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大核心业务 

 基建设施 
涵盖水务、公路、大桥和新边疆
业务。在上海市拥有三条收费公
路、杭州湾大桥及两个水务业
务 平 台 ， 包 括 上 实 环 境
(807.HK/BHK.SG)及中环水务。 
 
房地产 
涵盖物业开发、投资物业及物业
管理业务。旗下拥有两个房地产
业 务 平 台 包 括 上 实 发 展
(600748.SSE) 及 上 实 城 开
(563.HK)。 

 
消费品 
拥有两家行业龙头企业包括南洋
烟草和永发印务，业务范围包括
烟草 - 旗舰品牌为   红双喜，以
及传统印刷包装业务及高端精品
纸 浆 模 塑 包 装 业 务 。 
 
免责声明 
本简讯中包含的信息由上海实业
控股有限公司(“SIHL”或  “公司”) 
编制，仅供参考。此类信息如有
变更，恕不另行通知。该简讯并
非包含所有公司相关的重要信
息，对于此处包含的任何信息的
准确性、完整性或任何错误或遗
漏，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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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新闻 
 
上实集团成功发行15亿元超短期融资债，票面利率2.69%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2021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
资债券。本期债券实际发行金额15亿元，票面利率2.69%，发行
期限180天。债券简称21上实SCP001，债券代码012101110。 
 
据悉，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15亿元，拟全部用于偿还
发行人到期债务融资工具。 
 
 
 
 
上实控股（363.HK）公布2020全年业绩：三大主营业务均保持
盈利，全年派息89港仙 
 
3月30日，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公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经审

核之全年业绩。营业额为271.38亿港元，同比下跌16.1%；股东应

占溢利为22.19亿港元。董事会建议派发末期股息每股52港仙。本

年度的中期股息，以每股22港仙的现金股息加实物特别股息发

放，即每持有5股上实控股股份派发1股上实城开股份。全年派息

每股89港仙，派息率达44.2%。 
 
年内，集团加快拓展固废环保业务，于2020年10月竞价收购康恒

环境30.22%股权，提升了集团在垃圾焚烧领域的市场份额。此

外，房地产业务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方式，全年盈利与去

年基本持平。旗下消费品业务南洋烟草虽然受到各地口岸封关措

施影响，但年内围绕新品开发、市场推廣和品牌运营以及海外落

地产销合作重点項目推进，为未来市场的复苏做好充足的准备。 
 
未来，公司在基建环保业务方面将有序扩大投资规模，房地产业

务聚焦重点区域及城市追赶开发和销售目标，消费品业务将积极

探索开拓受疫情影响较小的新销售渠道，并不断优化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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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实控股（363.HK）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杨秋华阳建伟获委任为副行政总裁 
 
1月15日，上海实业控股发布公告称，自即日起，因工作调动关系，徐晓冰先生不再担任
本公司副行政总裁职务。同日起，杨秋华先生和阳建伟先生同获委任为本公司副行政总
裁。 
 

分析师报告 
 

 
花旗：维持“买入”评级，面对短期不明朗因素作长期防守；目标价从14港元下调至

13.50港元 
 
花旗指喜欢上实控股的防守能力（例如从收费公路和烟草业务产生的长期且稳定现金流

量），该行维持对公司的“买入”评级。鉴于新冠肺炎带来的不确定性，公司可能会继

续面对一些不明朗因素。为反映2020年全年业绩和最新的运营趋势，花旗将2021年和

2022年的盈利预测分别下调了30%和18%；并将2021年的每股资产净值从27.69港元下调

至26.55港元，主要反映了南洋烟草和收费公路的盈利预测下调。该行将上实控股的目标

价从14港元下调至13.50港元，仍给予49%的目标折让（相当于较历史平均水平的1个标准

差折让）。 公司目前的资产净值折让为55%（较历史平均水平折让> 1 标准差）。 
 
2020年全年业绩 
上实控股公布其2020年全年业绩，净利润为22.19亿港元（同比下降34%），较该行预估

的27.96亿港元逊色，主要是因为公司三大业务包括基建设施、房地产和消费品均受到与

新冠肺炎带来的负面影响。 董事会宣布派发末期股息每股52港仙（同比持平）。2020年
全年派息为每股89港仙（2019年为153港仙），即现金股息为74港仙（同比增加42%）和

非现金股息15港仙（2019年为101港仙）。 
 
基础设施 
该业务于2020年的收入为85.38亿港元（同比下跌6.0%），盈利11.56亿港元（同比下跌

34%）。盈利下跌的主要原因是来自收费公路的下行因素：（a）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预

防和控制措施，使交通流量减少了14%；（b）由于中国政府要求在2月17日至5月5日全

国收费公路免收车辆通行费，使公路收费天数显着减少；以及（c）ETC车道实施通行费

95折优惠。2020年下半年的交通流量和盈利能力有所回升，但仍略低于2019年下半年的

水平。 管理层仍在与政府就补偿方案进行讨论，以减轻关税减免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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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报告 
 

 
国泰君安：预期的复苏已在路上，重申“买入” 
 
2020 年业绩差于预期，盈利同比大跌 33.8%至 22.19 亿港元 
受新冠疫情爆发的影响，期内所有的业务板块均出现了收入下滑。其中，基建业务板块

收入同比跌 6.1%至 85.39亿港元，地产板块收入同比跌 18.3%至 152.33 亿港元，而消费品

板块的收入则同比跌26.9%至 33.66 亿港元。此外，基建、地产、消费品的净利润则分别

同比下跌 34.2%、1.3%、53.0%至 11.56 亿港元、7.70 亿港元和 5.18 亿港元。公司期内的

综合毛利率同比回落 2.5个百分点至 36.2%。 
 
考虑到复苏已在路上，国泰君安调升 2021 至 2023 年的盈利预测 
由于公司的运作已于 2020下半年基本恢复正常，国泰君安相信公司的复苏已在路上。国

泰君安预计所有业务板块均将于 2021年录得强劲的收入增长并预计于 2022 和 2023 年录

得温和增长。预计公司的总体收入将于2021 至 2023 年间分别录得 23.6% / 5.4% / 5.3%的

同比增长或于 2020 至 2023 年间以11.1%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公司的综合毛利率预计将

于 2021 至 2023 年间分别恢复至37.9%/ 38.4%/ 38.7%。我们经调整的 2021 至 2023 年的每

股盈利预测分别为 3.076 港元/3.283 港元/ 3.534 港元。 
 
重申“买入”的评级并上调目标价至 16.50 港元 
鉴于 2021 年的预期复苏和公司颇具吸引力的股息率（预计超过 10%），我们重申「买

入」的投资评级。新目标价相当于 5.4 倍/ 5.0倍/ 4.7 倍的 2021 至 2023 年市盈率或 0.4 倍/ 
0.4 倍/ 0.4 倍的 2021 至 2023 年市净率。 
 
 
 
 
 



 

  

  

 

 
 
旗下上实环境（807.HK）公布2020年业绩，纯利增长5.8%至6.35亿元 
 
2月26日，上海实业环境公布截止2020年12月31日年度业绩，收入增长4.9%至62.5亿元

（人民币，下同）;股东应占利润增长5.8%至6.35亿元。每股基本盈利24.41分。 
 
期内收入增长因为服务特许经营安排收入-运营维护收入及财务收入及服务收入提高。毛

利从2019年的19.3亿元增加13.0%，至2020年的21.8亿元，主要原因是整体上运营活动增

加。 
 
旗下上实环境（807.HK）发行规模不超过15亿人民币公司债券 
 
3月10日，上海实业环境发布公告称，公司计划发行公司债，集资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

所得资金拟用于偿还在内地的存量债项。该批公司债采用固定利率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实际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而定。 
 
旗下上实环境（807.HK ）成立附属公司，负责污水处理项目建设及运营 
 
2月19日，上海实业环境公布，公司间接持有100%的附属公司上实环境控股（武汉）有

限公司已成立全资附属公司。该新成立附属公司（公司名称：武汉上实府河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注册股本人民币5,450万元。成立府河公司主要是负责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污水

处理厂二期工程的建设和运营，盘龙二期项目设计处理规模5.5万吨/日，出水标准执行

一级A。 
 
公司间接持有100%的附属公司上实环境控股（武汉）有限公司已成立全资附属公司。该

新成立附属公司(公司名称：武汉上实谌家墩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注册股本人民币7,180万
元。成立谌家墩公司主要是负责武汉市黄陂区新前川污水处理厂工程项目的建设和运

营，新前川项目设计处理规模6万吨/日，出水标准执行一级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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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上实环境（807.HK）两间附属公司注册股本增加 
 
1月28日，上海实业环境发布公告称，公司间接持有57.9687%的附属公司，肇东水务已将

其注册股本由人民币7,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1,500万元。肇东水务增资完成后，哈尔滨

平义龙江环保治水有限责任公司和牡丹江龙江环保水务有限公司持有肇东水务的股权将

保持不变，分别为80%和20%。 
公司间接持有57.9687%的附属公司，鹤岗水务已将其注册股本由人民币7,200万元增加至

人民币16,000万元。鹤岗水务增资完成后，龙江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鹤岗水务的

股权将保持不变，为100%。 
 
旗下上实环境（807.HK）新获6万吨污水处理项目及38万吨项目进入商业运营 
 
1月20日，上海实业环境公布，中国山东省新获6万吨污水处理项目；河南省、广东省共

计33万吨污水处理项目提标完成进入商业运营，以及5万吨再生水项目进入商业运营。 
  
阳建伟获委任为旗下上实环境（807.HK）首席执行官 
 
1月15日，上海实业环境发布公告称，执行董事及若干附属公司之董事徐晓冰已卸任首席

执行官之职务，即日起生效。徐晓冰将继续担任执行董事、若干附属公司之董事、风投

管委会成员和调任为执委会成员。 
 
执行董事及若干附属公司之董事阳建伟，被委任为首席执行官，同日起生效。委任后，

阳建伟将被调任为执委会主席和继续担任风投管委会的成员。 
 
旗下上实环境（807.HK）3月至今多次回购股票，总回购股数逾2,715万股 
 
自3月以来，上海实业环境多次发布公告斥资回购公司股票，截至2021年4月6日，上海实

业环境于本财政年度回购股票的总股数逾2,715.2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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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上实城开（563.HK）2020全年营收达63.57亿港元 
 
3月29日，上海实业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披露2020全年业绩。公告显示，期内，

该公司录得收入63.57亿港元，同比下降25.9%；毛利21.97亿港元。物业发展方面，截至2020
年12月31日止年度，上实城开在建项目共14个，在建面积达309.7万平米，交付面积合共16.7
万平米。 
 
旗下上实城开（563.HK）获股东上实集团增持140万股 
 
4月8日，港交所权益资料显示，上实城开获控股股东上实集团在场內以每股平均价0.79港元

增持140万股，涉资110.6万港元。增持后，上实集团的最新持股数目为3,028,463,977股，持

股比例由62.98%升至63.01%。 
 
旗下上实城开（563.HK）15.25亿中标西安商住项目 
 
3月1日，上海实业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成功中标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启源二路

以南、上春北路以东编号为 CB4–3–225 之土地，需支付之土地出让金为约15.25亿元人民币。 
 
该土地位于西安市浐灞生态区，毗邻在建之西安地铁10号线未央湖站及灞河，地盘面积约为

51,208平方米，为住宅用地，可开发为约94,400平方米之住宅开发项目，配备公用及商业设

施。 
 
唐钧获委任为旗下上实城开（563.HK）公司总裁 
 
1月15日，上海实业城市开发集团发布董事会副主席、总裁、执行董事兼投资评证委员会成

员辞任及总裁、执行董事兼投资评证委员会成员委任公告。 
 
公告称，因工作调动安排，周雄已辞任董事会副主席、公司总裁兼执行董事，并将不再担任

公司投资评证委员会成员。 
 
唐钧已获委任公司总裁、执行董事兼公司投资评证委员会成员。唐钧担任公司执行董事之任

期，将直至其委任生效后公司举行下次股东大会为止。所有变动将自即日起生效。 
 
 

 



 
  

# 股东 股数 
占比

（%） 
1 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679,880,748 62.53 

2 先锋基金 14,001,909 1.29 

3 Mellon Investments Corporation 8,606,606 0.79 

4 贝莱德基金顾问 5,744,408 0.53 

5 Artemis Fund Managers, LTD 1,523,208 0.14 

6      贝莱德顾问（英国） 1,442,000 0.13 

7 麦肯齐金融公司 1,401,213 0.13 

   8 象限基金顾问 1,253,810 0.12 

9 Fideuram Asset Management (Ireland), DAC 1,132,027 0.10 

10 RAM主动投资 1,017,363 0.09 

 
 
旗下上实发展（600748.SH）2020全年收入突破80亿，归属股东净利8.18亿 
 
3月26日，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0年全年业绩。2020年，上实发展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80.49亿元，同比减少9.2%。2020年，上实发展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人民币8.18亿元，同比增长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人民币7.46亿元，同比增长1.11%。 
 
 
 

 

 

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传讯部 
电话：+852 2821 3936 
电邮：ir@sihl.com.hk 

伟达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 

电话：+852 2894 6321 
电邮：sihl@hkstrategies.com 
 

投资者关系联系方式 
公司现有十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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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PREO（截至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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