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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598）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集團業績公佈

財務概要

一、 集團業績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在此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業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度
同期比較數字呈列如下：

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重列，
    附註�(b)）

營業額 � 42,546,773  ��,���,0��
其他收入  249,290  ���,���
營業稅金及附加  (272,875 ) (���,��� )
運輸和相關費用  (35,482,292 ) (��,���,��0 )
員工成本  (2,138,415 ) (�,���,��� )
折舊與攤銷  (414,286 ) (���,��� )
維修保養  (156,832 ) (���,��� )
燃油  (1,159,289 ) (���,��� )
差旅和宣傳開支  (292,780 ) (���,��� )
辦公和通訊開支  (179,437 ) (���,��� )
租金開支  (1,419,261 ) (�,���,��0 )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 (75,191 ) ���,�0�
其他經營開支  (428,707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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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重列，
    附註�(b)）

經營溢利 � 776,698  �00,�0�

財務支出，淨額 � (223,321 ) (��0,��� )    

  553,377  ���,���    

應佔共同控制主體溢利  432,920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69,767  ��,���    

除稅前溢利  1,056,064  ���,��0
所得稅 � (224,006 ) (���,��� )    

除稅後溢利  832,058  ���,���
    

可供股東分配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16,424  ���,0��
非控制性權益  215,634  ���,���    

  832,058  ���,���
    

可供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分配之經營
 業務每股盈利，基本與稀釋（人民幣元） �  0.15  0.0�
    

股利 � 169,9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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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重列，
    附註�(b)）

除稅後溢利  832,058  ���,���

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收益，稅後 
 －本期產生的收益  273,213  ���,��0
 －減：除稅後溢利中收益的重分類調整  (33,340 ) –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益  2,544  –
貨幣折算差額  2,502  �,���    

其他綜合收益，稅後  244,919  ���,0��    

綜合收益總額  1,076,977  ���,���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73,697  ���,���
 －非控制性權益  303,280  ���,�0�    

綜合收益總額  1,076,9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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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重列，  （經重列，
    附註�(b) ) 附註�(b) )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1,989,411  �,���,���  �,�0�,���
 添置土地使用權之預付款  127,217  ���,���  ���,���
 物業和機器設備  4,752,252  �,���,���  �,���,���
 共同控制主體投資  1,895,443  �,���,���  �,���,���
 聯營公司投資  848,119  ���,�0�  ���,��0
 遞延所得稅資產  88,607  ��,���  ��,���
 無形資產  97,299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0 2,155,079  �,���,���  ���,���
 其他非流動資產  59,208  ��,���  ��,���      

  12,012,635  �0,���,0��  �,���,0��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按金和其他流動資產  903,165  ���,���  ���,���
 存貨  36,068  �0,���  �0,�00
 貿易和其他應收賬款 �� 6,421,248  �,���,000  �,��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5,276  �,���  ���
 限制性存款  199,755  ���,���  ���,���
 原期滿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313,968  ��0,���  �,���,���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5,202,508  �,���,���  �,��0,��0      

  13,081,988  ��,0��,��0  �0,�0�,��0      

總資產  25,094,623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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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重列，  （經重列，
    附註�(b) ) 附註�(b) )

權益
可供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分配之權益
 股本  4,249,002  �,���,00�  �,���,00�
 儲備  5,424,876  �,���,���  �,���,��0
 建議派發的年終股利 � 84,980  ��,��0  ��,��0      

  9,758,858  �,���,���  �,��0,�0�
非控制性權益  2,281,131  �,0��,��0  �,���,���      

總權益  12,039,989  ��,���,���  �0,���,���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251,329  ���,�0�  ���,�0�
 撥備  135,772  ���,��0  �0�,���
 借款  1,144,442  �,���,000  ��,0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39,394  ���  �0�      

  1,570,937  �,���,���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 4,420,758  �,�00,�0�  �,��0,���
 其他應付賬款、預提費用
  和其他流動負債  1,068,722  �,���,0��  �,���,���
 預收客戶賬款  2,155,994  �,���,���  �,0��,���
 當期所得稅負債  174,013  ��,���  �0,���
 借款  3,110,142  ���,���  �,0��,���
 衍生金融工具  106,647  ���,�0�  ���,�0�
 應付薪金和福利  447,421  ���,���  ���,���      

  11,483,697  �,���,���  �,���,��0      

總負債  13,054,634  �0,���,���  �,���,0��      

總權益和負債  25,094,623  ��,���,���  ��,��0,���
      

淨流動資產  1,598,291  �,���,���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610,926  ��,���,���  �0,���,���
      



- � -

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由於中國對外貿易運輸（集團）總公司（「中國外運集團公司」）為籌備本公司H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而進行集團重組（「重組」），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成立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中國外運集團公司在與中國長江航運（集團）總公司合併後更名為中
國外運長航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外運長航集團」）。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統稱為「本集團」）主營業務包括在中國境內提供的貨運代理、船務代理、海運業務、倉儲與
碼頭服務和其他以汽車運輸業務為主的服務。本集團主要的經營業務位於中國境內。

除非另有說明，本合併財務報表以千元人民幣列報。

本合併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經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併財務報表是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該合併財務報表按照歷史成本的原則編
製，並就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包括衍生金融工具）進行重
估調整。

編製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關鍵會計估計。這亦需要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過程
中行使其判斷。

(a) 本集團採納的新準則和修訂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採納下列新訂和已修改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業務合併」，以及國際會計準則��（修訂）「合併和單獨財務報表」、國際會計準
則��「聯營投資」及國際會計準則��「合營中的權益」的相應修改，以未來適用法應用於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
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報告期間或之後的業務合併。

此項修訂準則繼續對業務合併應用購買法，但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比較，有若干重大更改。例如，收購
業務的所有付款必須按收購日期的公允價值記錄，而分類為債務的或有付款其後須在損益表重新計量。個
別收購基準有不同選擇方案。可按公允價值或按非控制性權益應佔被收購方淨資產的比例，計量被收購方
的非控制性權益。所有與購買相關成本必須抵銷。

此項修訂準則已應用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收購長沙捷安航運有限責任公司的全部股權。購買相關成本
人民幣���,000元已於合併損益表確認，此金額在前準則下，應以包括在業務合併的對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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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計準則��（修訂）規定﹐如控制權沒有改變﹐則與非控制性權益進行的所有交易的影響必須在權益中
列報﹐而此等交易將不再導致商譽或利得和盈虧。此項準則亦列明失去控制權時的會計處理方法。任何在
主體內的剩餘權益按公允價值重新計量﹐並在損益表中確認利得或損失。此項修訂準則已應用於本公司從
中國外運長航集團收購中國外運長江有限公司（「長江公司」）��%的股權的事項。本公司支付的購買對價與
按照長江公司在購買日持續計量的淨資產之間的差異沖減了資本公積，金額為人民幣�,���,000元。

‧ 國際會計準則��（修改）「租賃」刪去了有關租賃土地分類的具體指引﹐從而消除了與租賃分類一般指引的不
一致性。因此﹐租賃土地必須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的一般原則﹐以分類為融資或經營租賃﹐即不論租賃是
否差不多將資產所有權的全部風險和報酬轉移至承租人。在此修改前﹐土地權益（其所有權預期不會於租
賃期完結時轉移至本集團）分類為經營租賃作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並按租賃期攤銷。本集團已根據租
賃開始時的現有資料，重新評估在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未屆滿租賃土地的分類，在評估後，本集團未將任
何租賃土地自經營租賃重分類為融資租賃。

(b) 仍未生效但本集團已提早採納的準則、修訂和詮釋

‧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頒布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附錄D的修
訂。只要因私有化或首次公開發行等事項引發的重估價是在首次採用者的首份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財務報表
期間之前或期間中發生的，重估值可以作為認定成本。

按照現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報表者也可以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追溯適用該豁
免規定，並容許提早採納。

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的要求，於二零零二年和二零零七年重組過程中，本集團以資產及負債的公允價值
作為認定成本。但是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下上述評估產生的增減值均被轉回，由此產生了準則差異。

為了消除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差異，本集團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提早採納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修訂），並對可比會計期間的財務報表進行追溯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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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的影響列示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提早採納國際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財務報告準則�  十二月三十一日，
 如前呈報  （修訂）影響  經重列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土地使用權 ���,�00  ���,���  �,�0�,���

物業和機器設備 �,0�0,���  ���,�0�  �,���,���

遞延所得稅資產 ���,���  (���,��� ) ��,���

其他資產 ��,���,���  �,0��  ��,���,���      

總資產 ��,0��,���  ���,��0  ��,��0,���
      

可供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分配之權益 �,���,���  ���,��0  �,��0,�0�

非控制性權益 �,���,���  –  �,���,���      

總權益 �,���,���  ���,��0  �0,���,���
      

 於二零零九年  提早採納國際  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財務報告準則�  十二月三十一日，
 如前呈報  （修訂）影響  經重列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土地使用權 �,�0�,���  ���,�0�  �,���,���

物業和機器設備 �,���,0��  ���,���  �,���,���

遞延所得稅資產 ���,���  (���,��� ) ��,���

其他資產 ��,��0,0��  ��,���  ��,���,�00      

總資產 ��,�0�,���  ���,0��  ��,���,���
      

可供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分配之權益 �,���,���  ���,0��  �,���,���

非控制性權益 �,0��,��0  –  �,0��,��0      

總權益 �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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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二零零九
 十二月三十一日  提早採納國際  截止二零零九年
 止年度，  財務報告準則�  十二月三十一日
 如前呈報  （修訂）影響  止年度，經重列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除稅前溢利 ���,�0�  (��,��� ) ���,��0

可供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分配
 之除稅後溢利 ���,���  (��,��� ) ���,0��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提早採納國  提早採納國際
 際報告準則1  財務報告準則1  於二零一零年
 （修訂）之前  （修訂）影響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土地使用權 �,��0,���  �0�,���  �,���,���

物業和機器設備 �,���,���  ���,�0�  �,���,���

遞延所得稅資產 ���,���  (���,0�� ) ��,�0�

其他資產 ��,���,���  ���  ��,���,���      

總資產 ��,�0�,���  ���,���  ��,0��,���
      

可供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分配之權益 �,���,��0  ���,���  �,���,���

非控制性權益 �,���,���  –  �,���,���      

總權益 ��,���,0��  ���,���  ��,0��,���
      

 截止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提早採納  提早採納國際  截止二零一零年
 國際報告準則1  財務報告準則1  十二月三十一日
 （修訂）之前  （修訂）影響  止年度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除稅前溢利 �,0��,���  (��,��� ) �,0��,0��

可供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分配
 之除稅後溢利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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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計準則��（修訂）「關聯方披露」（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此修改介紹國際會計準則��有關政
府相關主體之間和與政府進行交易的所有披露規定的豁免。此等披露由一項如下披露規定所取代﹕

－ 政府名稱與他們關係的性質﹔及

－ 任何個別重大交易的性質和數額﹔及

－ 整體而言在意義上或數額上任何屬重大的交易。

此修訂澄清和簡化了關聯方的定義。本集團提早採納有關政府相關主體之間和與政府進行交易的所有披露
規定的豁免。

(c) 仍未生效且本集團亦無提早採納的準則、修訂和詮釋

以下為已公佈的準則、對現有準則的修訂和詮釋，本集團須在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或較
後期間採納，而本集團亦無提早採納。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金融工具」﹐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發佈。此準則為取代國際會計準則��「金融工
具﹕確認和計量」的第一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推出有關分類和計量金融工具的新規定﹐並很有可能
影響集團金融工具的會計入賬。直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止﹐此準則尚未適用，但容許提早採納。本
集團尚未評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全面影響。

‧ 「配股的分類」（對國際會計準則��的修改）﹐在二零零九年十月發佈。此修改適用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
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並容許提早採納。此修改針對以發行人功能貨幣以外貨幣為單位的配股的
會計入賬。若符合若干條件﹐此等配股現分類為權益﹐而不論行使價的貨幣單位。之前﹐此等配股必
須入賬為衍生負債。根據國際會計準則�「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差錯」﹐此修改將追溯應用。該
項修改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以權益工具消除金融負債」（由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起生效）。
此解釋澄清當債務人重新商討其債務條款，從而透過向債權人發行其權益工具以消除負債（即「以股換
債」）的會計入賬法。在損益中確認的利得或虧損為所發行權益工具的公允價值與金融負債賬面值之間
的差額。如權益工具的公允價值未能可靠計量，需要能夠反映出單獨計量的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本
集團將由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應用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
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 「最低資金規定的預付款」（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的修改）。此修改更正國際財務報告
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和「國際會計準則��-設定受益資產、最低資金規定及其相互關係」的一項意
外後果。如沒有此修改﹐主體不容許就最低資金供款的自願性預付款產生的任何盈餘﹐確認資產。當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發佈時﹐這不是預期中的﹐因此該解釋已被修改。此修改適用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並容許提早採納。此修改必須追溯應用於呈報的最早比較期
間。該項修改預期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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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首席經營決策者（管理層）負責審核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並依據此報告評價分部業績、向各分部分配資源。此內部報告
也是管理層決定經營分部的依據。

管理層從服務性質的角度考慮本集團的業務並劃分以下經營分部：貨運代理、船務代理、海運、倉儲和碼頭服務，
其他服務。

管理層將各分部的分部利潤作為評價各分部業績表現的指標，此分部利潤是剔除其他（虧損）╱收益，淨額及總部費
用後的經營溢利。

由於本集團所有的投資業務均由集團統一安排，因此，本集團的分部資產不包含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共同控制主體投資及聯營公司投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商譽，與此相對應，與投資相關的應收股利
也不作為分部資產。同時，遞延所得稅資產及總部資產也不包含在分部資產中。另外，由於本集團的利息收入不作
為評價各分部業績的考慮因素，因此，分部資產並不包含應收利息。上述項目為分部資產與資產負債表中列示的總
資產的調節項。各分部資產中未進行與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相關的分部間抵銷調整。

各經營分部之間的收入計量是建立在公平市場的交易條件基礎之上，報告給管理層的各分部從第三方取得的收入的
計量方法與合併損益表一致。

       倉儲和    分部之間
 貨運代理  船務代理  海運  碼頭服務  其他  的對銷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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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營業額-對外 35,587,948  632,100  3,530,567  1,463,959  1,332,199  –  42,546,773
營業額-分部間 308,621  143,167  800,273  233,037  172,179  (1,657,277 ) –             

總營業額 35,896,569  775,267  4,330,840  1,696,996  1,504,378  (1,657,277 ) 42,546,773
             

分部利潤 499,770  270,870  (104,149 ) 299,547  16,435  –  982,473

其他虧損，淨額             (75,191 )
總部費用             (130,584 )             

經營溢利             776,698

財務支出，淨額             (223,321 )
應佔共同控制主體溢利 25,625  19,857  –  29,824  357,614*  –  432,92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69,767             

除稅前溢利             1,056,064

所得稅             (224,006 )             

除稅後溢利             83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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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倉儲和    分部之間
 貨運代理  船務代理  海運  碼頭服務  其他  的對銷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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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營業額-對外 ��,���,���  ���,���  �,���,�0�  �,���,��0  �,���,�0�  –  ��,���,0��
營業額-分部間 �0�,�0�  ��,���  ���,���  ���,��0  ���,���  (�,���,��� ) –             

總營業額 ��,���,0��  ���,��0  �,���,0��  �,���,��0  �,���,���  (�,���,��� ) ��,���,0��
             

分部利潤 ���,�0�  ���,���  (���,��� ) ��0,���  (�,��� ) –  ��0,�0�

其他收益，淨額             ���,�0�
總部費用             (���,�0� )             

經營溢利             �00,�0�

財務支出，淨額             (��0,��� )
應佔共同控制主體溢利 �,���  �,���  –  ��,���  ���,��0*  –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             

除稅前溢利             ���,��0

所得稅             (���,��� )             

除稅後溢利             ���,���
             

* 「應佔共同控制主體溢利-其他」主要包括應佔中國外運-敦豪國際航空快件有限公司的溢利，該公司主營業務為
快遞服務。

       倉儲和    分部之間
 貨運代理  船務代理  海運  碼頭服務  其他  的對銷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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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12,075,669  1,476,619  1,365,925  4,835,193  941,288  (1,127,230 ) 19,567,464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5,276
共同控制主體投資 234,841  36,849  –  556,416  1,067,337  –  1,895,443
聯營公司投資             848,11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155,079
遞延所得稅資產             88,607
應收利息及股利             33,216
總部資產             501,419             

總資產             25,094,623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重列，附註�(b)）
分部資產 �0,���,���  �,�0�,���  �,���,��0  �,0��,���  ���,���  (�0�,��0 ) ��,���,���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
共同控制主體投資 ���,���  ��,���  –  ��0,���  �,0��,���  –  �,���,���
聯營公司投資             ���,�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遞延所得稅資產             ��,���
應收利息及股利             ��,���
總部資產             ��0,���             

總資產             ��,���,���
             



- �� -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倉儲和
 貨運代理  船務代理  海運  碼頭服務  其他  集團總部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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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支出* 412,871  10,491  217,985  486,552  82,568  35,110  1,245,577

折舊 136,289  10,098  49,942  135,313  51,769  11,559  394,970

攤銷 3,411  247  31  870  646  14,111  19,316

經營租入土地使用權的攤銷 12,352  368  65  35,239  2,041  –  50,065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計提 11,863  477  158  229  1,802  –  14,529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重列，附註�(b)）
       倉儲和
 貨運代理  船務代理  海運  碼頭服務  其他  集團總部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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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支出* ��0,���  �,���  ��,���  ���,��0  ��,���  ��,���  ���,���

折舊 ���,���  �0,���  ��,�0�  ���,��0  ��,���  ��,���  ���,���

攤銷 �,���  ���  ��  �0�  ���  ��,���  ��,�0�

經營租入土地使用權的攤銷 ��,���  ���  ��  ��,�00  �,���  –  ��,���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計提╱（衝回） ��,���  (�,��� ) (�� ) (�� ) ��0  –  ��,���
             

* 資本支出代表截至二零一零年和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添置非流動分部資產的總現金支出。

本公司所在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對外收入中來自於中國境內（不
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客戶的金額為人民幣�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人民幣��,���,��0,000元），來自於其他地區客戶的金額為人民幣�,0��,�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人民幣�,���,���,000元）。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非流動分部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和遞延所得稅資產）中，位於中國境內（不包
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的金額為人民幣�,��0,���,000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重列：人
民幣�,0��,���,000元），位於其他地區的金額為人民幣��,���,000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重列：人民幣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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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60  ���

處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利得 44,454  –

衍生金融工具：
 －遠期外匯合約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15,959  ��0,���

 －遠期燃油合約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  ��,���

訴訟賠償撥備及抵減預計保險賠付金額之後的事故淨損失 (140,783 ) (��,�0� )

股票增值權公允價值變動 5,119  (�,0�� )   

 (75,191 ) ���,�0�
   

5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經計入和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重列，
   附註�(b)）

計入
租金收入
 －樓宇 24,880  ��,���

 －機器設備 95,512  ���,0��

處置物業和機器設備所得收益 18,238  �,�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股利收益 3,039  �,���

應收賬款的減值撥備對沖 9,038  ��,���

物業管理收益 10,6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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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重列，
   附註�(b)）

扣除

折舊
 －自置物業和機器設備 387,637  ���,���

 －根據經營租約出租的自置物業和機器設備 7,333  �,���

處置物業和機器設備虧損 23,777  �,0��

核數師酬金
 －審計費 4,800  �,�00

 －其他審計相關費用 3,000  �,000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23,567  ��,�0�

經營租約攤銷
 －土地使用權 50,065  ��,���

 －樓宇 215,672  ���,���

 －機器設備 1,153,524  �,�0�,���

無形資產攤銷 19,316  ��,�0�

物業費支出 89,771  ��,���

其他流動稅項 51,921  ��,���

虧損性合同及可預計損失撥備 46,474  ��,���

信息技術服務費 35,236  ��,���
   

6 財務支出，淨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利息收入 56,736  ��,�0�

銀行借款的利息開支 (122,617 ) (���,��� )

匯兌損失淨額 (139,900 ) (��,��� )

銀行手續費 (17,540 ) (��,��� )   

 (223,32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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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合併損益表中的所得稅項指：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經重列,

   附註�(b)）

當期所得稅 318,589  ���,��0

遞延所得稅 (94,583 ) (��,��� )   

 224,006  ���,���
   

本集團以其財務報告之盈利為基準，並對就企業所得稅而言毋須課稅或扣稅之收入及支出項目作出調整後的溢利計
提所得稅撥備。

香港利得稅按照稅務法規根據應課稅溢利以稅率��.�%（二零零九年：��.�%）計提。

中國內地所得稅根據評估後的當年溢利按適用於中國企業之稅務法規徵收。除了若干子公司是根據相關中國稅務法
規享受��.�%至��%（二零零九年：0%至��%）優惠稅率外，中國當期所得稅是根據相關中國稅務法規，按本集團各成
員公司的應計稅收入以��%的法定稅率計算（二零零九年：��%）。

8 股利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以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元支付的中期股利
 （二零零九年：人民幣零元） 84,980  –

以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元建議派發年終股利
 （二零零九年：人民幣0.0�元） 84,980  ��,��0   

 169,960  ��,��0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年終股利為每股人民幣0.0�元，合計人民幣��,��0,000元。這項建議
派發的股利沒有作為應付股利反映在財務報表中，而將作為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未分配利潤的利
潤分配入賬。

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支付和建議派發的股利總額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的規定在合併損益表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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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和稀釋盈利是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分別除以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經重列，
   附註�(b)）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千元人民幣） 616,424  ���,0��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千股） 4,249,002  �,���,00�   

每股盈利，基本與稀釋（人民幣元╱每股） 0.15  0.0�
   

由於本公司沒有潛在稀釋股份，所以每股基本盈利與每股稀釋盈利沒有差異。

1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上市股權投資-中國境內(a) 1,900,123  �,���,0��

非上市股權投資，成本扣除減值準備(b) 254,956  ���,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155,079  �,���,���
   

(a) 上市股權投資變動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於年初 1,289,053  ���,000

增加 303,000  ���,000

處置 (11,760 ) –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319,830  ���,0��

於年終 1,900,123  �,���,0��   

上市股權市值 1,900,123  �,���,0��
   

上市股權投資包括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國際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國航」）的普通股股份及中國東方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東航」）的普通股股份；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京東方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京東方」）的
普通股股份。國航和東航均在中國設立，其主營業務是航空運輸。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
間，本集團本期處置�,�00,000股國航普通股，並將取得的收益人民幣��,���,000元從權益轉出至損益表。中國
外運空運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中外運空運」）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以每股人民幣�.0�元購入京東方非公開發行的普
通股股票�00,000,000股，並支付交易對價人民幣�0�,000,000元。京東方在中國設立，其主營業務是電子設備的
製造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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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上市股權投資包括持有之經營物流和貨代及其他業務實體的股權。鑒於這些投資並不存在公開交易市場，管
理層認為這些股權的變現能力較低，並且本集團只持有少數的股權，其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計量，因此，這些投
資按成本扣減其減值準備後列示。本集團會遵照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的要求，在有客觀證據表明可供出售金融
資產發生減值時對其價值進行評估。管理層需在評估時進行判斷，為作出這些判斷，管理層已評估各種因素，
包括這些被投資實體的財務運作、中短期經營前景、投資所在行業的前景與經營環境的變化。

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部可出售金融資產均以人民幣列報，不存在減值，亦未被 

抵押。

11 貿易和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應收貿易賬款(a) 5,527,044  �,���,0��

應收票據(b) 218,623  ���,���

其他應收賬款(c) 499,493  ���,���

應收關聯方款項(d) 176,088  ��0,���   

 6,421,248  �,���,000
   

貿易和其他應收賬款的公允價值與其賬面價值相等。

本集團貿易和其他應收賬款的賬面價值以下列貨幣為單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人民幣 4,617,703  �,���,0��

美元 1,652,662  �,�0�,���

港幣 135,485  ��,���

其他 15,398  ��,���   

 6,421,248  �,���,000
   

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的信貸期一般為期一至六個月。

應收貿易賬款並無集中的信貸風險，因為本集團有眾多客戶，分佈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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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應收貿易賬款 5,577,429  �,��0,�0�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50,385 ) (��,��� )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5,527,044  �,���,0��
   

以上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六個月內 5,471,334  �,��0,���

六至十二個月 59,531  ��,�00

一至二年 22,552  ��,���

二至三年 18,007  �,���

超過三年 6,005  �,0��   

 �,���,���  �,��0,�0�
   

(b) 應收票據為於六個月內到期的交易票據。

(c) 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應收按金 167,106  ���,���

應收代墊款 123,128  ��,���

應收賠償款 86,708  �,���

應收股利 –  ��

應收利息 27,557  �,�0�

其他 120,029  ��,���   

 524,528  ���,���

減：其他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25,035 ) (��,��0 )   

 499,4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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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應收關聯方款項

應收關聯方款項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應收貿易賬款：
最終控股公司和同系子公司 25,882  ��,���

共同控制主體 25,772  �0,��0

聯營公司 20,544  �,���   

 72,198  ��,0��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6 ) (� )   

 72,192  ��,0��   

其他應收賬款：
最終控股公司和同系子公司 69,072  ��,���

共同控制主體 34,814  �0�,���

聯營公司 30  �,���   

 103,916  ���,0��

減：其他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20 ) (�0 )   

 103,896  ���,0��   

 176,088  ��0,���
   

本集團應收關聯方貿易賬款的信貸期一般為期一至六個月。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同系子公司、共同控制主體、聯營公司和其他關聯方的貿易賬款賬齡概述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六個月內 71,865  ��,0��

六至十二個月 324  �0�

一至二年 –  ���

二至三年 –  ��

超過三年 9  ��   

 72,198  ��,0��
   

其他應收關聯方賬款一般為無抵押、免息且須於要求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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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賬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應付貿易賬款(a) 4,277,764  �,���,���

應付關聯方款項(b) 142,994  ���,���   

 4,420,758  �,�00,�0�
   

本集團的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面價值大致與其公允價值相等且以下列貨幣為單位列示：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人民幣 3,328,963  �,�0�,���

美元 942,195  �0�,0�0

港幣 113,839  ��,���

其他 35,761  ��,���   

 4,420,758  �,�00,�0�
   

(a)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的信貸期一般為期一至三個月。應付貿易賬款於有關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六個月內 3,858,375  �,���,���

六至十二個月 205,585  ���,���

一至二年 129,412  ���,���

二至三年 68,929  ��,���

超過三年 15,463  ��,���   

 4,277,764  �,���,���
   



- �� -

(b) 應付關聯方款項

應付關聯方貿易賬款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最終控股公司和同系子公司 114,730  ��,���

共同控制主體 19,372  ��,���

聯營公司 8,892  �,��0   

 142,994  ���,���
   

應付關聯方貿易賬款的信貸期一般為期一至三個月。應付最終控股公司、同系子公司、共同控制主體、聯營公
司和其他關聯方的款項的賬齡概述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元人民幣   千元人民幣

六個月內 128,978  ��,�0�

六至十二個月 2,530  �,���

一至二年 610  ���

二至三年 157  ��0

超過三年 10,719  ��,���   

 142,994  ���,���
   

13 結算日後事項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後至本報告刊發日期內發生下列事項：

(a)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外運空運為其共同控制主體公司銀河國際貨運航空有限公司（「銀河航空」）的銀行
借款�,�00萬美元提供信用擔保或者銀行存單質押擔保，銀河航空外方股東大韓航空有限公司按照投資份額向中
外運空運提供全部擔保責任的��%的反擔保。

(b) 中外運空運臨時股東大會批准其按照天津產權交易所掛牌價格參與投資收購天津天華宏運物流有限公司的�00%

股權。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收到天津產權交易所的通知，中外運空運已獲收購該公司的受讓資格，相關產權
轉讓手續尚在辦理之中。

(c)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董事會建議年終股利為每股人民幣0.0�元，截止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每股股利共計人民幣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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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理層討論和分析

經營情況回顧

二零一零年是全球經濟形勢向好回暖之年，經過本集團各級管理層和全體員工的共同努力，本集團積
極應對複雜多變的經濟形勢，搶抓經濟回升向好的時機、力促發展、加快轉型，業務實現了恢復性增
長，各項業務指標均超額完成預算任務。一年來，本集團圍繞「創新發展達使命，優化整合促轉型」，
著重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 持續鞏固和優化傳統業務，業務協同進一步加強。本集團的傳統業務繼續發揮龍頭作用，業務聯
動效應顯著，業務規模快速增長，為業務收入和利潤貢獻了較高份額。同時，本集團加大了對傳
統業務的創新力度，以貨代物流化促進業務聯動，一體化運營取得了良好的成績。訂艙業務規模
不斷擴大，平台功能進一步提升；突破傳統營銷模式，深度開發戰略客戶；海外網絡佈局不斷完
善，網絡運營質量持續提升。

－ 加大業務結構調整力度，內貿業務快速發展。內貿貨運平台保持快速發展勢頭，通過市場開發和
對重點客戶的開拓，內貿貨運業務規模得到進一步擴大並保持了較快的增速；運力平台初步搭建
並開始顯現積極作用，平台的搭建在一定程度上將進一步推進本集團內貿物流發展。

－ 加快發展專業物流，專業化水平穩步提升。工程物流業務繼續保持穩定的發展速度，已然成為本
集團新的利潤增長點；加大對合同物流業務的開發和創新力度，在各目標領域取得跨越式發展；
化工物流業務發展趨勢強勁，主要客戶業務合作範圍更加廣泛；展會物流彰顯品牌效應，成功服
務二零一零年上海世博會和廣州亞運會；質押監管業務穩步發展。

－ 深入推進資源整合重組，穩步實施結構性優化調整。沿江資源整合工作取得重要進展，各項實施
工作正逐次推進；化工物流整合取得實質性進展；投資併購工作取得實質性進展，進一步完善了
網絡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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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制定新一輪發展規劃，明確未來五年發展目標，持續推動企業轉型工作。

－ 精細化管理水平不斷提高，業務支持和服務功能進一步加強。本集團不斷提升成本費用管控水
平；加強風險管控力度；建立安全生產管理體系；業務管理和服務能力進一步提升；財務價值管
理進一步優化；信息化建設和管理實現突破。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營業績與財務狀況的比較與分析

營業額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的營業額為���.���億元人民幣，比二零零九年的���.��0億元人民幣增長��.0%。

貨運代理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貨運代理服務的營業額為���.���億元人民幣，比二零零九年的���.��0億元人民幣
增長��.�%。

海運代理服務的集裝箱量由二零零九年的���.�萬標準箱升至二零一零年的���.�萬標準箱，增
長��.�%；空運代理服務的貨物噸位由二零零九年的�0.��萬噸升至二零一零年的��.��萬噸， 
增長��.�%。

二零一零年貨運代理收入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海運代理業務量的增長及市場運價提高。

船務代理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船務代理服務的營業額為�.���億元人民幣，比二零零九年的�.���億元人民幣 
增長��.�%。

本集團船務代理服務處理的集裝箱數目由二零零九年的�,0��萬標準箱增長至二零一零年的�,���萬
標準箱，增長��.�%；處理的散貨量由二零零九年的�.���億噸增加至二零一零年的�.���億噸，增長
�.�%；處理的登記噸位淨重也由二零零九年的�.��0億噸增加至二零一零年的�.0��億噸，增加��.�%；
代理船舶艘次由二零零九年的��,���艘次減少至二零一零年的�0,0��艘次，下降�.0%。

船務代理的營業額和集裝箱代理業務量上升，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積極開拓市場，開展一體化營銷，同
時加強與船公司的戰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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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儲和碼頭服務

二零一零年來自倉儲和碼頭服務的營業額為��.��0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九年的��.���億元人民幣上
升��.�%。

本集團倉庫作業的散貨量由二零零九年同期的��0萬噸增加至�,�00萬噸，增加��.0%，處理的集裝箱
量由二零零九年同期的��0萬標準箱增加至��0萬標準箱，增加��.�%；碼頭處理的集裝箱量由二零零
九年同期的���.�萬標準箱增加至���.�萬標準箱，增加��.�%，碼頭散貨處理量由二零零九年同期的
��0萬噸下降至��0萬噸，下降��.0%。

該業務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積極開拓市場，加強與船公司的合作力度。

海運服務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海運服務的營業額為��.�0�億元人民幣，比二零零九年的��.��0億元人民幣 
增長��.�%。

本集團承運的集裝箱數量由二零零九年的���.�萬標準箱增加至二零一零年的���.0萬標準箱， 
增加了��.�%。

海運服務業務量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抓住了市場增長的有利時機，提升了艙位利用率水平，二零
一零年海運服務營業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業務量的增長及海運市場運價提高。

其他服務

二零一零年來自其他服務（主要來源於汽車運輸服務及快遞服務）的營業額為��.0��億元人民幣，比二
零零九年的��.���億元人民幣增長��.�%。

汽車運輸服務處理散貨���.�萬噸，與二零零九年同期的���.�萬噸相比增加�0.�%，集裝箱量由二零零
九年同期的��.�萬標準箱，降至��.�萬標準箱，下降�.�%。快遞服務處理的文件和包裹的數目由二零
零九年的���萬件降至二零一零年的���萬件，下降��.�%。

其他服務的營業額的增長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汽車運輸的平均距離增加、國際快遞業務的增長及市場價
格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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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共同控制主體經營快遞業務帶來投資性收益�.���億元人民幣，同比上升�.�%。共同控制主
體經營快遞業務數目由二零零九年的�,���萬件增至二零一零年的�,���萬件，增加��.�%；其中，二零
一零年國際快遞業務完成�,���萬件，同比上升�.�%；國內快遞業務完成���萬件，同比上升���.0%。

運輸和相關費用

運輸和相關費用由二零零九年的���.���億元人民幣增長至二零一零年的���.���億元人民幣，增長
��.�%。運輸和相關費用的增長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業務量上升及運價上漲所致。

折舊與攤銷

折舊與攤銷由二零零九年的�.���億元人民幣增長至二零一零年的�.���億元人民幣，增長�.�%，主要
是由於本集團為了拓展服務市場，提高市場競爭力，加大了對經營性和戰略性資源的投資，同時新增
資產陸續投入使用所致。

經營成本（不包括運輸和相關費用、折舊與攤銷、營業稅金及附加及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二零一零年，本集團的經營成本（不包括運輸和相關費用、折舊與攤銷、營業稅金及附加及其他（虧
損）╱收益，淨額）為��.���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九年的��.���億元人民幣增長��.�%。

經營成本（不包括運輸和相關費用、折舊與攤銷、營業稅金及附加及其他（虧損）╱收益，淨額）的增長
主要是由於宏觀經濟形勢好轉，本集團業務經營情況出現恢復性增長所致。

員工成本的增加主要是在二零零九年經濟危機的影響下，本集團適度壓縮了人工成本，二零一零年隨
著業績的增長，部分予以恢復。

燃油支出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業務量增長，同時國際原油價格及國內成品油價格不斷上漲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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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由二零零九年的�.���億元人民幣減少至二零一零年的-0.���億元人民幣。

為對沖航線運營的燃油價格上漲風險和外匯匯率波動風險，本集團持有少量的遠期燃油和遠期日元兌
美元合約。截至二零一零年末，該等合約產生賬面浮盈為0.��0億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末：產生賬面
浮盈為�.���億元人民幣）。二零一零年一月，上述遠期燃油合約已經敲出。

經營溢利

二零一零年的經營溢利為�.���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九年的�.00�億元人民幣上升��.�%。經營溢利佔
總收入的百分比由二零零九年的�.��%上升至二零一零年的�.��%，佔淨收入（總收入扣除運輸及相關
費用）的百分比由二零零九年的�.�%上升至二零一零年的��.0%，主要是由於隨著經濟回暖，本集團各
主要業務板塊業務量和收入均出現大幅增長。

所得稅

所得稅由二零零九年的�.���億元人民幣降至二零一零年的�.��0億元人民幣，下降了�.�%。主要是由
於應佔共同控制主體稅後溢利的增長，以及本集團下屬非全資子公司於二零零九年確認股權轉讓虧損
在二零一零年得到稅務機關批准可在稅前抵扣，沖減部分所得稅費用。稅項佔除稅前溢利的百分比由
二零零九年的�0.�%變動至二零一零年的��.�%。

除稅後溢利

本集團經營業務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稅後溢利為�.���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九
年同期�.���億元人民幣增長了��.0%。

歸屬於非控制性權益的淨利潤

歸屬於非控制性權益的淨利潤由二零零九年的�.���億元人民幣升至二零一零年的�.���億元人民幣，
上升��.�%，主要由於本集團控股的非全資子公司中外運空運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溢利增長所致。

可供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分配溢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供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分配溢利為�.���億元人民幣，
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的�.���億元人民幣增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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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和資本資源

本集團流動資金主要來自本集團經營產生的現金。

下表概述了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和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的現金流量：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957.9  ���.�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887.5 ) (�,0��.� )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967.6  ���.�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匯兌損失 (32.5 ) (��.� )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的增加淨額 1,005.5  ���.�
期末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5,202.5  �,���.0

經營活動

經營業務的現金流入淨額由二零零九年的�.���億元人民幣增加至二零一零年的�.���億元人民幣，增
長了��.�%，經營活動現金流量淨額增長的主要原因是二零一零年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錄得�.���億元
人民幣（二零零九年同期：�.���億元人民幣），流動稅項負債增加�.���億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同期：
�.�0�億元人民幣），應付貿易賬款增加�.��0億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同期：增長�.���億元人民幣），
預收客戶賬款增加�.��0億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長�.���億元人民幣），部分由貿易和其他應收款增
加�0.0��億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同期：增長�.0��億元人民幣），預付款項、按金和其他流動資產增加
�.0�0億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同期：增長�.���億元人民幣）所抵銷。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應收貿
易賬款的平均賬齡分別為�0日和��日。

投資活動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為�.���億元人民幣，主要包括
�.���億元人民幣用以購買物業和機器設備，�.���億元人民幣用於購買土地使用權和無形資產，0.���
億元人民幣用於增加對子公司、聯營公司和共同控制主體投資以及收購子公司的預付款，�.0��億元
人民幣用於添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以及0.���億元人民幣歸還最終控股公司代墊投資款，部分由三
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減少�.���億元人民幣，收聯營公司、共同控制主體股利�.��0億元人民幣，處置
聯營和共同控制主體收到0.�0�億元人民幣，收到利息收入0.���億元人民幣，處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所得款項0.���億元人民幣所抵銷。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
額為�0.���億元人民幣，主要包括�.���億元人民幣用以購買物業和機器設備，�.���億元人民幣用於
購買土地使用權和無形資產，�.0億元人民幣用於支付二零零八年收購子公司尾款，�.���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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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增加對子公司、聯營公司和共同控制主體投資，�.0��億元人民幣用於添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以及�.0��億元人民幣歸還最終控股公司代墊投資款，部分由三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減少�.���億元人
民幣，收聯營公司、共同控制主體股利�.��0億元人民幣，處置聯營公司收到�.��0億元人民幣，收到
利息收入0.���億元人民幣所抵銷。

融資活動

二零一零年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為�.���億元人民幣，而二零零九年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為
�.���億元人民幣。

二零一零年新增銀行借款��.���億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新增委託銀行從最終控股公司借款��.0億元人
民幣，新增銀行借款為�.���億元人民幣），並由二零一零年歸還銀行借款�.�0�億元人民幣（二零零九
年為��.��0億元人民幣）,支付股利�.���億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為�.���億元人民幣），支付銀行借款利
息0.��0億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為�.���億元人民幣）部分抵銷。

資本性支出

本集團二零一零年的資本支出為��.���億元人民幣，主要包括�.���億元人民幣購買物業和機器設備，
0.���億元人民幣購買無形資產，�.���億元人民幣購買土地使用權。其中�.0��億元人民幣用於碼頭、
倉庫、物流中心及堆場的修建，�.��0億元人民幣用於車輛和設備的購置及0.���億元人民幣用於IT投
資和辦公設備的更新和購置。

或有負債和擔保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有負債主要來自本集團在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的未決法律訴訟，金
額為�,���萬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為�,���萬元人民幣）。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為共同控制主體及客戶提供擔保�.0��億元人民幣（二零零九年
為共同控制主體及客戶提供擔保為�.���億元人民幣）。

另外，在一般業務過程中，本公司所屬子公司為了使其若干共同控制主體取得空運貨運代理許可，而向
中國民用航空局發出了若干無具體金額的有關業務及責任的擔保函，上述擔保最長持續至二零一三年。



- �0 -

借款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借款總額為��.���億元人民幣（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億元人民幣）。借款總額中包含��.���億元銀行借款，其中�.���億元以人民幣結算，�0.���億
元以美元結算，�.���億元以日元結算，0.�00億元以港幣結算及0.�0�億元以澳元結算。其中，於一至
二年內償還的借款為0.�億元人民幣，上述借款的加權平均年利率為�.��%。本集團借款總額中還包含
��.0億元從最終控股公司取得的三年期人民幣委託借款，加權平均借款年利率為�.��%。

抵押及擔保借款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就借款抵押限制性存款達約�.0��億元人民幣。此外，於同
日，本集團亦已就借款抵押物業和機器設備（淨賬面值約0.���億元人民幣）及土地使用權（淨賬面值約
0.��0億元人民幣）。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二零零九年為��.�%），該比例是通
過將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總負債與非控制性權益之和除以總資產而得出的。

外幣匯率風險

本集團的營業額和運輸及相關費用大部分均以美元結算，因此，本集團面對的外匯風險主要來自美
元。本集團無法保證未來人民幣對美元和其他貨幣的匯率變動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和財務狀況（包括派
付股利的能力）造成不利影響。

信貸風險

本集團所承受的信貸風險的範圍為貿易和其他應收款項、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
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限制性存款和原期滿日超過三個月定期存款的總結餘。由於其他方未能履行
金融工具責任而承擔的信貸風險最高金額為其賬面值。



- �� -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年末，本集團共有員工��,���名（二零零九年（經重列）為��,���名）。

本集團建立並不斷優化統一的職位、薪酬及績效管理體系，形成了與公司發展戰略目標和業務經營特
點相適應的激勵約束機制，促進了公司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同時，公司注重加強員工綜合素質的培
訓與開發，以不斷拓展員工的個人成長空間。

本集團始終堅持以人為本、關愛員工的理念，為員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和發展機會，提高員工的凝
聚力和創造力，從而推動公司與員工的和諧發展。

收購與處置

�、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下屬子公司中外運長江有限公司從長沙港航有限責任公司取得
了長沙捷安航運有限責任公司�00%的股權。最終確定的總現金代價為人民幣��,���,000元。

�、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與中國外運長航集團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以收購中國外運長
航集團持有的中外運長江有限公司��%的股權。最終確定的總現金代價為人民幣��,��0,000元。

三、 業務發展展望

二零一一年世界經濟仍呈復蘇態勢，有望繼續恢復性增長，但增速有所放緩，全球經濟下行風險仍然
存在，世界經濟可能在較長期間內處於低位徘徊。中國經濟面臨的環境總體向好，但也面對很多不確
定的因素。我們既要看到中國經濟發展的積極變化和有利條件，進一步增強發展的信心；也要充分估
計形勢的複雜性、嚴峻性和不確定性，把應對各種挑戰的工作做得更加紮實。

二零一一年是本集團五年規劃的啟動之年。本集團未來發展的總體思路就是要充分利用市場復蘇的機
遇，加快業務和結構轉型，同時加大並加深對物流設施的投入以實現公司規模和利潤快速增長。鑒於
對內外部環境變化的分析和判斷，本集團二零一一年的工作思路是：以五年規劃為引領，以企業轉型
為目標，抓住機遇，深入調整，加快發展，實現跨越式增長，打造一流的綜合物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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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推動本集團五年規劃的制定和實施工作，全面完成二零一一年的預算任務。

－ 深入推進綜合物流資源整合工作。繼續加快沿江資源重組；加快化工物流資源整合速度，將其打
造成為具備核心競爭力和差異化優勢的支柱性物流業務；繼續推動綜合物流資源整合工作。

－ 持續鞏固和優化傳統業務。鞏固船、貨代主營業務，進一步推動經營模式調整和優化；充分發揮
訂艙平台的作用，擴大業務規模與市場份額；繼續完善海外網絡建設，積極拓展海外業務和進口
業務。

－ 加快推動內貿業務發展。深入研究市場做好大客戶的銷售工作；加快內貿運力平台的建設；促進
各業務節點密切協作；加大業務創新力度；通過綜合物流板塊整合，進一步完善內貿資源網絡佈
局；加強內貿資源的配置，為內貿業務發展奠定基礎。

－ 繼續發展專業化物流。本集團將繼續瞄準專業細分市場需求，加強專業化綜合物流發展，並積極
探索新的業務領域。

－ 繼續不斷夯實和強化本集團的各項管理工作。

二零一一年，國際國內形勢正在發生新的複雜變化，本集團發展仍然面臨新的風險和挑戰。對此，我
們將堅定信心、開拓進取、紮實工作，實現各項業務的快速發展，推進本集團健康持續發展，以優良
的業績回報股東。

四、 股息

董事會已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0�元人民幣。務請注意，末期股息會否派發須待股東在二零一一年
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有關建議、宣派或派付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的決議案後，方可作實。有關
大會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在適當時間發佈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本公司將進一步公佈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和登記日期的公告，以確定股東獲派本公司二零一零
年末期股息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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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應付內資股持有人的股息，將以人民幣支付。而應付H股持有人的股息，將
以港元支付。以港元支付的股息匯率為中國人民銀行於宣派股息日期前一周（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所公佈的人民幣對港元的中位平均數。期內，人民幣對港元的平均匯率
為�.00港元＝人民幣0.������元。因此，本公司每股H股的末期股息數額為0.0�����港元。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執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本公司向名列於
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0%。任何以非
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它代理人或受托人，或其它組織及團體名
義登記的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所以，其應得之股息將為除稅後股息。

五、 購買、出售和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任何H股。

六、 企業管治

良好的企業管治是公司一直以來追求的目標。自二零零三年二月上市以來，本公司參照不時修訂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本公司的《公司
章程》及其它有關法律法規並結合自身特點和需要，一直致力於公司管治水平之提高，以保護廣大投
資者權益和提升公司價值。

本公司已審閱並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本公司的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報告期間內，已遵守所有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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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委員會

董事會

截止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董事會由��名董事組成，其中�名為執行董事，�名為非執行
董事，�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具體組成人員如下：

董事長：  趙滬湘先生；
執行董事：  趙滬湘先生、張建衛先生、陶素雲女士、李建章先生；
非執行董事：  楊運濤先生、劉京華女士、許克威先生、莫志明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孫樹義先生、陸正飛先生、苗月新先生。

*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陸正飛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獲連任。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的主要職權範圍包括審閱公司的財務資料，監管公司的財務申報制度及內部監控程
序，建議外聘核數師，監察核數師的獨立性及核數程序的有效性。

審計委員會主席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孫樹義先生，委員有獨立非執行董事陸正飛先生、苗月新先生及非
執行董事劉京華女士。委員大部分具有專業資格和財務經驗。

二零一零年審計委員會共召開四次會議，會議主要內容包括：

�、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召開了本年度第一次審計委員會會議。會議上財務部介紹了公司在二零零
九年度經營業績，並對經營情況進行了分析說明,審計委員會對二零零九年度經營業績進行了討
論。核數師介紹了二零零九年度的審計情況和二零一零年度需要關注的問題。審計委員會隨後表
決同意將二零零九年度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和公司二零一零年度外部核數師人選提交董事會審議。

�、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六日召開了本年度的第二次審計委員會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了公司二零一零年
中期報告的時間表和工作安排，並討論了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的主要變化事項。核數師介紹了中
期審閱計劃並對需關注的事項進行了介紹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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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召開了本年度的第三次審計委員會會議。會議上公司財務部介紹了公司在
二零一零年的中期經營業績，並對經營情況進行了分析說明，審計委員會對二零一零年中期經營
業績進行了討論。公司審計部對公司內審的工作情況和發現的問題做了匯報。核數師介紹了二零
一零年中期審閱的情況和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度公司需要關注的問題。審計委員會隨後表決同意將
二零一零年中期經審閱的財務報表提交董事會審議。

�、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召開了本年度的第四次審計委員會會議。會議上公司財務部介紹了公司
截止到二零一零年十月末的經營業績情況，並對經營情況進行了分析說明。核數師介紹了二零一
零年度公司年度審計計劃和在預審中發現的需予關注的問題。公司財務總監張葵女士介紹了公司
關於選聘二零一一年度外部核數師的相關情況和工作安排。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已經審計委員會審閱。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是董事會下設的專業委員會，負責審議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酬金政策及架
構，制定薪酬標準，對本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業績進行評估並釐定其薪酬政策，負責董事和高級
管理人員的績效評價，以保證任何一名董事不能自行釐定其自身薪酬。

薪酬委員會主席為獨立非執行董事陸正飛先生，委員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孫樹義先生、苗月新先生及執
行董事陶素雲女士。

本公司已經建立了一套統一規範的職位評估體系、績效管理體系和薪酬體系。通過薪酬方案的實施，
建立了一套兼顧外部競爭力和內部公平性，符合公司發展的薪酬體系。該薪酬體系以職位評估體系的
建立為基礎，做到按崗定薪、崗變薪變，建立起員工收入能增能減的機制；以統一的績效管理體系為
依托建立起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積極倡導並推進「績效優先」的薪酬文化，達到吸引、留住和激勵人
才的目的，實現個人價值、公司價值和股東價值的共同提升。同時，公司也根據實際情況對上述體系
正在進行完善與優化，以符合公司不斷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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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薪酬委員會共召開兩次會議，會議主要內容包括：

�、 薪酬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召開了二零一零年度第一次會議。會議上薪酬委員會委員聽
取了公司人力資源部關於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二零零九年度績效考核實施情況及薪酬發放情況的匯
報。薪酬委員會同意將此次會議的報告提交董事會審議。

�、 薪酬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召開了二零一零年度第二次會議。會議主要審議通過了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薪酬體系優化方案》的議案。

監事會

本公司監事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其中有一名獨立監事，一名職工監事和一名股東代表。

監事會負責檢查公司財務，對董事會及其成員以及高級管理層進行監督，保護公司股東利益。二零一
零年三月十八日召開了公司的監事會會議。會議事項主要有審議通過公司二零零九年度的監事會工作
報告、二零零九年度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和年度利潤分配方案的議案。公司通過召開監事會會議以及監
事列席公司的董事會、審計委員會會議、薪酬委員會會議，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公司依法運作情況和
高級管理人員的盡職情況進行審查，並遵守積極、勤勉、謹慎、誠信的原則積極展開了各項工作。

八、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
守守則。

經本公司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二零一零年報告期間內已遵守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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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刊發全年業績及二零一零年年報

全年業績公告刊載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sinotrans.com）。本公司將於
適當時間向股東寄發二零一零年年報，並刊載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外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高偉

北京，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在此公佈之日，趙滬湘、張建衛、陶素雲及李建章為中國外運執行董事；楊運濤、劉京華、許克威及莫志明為中國外運 

非執行董事；孫樹義、陸正飛及苗月新為中國外運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