如何獲得上述新特許經營和委託運營項目？

（ii）

為了新股東的利益，管理層能否幫助股東了解新污水處理廠的建造週期？

如主席聲明中所述，集團的平均污水處理費由每噸 1.11 元人民幣升至每噸 1.28
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5%。
（iii）

哪些主要因素是影響現有污水處理項目的升級步伐？

集團在中國共有 5 大分部，分別是華中（武漢分部），華南（南方分部），華北（濰
坊分部），東北（龍江分部）和華東（復旦分部），共運營超過 200 多家污水和自
來水項目。
（iv）

管理層如何確保所有項目均達到相應的水質標準？

問題 6 的答復：
（i）

由於我們的客戶通常是政府，一般來說，除部分現有項目的升級或擴建工程外，外
集團需通過公開招標或競爭性磋商獲得新項目。

（ii）

視乎污水處理廠規模和水質標準而定，一般典型的新污水處理廠建造週期為一年到
兩年左右。

（iii）

中國國務院發佈的《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亦強調，現有城鎮污水處理設施要因地
制宜進行改造，至 2020 年底前應達到相應的排放標準。鑑於中國政府正實施更加
嚴格的環保要求，全面落實提高污水處理排放標準方面的措施，本集團正在按政府
要求不斷升級現有污水處理設施，達到更高的排放要求，並談判新的水價等商務條
件。升級現有污水處理基礎設施一直是本集團近年的業務重點。由於升級工作的逐
步完成，該集團的平均污水處理費也相應得到提高。

（iv）

通過多方面確保各項目的出水或水質量符合標準：
嚴格的內部質量控制 – 每日針對各水处理环节對水質进行採样和测试。
第三方的監督 - 相关政府部门也將經常對水廠排放的污水或處理後的水質進行檢
驗。

問題 7：
在固廢焚燒業務方面，集團攜手合作夥伴寶武環保和粵豐環保獲得了“上海寶山可再生能源利用
中心”（“寶山項目”）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在垃圾發電業務上取得了重大里程碑。上實環境將
建造 3800 噸/天的垃圾處理項目，作為服務社區環境的國家和全球示範項目。

作為中國垃圾分類試點城市，上海於 2019 年 7 月實施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該項目
有望成為上海實施垃圾強制分類處理後建設的首個無害化生活垃圾處理設施。

該項目的總投資額預計達 30.41 億人民幣。
（i）

集團與兩個合作夥伴在技術、專業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源方面的預期貢獻是什麼？

（ii） 新項目什麽時候開始投運？
目前，集團共有 8 個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日處理能力共為 8800 噸。
(iii) 集團是否將戰略性地擴大固廢焚燒發電業務？

問題 7 的答復：
（i）

三方將發揮各自在資本運作、團隊建設、先進技術、項目經驗等方面的優勢，積極
參與寶山項目的建設。本集團致力於打造國内標杆、優於目前環境標準的固廢焚燒
發電項目。

（ii）

新項目預計將於 2022 上半年投運。

（iii）

是的，本集團將持續擴大固廢焚燒發電業務資產組合。

問題 8：
如董事聲明附註 12 所披露，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的槓桿比率為 1.01 倍。槓桿比率
等於期末淨負債佔總權益的百分比。淨債務包括銀行和其他借款、租賃負債/融資租賃減去現金
和現金等價物。
（i）

針對槓桿比率董事會有無設置上限？

集團借款總額為 144 億元人民幣。如附註 34(第 234 頁-銀行及其他借款) 中披露，
銀行貸款總額為 123. 6 億元人民幣。浮動利率借款總額 113.2 億元。 2019 年，
集團浮動利率借款利率在 0.80%至 8.78%之間，較 2018 年的 0.80%至 5.65%有所上
升。集團主要利用銀行貸款為其投資的提供資金支持。
（ii）

董事會/管理層是否評估了其他融資渠道，例如中期票據，公司債券，使其資金來
源多樣化并降低其資金成本？

問題 8 的答復：
（i）

董事會一直密切關注於集團的槓桿比率變動，因集團仍處於發展期且集團所處行業

（ii）

屬於資本密集型，因此董事會未對槓桿比率設置上限。
董事會一直在評估多元化的融資途徑從而降低財務成本。

承董事會命
上海實業環境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徐曉冰先生

香港和新加坡，2020 年 6 月 26 日

於本公告日期，非執行董事長為周軍先生；執行董事為馮駿先生、徐曉冰先生、陽建偉先生、黃
漢光先生及趙友民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木光先生、安紅軍先生及鍾銘先生。
* 謹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