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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中期業績公年中期業績公年中期業績公年中期業績公告告告告 
 
中期業績中期業績中期業績中期業績 
 
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其
經由本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如下： 
 
簡明綜合簡明綜合簡明綜合簡明綜合全面全面全面全面收收收收益表益表益表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二零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2 1,023,991 488,406      
其他收入  1,920  668 
製成品及在製品的存貨變動   44  (1,844) 
原材料及消耗品支出   (736,342)  (386,928) 
僱員成本   (57,618)  (29,498) 
折舊及攤銷   (9,081)  (8,859) 
匯兌(虧損)收益   (3,018)  407 
其他費用   (72,602)   (42,867) 
財務費用   (9,722)   (4,806) 
投資收入   1,765  363 
分類為持有作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之    

公允價值變動   931  (1,683)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234  19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   4,350  884 
 
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144,852  14,442 
所得稅項開支 3  (33,026)  (1,469) 
 
期內期內期內期內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111,826   12,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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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簡明簡明簡明綜合綜合綜合綜合全面全面全面全面收益收益收益收益表表表表(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二零一零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全面全面全面全面(支出支出支出支出)收收收收益益益益 
 
換算外匯折算差額   1,725  317 
 
被指定為現金流量對沖之遠期 

合約的公允價值調整   (4,904)  - 
 

期內其他全面期內其他全面期內其他全面期內其他全面(支出支出支出支出)收益收益收益收益   (3,179)  317 
 
期內期內期內期內全面全面全面全面收益收益收益收益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108,647  13,290 
  ========= ========= 
 
期內期內期內期內應佔溢利應佔溢利應佔溢利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101,900  10,192 
非控股股東權益   9,926  2,781 

 
    111,826  12,973 
  ========= ========= 
 
應佔應佔應佔應佔全面全面全面全面收益收益收益收益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本公司股東   98,303  10,449 
  非控股股東權益   10,344  2,841 
 
   108,647  13,290 

  ========= ========= 
 
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每股盈利 5 
基本   4.22 美仙美仙美仙美仙  0.42美仙 
  ========= ========= 
攤薄   4.21 美仙美仙美仙美仙  0.42美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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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簡明綜合簡明綜合簡明綜合財務財務財務財務狀況狀況狀況狀況表表表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6 204,518        186,179 
專利權   216  336 
商譽   5,280  5,28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913  5,241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32,081  27,634 
可供出售之投資   1,614  1,614 
預付租賃款項   64,338  64,389 
物業、機器及設備及 

預付租賃款項之訂金   16,634  -
  
   330,594  290,673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7  388,305  260,424 
應收賬款 8  267,565  226,428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01,977  230,498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491  2,433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22  378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6,198  7,118 
應收一有關連公司款項   760  525 
可收回之稅項   207  2,028 
預付租賃款項   1,525  1,506 
銀行結餘及現金   445,280  229,279 
      
   1,313,630  960,617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203,572  193,334 
應付票據 11  122,861  131,582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65,833  97,934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73  210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216  2,683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52  1,218 
應付稅項   18,489  10,216 
衍生金融工具   -  1,226 
遞延賬款   86  86 
銀行借款   169,613  297,778 
 
   682,795  736,267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630,835  224,350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總額總額總額總額減流動負債減流動負債減流動負債減流動負債    961,429  515,0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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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簡明綜合簡明綜合簡明綜合財務財務財務財務狀況狀況狀況狀況表表表表(續)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千美元 
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31,117  31,084 
股份溢價   235,648  235,026 
累計溢利   238,672  161,560 
其他儲備   28,917  32,443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534,354  460,113 
非控股股東權益   58,798  48,454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593,152  508,567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遞延賬款   853  853 
銀行借款           145,637  3,730 
票據   213,239  - 
指定為對沖工具的衍生金融工具   4,904  - 
遞延稅項負債   3,644  1,873 
 
   368,277  6,456 
 
 
    961,429  515,0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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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主主主要會計政策要會計政策要會計政策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允價值計算。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
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應
用者相符一致。此外，以下是於本期度所採納之新會計政策： 
 
對沖會計 
 
本集團使用衍生金融工具（主要是外匯遠期合約）來對沖發行票據所産生的外幣
風險。這種對沖乃指定為現金流量對沖並按此入帳。 
 
於對沖關係之初始，本集團記錄了對沖工具及被對沖項目之關係，以及進行各種
對沖交易之風險管理目標及其策略。此外，本集團於對沖之初始及往後持續地記
錄該用於對沖關係之對沖工具是否有效抵銷被對沖項目的現金流量變動。 
 
現金流量對沖 
 
被指定及符合為現金流量對沖之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變動之有效部分已計
入其他全面收益。其無效部分之盈虧即時確認為損益。 
 
當被對沖項目之風險影響損益時，已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並累計至權益（對沖儲備）
的金額將重新分類至損益。 
 
如本集團撤銷對沖關係，或對沖工具到期、出售、終止或已行使，或對沖工具不
再符合對沖會計時，對沖會計將會终止。任何當時已累計至權益之累計損益須留
在權益，直至被對沖項目影響損益時才能確認。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度首次採納若干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新制訂及經修訂之
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以下統稱為「新制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二零一零年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部份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關連方披露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4號之修訂預付最低資本規定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9號以權益工具消除金融負債 
 
於本期度採納該等新制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對本集團之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之數據及/或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納以下已頒布惟尚未生效的新制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以下新制訂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乃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批准及授權印製後所頒布惟尚未生效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資安排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的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價值之計量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個別財務報表 1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投資 1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 1
 

 （二零一一年修訂本）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年度起生效 
2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年度起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
一年經修訂）是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頒布的，於二零一三年一月
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年度起生效，並准許提前應用，但這些新制訂或經修訂的
準則須一倂同時提前應用。本公司董事預計，該等新制訂或經修訂的準則將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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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財務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內開始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了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個別財務報表
針對綜合財務報表之處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對控制權的新定義為須包含
三項要素：(a) 擁有對被投資方之權力，(b) 透過參與能改變被投資方的回報之
接觸或權利，及 (c) 能夠利用其於被投資方之權力來影響投資者回報。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0號提供了對處理複雜情况的廣泛指引。總體而言，應用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0號需要廣泛地使用判斷。董事仍在評估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的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合資企業權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1號對涉及兩個或以上共同控制方之合資安排應作如何分類。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資安排可分為兩類：合資企業和合資業務。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1號的分類建基於合資安排下各方的權利和義務。相反，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31號，合資安排分為三類：共同控制實體，共同控制資產和共同控制業務。 
 
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要求合資企業須採用權益法核算，而香港會計準
則第31號則容許共同控制實體可採用權益法或比例法核算。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1號可能會影響本集團合資安排之分類及其會計處理。董事仍在評估應用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的影響。 
 
除上述披露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制訂及經修訂之準則將不會對本集
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營業額及營業額及營業額及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分部根據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即首
席行政總監)呈報之資料，現劃分為兩個經營部門：製造業務及物流服務。 
 

主要業務如下： 

 

製造業務 — 生產海運乾集裝箱、冷凍集裝箱、可摺疊式平架集裝
箱、罐箱、其他特種集裝箱及集裝箱配件等產品。 

   

物流服務 — 提供集裝箱儲存、維修、拖運、貨運站、集裝箱／散
貨處理、中流作業服務、以及其他集裝箱相關服務。 

 

該等分部資料呈報如下： 
 

期內本集團用於報告及經營分部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業務製造業務製造業務製造業務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物流服務物流服務物流服務物流服務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抵銷抵銷抵銷抵銷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對外銷售 1,006,981 17,010 1,023,991 - 1,023,991 
分部間銷售 27 496 523 (523) -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1,007,008 17,506 1,024,514 (523) 1,023,991 
 分部間銷售價格乃按市場釐定。 
      
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 144,215 3,079 147,294 - 147,294 
      
財務費用     (9,722) 
投資收入     1,765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

允價值變動 
    931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
利 

    234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
之溢利 

    4,350 

      
除稅前溢利     14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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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截至二零一零截至二零一零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業務製造業務製造業務製造業務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物流服務物流服務物流服務物流服務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抵銷抵銷抵銷抵銷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對外銷售 471,431 16,975 488,406 - 488,406 
分部間銷售 7 128 135 (135) -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471,438 17,103 488,541 (135) 488,406 
 分部間銷售價格乃按市場釐定。 
      
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 16,208 3,277 19,485 - 19,485 
      
財務費用     (4,806) 
投資收入     363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

允價值變動 
    (1,683)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
利 

    19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
之溢利 

    884 

      
除稅前溢利     14,442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得溢利，且未分配財務費用、投資收入、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
價值變動、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及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評
估分部表現而向本集團首席行政總監呈報之基準。 

 

本集團經營分部之資產分析如下: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製造業務 1,088,478 914,001 

物流服務 62,642 61,564 

 

分部資產總額 

 

1,151,120 

 

975,56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913 5,241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32,081 27,634 

公司資產 455,110 242,850 

 

綜合總資產 

 

1,644,224 

 

1,251,290 

 

為達致監控分部間的分部表現和資源分配，除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於共同控制實
體之權益及未分配公司資產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部。經營分部所共同使
用之資產乃按個別經營分部之營業額為基準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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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得稅項開支所得稅項開支所得稅項開支所得稅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管理層預期該財政年度全年之年度稅率之最佳估計而確認。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年度稅率為 16.5%（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16.5%）。 
 
海外業務之稅項乃以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
所經營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本期度稅項： 

香港利得稅 

 

149 

 

67 

海外稅項 31,106 1,351 

  

31,255 

 

1,418 

遞延稅項： 

  本期度 

 

1,771 

 

51 

  

33,026 

 

1,469 

 

4.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截止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内未有支付股息。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
十日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上建議並獲得股東通過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
一止每股普通股 8港仙的末期股息，合共相等於約 24,801,000美元（二零零九年：
無），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派發。 

 

董事會決議派發每股普通股 9港仙之中期股息，合共相等於約 27,880,000 美元（二
零一零年：無），將派發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
東。   

 

5.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盈利： 

 

  

藉以計算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之盈利  101,900 10,192 

 

股份數目： 

 

藉以計算基本每股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2,414,022,258 

 

 

 

2,408,738,280 

購股權對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6,216,580 - 

 

藉以計算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2,420,238,838 

 

2,408,738,280 

 

由於購股權之行使價比二零一零年中期期度的平均市場價格為高，故在計算二零一
零年度之攤薄每股盈利時假設購股權並未行使。 
 

6. 物業物業物業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變動機器及設備之變動機器及設備之變動機器及設備之變動 
 

本集團於期內支出合共 28,581,000 美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949,000美元）用作提升製造及物流服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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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存貨存貨存貨存貨 
 

 於於於於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原材料 

 

254,256 126,419 

在製品 33,779 29,251 

製成品 100,270 104,754 

 388,305 260,424 

 
於期內，銷售成本包括 827,374,000 美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47,476,000美元）之製成品銷售成本。 

 

8. 應收賬款應收賬款應收賬款應收賬款 
 

本集團已制定一套明確之信貸政策。信貸期一般由 30天至 120天（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30 天至 120 天）不等，視乎客戶之信譽而定，本集團與各客戶分
別制定互相同意之信用條款。 

 

以下是根據發票日的應收賬款減壞賬準備之賬齡分析：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180,376 

 
141,590 

三十一至六十天 57,948 55,949 

六十一至九十天 18,048 16,890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4,758 6,761 

一百二十天以上 6,435 5,238 

 267,565 226,428 

 

9.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預付 76,325,000美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64,867,000美元)予多家供應商作為購買原材料按金。 

 

10. 應付賬款應付賬款應付賬款應付賬款 

 

以下是根據發票日的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92,710 

 
92,716 

三十一至六十天 51,971 49,031 

六十一至九十天 30,391 25,051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21,558 18,163 

一百二十天以上 6,942 8,373 

 203,572 19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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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票據應付票據應付票據應付票據 
 

以下是根據發票日的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年年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34,242 

 
60,221 

三十一至六十天 38,997 36,938 

六十一至九十天 47,366 29,549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2,256 - 

一百二十天以上 - 4,874 

 122,861 131,582 

 

12.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美元 千港元 

普通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3,000,000,000 38,649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2,408,738,280 31,034 240,874 

行使購股權(附註) 3,874,000 50 387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12,612,280 31,084 241,261 

行使購股權(附註) 2,540,000 33 25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2,415,152,280 31,117 241,515 

 
附註： 

 

於期內，因行使購股權，本公司發行及分配了每股 0.10 港元之 2,540,000(截至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3,874,000)股普通股。於期內行使的購股權之行使價
為每股 1.48 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1.48 港元)。新增股份與本
公司現有股份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利。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1,023,991,000美
元，較去年同期的488,406,000美元上升109.7%。本集團之綜合本公司股東應佔
溢利大幅上升899.8%至101,900,000美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10,192,000美
元），基本每股盈利上升至4.22美仙（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每股0.42美仙）。 
 
本集團取得理想業績，主要由於新集裝箱的需求持續向好、平均售價上升、成本
控制措施奏效及生產效率提升所致。於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金融危機期間，基
本上沒有新的集裝箱訂單，集裝箱箱主亦於該期間售出約1,500,000個舊廿呎標
準箱。此情況加上自二零一零年起全球出口貿易復甦，特別是中國出口增長令航
運行業出現集裝箱短缺情況，因此新集裝箱需求帶動售價及利潤率上升。 
 
在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四日發行1,380,000,000人民幣的票據後，其財務
狀況進一步加強。該等票據按年利率4.75%計息，並將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四日
到期。本集團使用發行該等票據的所得款項淨額作為於中國地區的營運資金及一
般企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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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務製造業務製造業務製造業務 
 
本集團的製造業務自去年下半年起受惠於已改善的新集裝箱需求，因此，製造業
務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的471,431,000美元顯著增加113.6%至1,006,981,000美
元，這項業務亦繼續成為本集團的主要營業額來源，佔本集團回顧期內綜合營業
額的98.3%（二零一零年上半年：96.5%）。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生產了397,334
個廿呎標準箱（二零一零年上半年：230,666個廿呎標準箱）及售出了394,210
個廿呎標準箱（二零一零年上半年：236,190個廿呎標準箱）。與此同時，本業
務的除稅及非控股股東權益前溢利大幅增至141,685,000美元，較二零一零年中
期的11,462,000美元高1,136.1%。 
 
集裝箱售價維持強勁，於回顧期內，廿呎亁集裝箱的平均售價為2,760美元，高
於二零一零年的全年平均售價2,403美元，更遠超二零一零年的上半年平均售價
2,155美元。售價上升主要是由於集裝箱需求改善，以及原材料和勞工成本上漲
所致，而本集團繼續運用成本加成定價策略把所有成本調整計入其售價。  
 
於去年同期，全球出口貿易復甦帶動亁集裝箱需求強勁回升，本集團亁集裝箱及
特種集裝箱的營業額比例分別回復到之前約81.2%及18.8%的比例。隨著不斷的
新產品開發和市場推廣力度，市場對特種集裝箱的需求於報告期內上升幅度較乾
集裝箱為高。因此，該兩種集裝箱的營業額比例於回顧期內分別為72.5%及
27.5%。 
 
本集團的特種集裝箱業務繼續造好，生產多元化集裝箱，包括冷凍集裝箱、罐箱、
美國內陸集裝箱及其他特種集裝箱。冷凍集裝箱的需求升幅尤其強勁，訂單比去
年同期高132.2%，預期未來數年將維持增長。本集團的冷凍集裝箱廠房的產能
目前已飽和，因此本集團透過啟東項目擴充產能的計劃實屬必要。  
 
為了滿足市場對集裝箱日益上升的需求，本集團已提高廠房的產能。本集團位於
啟東區的新生產設施的興建進展順利，預期第一期將於二零一二年七月竣工，第
二期則於二零一二年底竣工。 
 
物流服務物流服務物流服務物流服務 
 

在集裝箱需求殷切時，本集團的物流服務業務通常反映出堆存的閒置集裝箱數量
較低。然而，由於集裝箱流動增加，本集團自行擁有及經營，位於中國主要沿海
城市及香港的集裝箱堆場、集裝箱碼頭及中流作業在回顧期內表現相對良好。物
流服務的營業額為17,010,000美元，較去年同期上升0.2%，除稅及非控股股東
權益前溢利亦上升6.3%至3,167,000美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分別為16,975,000 
美元及2,980,000美元）。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回顧期內的經營環境理想，本集團預期此利好環境在可見未來將會持續。在過去
十二個月內，其中一個重大轉變是季節性因素大幅減少，本集團亦預期此轉變將
會持續，並帶來好處。由於本集團的客戶意識到集裝箱的供應量有限，亦較難如
過往般在傳統旺季輕易取得新集裝箱，因此他們必須改變訂購模式以確保穩定供
應，本集團在傳統淡季獲取的訂單亦因而增加。換言之，集裝箱訂單已不再像以
往般與貨運量直接掛鈎，反而客戶在一年內平均地發出訂單，確保獲得預期所需
的集裝箱數量。 
 
為此，本集團預期二零一一年的營業額將較過去更平均地分佈在上、下半年。對
本集團而言，這情況將帶來更多好處，如改善經營情況、更有效分配人手，以及
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訂購原材料。 
 
於過去兩週所出現的美國及歐洲經濟情況令人憂慮，本公司已考慮其對本集團之
業務所造成之影響。根據本集團的業務及營運現狀，本集團認為該近期的市場發
展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表現造成重大影響。 
 
儘管近期的市場發展，基於上述三個主要因素，包括是行業亮麗前景、從票據發
行獲得營運資金及需求季節性因素減少，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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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能延續至下半年。憑藉其完善設施、專業知識、市場網絡及全球商譽作支持，
本集團在未來六個月及往後時間的前景將會謹慎樂觀。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鑒於業績理想，董事會欣然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每普通股9港仙(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予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
六日(星期一)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中期股息將於二零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五)或之前派付。中期股息派息比率為27.4%。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三)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
一)期間(包括首尾兩天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如欲獲得派發中期股息的資格，股東須最遲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星期二)下
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交回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
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
1712-1716號舖，以辦理登記手續。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與管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用之會計政策及已就核數、內部監控運作及
財政匯報等事項作出商討，亦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
核之中期財務報表（「中期報告」）。按董事會要求，本集團之外聘核數師已按
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閱
中期財務資料」審閱中期報告。 
 

購回購回購回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儲備轉撥儲備轉撥儲備轉撥儲備轉撥 
 
根據中國現行規例，設於中國之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在期內共轉
撥 32,000 美元至本集團之一般儲備。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回顧期內已全面遵守所有適用於本公司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提
出的準則及若干建議最佳常規。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所採
納之守則均與本集團二零一零年年報所披露及列明的相符一致。 
 
遵守標準守則遵守標準守則遵守標準守則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列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為本公司就董事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
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在中期報告所包括之會計期間之任何時間，已遵守
標準守則的標準。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允中張允中張允中張允中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當日，董事會成員如下：張允中先生、張松聲先生、薛肇恩先生及張朝
聲先生為執行董事，金旭初先生及關錦權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劉可傑先生、王家
泰先生及楊岳明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