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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濱海泰達物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Tianjin Binhai Teda Logistics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48）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

有意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

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

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本公告」），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無
發表聲明，且表明不會就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
載，旨在提供有關發行人的資料；發行人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數據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
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數據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
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文件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登之日起最少七天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
www.tbtl.cn刊載。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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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財務摘要如下：

• 營業額總計約為人民幣�,00�,���,000元（二零一一年同期：人民幣�,00�,�0�,000元），與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 毛利約為人民幣��,���,000元，（二零一一年同期：人民幣��,���,000元），較去年同期增

加約��.��%。

• 毛利率約為�.��%，較去年同期�.��%提升約�.��個百分點。

• 股東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0,00�,000元，（二零一一年同期：人民幣�0,���,000元），與去

年同期基本持平。

• 每股盈利達人民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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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實現營業額人民幣�,00�,���,000元，與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本報告期內，集團之物資採購及相關的物流服務業務經營業績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汽車整車及

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營業額及營業利潤較上年同期有較大幅度的提升。

本集團截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的整體毛利率為�.��%，較上年同期的整體毛利率�.��%提

升�.��個百分點。本集團整體毛利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是汽車整車及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毛利額

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

本集團截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管理費用為人民幣��,���,000元，較上年同期管理費用

人民幣��,0��,000元減少人民幣��,000元。

本集團截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佔聯營公司業績為人民幣��,���,000元，與上年同期

基本持平（上年同期人民幣��,���,000元）。本報告期內聯營公司經營業績繼續保持穩定。

本集團截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財務費用為人民幣�,���,000元，較上年同期財務費用人

民幣�,���,000元增長人民幣�,0��,000元，增幅達��%，財務費用增長的主要原因是與去年同期相

比，本集團銀行流動資金貸款規模有所增加。

本集團截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為人民幣�0,00�,000元，與上

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年同期人民幣�0,���,000元）。

在回顧期內，本公司未購買任何金融衍生工具用於投資或其它用途。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為汽車整車及零部件物流供應鏈服務業務、電子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物資

採購及相關的物流服務業務及保稅倉儲、監管、代理等其他服務業務。本報告期內，集團之物資採購

及相關的物流服務業務受國家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及公司加強風險管控，經營業績較去年同期有所下

降；電子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穩步增長，營業收入及盈利水平較上年同期均有提升；汽車整車

及零部件物流供應鏈服務業務去年由於受日本地震的影響，業績大幅下滑，今年上半年繼續恢復性增

長、營業收入及利潤較上年同期均有大幅度增長；保稅倉儲、監管、代理等其他服務業務保持良好的

發展勢頭，經營規模不斷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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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整車及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
本報告期國產整車物流服務量為���,���台,較上年增加��,���台，增幅達��%；本報告期進口車

物流服務量為��,���台，較上年同期增加�,���台，增幅達��%。本報告期內實現營業額人民幣

���,���,000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人民幣���,���,000元，增幅為��%。

電子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
本報告期內實現營業額人民幣��0,���,000元，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00,000元，增幅為�0%。

物資採購及相關的物流業務
本報告期內實現營業額人民幣���,���,000元，較上年同期減少人民幣���,���,000元，降幅為

��%。

其他物流服務業務
本報告期內實現營業額人民幣��,���,000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人民幣�,���,000元，增幅達��%。

前景展望
�0��年上半年，國際形勢依然複雜嚴峻，國內經濟增速有所放緩，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已降至�%以下。我國物流運行總體保持適度增長。社會物流總額較快增長，增速緩中趨穩；

物流業增加值穩步增長；物流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有所提高。但社會物流總費用居高不下，物流企業

成本上升，效益受到一定影響。由於本集團業務結構的不斷優化和抗風險能力的不斷提升，整體業績

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保持了業績的基本穩定。

下半年，本集團下屬公司泰達行（天津）冷鏈物流有限公司負責的天津港冷鏈物流中心項目將正式投入

運營，將為集團業績提升提供新的支撐；本集團汽車整車及零部件物流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電子零

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及保稅倉儲、監管、代理等業務則有望繼續保持穩步增長。

本公司將積極拓展經營思路，持續優化業務結構，提升運營管理水平，積極應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和國

內外不利因素的影響，提升天津港冷鏈物流中心的運營管理水平，不斷開拓冷鏈物流以及其他物流領

域的新業務，力爭繼續鞏固和發展公司在行業內的競爭地位和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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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的營運資金主要來自於內部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入及銀行借貸資金。截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資產總額為人民幣�,���,�0�,000元，其中流動資產總額為人民幣�00,���,000元、非流

動資產總額為人民幣���,���,000元；本集團負債總額為人民幣���,�00,000元，其中流動負債為人

民幣��0,���,000元、非流動負債為人民幣��,���,000元；權益總額為人民幣���,�0�,000元，其中

歸屬於本集團的權益為人民幣���,���,000元、歸屬於少數股東的權益為人民幣���,���,000元。

集團資產抵押

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無資產抵押。

負債比率

截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負債比率約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

負債比率乃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

外匯損益

本集團所有營運收入及支出以人民幣計量。

本集團在中國大陸以外沒有任何重大的投資，然而本集團存在一定的貨幣匯兌損益，主要原因一是本

集團之控股子公司天津泰達阿爾卑斯物流公司、大連泰達阿爾卑斯物流公司及天津豐田物流有限公司

均有美元或日元外幣業務，截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止，本集團由於外幣升值所產生的匯兌

收益為人民幣��,000元。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本集團於本報告期內概無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截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員工����名(二零一一年同期:�0��名)，於報告期內，員工

成本（包括董、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000元（二零一一年同期：約人民幣��,���,000元）。本

集團員工薪酬及花紅基本上按本集團薪酬制度的規定及員工個人績效考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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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據。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 489,818  ���,���  1,007,613  �,00�,�0�

銷售成本 � (459,301 ) (�0�,��� ) (945,626 ) (���,��� )

毛利  30,517  ��,���  61,987  ��,���

其他收入 � 14,614  �,���  17,424  ��,���

行政開支 � (14,401 ) (��,000 ) (28,921 ) (��,0�� )

融資成本 � (2,834 ) (�,0�� ) (6,966 )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225  �,��0  15,495  ��,���

除稅前溢利  35,121  ��,�0�  59,019  ��,���

所得稅開支 � (5,941 ) �,��0  (9,384 ) (�,��� )

期內溢利╱全面收入總額  29,180  ��,���  49,635  ��,���

下列各方應佔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4,613  ��,���  40,002  �0,���

少數股東權益  4,567  (�,��� ) 9,633  �,���

  29,180  ��,���  49,635  ��,���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0 7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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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148,537  ���,���

物業、廠房及設備 �� 418,241  ���,�0�

投資物業  90,562  ��,���

於子公司的權益  69,741  ��,0��

商譽  105  �0�

  727,186  ���,�00

流動資產

存貨  39,894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421,337  ���,��0

質押銀行存款  28,056  ��,���

銀行結存及現金  311,130  ���,���

  800,417  ���,���

總資產  1,527,603  �,���,���

權益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 354,312  ���,���

其他儲備  58,024  ��,���

保留盈利  316,915  ���,���

  729,251  ���,���

少數股東權益  165,852  ��,���

總權益  895,1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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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11,921  �0,0��

  11,921  �0,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409,014  ���,���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

應付股息  5,077

應付稅項  3,958  �,��0

銀行借款 �� 202,530  ���,��0

  620,579  ��0,���

總負債  632,500  ��0,���

總權益及負債  1,527,603  �,���,���

流動資產淨額  179,838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07,0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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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本集團權益持有人應佔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法定公積金  保留益利  合計  股東權益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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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0��年�月�日（已審核） ���,���  ��,���  (��,��� ) ��,���  ���,���  ���,���  ��,���  �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0,���  �0,���  �,���  ��,���

股息             (��,��� ) (��,��� )

轉撥       �,�00  (�,�00 )

於�0��年�月�0日（未經審核） ���,���  ��,���  (��,��� ) ��,���  ��0,���  ���,���  ��,���  ���,���

於�0��年�月�日（已審核） ���,���  ��,���  (��,��� ) ��,���  ���,���  ���,���  ��,���  ���,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0,00�  �0,00�  �,���  ��,���

股息             (�0,�0� ) (�0,�0� )

轉撥       �,���  (�,��� )

增資             ��,���  ��,���

於�0��年�月�0日（未經審核） ���,���  ��,���  (��,��� ) ��,0��  ���,���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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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34,200  (��,�0� )

投資業務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37,049 ) �0,0��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17,560  (��,�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4,711  (�0,��� )

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6,419  ���,���

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以銀行結餘及現金顯示  311,1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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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由其發起人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泰達控股」）及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國有資產經

營公司（「天津開發區資產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為

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泰達控股及天津開發區資產公司均由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

「天津開發區管理委員會」控制。

根據為籌備本公司之海外上市外資股（「H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

（「創業板」）上市而進行的集團重組（「重組」），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成為本集團之控股公

司。本公司的H股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連同其子公司於下文統稱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從事提供物流及供應鏈解決方案服

務以及物資採購及相關物流服務。

本集團主要業務於中國進行。合併財務報表以本公司功能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2. 編製標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

規則披露規定而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於財務數據中使用之會計政策乃與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

採用之會計政策貫徹一致。

本集團已採納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之新或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修訂準則及詮釋。採納此等新或經修訂之準則、修訂準則及詮釋對本簡明綜合半年度財

務數據並無帶來重大影響，亦不會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造成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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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製成汽車  電子零部 

 及零部件  件的物流  物資採購

 的物流及  及供應  及相關  可呈報  所有其

 供應鏈服務  鏈服務  物流服務  分部小計  他分部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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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72,913  270,526  275,865  1,119,304  24,417  1,143,721

分部間的收入 –  –  –  –  (845 ) (845 )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572,913  270,526  275,865  1,119,304  23,572  1,142,876

分部業績 23,563  28,524  11,407  63,494  198  63,692

折舊及攤銷 (6,386 ) (3,310 ) (3,042 ) (12,738 ) (3,177 ) (15,915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  1,147  1,147  14,348  15,495

所得稅開支 (3,697 ) (7,544 ) (1,915 ) (13,156 ) –  (13,156 )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三個月

 製成汽車  電子零部 

 及零部件  件的物流  物資採購

 的物流及  及供應  及相關  可呈報  所有其

 供應鏈服務  鏈服務  物流服務  分部小計  他分部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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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287,897  141,294  119,085  548,276  12,762  561,038

分部間的收入 –  –  –  –  (573 ) (573 )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287,897  141,294  119,085  548,276  12,189  560,465

分部業績 11,326  16,428  12,315  40,069  (23 ) 40,046

折舊及攤銷 (3,170 ) (1,630 ) (1,534 ) (6,334 ) (1,730 ) (8,064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  624  624  6,601  7,225

所得稅開支 (1,924 ) (4,204 ) (1,915 ) (8,043 ) –  (8,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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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月
 製成汽車  電子零部 

 及零部件  件的物流  物資採購
 的物流及  及供應  及相關  可呈報  所有其
 供應鏈服務  鏈服務  物流服務  分部小計  他分部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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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0  ���,0�0  ���,���  �,���,���  ��,�0�  �,���,���

分部間的收入 –  (�,��� ) (�,��0 ) (�,��� ) (��� ) (�,0�� )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0  ���,���  ���,���  �,���,���  ��,�0�  �,��0,���

分部業績 �,�0�  ��,���  ��,���  ��,���  �,�0�  ��,0��

折舊及攤銷 (�,��� ) (�,��� ) (�,��� ) (��,��� ) (�,��� )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  �,�0�  �,�0�  ��,���  ��,���

所得稅開支 �,���  (�,��� ) (�,��� ) (�,�0� ) (��� ) (�,��� ) 

 截至�0��年�月�0日止三個月
 製成汽車  電子零部 

 及零部件  件的物流  物資採購
 的物流及  及供應  及相關  可呈報  所有其
 供應鏈服務  鏈服務  物流服務  分部小計  他分部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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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  ���,���  ���,���  ���,���  �,���  ���,���

分部間的收入 –  (�,��� ) (�,��0 ) (�,��� ) (��� ) (�,��� )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  ���,���  ���,���  ���,���  �,���  ���,���

分部業績 (�,��� ) ��,��0  �,���  �,���  ���  �,���

折舊及攤銷 (�,��� ) (�,�0� ) (�,��� ) (�,��� ) (�,��� ) (�,��0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0�  �,�0�  �,���  �,��0

所得稅開支 �,��0  (�,0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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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呈報分部的收入 548,276  ���,���  1,119,304  �,���,���

合營公司夥伴應佔的收入 (70,647 ) (��,��� ) (135,263 ) (���,0�� )

其他分部 12,189  �,���  23,572  ��,�0�

本集團的收入 489,818  ���,���  1,007,613  �,00�,�0�

可呈報的分部業績 40,069  �,���  63,494  ��,���

合營公司夥伴應佔的

 分部業績 (8,214 ) (�,��� ) (14,262 ) (�0,��� )

 31,855  �,���  49,232  ��,���

其他分部 (23 ) ���  198  �,�0�

分部總計 31,832  �,���  49,430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225  �,��0  15,495  ��,���

未分配其他收入 (223 ) �,0��  2,314  �,���

未分配公司開支 (879 ) (�0� ) (1,254 ) (�,��� )

融資成本 (2,834 ) (�,0�� ) (6,966 )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35,121  ��,�0�  59,019  ��,���

所得稅開支 (5,941 ) �,���  (9,384 ) (�,��� )

年度溢利 29,180  ��,���  49,6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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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6月30日 截至6月30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695  �,0��  2,394  �,���

補貼收入 12,953  ��0  12,953  �,0��

其他 966  �,000  2,077  �,000

合計 14,614  �,���  17,424  ��,���

6.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 截至6月30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利息 2,834  �,0��  6,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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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性質分類的支出
 截至6月30日 截至6月30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174  �,0��  10,347  �0,�0�

計入行政開支之預付

 租賃款項攤銷 601  ���  1,113  ���

匯兌虧損 (117 ) ���  (24 ) ��0

其他開支 8,743  �,���  17,485  ��,���

銷售成本 459,301  �0�,���  945,626  ���,���

銷售成本及行政開支總額 473,702  ���,���  974,547  ��0,���

8.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 截至6月30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2012年  �0��年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3,839  (�,0�� ) 5,612  ���

 －共同控制實體 2,102  �,�0�  3,772  �,���

合計 5,941  (�,��0 ) 9,384  �,���

根據現行中國稅法，除下文所述者外，本公司、子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

根據稅務部門的批准，認定本集團的子公司天津豐田物流有限公司為高新技術企業，於�0��

年享有��%的優惠稅率（�0��年：��%）。有關的優惠稅務處理將每年經有關的稅務部門進行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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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元）。

10. 每股盈利
 截至6月30日止 截至6月30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2012年  �0��年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期內溢利及計算每股

 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24,613  ��,���  40,002  �0,���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截至6月30日 截至6月30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2012年  �0��年  2012年  �0��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

 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354,312  ���,���  354,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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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於期內因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耗資人民幣�0,���,���元（截至�0��年�月�0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0,���,000元）。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190,243  ��0,���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8 ) (� )

應收票據 3,838  ��,000

 194,073  ���,���

向供應商預付貨款 199,530  ���,���

其他應收款項 27,744  ��,���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10 )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421,337  ���,��0

本集團為其貿易客戶提供�0日至�0日的平均信用期。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賬款

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0-�0日 190,076  �0�,���

��-��0日 1,211  �,���

���-���日 1,551  ��0

超過�年 1,235  �,�0�

 194,0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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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143,714  ���,���

應付票據（附註） 140,000  ���,��0

 283,714  ���,���

客戶訂金 61,258  ��,���

其他應付款項 64,042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409,014  ���,���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0-�0日 278,678  ���,���

��-��0日 3,964  ���,0��

���-���日 680  �,���

超過�年 392  �,��0

 283,714  ���,���

14. 借貸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短期借款 202,530  ���,��0

附追溯權的已貼現銀行承兌匯票 –  –

合計 202,5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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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股份數目

 內資股  H股  金額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0��,�00  ��,���,�00  ���,���,000

16. 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163,834  ���,���

－共同控制實體 –  –

合計 163,834  ���,���

17. 關聯人士之披露

a. 與其他中國國家控制實體的交易╱結餘

本集團經營的經濟環境現時由中國政府直接或間接擁有或控制的企業作主導（以下統稱

為：國家控制實體）。本公司董事認為，就本集團與彼等進行的業務交易而言，該等國

家控制實體屬獨立第三方。本報告期內，本集團與此等國有企業的重大交易包括為交易

目的購買原材料以及物流業務所用的運輸車輛的燃料。於本報告期末，本集團大部分現

金及銀行結餘以及借款均為存於國有銀行或向國有銀行借貸。

b. 主要管理人員及薪酬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管理之其他成員繳付

或未繳之短期福利為人民幣�,0��,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0�,000）。

c. 截至6月30日止 截至6月30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2012年  �0��年  2012年  �0��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租金收入 –  –  –  ��



– �� –

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股本之權益及淡倉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的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在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並無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章第XV部第�及�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等擁有或被視作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加

載本公司須按該條例規定備存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至�.��條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事項。

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購買本公司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任何配偶及��

歲以下的子女並無本公司任何股份權益，或獲授予任何權利或行使任何權利以認購本公司的股份（或

認股權證或債權證（如適用））或購買本公司股份。

主要股東及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持有權益及淡倉的人士
據本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員及監事所知，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最高行

政人員及監事除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本公司股份

及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在一切情況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利之任何

類別股本面值�0%或以上之權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之登記冊之權益

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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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之好倉

   於同一類別 於本公司已

   股份 發行股本總數

   持股量概約 持股量概約

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及類別 百分比 百分比

  （附註�)

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持有人 ���,���,0��股(L)內資股 ��.��% �0.��%

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國有資產經營公司 實益持有人 ��,�0�,���股(L)內資股 �0.��% ��.��%

天津港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持有人 �0,000,000股(L)H股 �0. ��% �.��%

香港拓威貿易有限公司 實益持有人 �0,000,000股(L)H股 �0.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 實益持有人 �,���,�00股(L)H股 �.0�% �.��%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與正大置地有限公司簽署股份轉讓協議，天

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國有資產經營公司與正大製藥投資（北京）有限公司簽署股份轉讓協議。據此，天津

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及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分別同意向正大置地有限公司及正大

製藥投資（北京）有限公司轉讓彼等所持有本公司內資股��,���,��0股及��,�0�,���股。根據中國國

有資產管理規定及法規，該等兩項內資股轉讓須經中國相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批准方可作實。據

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所知，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正大置地有限公司、正大製藥投

資（北京）有限公司及其聯繫人士於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項下的視作權益如下：



– �� –

   於同一類別 於本公司已

   股份 發行股本總數

   持股量概約 持股量概約

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及類別 百分比 百分比

  （附註�)

正大置地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0(L)內資股 ��.0�% �%

富泰（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的受控 ��,���,��0(L)內資股 ��.0�% �%

  法團權益

卜蜂集團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的受控 ��,���,��0(L)內資股 ��.0�% �%

  法團權益

正大製藥投資（北京）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0�,���(L)內資股 �0.��% ��.��%

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的受控 ��,�0�,���(L)內資股 �0.��% ��.��%

  法團權益

謝炳 主要股東的受控 ��,�0�,���(L)內資股 �0.��% ��.��%

  法團權益

鄭翔玲 主要股東 ��,�0�,���(L)內資股 �0.��% ��.��%

  ��歲以下子女

  及配偶的權益

附註：

�. 「L」指股東於本公司股本中的好倉。 

除本公佈告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據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概無其他人

士（本公司董事、最高行政人員及監事除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及�分部之條文須向

本公司作出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在一切情況於本公司及╱或本公司任何子公司

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利之任何類別股本面值�0%或以上之權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須記

錄於該條所述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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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及利益衝突
本公司之董事、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從事與本集團之業務構成競爭或可

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且亦無與本集團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制常規守則（「企業管制常規守

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者除外；根據守則條文A.�.�，董事會主席（「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

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

面列載。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張艦先生一直擔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其負責管理董事會及本集

團的業務。董事會認為，張艦先生對本集團的業務運作有深入瞭解及認識，並能及時有效地作出符合

整體股東利益的適當決定。合併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可有效地制定及執行本集團的策略，同時對市

場變化作出及時反應。董事會亦認為，目前並無實時需要分開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然而，董事會

將繼續檢討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的效力，以評估是否有必要將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位予以區分。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並清楚界定其職權及職責。審核委員會主要責任為審閱及監督本公司之財

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以及向本公司董事提供意見及建議。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立民先生、劉景福先生、羅永泰先生組成。張立民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

公司報告期之未經審核業績，並已據此提供建議及意見。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並無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行為守則，惟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

董事於本報告期內不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至�.��條所載之交易規則標準及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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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贖回或出售或註銷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艦先生；非執行董事胡軍先生、張軍先生、陳方先生、王

進才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立民先生、劉景福先生、羅永泰先生、羅文鈺先生組成。

承董事會命

天津濱海泰達物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張艦

中國天津市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