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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此提醒本集团之准投资者及股东（「准投资者及股东」），本简报之内容包括集团截至2022年
6月30日止半年度之运营数据与财务数据摘要。所载数据仅供本简报之用，若干数据未经独立核

证。准投资者及股东不应依赖本简报所呈示或载有之内容或意见之公正、准确性、完整性或正确

性，本公司亦不会就此作出任何明确或隐含之声明或保证。有关本集团之未经审核业绩，准投资

者及股东应参阅遵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刊印之2022年中期报告。

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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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绩摘要

港币百万元

1扣除收费公路业务的建造服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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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 4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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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2021年上半年 2022年上半年



港币百万元 ▼ 1% 港币百万元 ▼ 10%

港元 ▼ 14%港币百万元

138,051 137,110 

31/12/2021 30/0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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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72 

61,130 

31/12/2021 30/06/2022

38,873 
35,014 

31/12/2021 30/06/2022

17.1 

14.7 

31/12/2021 30/06/2022

▼ 10%

总资产

股东应占资产净值 股东应占每股资产净值

总权益

一、业绩摘要



7,062 

4,838 

1,164 1,060 

-

7,187 

4,618 

969 

1,580 

19 

收入 收费公路及大环保 物流业务 港口业务 物流园转型升级

2021上半年 2022上半年

港币百万元
不适用

1扣除收费公路业务的建造服务收入

2物流业务 = 物流园 + 物流服务

1 2

一、业绩摘要–收入结构

总收入港币71.87亿元

▲ 2% ▲ 49%▼ 5%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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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 
748 

320 
55 

854 

-811 

582 523 
173 53 

2,980 

-2,710 

2021上半年 2022上半年

港币百万元

* 物流业务 = 物流园业务 + 物流服务
# 前海商业项目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确认税前收益约港币29.88亿元

一、业绩摘要–股东应占盈利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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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应占盈利

股东应占盈利港币5.82亿元

收费公路及大环保 物流业务* 港口及相关业务 物流园转型升级

深圳航空

▼ 39% ▼ 46% ▼ 4% ▲ 249% 增亏 234%

#

▼ 30%



25%

63%

12%

2022（2021）上半年总资产占比

总资产
港币1,371亿元

(1,209亿元)

8

1H2022: 865亿
（ 1H2021:673亿）

1H2022: 347亿
（1H2021:321亿）

1H2022: 159亿
（ 1H2021:215亿）

58%

38%

4%股东应占净资产
港币350亿元

(349亿元)

1H2022: 133亿
（ 1H2021:134亿）

1H2022: 204亿
（ 1H2021:128亿）

1H2022: 13亿
（ 1H2021:87亿）

2022（2021）上半年股东应占净资产占比

物流业务
其他项目

收费公路及大环保业务

其他
项目

物流业务

收费公路及大环保业务

一、业绩摘要–资产结构（总资产）

港币亿元 港币亿元



3%

91%

6%

2022（2021）上半年物流板块资产占比

物流板块资产
港币347亿元

(321亿元)

物流园业务

1H2022: 314亿
（ 1H2021:294亿）

物流服务业务

1H2022: 11亿
（ 1H2021:15亿）

港口及相关服务业务

1H2022: 22亿
（ 1H2021:12亿）

5%

90%

5%

股东应占净资产
港币204亿元

(128亿元)

物流园业务

1H2022: 186亿
（ 1H2021:112亿）

物流服务业务

1H2022: 9亿
（ 1H2021:10亿）

港口及相关服务业务

1H2022: 9亿
（ 1H2021:6亿）

2022（2021）上半年股东应占净资产占比

一、业绩摘要–资产结构（物流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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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回顾–收费公路业务（深圳高速）

业绩表现

 于本期间，受珠三角（尤其深圳）地区疫情以
及广连高速通车分流影响，路费收入及净利润
分别较去年同期▼13%及▼11%

港币百万元

▼13 %

3,345 

1,243 

2,895

1,112 

收入 净利润

▼11%

收费公路业务 收费公路重点建设项目

 积极推进深圳外环项目三期各工段的各专项报审等前期工作

 截止2022年8月26日，深圳沿江项目二期累计完工进度约74%
 就机荷高速改扩建项目合作模式的商务条款与相关政府部门积极磋商

主要收费公路业务

广东省 – 深圳地区 广东省 – 其他地区

梅观高速 100% 清连高速 76.37%

机荷东段 100% 广深高速 45%

机荷西段 100% 西线高速 50%

深圳沿江项目 100% 阳茂高速 25%

深圳外环项目 100% 广州西二环 25%

龙大高速 89.93% 其他省份

水官高速 50% 武黄高速 100%

水官延长段 40% 益常项目 100%

长沙环路 51%

南京三桥 25%

(1)(2)

(3)

(4)

(4)

17个
投资、经营

高速公路项目

附注：

(1) 深圳沿江项目是指广深沿江高速公路（广州至深圳）于深圳市的路段，分为一期和二期。深圳沿江项目一期为深圳沿江项目主线及相关设施工程，已于2013年年底建成通车。深圳沿江项目二期包括国际会展中心互通立交和深中通道深圳侧接线两部分工程，已于2015年12月开工建设，其中国际会展中心互通立交已于2019年完工通车。

(2) 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与深圳高速、广深沿江高速公路（广州至深圳段）项目公司（“沿江公司”）签订了货运补偿协议，自2021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通行于沿江项目的货车按收费标准的五折收取通行费，沿江公司因此免收的通行费由政府于次年3月一次性支付。

(3) 深圳外环项目一期及二期收费里程约60公里，一期及二期已分别于2020年12月29日及2022年1月1日通车运营。

(4) 于2022年1月11日，深圳高速完成收购深投控基建100%股权的交割，从而间接持有湾区发展约71.83%股份，湾区发展间接享有西线高速50%和广深高速45%的利润分配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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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回顾–大环保业务（深圳高速）

大环保业务

业绩表现

 于本期间，大环保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28%，其中：

 清洁能源及固废资源化业务收入分别▲10%及
▲46%，主要由于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乾泰技术有
限公司（“乾泰公司”）业务增长所致

港币百万元

▲ 28% ▲ 16%

大环保重点业务进展

清洁能源：

 通过完成收购南京安维士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51%股权，拓展清洁能源后运维
服务市场

固废资源化管理：

 完成增持附属公司乾泰公司股权至63.33%
 于2022年4月，完成收购利赛环保科技公司70%的股权，将获得深圳龙华区餐厨

垃圾特许经营权

 深圳高速同意以不超过人民币15.5 亿元认购蓝德环保公司增发的约2.7 亿股股权，
相关增资已于2022年8月完成，股权权益上升至85.17%

项目 持有权益

清洁能源

木垒风力发电项目1 100%
包头市南风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
永城助能项目2 100%
中卫甘塘项目3 100%
南京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51%
淮安中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20%

固废资源化管理

光明环境园项目4 100%
深圳市利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0%
深高蓝德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5.17%
深圳深汕特别合作区乾泰技术有限公司 63.33%

水环境治理及其他
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 20%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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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 

167 

1,005 

194 

收入 净利润

2021上半年 2022上半年

附注：

1. 木垒县干智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木垒县干慧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和木垒县干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2. 上海助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3. 宁夏中卫新唐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

4. 由本公司采用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投资建设的深圳市光明环境园PPP（有机垃圾处理项目投资运营）项目



二、业务回顾–物流业务

611

316

740 

168 

收入 股东应占盈利

2021上半年 2022上半年

▲ 21% ▼ 47%

553

4.2

229 

4.6

收入 股东应占盈利

2021上半年 2022上半年

▼ 59% ▲ 10%

物流园业务 物流服务业务

港币百万元 港币百万元

业绩表现

 因新建物流园区先后投入营运及新收购的物流园项目带来新的收入贡献，本期间物流园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21%

 股东应占盈利较去年同期▼47%，主要由于去年同期因南昌综合物流港项目置入基金录得收益港币1.75亿元，本期间并无该等收益（若撇
除该收益影响，则较去年同期▲19% ）

物流园

物流服务

 本期间股东应占盈利较去年同期上升▲10%，主要是由于积极调整优化业务结构，退出毛利率较低及/或风险较高的业务，物流服务收入较
去年同期▼59%。 12



于2022年6月30日，本集团在全国近40个物流节
点城市实现布局，投入管理及运营的项目增加至
33个，已获取经营权的土地面积约795万平方米，
运营面积约400万平方米。

深圳市政府早前出台了《深圳市
现代物流场站布局规划（2021-
2035）》，提出构建“7+30+N”
三级物流场站布局。集团作为规划
主要参与方，将承担大部分项目开
发，未来并将紧抓深圳三级物流场
站规划的机遇，目标打造高品质、
高效率、强联动的绿色智慧物流枢
纽标杆项目

深圳（盐田）综保区数字物流港
（规划建筑面积约12.7万㎡），该
项目已于2022年6月26日开工建设

深圳平湖南项目为全国首批国家
综合物流枢纽项目，将打造为全国
乃至亚洲标杆性的多式联运枢纽，
平湖南项目的一期货场已于2022年
初完成交接并已开始运营

11个项目，已投入运营/管理4个，计
划及建设中项目共7个

成功投得位于佛山南海区及顺德区的
两块仓储建设用地，新增大湾区土地资
源储备约28万平方米

积极布局大湾区，继深圳后，集团先
后在中山、肇庆、佛山等城市布局，形
成聚焦大湾区的发展战略

超过30个物流节点城市，已投入运营28
个项目

以约人民币17.1亿元获得郑州新郑综合
物流港及合肥肥西综合物流港 (运营面积
约40.6万㎡）

完成武汉黄陂综合物流港、温州龙港综
合物流港等多个综合物流港项目的投资
计划，新增规划土地面积超20万㎡

成功获取湘潭岳塘综合物流港10万㎡土
地使用权 13

1,000+万㎡
规划土地面积

二、业务回顾–物流业务

物流重点业务进展 深圳地区

大湾区地区 中国其他地区



二、业务回顾–港口及相关服务业务

港口及相关服务业务

港币百万元

▲ 49% ▼ 4%

1,060 

55 

1,580 

53 

收入 股东应占盈利贡献

2021上半年 2022上半年

业绩表现

 于本期间，受惠于积极拓展新业务，港口及相关服务业务
的收入较去年同期▲49%

 因运输成本与租赁成本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股东应占盈利
较去年同期▼4%

 本集团持有70%权益的南京西坝码头是目前南京港唯一位于长江以北的万吨级以
上公用散货码头

 做稳“铁水联运”业务，“集改散”业务不断发展。2022年上半年，共
242艘海轮停泊南京西坝码头，完成吞吐量1,930万吨，火车发运236万
吨，业务量继续位居沿江11个同类码头首位

 持续加大优质港口项目的拓展工作，加快靖江港项目、沈丘港、丰城港项目等工
程进度，形成“1+3+N”多点布局的港口网络体系

港口重点业务进展

港
口
联
网
分
布
图

长江通道 海进江通道

海进河通道

沈丘港 靖江新港

海进江通道

南京西坝

京杭大运河

丰城港

淮河通道

杭州

上海

合肥

武汉

南昌

郑州

14



物流园转型升级业务

港币百万元

不适用 ▲249%

-

854 

19 

2,980 

收入 股东应占盈利

2021上半年 2022上半年

• 于本期间，物流园转型升级业务收入为港币1,945万元 ，

主要为前海首期办公项目深国际前海颐都大厦投入使用并

带来新的租金收入。

• 股东应占盈利上升至港币29.80亿元，主要是由于前海商

业公司于本期间通过两次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提前

释放价值。

业绩表现

二、业务回顾–物流园转型升级业务

物流园转型升级重点业务进展

深国际∙前海项目

深国际∙华南物流园项目

 住宅项目（约5.1万㎡）已完成交付；办公项目（约3.5万㎡）
已投入运营；商业项目（约2.5万㎡）：与印力集团打造的
前海妈湾片区精品项目，计划于2022年9月正式开业

 深圳市政府印发《深圳市国土空间规划保护与发展“十四
五”规划》，华南物流园“非物流”主导功能定位更加明
确

 深圳市政府发布《深圳市土地整备利益统筹办法（征求意
见稿）》，华南物流园首次被纳入土地整备利益统筹新政
策适用范围

 “推进华南物流园空间和产业规划落地”已经列入《龙华
区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

一期（总建筑面积约11万㎡）

二期（计容建筑面积约11万㎡；住宅面积约9.1万㎡）

 独立开发运营“颐城栖湾里”项目计容建筑面积约6.49万㎡，
计划于2022年9月预售；与深圳万科合作开发的住宅項目，
住宅建筑面积约4.0万㎡，已于2022年2月正式开工，计划将
于年内预售

 独立开发运营：计容面积约9.25万㎡，其中办公建筑面积约
7.95万㎡、商业建筑面积约1.2万㎡、社康服务中心建筑面积
0.1万㎡

 与深圳万科合作开发：住宅项目计容建筑面积约8万㎡，已于
2022年2月正式开工，争取2022年年内预售

三期（计容建筑面积约17.2万㎡）

物流园转型获得多项政策支持（占地面积约58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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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回顾–其它投资

深圳航空

2022年上半年，受深圳及多地疫情的严重影响，地区旅游限制及检疫措施加强，航空市场需求疲弱

运输旅客654万人次，旅客运输量为99.24亿客公里，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50%及49%。

于2022年6月30日，机队规模为227架（2021年同期：226架）。目前，深圳航空经营国内外航线311
条，当中国内航线307条及国际航线4条。

• 上半年，国际航油大幅攀升及汇率波动等因素，给深圳航空的经营带来较大冲击
• 本期间深航录得净亏损人民币45.94亿元（ 2021年同期：净亏损人民币13.66亿元）
• 本集团应占亏损约港币27.10亿元（ 2021年同期：亏损港币8.11亿元）

16



三、财务状况–总览

# 百分点之转变
^  2022年1月11日，深圳高速已完成收购湾区发展（0737.HK）71.83%的股份。因湾区发展同属深投控同一控制下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本公司对以前的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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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百万元) 30/06/2022 31/12/2021^
（经重列）

上升/(下跌)

总资产 137,110 138,051 (1%)

总权益 61,130 67,672 (10%)

股东应占资产净值 35,014 38,873 (10%)

股东应占每股资产净值 (港币元) 14.7 17.1 (14%)

现金 11,943 11,985 -

银行贷款 33,427 25,569 31%

其他贷款 476 575 (17%)

票据及债券 20,202 18,015 12%

借贷总额 54,105 44,159 23%

借贷净额 42,162 32,174 31%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 总资产) 55% 51% 4 #

借贷总额占总资产比率 39% 32% 7 #

借贷净额与总权益比率 69% 48% 21 #

借贷总额与总权益比率 89% 65% 24 #



84,365 
91,409 

11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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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60 47,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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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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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状况–总资产和总权益

总资产和总权益

30/06/2022



48%
51%

55%

0%

20%

40%

60%

31/12/2020 31/12/2021 30/06/2022

 财务结构仍然稳健，本期间投资活动增加，产生额外借款，资产负债率▲4 个百分点

 三大国际信贷评级机构继续维持投资级别信贷评级

 国内信贷评级机构继续给予 “AAA ”信贷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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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 55%

30/06/2022



港币百万元

银行及其他贷款借贷总额 票据及债券

19% 17%

44%
36%

37%
47%

31/12/2021 30/06/2022

于一年内偿还

于二至五年内偿还

于第五年以后偿还

10%

80%
70%

20% 20%

31/12/2021 30/06/2022

32%
21%

20%

16%

48%
63%

31/12/2021 30/06/2022

54,10544,159 20,20218,015 33,9032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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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6/2022 30/06/2022 30/06/2022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第二季度有较大波幅，本期间录得汇兑亏损港币7.5亿元（ 2021同期：汇兑收益港币1,110万元）

 本集团继续研究汇率波动

 将继续调整借贷货币结构，减少人民币汇率波动所带来的影响

 截止2022年6月30日，本集团人民币借贷与外币借贷比例为76% : 24% (借贷余额: 人民币349亿元、港币86亿元、美元5.9亿元)
 本集团借贷总额中长期与短期债务比例为53% : 47%

三、财务状况–债务到期结构

债务到期结构



2022年下半年预计主要资本开支项目：

 物流园项目人民币约25亿元

 港口项目人民币约6.5亿元

 前海项目人民币约2.9亿元

 深圳高速项目人民币约13.6亿元

2022年上半年主要资本开支项目：

 物流园项目人民币约14.9亿元

 港口项目人民币约3.3亿元

 前海项目人民币约2.7亿元

 深圳高速项目人民币约10.6亿元

其它项目

20%

物流园

52%

深圳高速项目

28%

深圳高速项目

34%

其它项目

19%

物流园

47%

上半年实际
港币37亿元 (人民币31亿元)

下半年预算
港币56亿元（人民币48亿元）

三、财务状况–资本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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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并购整合发展，丰富“水陆空铁+智冷”全景物流生态

• 继续以新建和并购“双管齐下”的方式延伸全景物流布局；启动物流产业链投资基金相关工作

• 物流园区方面，聚焦大湾区快速形成业务规模，重点形成以深圳和佛山两个城市为核心支撑点的湾区产业网路，积极寻求“北部

都会区”项目布局机会。巩固深圳地区领先优势，《深圳市现代物流场站布局规划（2021-2035）》中提出构建“7+30+N”物流

场站布局，集团作为规划主要参与方，将承担大部分项目开发，并与宝安区政府围绕西部公路物流枢纽等重点项目探讨合作等

• 全国范围内，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关键节点城市积极推进“一城多园”战略实施，支撑行业地位提升，现阶段已实现在上海、武汉、

重庆、无锡、苏州、郑州、合肥、天津、石家庄、金华等重点城市布局两个以上园区

• 进一步加快联网步伐，加大在珠江沿岸的选

址布局

• 围绕集团发展多式联运的远景战略规划，加

强与物流主业的规划布局协同联动，继续抓

好靖江港、沈丘港、丰城港存量项目建设，

积极布局“1+3+N”多点港口网络体系

港口

• 积极推动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在深圳

航空货站、首都机场货站等项目进一步合作

• 继续深化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之间

战略合作，与其合作开发的平湖南综合物流枢

纽项目预计2025年之前全面建成，佛山、长沙

等铁路货站项目有序推进

航空物流和铁路物流

聚焦物流行业专业化、高效化发展

四、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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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打造“智冷”新引擎，加快构建底盘资

产，积极推进龙华黎光项目、成都青白江、

上海闵行、天津西青、石家庄A8、西部物流

龙卓、华南物流博丰等智慧仓和冷链项目

• 截至2022年6月，集团已建、在建和待建的

智慧物流和冷链物流项目总面积达37万平方

米；未来将扩大寻找优质的投资并购机会

智慧物流+冷链物流

• 利用物流园区屋顶面积规模优势，探索研究分

布式光伏应用，结合光伏、储能、充电和电池

检测等功能，助力未来打造全新的“光储充检”

一体化解决方案，最终实现“零碳园区”

分布式光伏



四、展望（续）

• 深挖存量：按照节点计划启动前海二期住宅

项目预售，继续做好前海首期项目、华南物

流园二期一组团招商工作以及前海二期项目、

石家庄商业项目建设工作

• 开拓增量：进一步推动华南物流园转型升级，

在“华南物流园融入龙华南片区”统筹规划

获得龙华区认可基础上，紧盯法定图则规划

“投建管转”大闭环

• 加快资产证券化进程，以公募REITs 为主、

私募基金为辅、灵活配置类REITs 基金的方

式，拓展融资渠道，提高资本利用效率

• 将加快推进合肥及杭州二期等综合物流港项

目置入基金工作

“投建融管”小闭环

• 继续提升收费公路精细化运营水平

• 加强新开通的深圳外环项目二期的营运整合

• 推进深圳外环项目三期和深圳沿江项目二期

的施工建设

• 全面开展湾区发展的后续工作

整固发展收费公路核心业务

• 加大对固废资源化管理和清洁能源等细分领

域的布局，加快落实储备项目的落地与签约

• 继续通过投资和新建“双管齐下”的方式，

积极拓展有机垃圾处理、餐厨废弃物综合利

用、风电、光伏等项目

投资完善大环保业务

23



股份代号：00152.HK

谢 谢！
电话：(852) 2366 0268 /     (86-755) 8307 9999

传真：(852) 2739 5123 /     (86-755) 8307 9988

电邮： ir@szihl.com

http://www.szih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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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只列出已投入运营的项目
* 不包括本集团持有50%权益的联营公司所持有的住宅用地项目及本集团持有83.3%权益的附属公司所持有的办公项目

附录1–企业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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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币百万元
截至6月30日止六个月

2022 2021^
（经重述）

变动

收入 7,487 7,287 3%

销售成本 (5,124) (4,696) 9%

毛利 2,363 2,591 (9%)

其他收益 – 净额 3,130 123 2,445%

其他收入 75 119 (37%)

分销成本 (55) (95) (42%)

管理费用 (505) (458) 10%

经营盈利 5,008 2,280 120%

应占合营公司盈利 91 245 (63%)

应占联营公司盈利 (2,179) 449 (585%)

除税及财务成本前盈利 2,920 2,974 (2%)

财务成本 – 净额 (1,381) (503) 175%

除税前盈利 1,539 2,471 (38%)

所得税 (357) (530) (33%)

期內纯利 1,182 1,941 (39%)

非控制性权益 553 935 (41%)

永续证券 (47) (46) 2%

股东应占盈利 582 960 (39%)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港元) 0.26 0.44 (41%)

^  2022年1月11日，深圳高速已完成收购湾区发展（0737.HK）71.83%的股份。因湾区发展同属深投控同一控制下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本公司对以前的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

附录2–损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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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分部业绩

港币百万元
截至6月30日止六个月

收入 经营盈利 应占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业绩 除息税前盈利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收费公路

收入 4,618 4,838 1,735 1,943 396 627 2,131 2,570

建造服务收入 300 225 - - - - - -

收费公路小计 4,918 5,063 1,735 1,943 396 627 2,131 2,570

物流园 740 611 234 376 7 23 241 399

物流服务 230 553 19 29 5 - 24 29

港口及相关服务 1,580 1,060 103 106 - - 103 106

物流园转型升级 19 - 2,982 (38) - 860 2,982 822

小计 2,569 2,224 3,338 473 12 883 3,350 1,356

总部 - - (65) (136) (2,496) (816) (2,561) (952)

7,487 7,287 5,008 2,280 (2,088) 694 2,920 2,974

财务收入 175 191

财务成本 (1,556) (694)

财务成本 – 净额 (1,381) (503)

除税及非控制性权益前盈利 1,539 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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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备用银行信贷额度
港币百万元

现金

11,943
13%

备用银行

信贷额

80,932
87%

总借贷港币541.05亿元 ─ 货币单位
美元借贷

9%

人民币借贷

75%

港币借贷

16%

总借贷港币541.05亿元 ─ 还款期

于第五年以

后偿还

17%

于一年内

偿还

47%
于二至五

年内偿还

36%

本集团借贷结构组合

于2022年6月30日

附录4–财务状况（一）



现金及备用银行信贷额度

总借贷港币179.18亿元 ─ 还款期

总借贷港币179.18亿元 ─ 货币单位

本集团借贷结构组合

于2022年6月30日

港币百万元
现金

5,029
11%

备用银行

信贷额

40,590
89%

人民币借贷

39%
港币借贷

48%

于第五年以

后偿还

4%

于一年内

偿还

61%

于二至五

年内偿还

35%

美元借贷

13%

附录4–财务状况（二）— 撇除深圳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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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情况

 于全国近40个物流节点城市布局，2022上
半年在运营及管理项目共33个（不含管理
输出项目）

 总规划土地面积达约1,024万平方米，其
中已获取经营权土地面积约795万平方米，
总运营面积约400万平方米

 高标仓市场占有率行业排名第九

 综合出租率约80%

附录5–物流园项目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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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投入运营项目

大湾区

物流园

深圳（龙华）华南物流园  规划土地面积: 57.8万平方米; 在运营面积：31.2万平方米

深圳（前海）西部物流园  在运营面积：12.2万平方米

深圳（龙华）康淮电商中心  在运营面积：14.3万平方米 (以租赁方式经营)

深圳（龙华）黎光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4.5万平方米

深圳坪山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12.0万平方米

深圳盐田综合保税区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3.2万平方米

深圳（龙岗）平湖南综合物流枢纽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90.0万平方米

中山火炬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5.8万平方米; 在运营面积：6.6万平方米

肇庆高要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0.0万平方米

佛山南海综合物流港  规划土地面积: 7.6万平方米

佛山顺德综合物流港  规划土地面积: 20.0万平方米

中国其他地区综

合物流港

南方区域
湛江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20.0万平方米

海南澄迈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6.3万平方米

西南区域

贵州龙里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34.8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14.2万平方米

贵阳修文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20.0万平方米

重庆双福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5.7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5.8万平方米

重庆沙坪坝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4.6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11.6万平方米

昆明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7.2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11.9万平方米

成都青白江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2.9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13.3万平方米

华中区域

武汉东西湖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3.3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6.3万平方米

武汉蔡甸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26.7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11.7万平方米

武汉黄陂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6.7万平方米

附录6–物流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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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投入运营项目

中国其他地区综

合物流港

华中区域

南昌项目  在运营面积：8.7万平方米

长沙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34.7万平方米; 在运营面积：13.3万平方米

湘潭岳塘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0.2万平方米

岳阳智慧商贸物流园^  在运营面积: 5.2万平方米

浙江区域

杭州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43.3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43.6万平方米

宁波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9.4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5.7万平方米

金华义乌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44.0万平方米; 在运营面积：27.2万平方米

金华经济开发区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3.6万平方米

温州龙港综合物流港  规划土地面积: 13.9万平方米

苏皖区域

无锡惠山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34.7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12.0万平方米

无锡江阴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3.3万平方米

苏州昆山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1.7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9.6万平方米

苏州相城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3.3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1.9万平方米

合肥肥东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3.8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9.3万平方米

合肥肥西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49.7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19.1万平方米

句容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40.0万平方米

徐州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4.0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7.2万平方米

南通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5.2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12.9万平方米

上海青浦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2.3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3.0万平方米

上海闵行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3.5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5.2万平方米

淮安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1.1万平方米

北方区域 西安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2.0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9.3万平方米

 由本集团占有40%权益的合营企业深石(深圳)智慧物流基础设施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有的综合物流港项目公司

^  管理输出项目

附录6–物流项目概况（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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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投入运营项目

中国其他地区综

合物流港
北方区域

天津滨海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6.0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3.3万平方米

天津西青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1.6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7.8万平方米

郑州二七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1.0万平方米

郑州新郑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42.2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21.5万平方米

太原综改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2.7万平方米

沈阳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70.0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24.2万平方米

石家庄正定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46.7万平方米;在运营面积: 6.4万平方米

石家庄元氏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14.4万平方米

烟台北明项目*  规划土地面积: 6.9万平方米; 在运营面积：4.0万平方米

附录6–物流项目概况（续）

^  管理输出项目

* 包含以租赁方式经营的面积约1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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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义乌综合物流港
规划土地面积：约44万平方米；已投入运营面积：约27.2万平方米

附录7– 综合物流港（示范项目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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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8–佛山综合物流港项目（规划效果图）

佛山南海综合物流港
规划土地面积：约7.6万平方米

佛山顺德综合物流港
规划土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

新增大湾区土地资源储备约28万平方米
整体规划将着重突出“集约化”及“智慧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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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9–深圳（龙岗）平湖南综合物流枢纽中心（概念规划效果图）

实现“铁路运输+现代物流”融合发展

 项目总占地面积约90万平方米
 铁路、公路物流场站营运面积约70万平方米
 物流仓储建筑面积预计约85万平方米

*最终建筑面积以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批覆为准

力争2025年底全部建成投营

一期已投入营运，正全力推进二期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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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0–石家庄正定智慧港（规划效果图）

围绕数智化物流产业园，以高颜值、高质量为目标，集合冰雪产业、文旅融合、骨干冷链基地、优质农产品展示、医药健康、创新创业平台于一体，
打造全国首个物流与商业融合的新型产城综合体。（规划土地面积：约46.7万平方米；预计在2025年建成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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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1–深圳（盐田）综保区数字物流港（规划效果图）

规划土地面积：约3.2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12.7万平方米
争取2023年底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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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2–深圳（龙华）黎光数字物流港（规划效果图）

规划土地面积：约4.5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26.5万平方米
将打造为高标准、智慧型、生态型的现代物流标杆示范园区，争取于2023年上半年投入运营

冷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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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3–深圳（坪山）数字物流港（规划效果图）

规划土地面积：约12万平方米
将打造为“高端制造业＋智慧物流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创新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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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4–深圳（龙华）康淮电商中心（实景图）

运营面积：约14.3万平方米
园区整体出租率达96%（于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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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5–深圳（龙华）华南物流园

二组团总建筑面积：10.97 万平方米

一组团总建筑面积：7.18 万平方米

华南物流园（实景图）

华南物流园二期一组团（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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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6–前海项目 - 地理位置图

SHENZHEN
深圳

HONGKONG
香港

前海

蓝色区域——前海首期总建面11万平方米土地

ZHUHAI
珠海

MACAU
澳门

绿色区域——前海二期总建面11万平方米土地

黄色区域——前海三期总建面17.2万平方米土地

前海二期项目（效果图）

前海首期项目实景图

前海项目是首个成功实现“投建管转”大闭环发展模式的项目
未来数年持续释放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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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7–六块深圳历史用地项目

将结合深圳市现代物流场站“7+30+N”规划布局

积极推动六块历史用地的开发

鹤州

荷坳

水朗石岩

排榜 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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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8–深圳华南物流园转型升级（概念规划效果图）

民治水库

深圳北站
国际商务区

梅林关枢纽

推进华南物流园转型，是深国际探索“投建管转”大闭环发展模式的关键一环

此效果图仅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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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9–港口项目

南京西坝码头
2022年上半年，业务量继续位居沿江11个同类码头首位

靖江港项目（规划效果图）
预计将于2023年下半年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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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0–物流园区屋顶光伏项目

以实现“零碳园区”为目标



股份代号：00152.HK

谢 谢！
电话：(852) 2366 0268 /     (86-755) 8307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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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zih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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