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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局命 

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非執行董事 

      顏建國 

 

香港，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主席兼非執行董事顏建國先生；非執行董事陳曉峰先生；執行董事
張海鵬先生（行政總裁）、周漢成先生及孔祥兆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民橋先生、梁海明博士、
李承仕先生及王惠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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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发行人承诺将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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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公司债券时，应认真考虑各项可能对债券的偿付、债券价值判

断和投资者权益保护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并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中“风险因素

”等有关章节内容。 

（一）利率风险 

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债券属于利率敏感型投资品种，市场利率变动将直接影响

债券的投资价值。由于公司债券采取固定利率形式且期限相对较长，可能跨越一个以上的

利率波动周期，在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波动可能使公司债券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 

（二）流动性风险 

证券交易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

素影响，发行人亦无法保证公司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因此

，公司债券的投资者在购买公司债券后可能面临由于债券上市流通后交易不活跃甚至出现

无法持续成交的情况，不能以某一价格足额出售其希望出售的公司债券所带来的流动性风

险。 

（三）偿付风险 

发行人目前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在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宏观经济环境、资本市场状

况、行业相关政策等外部因素以及发行人本身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因

素的变化会影响到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可能导致发行人无法如期从

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的资金按期支付公司债券本息，从而使投资者面临一定的偿付

风险。 

（四）公司债券安排所特有的风险 

为了充分保障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已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了偿债保障措施来

保障公司债券按时还本付息。但在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可能由于不可控的市场、政策、法

律法规变化等因素导致目前制定的偿债保障措施不能落实或不能完全落实，进而可能影响

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五）资信风险 

发行人目前经营情况和资信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能够按时足额偿付债券本息。

在未来的业务经营中，发行人亦将秉承诚信经营的原则，严格履行所签订的合同、协议及

其他承诺。但在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如果由于公司自身的相关风险或不可控制的因素，使

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导致不能按约定偿付借款本息或在业务往来中发生

严重违约行为，将可能使发行人资信状况恶化，影响公司债券还本付息，从而可能使公司

债券的投资者受到不利影响。 

（六）信用评级变化的风险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是由资信评级机构对债券发行主体如期、足额偿还债务本息能力

与意愿的相对风险进行的以客观、独立、公正为基本出发点的专家评价。债券信用等级是

反映债务预期损失的一个指标，其目的是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规避风险的参考值。 

经中诚信国际和联合信用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发行人已发行债

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资信评级机构对发行人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并不代表资信评级机构

对公司债券的偿还做出了任何保证，也不代表其对公司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了任何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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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债券存续期间，若出现任何影响发行人信用等级或债券信用等级的负面事项，资信

评级机构或将调低发行人信用等级或债券信用等级，则可能对投资者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公司面临的风险因素与《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半年度报告（2021 年）》中重大风险提示章节相比没有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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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发行人、中国建筑国际、本公

司、公司 
指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直接控股股东、中国海外 指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中建集团 指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或董事会 指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或者董事局 

主承销商 指 牵头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的合称 

牵头主承销商、牵头簿记管理

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

投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

人、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指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发行人境内律师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发行人注册地律师 指 
Maplesand Calder (HongKong) LLP（迈普达律师事

务所（香港）有限法律责任合伙） 

资信评级机构 指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信用评

级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托管、结算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次债券、本次公司债券 指 
经公司董事局审议通过，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的公司债券 

公司章程 指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之组织章程大纲及

组织章程细则》 

募集说明书 指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报告期 指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中国、中国内地、内地、中国

大陆、大陆、境内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主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声称拥有主权的台湾地区之外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 

香港 指 香港特别行政区 

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港币、港元 指 香港特别行政区货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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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发行人情况 

一、 公司基本信息 

单位：万元   币种：港元 

中文名称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 中国建筑国际 

外文名称（如有） 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外文缩写（如有） - 

法定代表人 颜建国 

注册资本（万元） 150,000.00 

实缴资本（万元） 12,594.00 

注册地址 境外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Box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办公地址 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139 号中国海外大厦 28 楼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 

公司网址（如有） http://www/csci.com.hk 

电子信箱 csci.ir@cohl.com 

 

二、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姓名 周汉成 

在公司所任职务类型 √董事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具

体职务 
执行董事/财务总监/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 

联系地址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139 号中国海外大厦 28 楼 

电话 +852-28237888 

传真 +852-25276782 

电子信箱 csci.ir@cohl.com 

 

三、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变更情况 

（一）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的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 报告期内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报告期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信息 

报告期末控股股东名称：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控股股东对发行人的股权（股份）质押占控股股东持股的百分比（%）：0% 

报告期末实际控制人名称：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有实际控制人的披露至实

际控制人，无实际控制人的披露至最终自然人、法人或结构化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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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非机关法人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主体 

□适用 √不适用  

 

四、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情况 

（一）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发生变更 

√发生变更 □未发生变更  

变更人员类型 变更人员名称 变更人员职务 
决定/决议变更时

间或辞任时间 
工商登记

完成时间 

董事 田树臣 辞任执行董事 2021 年 12 月 22 日 不适用 

董事 陈晓峰 委任非执行董事 2021 年 8 月 17 日 不适用 

高级管理人员 张杰 委任助理总裁 2021 年 1 月 14 日 不适用 

高级管理人员 米翔 委任助理总裁 2021 年 1 月 14 日 不适用 

 

（二）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人数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离任（含变更）人数：4 人，离任人数占报告期初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人数 21.05%。 

 

（三） 定期报告批准报出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 

定期报告批准报出日发行人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发行人董事长：颜建国 

发行人的其他董事：陈晓峰、张海鹏、周汉成、孔祥兆、李民桥、梁海明、李承仕、王惠

贞 

发行人的监事：- 

发行人的总经理：张海鹏 

发行人的财务负责人：周汉成 

发行人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田树臣、赵小琦、杨卫东、王晓光、周文斌、罗海川、黄江

、张明、周宇光、黄颖旭、刘永成、周志轲、张杰、米翔 

 

五、 公司业务和经营情况 

（一） 公司业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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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范围、主要产品（或服务）及其经营模式 

 

公司从事

的主要业

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中国内地基建投资业务、港澳工程承包业务及幕墙业务。作

为港澳地区最大的承建商之一，公司在港澳地区建筑市场拥有较高的市场占

有率和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同时作为中建股份境内的基建投资业务主要平台

之一，受益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增加，近年来经营业务逐步扩大，

营业额稳步增长。 

主要产品

及其用途 

1、建筑施工业务 

公司建筑施工业务包括内地及港澳地区的各类建筑工程以及幕墙业务。经过

多年的市场深耕和业绩积累，公司已成为港澳地区最大的承建商之一，拥有

香港可以竞投投标额不受限制的楼宇建筑、海港工程、道路与渠务、地盘开

拓和水务工程五项最高等级的 C 牌建造执照，同时也是澳门所有类别工程的

合格承建商。公司在港澳地区主要业务为房屋工程、土木工程、基础工程、

机电工程等，涵盖公屋/居屋、酒店商业、医院、市政工程等多个领域。在

内地，公司利用自身科技优势，通过差异化竞争能力拓展各类特色总承包业

务。 

2、基础设施投资业务 

自 2007 年起拓展中国内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市场，先后承揽了山西省五台

至盂县高速公路项目、安徽省合肥市妇幼保健医院项目、浙江省温州市鹿城

区还迁安置房项目、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长壩三期安置房项目、浙江省温州

市互联网服务中心项目、福建省福州市 G104 国道项目、安徽省合肥市中建

智立方产业园项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核心区项目等多个

标志性项目。公司积极把握内地基建市场发展机遇，在内地的基建投资业务

快速发展。 

3、幕墙工程业务 

2012年，公司收购远东环球集团有限公司（现称“中国建筑兴业集团有限公

司”）拓展幕墙工程。中国建筑兴业于 1969 年在香港成立、2010 年实现港

股上市，以幕墙工程为主业，践行“扩大港澳、进军内地、收缩海外”经营

策略。公司拥有“甲级工程设计证书”和“一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证书”双

项资质，在珠海、上海、北美设立 4 个生产中心，引进国内吨位最大、自动

化程度最高的先进滚弯设备，掌握国内首屈的复杂型材弯扭加工技术，建成

行业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幕墙加工生产线，具备设计、生产及安装的全产业链

优势。依托先进的技术水准和优秀的施工管理，中国建筑兴业承建或参建了

以全球第一高楼迪拜哈利法塔、南美第一高楼智利科斯塔内拉中心大厦、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澳门美高梅酒店、香港邮轮码头、香港国际机场翔天廊为

代表的地标性建筑，和以美国拉斯维加斯大都会度假酒店、香港港丽酒店、

澳门金沙赌场酒店、迪拜万丽酒店等为代表的高端酒店幕墙工程，在超高

层、大体量建筑的玻璃幕墙领域具备丰富的施工经验和业绩。 

4、基建运营业务 

公司处于运营阶段的项目包括南京长江二桥、南昌大桥及南昌中海新八一大

桥、沈阳皇姑热电厂等，为公司提供较为稳定的收益和现金流。 

 

2.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包括所处行业基本情况、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等，以及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可结合行业特点，针对性披露能够反映公司

核心竞争力的行业经营性信息 

 

行业地位 

公司自 1979年成立以来深耕香港市场，2006年向中国海外收购中国建筑工

程（澳门）有限公司后进入澳门市场，目前已成为港澳地区最大的承建商

之一，拥有香港可以竞投投标额不受限制的五项最高等级的 C 牌建造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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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是香港最早获得 ISO9001、ISO14001 及 OHSAS18001 认证的承建商之

一，亦是香港房屋委员会最大的NW2承建商之一；在澳门是可承接所有类

别工程的合资格承建商；在中国内地具备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

承包一级资质、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在《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扩大内地与港澳专业资格互认范围的机遇下，公司在

珠海横琴率先完成澳门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企业资质备案、在深圳前海率

先取得香港建筑工程领域专业机构执业备案。 

 

3.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经营情况及公司所在行业情况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变化对公司

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产生的影响 

不适用 
 

（二） 新增业务板块 

报告期内新增业务板块 

□是 √否  

 

（三） 主营业务情况 

1. 主营业务分板块、分产品情况 

(1)各业务板块基本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港元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收入占比（%） 营业收入 收入占比（%） 

建筑工程合约收入 32,121,267 41.56 26,754,732 42.84 

基建投资项目收入 39,511,725 51.11 31,512,242 50.46 

外墙工程业务收入 3,521,279 4.55 2,294,968 3.67 

基建营运收入 869,342 1.12 764,313 1.22 

其他 1,286,001 1.66 1,131,754 1.81 

合计 77,309,614 100.00 62,458,009 100.00 

 

(2)各业务板块分产品（或服务）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收入和成本分析 

各业务板块、各产品（或服务）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等指标同比变动在 30%以上

的，发行人应当结合所属行业整体情况、经营模式、业务开展实际情况等，进一步说明相

关变动背后的经营原因及其合理性。 

外墙工程业务收入较去年增加 53%主要为子公司中建兴业承接的工程，中建兴业本年

主要专注盈利较好的港澳高端市场。 

 

（四） 公司关于业务发展目标的讨论与分析 

1.结合公司面临的特定环境、所处行业及所从事业务的特征，说明报告期末的业务发展目

标 

2022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第二年，公司将继续坚定推行“科技+”战略，坚持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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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路线，稳中求进，奋力迈向“十四五”目标。2022 年伊始，全球主要经济体政策分化，

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均面临新的不确定因素，加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未消退，全球供应

链仍然脆弱，经济复苏充满挑战。公司将继续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保障业务经营顺利开

展。在香港市场，抓住重点医院工程、公营房屋等项目机会，持续关注北部都会区等大型

基建计划进展，努力从最大走向最强；澳门将重点跟进重大民生项目，并进一步推动装配

式建筑等新技术落地，巩固市场领先地位；中国内地继续推动业务向优势区域发展，严选

优质项目，进一步推动投资项目质量提升和业务结构优化，大力开拓特色总承包业务，并

进一步加强基建运营业务质量。公司将继续运用深耕粤港澳多年的发展经验，推动大湾区

业务布局延伸，紧抓港标、澳标内移契机，服务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 

2.公司未来可能面对的风险，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已经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未来可能面对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承建风险、基建投资风险、海外业务风险、

合规风险、利率风险、信贷风险及外汇风险。公司已建立内部监控及风险管理架构，由风

险管控小组负责识别各营运分部的主要风险，确定其潜在影响及作出评估，继而建立有效

之监控措施以降低风险，确保各项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1）承建风险 

公司就承建业务的施工技术、成本、工期、环保、安全等面对风险。公司定期监控、

评估主材价格风险，及时分析，果断决策。投标、采购、工程等部门有效协作，滚动更新

采购计划，根据工程进度有效控制采购规模及节奏，通过集中采购锁定投标利润。非主材

以固定单价化解价格风险。专业施工程序及材料通过分判商连工包料转移施工缺陷及价格

风险。涉及重大安全和社会影响的材料由集团直接管理，严格监控品质风险。集团通过独

特的“5+3”管理模式，即安全、环保、品质、进度、成本五个要素及流程保证体系、过程

保证体系、责任保证体系三个体系协调管理，有效管控施工风险。 

（2）基建投资风险 

基建投资业务从项目拓展、实施、回购及运营进行全周期风险管控。对新拓展项目，

坚持选择标准，充分研究论证，严格决策程序，从源头上控制投资风险；对在手项目，管

控好工程进度和品质，同步落实回购担保条件；对即将回购项目，提前做好回购准备，保

证投资款如期回收；对运营项目，侧重抓好安全管理，积极与政府主管部门沟通，争取有

利的政策条件。 

（3）海外业务风险 

公司从事数项海外项目，因此面对一定的海外政治及监管风险。公司谨慎审视海外经

营区域，集中资源重点拓展核心城市，规避政治及监管风险。 

（4）合规风险 

公司非常重视各经营区域法律法规制定、修改可能给公司业务带来的法律风险并及时

检讨集团相关业务的合规性，确保各项业务运行依法合规。 

（5）利率风险 

公司的公平值及现金流量利率风险分别主要涉及固定及浮动利率借款。为审慎管理利

率风险，公司已制定政策及程序，以评估、记录及监察所有相关金融风险。公司会继续审

视市场趋势和业务运营需要，以安排最有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 

（6）信贷风险 

公司的主要金融资产为银行结余及现金、贸易及其他应收款。综合财务状况表呈列的

公司贸易及其他应收款已扣除呆账拨备。减值拨备乃根据公司的会计政策或出现已确认亏

损事件而决定，此乃基于过往经验证明可收回的现金会有减少。给予业务伙伴的信贷乃基

于客户声誉及财务状况。在建项目（不论在香港、澳门、中国内地或海外）的主要客户为

当地政府、政府关连实体及若干半官方机构和若干知名房地产发展商。因此，公司并无面

临任何重大信贷风险。公司资金运作的信贷风险方面，公司的银行结余及现金必须于信誉

良好的金融机构存放及交易，将公司所面临的信贷风险减至最低。 

（7）外汇风险 

公司从事多项以外币计值的交易，因此面对外汇风险。公司会密切监察汇率波动情况

以控制外汇风险及调整融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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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司治理情况 

（一） 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关联方之间不能保证

独立性的情况： 

□是 √否  

（二） 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决策程序、定价机制及信息披露安排 

发行人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有关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均按照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

对关联交易（定义见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第十四 A 章）的相关规定执行。 

发行人及其附属公司所有的交易均需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发行人会确认交易对方是否为发

行人的关联人士，以及判断交易是否属于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需要采取相关合规措施

的关联交易，包括是否履行披露义务、发出通函、在年报中披露交易及/或需提交独立股东

批准交易。 

所有应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进行公告的关联交易均须提交董事局审议，董事局在

审阅与交易有关的材料后决定（有利益冲突的董事需要避席回避表决）该关联交易是否公

平合理，以及是否批准公司进行有关交易。如果有关交易需提交独立股东批准，则公司将

向股东寄发通函并提供交易的详细信息，独立股东将根据相关信息考虑是否批准交易，同

时占有重大利益的股东人士不能于审议该项交易的股东大会上投票。 

按照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独立非执行董事需就以下各项事宜给予发行人股东

意见：(1)关联交易的条款是否公平合理；(2)关联交易是否在发行人集团的日常业务中按一

般商务条款或更佳条款进行；(3)关联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发行人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及(4)

如何就关联交易表决。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定价合理、公允，发行人关联交易

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未出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发行人与关联人士之间的

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三） 发行人关联交易情况 

1. 日常关联交易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港元 

关联交易类型 该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建筑合同收入（与集团系内公司） 84 

项目监理收入（与集团系内公司） 1 

建筑工程成本（与集团系内公司） 141 

利息支出（与集团系内公司） 1 

购买建筑材料（与联营公司） 3 

建筑合同收入（与联营公司） 21 

利息收入（与联营公司） 1 

建筑合同收入（与合营企业） 98 

利息收入（与合营企业） 1 

利息支出（与合营企业） 2 

建筑合同收入（与中介控股公司） 8 

建筑合同收入（与一关联方） 10 

 

2. 其他关联交易 

□适用 √不适用  

3. 担保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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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发行人为关联方提供担保余额合计（包括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关联方的担保）为

32.43 亿元港币。 

4. 报告期内与同一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与同一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累计占发行人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一百以上的。 

□适用 √不适用  

（四） 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五） 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存在违反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六） 发行人是否属于应当履行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主体 

□是 √否  

 

第二节 债券事项 

一、 公司信用类债券情况 

（一） 结构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发行人口径有息债务余额港币 54.01亿元，其中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港

币 24.60亿元，占有息债务余额的 45.55%；银行贷款余额港币 29.41亿元，占有息债务余额

的 54.45%；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港币 0 亿元，占有息债务余额的 0%；其他有息债务余额

港币 0 亿元，占有息债务余额的 0%。 

单位：亿元   币种：港元 

有息债务类别 

到期时间 

合计 
已逾期 1 年(含)以内 

1 年(不含)至

2 年(含) 
2 年以上(不含) 

信用类债券 - - 24.60 - 24.60 

银行贷款 - 14.96 10.00 4.45 29.41 

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 - - - - 

其他有息债务 - - - - - 

 

截止报告期末，发行人层面发行的公司信用类债券中，公司债券余额港币 24.60亿元，

企业债券余额港币 0 亿元，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余额 0 亿元，且共有港币 0 亿元公司

信用类债券在 2022 年内到期或回售偿付。 
 

（二） 债券基本信息列表（以未来行权（含到期及回售）时间顺序排列）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1、债券名称 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债券简称 20 中建 G1 

3、债券代码 163753 

4、发行日 2020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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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起息日 2020 年 7 月 29 日 

6、2022 年 4 月 30 日后的最

近回售日 
不适用 

7、到期日 2023 年 7 月 29 日 

8、债券余额 20.00 

9、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 3.48 

10、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1、交易场所 上交所 

12、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受托管理人（如有）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投资者适当性安排（如

适用） 
面向专业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15、适用的交易机制 竞价、报价、询价和协议交易 

16、是否存在终止上市的风

险（如适用）及其应对措施 
否 

 

二、 公司债券选择权条款在报告期内的触发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所有公司债券均不含选择权条款 □本公司的债券有选择权条款  

三、 公司债券投资者保护条款在报告期内的触发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所有公司债券均不含投资者保护条款 √本公司的债券有投资者保护条款  

债券代码：163753 

债券简称：20 中建 G1 

债券约定的投资者保护条款： 

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了偿债保护机制、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受托管理机制等投资者

保护条款。 

投资者保护条款的触发和执行情况： 

上述条款在报告期内均得到有效执行。 
 

四、 公司债券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所有公司债券在报告期内均未使用募集资金 

□本公司的债券在报告期内使用了募集资金  

 

五、 公司信用类债券报告期内资信评级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 公司债券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一）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截至报告期末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债券代码：163753 

债券简称 20 中建 G1 

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内容 

1、切实做好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2、建立严格的预

算管理制度；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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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

障措施的变化情况及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内担保、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条款，债券 20 中建 G1 正

常付息 

 

七、 中介机构情况 

（一） 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 

√适用 □不适用  

名称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香港鲗鱼涌英皇道 979 号太古坊一座 27 楼 

签字会计师姓名 黄卓强 

 

（二） 受托管理人/债权代理人 

债券代码 163753 

债券简称 20 中建 G1 

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楼凯恒中心 B 座 2 层 

联系人 袁圣文、吴沛智 

联系电话 010-65608397 

 

（三） 资信评级机构 

√适用 □不适用  

债券代码 163753 

债券简称 20 中建 G1 

名称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南竹竿胡同 2 号 1 幢 60101 

 

债券代码 163753 

债券简称 20 中建 G1 

名称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道 38 号爱俪园公寓 508 

 

（四） 报告期内中介机构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一、 财务报告审计情况 

√标准无保留意见 □其他审计意见  

二、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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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并报表范围调整 

报告期内新增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且新增的子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净利润或

报告期末总资产任一占合并报表 10%以上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减少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且减少的子公司上个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净利

润或上个报告期末总资产占上个报告期合并报表 10%以上 

□适用 √不适用  
 

四、 资产情况 

（一） 资产变动情况 

公司存在期末余额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资产项目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港元 

资产项目 本期末余额 
占本期末资产总

额的比例（%） 
上期末余额 

变动比例

（%） 

于联营公司之权益 9,347,225 4.26 6,829,830 36.86 

应收合营企业借款-非流动资产 898,754 0.41 295,761 203.88 

开发中之物业 6,312,434 2.88 4,311,691 46.40 

贸易及其他应收款-流动资产 59,239,650 27.01 38,160,276 55.24 

应收合营企业借款-流动资产 618,899 0.28 342,222 80.85 

应收联营公司款 0 0.00 846,103 -100.00 

预付税项 122,942 0.06 47,943 156.43 

发生变动的原因： 

1、于联营公司之权益：报告期内于联营公司之权益增加，是由于新增应收联营公司往来款

所致。 

2、应收合营企业借款-非流动资产：报告期内应收合营企业借款-非流动资产增加，是由于

与一合营公司签订展期借款协议所致。 

3、开发中之物业：报告期内开发中之物业增加，是由于工改及地产项目推进，存货增加所

致。 

4、贸易及其他应收款：报告期内贸易及其他应收款-流动资产增加，是由于回购款陆续到

收款期。 

5、应收合营企业借款-流动资产：报告期内应收合营企业借款-流动资产增加，是由于应收

一合营公司借款将于 12 个月内到期偿还。 

6、应收联营公司款：报告期内应收联营公司款减少，是由于已收回相关款项。 

7、预付税项：报告期内预付税项增加，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预付税款所致。 
 

（二） 资产受限情况 

1. 资产受限情况概述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港元 

受限资产类别 受限资产账面价值 
资产受

限金额 

受限资产

评估价值

（如有） 

资产受限金额

占该类别资产

账面价值的比

例（%） 

受限制银行存款 244.08 0.67 -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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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资产类别 受限资产账面价值 
资产受

限金额 

受限资产

评估价值

（如有） 

资产受限金额

占该类别资产

账面价值的比

例（%） 

受限制固定资产 56.98 0.47 - 0.82 

已抵押的贸易及其他应收款 1,136.75 153.36 - 13.49 

已抵押的基建项目 57.99 29.76 - 51.31 

合计 1,495.80 184.26 — — 

 

2. 单项资产受限情况 

单项资产受限金额超过报告期末合并口径净资产百分之十 

□适用 √不适用  

3. 发行人所持重要子公司股权的受限情况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重要子公司股权截止报告期末存在的权利受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 负债情况 

（一） 负债变动情况 

公司存在期末余额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负债项目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港元 

负债项目 本期末余额 
占本期末负债总

额的比例（%） 
上年末余额 

变动比例

（%） 

应付联营公司款 107,563 0.07 311,097 -65.42 

应付一关连公司款 588,313 0.38 137,222 328.73 

应付集团系内公司借款 739,706 0.48 3,050,900 -75.75 

租赁负债-流动负债 51,154 0.03 27,499 86.02 

借款-非流动负债 47,848,335 31.26 35,488,761 34.83 

递延税项负债 520,728 0.34 399,898 30.22 

租赁负债-非流动负债 58,454 0.04 24,882 134.92 

发生变动的原因： 

1、应付联营公司款：报告期内减少应付联营公司往来款所致。 

2、应付一关连公司款：报告期内新增应付一关连公司款往来款所致。 

3、应付集团系内公司借款：报告期内清付应付集团系内公司借款所致。 

4、租赁负债-流动负债：报告期内公司按会计准则计提的应付租金。 

5、借款-非流动负债：报告期内借款-非流动负债增加，是由于新增签订长期借款合同。 

6、递延税项负债：报告期内公司按会计准则计提递延税项负债。 

7、租赁负债-非流动负债：报告期内公司按会计准则计提的应付租金。 
 

（二） 报告期末存在逾期金额超过 1000万元的有息债务 

□适用 √不适用  

（三） 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报告期末存在公司信用类债券逾期的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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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息债务及其变动情况 

1、报告期初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有息债务总额：港币 602.70亿元，报告期末合并报表

范围内公司有息债务总额港币 740.30亿元，有息债务同比变动 22.83%。2022年内到期或回

售的有息债务总额：港币 151.30 亿元。 

报告期末合并报表范围内有息债务中，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 24.60亿元，占有息债务余

额的 3.32%；银行贷款余额港币 579.53 亿元，占有息债务余额的 78.28%；非银行金融机构

贷款港币 36.96 亿元，占有息债务余额的 5.00%；其他有息债务余额 99.21 亿元，占有息债

务余额的 13.40%。 

单位：亿元   币种：港元 

有息债务类别 
到期时间 

合计 
已逾期 1 年(含)以内 1 年(不含)至 2 年(含) 2 年以上(不含) 

信用类债券 - - 24.60 - 24.60 

银行贷款 - 101.04 182.14 296.35 579.53 

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 7.40 - 29.56 36.96 

其他有息债务 - 42.86 6.16 50.19 99.21 

2、截止报告期末，发行人合并口径内发行的境外债券余额港币 62.27 亿元港币，且在

2022 年内到期的境外债券余额为港币 42.86 亿元港币。 

 

（五） 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偿付负债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偿付负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 利润及其他损益来源情况 

（一） 基本情况 

报告期利润总额：港币 93.85 亿元 

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总额：港币 0 亿元 

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利润主要源自非主要经营业务的： 

□适用 √不适用  

（二） 投资状况分析 

如来源于单个子公司的净利润或单个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对发行人合并口径净利润影响达

到 10%以上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币种：港元 

公司名称 
是否发行

人子公司 

持股比

例 
业务性质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

务收入 

主营业

务利润 

中海建筑有限公司 是 100% 
楼宇建筑、土木

工程及投资控股 
771.46 124.57 218.26 17.78 

中建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 
是 100% 

楼宇建筑、土木

工程及投资控股 
267.06 56.35 118.65 25.66 

 

（三） 净利润与经营性净现金流差异 

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与报告期净利润存在重大差异的，请说明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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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报告期末合并报表范围亏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 

□是 √否  

 

八、 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 

（一） 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余额 

1.报告期初，发行人合并口径应收的非因生产经营直接产生的对其他方的往来占款和资金

拆借（以下简称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余额：港币 21.47 亿元； 

2.报告期内，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新增：港币 40.13 亿元，收回：港币 28.59 亿元

；  

3.报告期内，非经营性往来占款或资金拆借情形是否存在违反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或承诺

的情况 

否 

4.报告期末，未收回的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合计：港币 33.01 亿元，其中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款或资金拆借合计：港币 33.01 亿元。 

（二） 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明细 

报告期末，发行人合并口径未收回的非经营性往来占款和资金拆借占合并口径净资产的比

例：4.99%，是否超过合并口径净资产的 10%： 

□是 √否  

 

（三） 以前报告期内披露的回款安排的执行情况 

√完全执行 □未完全执行  
 

九、 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初对外担保的余额：港币 31.18 亿元 

报告期末对外担保的余额：港币 32.43 亿元 

报告期对外担保的增减变动情况：港币 1.25 亿元 

对外担保中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港币 32.43 亿元 

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及未履行完毕的对外单笔担保金额或者对同一对象的担保金额是否超过

报告期末净资产 10%：□是 √否  

 

十、 报告期内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发生变更 √未发生变更  

 

十一、 向普通投资者披露的信息 

在定期报告批准报出日，发行人是否存续有面向普通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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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特定品种债券应当披露的其他事项 

一、 发行人为可交换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二、 发行人为非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三、 发行人为其他特殊品种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四、 发行人为可续期公司债券发行人 

□适用 √不适用  

五、 其他特定品种债券事项 

无 

 

第五节 发行人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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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目录 

一、载有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名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二、载有会计师事务所盖章、注册会计师签名并盖章的审计报告原件（如有）； 

三、报告期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公开披露过的所有公司文件的正本及公告的

原稿； 

四、按照境内外其他监管机构、交易场所等的要求公开披露的年度报告、年度财务

信息。 

发 行 人 披 露 的 公 司 债 券 信 息 披 露 文 件 可 在 交 易 所 网 站 上 进 行 查 询 ，

http://www.sse.com.cn/。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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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 

附件一：发行人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编制单位：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港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非流动资产：   

物业、厂房及设备 5,698,336 5,390,547 

投资物业 5,126,232 4,643,331 

基建项目投资权益 5,726,639 5,713,846 

于合营企业之权益 18,388,085 16,453,237 

于联营公司之权益 9,347,225 6,829,830 

特许经营权 3,784,772 3,812,526 

递延税项资产 173,764 177,691 

商标、未完成工程合同及牌照 266,102 278,416 

商誉 577,664 577,664 

按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资产 693,390 689,958 

应收投资公司款 211,806 211,806 

贸易及其他应收款 54,434,753 53,729,653 

应收合营企业借款 898,754 295,761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5,327,522 98,804,266 

流动资产：   

基建项目投资权益 72,752 62,142 

存货 366,967 410,072 

开发中之物业 6,312,434 4,311,691 

待售物业 1,256,031 1,431,447 

合约资产 13,467,619 11,981,742 

贸易及其他应收款 59,239,650 38,160,276 

按金及预付款 1,114,512 1,536,738 

应收合营企业借款 618,899 342,222 

应收合营企业款 6,977,678 6,421,303 

应收联营公司款 - 846,103 

预付税项 122,942 47,943 

银行结余及现金 24,407,419 22,455,362 

流动资产合计 113,956,903 88,007,041 

流动负债：   

合约负债 9,662,819 8,547,294 

贸易应付款、其他应付款及预提费用 60,561,364 51,288,246 

已收按金 64,208 61,326 

应付合营企业款 1,183,012 1,481,867 

应付联营公司款 107,563 311,097 

应付一关连公司款 588,313 137,222 

当期应付税项 5,573,209 5,326,550 

借款 10,104,945 9,707,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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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担保票据及公司债券 4,286,155 - 

应付集团系内公司借款 739,706 3,050,900 

租赁负债 51,154 27,499 

流动负债合计 92,922,448 79,939,492 

流动资产净值： 21,034,455 8,067,549 

总资产减流动负债 126,361,977 106,871,815 

股本及储备   

股本 125,940 126,229 

股本溢价及储备 56,320,225 48,967,545 

本公司股东应占权益 56,446,165 49,093,774 

永续资本证券 7,793,930 7,799,208 

非控股权益 1,976,176 1,386,565 

股本及储备合计 66,216,271 58,279,547 

非流动负债   

借款 47,848,335 35,488,761 

应付担保票据及公司债券 8,095,418 9,179,000 

合约负债 667,106 656,125 

递延税项负债 520,728 399,898 

应付一合营企业借款 2,955,665 2,843,602 

租赁负债 58,454 24,882 

非流动负债合计 60,145,706 48,592,268 

股本及储备与非流动负债合计 126,361,977 106,871,815 

 

 

合并利润表 

2021 年 1-12 月 

编制单位：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港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营业额 77,309,614 62,458,009 

建筑及销售成本 (65,326,871) (53,173,850) 

毛利 11,982,743 9,284,159 

投资收入、其他收入及其他收益净额 1,197,192 979,166 

行政、销售及其他经营费用 (2,278,609) (1,920,393) 

应占盈利   

合营企业 369,246 701,944 

联营公司 782,808 1,879,577 

财务费用 (2,668,202) (2,679,977) 

税前溢利 9,385,178 8,244,476 

所得税费用净额 (1,949,294) (1,760,302) 

本年溢利 7,435,884 6,484,174 

本年应占溢利：   

本公司股东 6,800,879 6,015,368 

永续资本证券持有人 465,132 407,246 

非控股权益 169,873 61,560 

 7,435,884 6,48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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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1 年 1-12 月 

编制单位：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单位:千元     币种:港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用于经营业务之现金净额 (551,492) (4,531,608) 

投资业务   

购买物业、厂房及设备 (686,405) (548,380) 

出售物业、厂房及设备所得款项 48,464 13,473 

出售投资物业所得款项 - - 

于合营企业的投资 (1,149,417) (2,158,513) 

合营企业往来款变动净额 (1,917,905) (310,111) 

应收合营企业借款变动净额 - (54,597) 

出售一合营企业所得款项 - 1,359,126 

已收合营企业之股息 25,999 416,036 

于联营公司的投资（增加）/减少 (2,971,566) 190,072 

出售联营公司所得款项 90,498 - 

已收联营公司之股息 619,561 1,259,450 

联营公司往来款变动净额 640,745 (133,536) 

利息收入 287,377 276,550 

购买按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资产 (22,713) - 

已收按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权益证券之股息 109,547 35,384 

出售按公平值列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资产所得款项 10,038 - 

已抵押银行存款及金融机构之存款增加 (21,852) (20,414) 

（用于）/源于投资业务之现金净额 (4,937,629) 324,540 

融资业务   

已付财务费用 (2,644,438) (2,735,526) 

回购股份 (54,725) - 

已付本公司股东股息 (1,964,670) (1,666,222) 

非控股权益之投入 418,749 293,066 

支付永续资本证券的分配 (456,300) (390,000) 

发行永续资本证劵之款项净额 3,885,890 - 

赎回永续资本证券之款项 (3,900,000) - 

发行公司债劵之款项净额 3,026,634 2,802,479 

租赁付款的本金部分 (58,507) (48,411) 

新增银行借款 33,185,929 32,169,364 

偿还银行借款 (22,135,706) (28,207,923) 

集团系内公司（还款）/借款 (2,339,223) 664,452 

源于融资业务之现金净额 6,963,633 2,881,27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减少） 1,474,512 (1,325,789) 

于年初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2,411,689 22,600,362 

外币汇率变动之影响 453,670 1,137,116 

于年结之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4,339,871 22,411,68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分析 - - 

银行结存及现金 24,407,419 22,455,362 

减：已抵押银行存款及金融机构之存款 (67,548) (43,67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4,339,871 22,411,689 

 












































































































































































































	Att 2. audited report.pdf
	doc02267420220420163607
	2021审计报告盖章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