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  要

- � -

本概要旨在向閣下提供本文件內所載資料的概覽。由於本文屬概要，故並無載列可能
對閣下屬重要的所有資料。閣下於決定投資本公司的股份前應先閱畢本文件。

任何投資均涉及風險。投資本公司的股份涉及的若干特定風險載於「風險因素」一節。
閣下於決定投資本公司的股份前應細閱該節。本概要所用的詞彙具本文件「釋義」一節所界定
的涵義。

 

有意投資者及╱或股東務請參閱「附錄五—新加坡法例主要條文概要」所載有關適用於
在香港股市進行買賣的股東之新加坡法例主要條文的詳情。新加坡法例及法規在若干範疇與
可資比較的香港法例及法規不同，有意投資者及╱或股東應就其於新加坡的法律責任向彼等
的法律顧問徵求具體法律意見。

概覽

本公司向承租人提供船舶租賃服務。本公司擁有並營運九艘乾散貨船，包括一艘好望角
型船舶、四艘巴拿馬型船舶、兩艘大靈便型船舶及兩艘小靈便型船舶，總運力約���,000載重
噸。於往績紀錄期間，本公司主要將現有及出售的船舶部署在大中華區以及印度尼西亞、新加
坡、韓國、越南、柬埔寨、菲律賓及俄羅斯附近水域。本公司通常進行乾散貨（包括煤炭、海
砂、鋁土礦、鐵礦石及礦物）運輸。

於往績紀錄期間，除了本公司與一間新加坡建築公司訂立的二零零七年包運合同之外，
本公司取得的所有其他租賃合同均為現貨租船合同，本公司收入約��.�%、��.�%及��.�%乃產
生自現貨租船合同。

現貨租船合同

現貨租船合同為一次性合同，運費根據即時（即當前）市場費率協定。根據現貨租船合
同，本公司按程租租約或期租租約計算運費。詳情請參閱「業務－租賃過程－現貨租船合同」。

包運合同

包運合同則是長期船舶合同，包含一系列航次（而非單一航次），運費乃預先釐定且在合
同項下協定期間適用。詳情請參閱「業務－租賃過程－包運合同」。

於往績紀錄期間，本公司已完全履行二零零七年包運合同，且已取得三份進行中的包運
合同。有關包運合同的風險詳情，請參閱「風險因素－來自中煤能源包運合同、二零一一年首
份包運合同及二零一一年第二份包運合同的收入或不會於合同期間平均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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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財務表現

往績紀錄期間

下表乃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綜合業績概要。本公司
的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國際財務報告編製。該概要應與本文件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一併閱
讀。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0  ��,���  ��,���

服務成本 (��,��� ) (��,0�� ) (��,��� )     

毛利（損） �0,���  (�,0�� ) ��,���

其他收入 �,���  �,���  ���

其他損益 �,���  �,���  ���

行政開支 (�,��� ) (�,��� )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 (��� ) –

財務成本 (��� ) (��� )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0,���  �0�  �,0��

所得稅開支 (�� ) (�� ) (�� )     

年度溢利 �0,���  ��  �,0��     

其他全面收益
集團海外業務換算
 產生的匯兌差額 �  (�� ) –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 –  –  ���     

 �  (��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
 度全面收益總額 �0,���  ��  �,���
     



概  要

- � -

收益及利潤

本公司的收益主要產生自提供船舶租賃服務。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
度各年，本公司的收益分別約為��,�00,000美元、��,�00,000美元及��,�00,000美元；以及本
公司的淨利潤分別約為�0,�00,000美元、��,000美元及�,000,000美元。

二零零九年收益減少的原因

由於全球貿易融資因二零零八年底出現的金融危機而萎縮，故現貨租船合同需求及市場
運費均受到不利影響。由於本公司的船舶租賃服務非常依賴現貨租船合同，故二零零九年，現
貨租船合同需求減少及運費下降，對本公司收入構成了較可能不同程度地依賴現貨租船合同的
競爭對手為大的影響。倘本公司的競爭對手擁有更多包運合同，則由於此類長期合同的期限及
運費乃預先釐定，故疲弱的經濟情況對彼等表現的影響較小。

此外，二零零九年中國煤炭出口下降亦減少了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取得的現貨租船合同
數目。儘管二零零九年中國煤炭入口上升，但由於(i)競爭激烈；及(ii)本公司現有客戶需求下
降，本公司無法取得更多與中國煤炭入口有關的現貨租船合同。

由於二零零九年期間市場情況突變，致使本公司的現貨租船合同減少，因此，本公司的
船舶該年度的整體使用率由約��.�%下降至約��.�%。連同本公司運費下降的影響，本公司於
二零零九年的收入大幅下跌。

二零一零年經濟復甦

隨著全球經濟及貿易活動恢復，鑑於本公司依賴現貨租船合同，其使本公司能夠靈活捕
捉到航運市場上揚，因而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能夠取得更多現貨租船合同，該年的盈利能力亦
穩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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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首季

下表乃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綜合業績概要。該
概要應與本文件附錄二所載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一併閱讀。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  �,���

服務成本  (�,��� ) (�,0�� )    

毛利（損）  �,���  (�,��� )

其他收入  ��  ��  

其他損益  �0  ���  

行政開支  (��� ) (��� )

其他開支  –  (�,0�� )

財務成本  (�� ) (�� )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0��  (�,��� )

所得稅開支  (� ) (� )    

期間溢利（虧損）  �,0��  (�,��� )

其他全面收益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0��  (�,��� )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0.��美仙  (0.��)美仙
    

重大不利變動

如上表所示，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淨虧損。本公司董事確
認，本公司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編製載於本文件附錄一會計師報告中本公司最近
期的合併財務報表的日期）起的財務或貿易狀況出現重大不利變動，乃由於本公司的收入由截
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00,000美元下降約��.0%至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月�,�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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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的收益減少主要由於中東政治局勢不穩對全
球石油供應的憂慮導致燃料價格（為主要可變成本之一）上升，此令本公司對議定運費較低的訂
單望而卻步。日本地震、海潚及核洩漏，使往返日本的船運削減而令亞洲區的船舶供過於求，
致使本公司的服務需求於二零一一年三月有所下降。

上述因素已導致本公司二零一一年首季船舶的整體使用率由約��.�%下跌至約��.�%。隨
著波羅的海乾散貨運價指數由二零一零年首季平均約�,0��點下降至二零一一年首季約�,���點
（降幅約為��%），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首季的收益與二零一零年同期相比較，因運費下降而減
少約��%。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煤炭 ��.�%  ��.0%

海砂 ��.�%  ��.�%

鋁土礦 �.�%  ��.�%

鐵礦石 ��.�%  –

其他 –  0.�%   

總計 �00%  �00%
   

相較於二零一零年首季，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首季得自海砂運輸的收益增加，乃由於本
公司於此期間根據二零零七年包運合同運輸更多海砂。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首季並無得自鐵礦
石運輸的任何收益，乃由於董事確認，本公司的客戶於此期間對鐵礦石的需求相對較低，因
此，本公司於此期間並未取得鐵礦石運輸租賃合同。

服務成本

儘管本公司船舶於二零一一年首季的使用率下降，但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首季的服務成
本下降幅度相對較小，主要乃由於若干固定成本項目（包括船員代理費及保養費）以及每噸燃料
的市場價格上升。此外，於該期間，本公司產生約�,�00,000美元的其他開支（來自與本公司香
港上市活動有關的專業費用及其他開支），此乃非經常性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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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虧損

因此，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錄得約�,�00,000美元的淨虧
損。

董事意見

本公司董事認為，上述環境因素乃本公司財務表現下降的主要原因，不僅本公司受到影
響，大部分集中於亞洲區的乾散貨船舶服務供應商亦受到影響。並不保證此類淨虧損將不會出
現，或本公司將能夠於未來產生或（在適當情況下）維持收入增長及盈利能力。

保養工作

於本公司船舶使用率較低的期間，本公司於此期間安排若干保養工作，減少船舶的閑置
時間及日後用於保養的時間。董事認為，此類保養工作的重新安排不會影響本公司的財務狀
況，因為此類保養工作乃強制性的，即使本公司並無於船舶使用率較低的期間內進行此類工
作，亦須於若干期間內完成。

船員代理費

由於相較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同期的若
干船員薪資有所提高，儘管本公司船舶於此期間的使用率下降，但產生的船員代理費用上升。
船員的代理費乃參考所支付的船員數目釐定，而非彼等工作的航程次數。

日本近期的自然災害

於往績紀錄期間，由於本公司極少將船舶部署在日本附近水域，故本公司董事認為，日
本近期的自然災害不會對本公司的營運構成直接影響。然而，此災害造成的經濟環境惡化，致
使本公司蒙受間接財政損失。除了潛在的卸貨延誤之外，本公司董事並未獲悉任何因該自然
災害引起的潛在索償。倘本公司遇到因該自然災害引起的索償，則本公司的保單會保障相關損
害。有關此方面的風險詳情，請參閱「風險因素－日本最近發生的自然災害或會影響本公司的
經營及財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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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策略

本公司擬取得更多包運合同，從而減少財務表現波動的風險。由於此類長期合同的期限
及運費乃預先釐定，故本公司即便在疲弱的經濟情況下無法取得現貨租船合同時，仍可產生穩
定收入。本公司董事認為二零一一年首份包運合同、二零一一年第二份包運合同及中煤能源包
運合同可使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收入更穩定，此亦會提高本公司船舶的整體使用率。

營運資金

董事認為，經考慮(i)本公司的現有現金流量；(ii)部分由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五月獲得的
二零一一年首份包運合同、二零一一年第二份包運合同及中煤能源包運合同所產生的現金流
量；及(iii)透過質押擔保的備用銀行融通額後，可供本集團使用的營運資金充裕，足以滿足本
公司自本文件起至少��個月的需求。

競爭優勢

本公司擁有以下主要的競爭優勢：(i)本公司的船隊包括大小及噸位容量各異的船舶；(ii)

本公司擁有良好的現金流量，且行政及財務成本低；(iii)本公司已與客戶及貨運經紀建立長期
關係；及(iv)本公司在大中華區及亞洲若干地區佔有大量市場份額。

有關本公司競爭優勢的詳情，請參閱「業務－競爭優勢」。

業務策略

慮及本公司的往績紀錄，本公司董事相信，本公司已做好準備進一步發展航運業務，把
握乾散貨航運業內新的業務商機。為實現此目標，本公司計劃借助其競爭優勢及實施其業務策
略，繼續把握商機：(i)擴充本公司的船隊；(ii)改進本公司的設備及設施，增強競爭力；(iii)利
用本公司與現有客戶的關係及進一步拓展煤炭航運；及(iv)繼續建立高質素的客戶群。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業務－業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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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隊組合及使用率

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的船隊由九艘乾散貨船組成，其中包括一艘好望角型船舶、
四艘巴拿馬型船舶、兩艘大靈便型船舶及兩艘小靈便型船舶，總運力約���,000載重噸。於往
績紀錄期間，本公司進行了若干船舶買賣，使本公司船隊有所變化。下表載列截至最後可行日
期本公司船隊的詳情：－

         剩餘估 
         計可使 估計 
船名 類型 購買年份 出售年份 建造年份 船齡 船旗國 船級社 購買成本 用年限 剩餘價值 概約運力
       （附註�） （百萬美元） （附註�） （百萬美元） （載重噸）
現有的船舶
和利輪 好望角型 二零一零年 不適用 一九八六年 �� 巴拿馬 地峽船級社 �.� � �.� ���,000

裕利輪 巴拿馬型 二零一零年 不適用 一九八九年 �� 巴拿馬 財團法人 ��.� � �.� ��,000
        中國驗船中心
明利輪 巴拿馬型 二零零八年 不適用 一九八四年 �� 巴拿馬 國際船級社 �.� � �.� ��,000

萬利輪 巴拿馬型 二零零五年 不適用 一九八五年 �� 巴拿馬 財團法人 ��.� � �.� ��,000
        中國驗船中心
勇利輪 巴拿馬型 二零零三年 不適用 一九八四年 �� 巴拿馬 財團法人 �.� � �.� ��,000
        中國驗船中心
瑞利輪 大靈便型 二零零八年 不適用 一九八二年 �� 巴拿馬 法國國際檢驗局 ��.0 � �.� ��,000

宏利輪 大靈便型 二零零六年 不適用 一九八二年 �� 巴拿馬 財團法人 �.� � �.� ��,000
        中國驗船中心
百利輪 小靈便型 二零零五年 不適用 一九八三年 �� 巴拿馬 財團法人 �.� � �.� ��,000
        中國驗船中心
國利輪 小靈便型 二零零四年 不適用 一九八四年 �� 巴拿馬 財團法人 �0.� � �.� ��,000
        中國驗船中心
出售的船舶
新利輪 好望角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一九八一年 不適用 巴拿馬 不適用（附註�） �.� 不適用 不適用 ���,000
         （附註�） （附註�）
友利輪 巴拿馬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九年 一九八零年 不適用 巴拿馬 不適用（附註�） �.� 不適用 不適用 ��,000
         （附註�） （附註�）
恩利�號 小靈便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八年 一九七七年 不適用 巴拿馬 不適用（附註�） �.� 不適用 不適用 ��,000
         （附註�） （附註�）
晶利�號 小靈便型 二零零一年 二零一零年 一九七七年 不適用 巴拿馬 不適用（附註�） �.� 不適用 不適用 ��,000
         （附註�） （附註�）

附註：

�. 就安全船級社而言，本公司的所有船舶均已獲地峽船級社、法國國際檢驗局、國際船級社及財團
法人中國驗船中心檢查及評級（視情況而定）。

�. 由於本公司不再擁有此船，故本公司沒有有關其現時船級社、剩餘估計可使用年期即估計剩餘價
值的資料。

�. 估計可使用年期指從造船廠最初交付日期起�0年。本公司釐定船隻的估計可使用年期主要用以
計算其減值。董事考慮到船隻實際可使用年期可能會超過�0年，因為：(i)即使船隻的可使用年
期超過�0年亦不會被強制廢棄，而廢棄船舶的決定乃是一個商業決定；及(ii)本公司於往績紀錄
期間擁有並使用超過�0年以上的船隻。截至上五個財政年度的年度最後日期, 本公司保留至少�
艘船舶。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並無計劃減少船隻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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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績紀錄期間，本公司整體船隊的使用率維持約��.�%至��.�%。下表載列於往績紀錄
期間，本公司每種船舶類型的使用率：－

 使用率（附註）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船舶類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好望角型 –  –  ��.�%

巴拿馬型 ��.�%  ��.�%  ��.�%

大靈便型 �0.�%  ��.�%  ��.�%

小靈便型 ��.�%  ��.�%  ��.�%

整體 76.5%  71.2%  85.1%

附註：  每種船舶類型的使用率乃按船舶由本公司擁有及營運的總日數，扣除估計因入塢或其他維修
及保養而停租的日數及兩份租約期間的停租期，除以該年度本公司營運該船舶的總日數（以每
年���日為基準）計算。

有關於往績紀錄期間本公司每種船舶類型的使用率明細，請參閱「業務－船隊組合及使用
率」。

股息政策

根據百慕達公司法，本公司可透過股東大會以任何貨幣宣派股息，惟所宣派的股息不得
超過董事會建議的金額。根據百慕達公司法，本公司董事亦可不時宣派股息或其他分派。

本公司未來股息派付及金額將取決於（其中因素包括）本公司的業績、現金流量與財務狀
態及狀況、營運及資金需求、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可分派溢利金額、本公司章程大綱及細
則、百慕達公司法、適用法律法規、本公司可能須不時遵守有關股息分派及派付的其他法律
及合同限制以及董事認為與本集團有關的其他因素。股息宣派、派付及金額將由董事會酌情決
定。

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三個年度而言，本公司分別已分派股息約
�0,000,000美元、�,000,000美元及�,�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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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介紹形式上市

本公司由二零零五年起開始在新交所上市並交易。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股份於新
交所的成交價為0.��新加坡元。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新加坡及香港兩地主板上市屬合宜且對公
司有利，亦能於亞太區不同資本市場充分把握出現的機遇。本公司相信，兩地市場能吸引不同
背景的投資人，此將擴展本公司的投資人基礎及增加股份的流通性，特別是使本公司得益於接
觸更多不同的個人及機構投資人。本公司董事相信，於香港上市符合本公司專注大中華區業務
的狀況，對本公司的增長及長遠發展深具意義。

股份轉移

目前，所有股份均於百慕達股東名冊總冊登記。為在聯交所買賣的目的，股份必須在香
港股東名冊分冊登記。股份可在百慕達股東名冊總冊與香港股東名冊分冊間進行過戶。投資人
如欲在新交所及聯交所進行買賣，則其股份必須在百慕達股東名冊總冊登記。投資人如有意在
聯交所進行買賣，則需將其股份從百慕達股東名冊總冊轉移至香港股東名冊分冊，以在香港股
東名冊分冊登記。有關股份轉移的程序載於本文件「上市、登記、買賣及交收」。

過渡安排

就上市而言，過渡期經紀已獲委任並擬進行本文件「上市、登記、買賣及交收 — 過渡安
排」一節所述的過渡安排。過渡安排旨在將股份轉移至香港股東名冊，以便本公司股份於介紹
上市後在香港形成公開市場。

就過渡安排而言，過渡期經紀與(i) China Lion（作為賣方）訂立了出售及購回協議，過渡
期經紀據此向China Lion購買合共約�%的本公司已發行股份，而China Lion於過渡期（即自上
市日期（包括該日）起計�0日期間）屆滿後不久以相同價格購回相等數目之股份；及(ii)與China 

Lion訂立了股份借貸協議，據此，China Lion將向過渡期經紀提供一次或多次借股融通，總數
最多為本公司股份的約��.�%，惟須遵守新加坡及香港的適用法律、規則及規例，包括但不限
於China Lion借出及其後接納再交回任何股份，以及過渡期經紀借入及其後再歸還任何股份。
上述安排不會導致任何一方有責任根據收購守則及╱或新加坡收購守則作出強制性全面收購。
預期此等過渡安排將有助提高於介紹上市後本公司股份在香港市場的流通性，以及有助於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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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和新加坡市場上股份價格之間的潛在重大差異。該等股份將供過渡期經紀就在香港的套戥
交易作交收之用。有意投資者應參閱本文件「上市、登記、買賣及交收－過渡安排」一節所載的
有關詳情。

風險因素

本公司相信本公司的經營涉及若干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其中一些非本公司所能控制。該
等風險可大致分為以下幾類：(i)有關本公司業務的風險；(ii)有關本公司行業的風險；(iii)有關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風險；(iv)有關雙重第一上市地位的風險；及(v)有關本文件中所作陳述的風
險。以下強調若干與本公司業務有關的較重要風險因素：

• 未來，本公司的盈利能力未必可以維持

• 本公司於往績紀錄期間依賴若干主要客戶，且本公司貿易應收賬款亦主要來自該等
客戶

• 本公司依賴現貨租船合同

• 本公司現僅擁有九艘船舶

• 來自中煤能源包運合同、二零一一年首份包運合同及二零一一年第二份包運合同的
收入或不會於合同期間平均產生

• 本公司或會承擔船舶的大量保養及維修成本或更換成本

• 日本最近發生的自然災害或會影響本公司的經營及財務表現

有關上述風險及其他風險的詳情請參閱「風險因素」一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