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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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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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廈 門 國 際 港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XIAMEN INTERNATIONAL PORT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78）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 收入約為人民幣1,312,869千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人民幣960,519千元，增加約
36.7%。

‧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的利潤約為人民幣149,330千元，較二零一零年同期約人
民幣123,302千元，增加約21.1%。

‧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約為人民幣5.48分，較二零一零
年同期約人民幣4.52分，增加約21.2%。

財務業績

廈門國際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廈門港務」）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未經審
核的中期合併業績。此中期業績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以下呈列的本集團未經
審核的中期簡明合併損益表、未經審核的中期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的中期簡
明合併資產負債表及附註1至11乃摘自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的未經審核的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該資料已經由本公司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
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
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了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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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損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1,312,869 960,519
銷售成本 (1,013,396) (709,463)

毛利 299,473 251,056
其他收益 19,110 19,459
其他利得 — 淨額 3,964 187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12,556) (14,041)
一般及行政開支 (73,414) (68,465)

經營利潤 5 236,577 188,196
財務收益 6 8,717 3,752
財務成本 6 (10,098) (9,032)

235,196 182,916
享有聯營稅後利潤的份額 1,044 640

除所得稅費用前利潤 236,240 183,556
所得稅費用 7 (32,451) (25,529)

期間利潤 203,789 158,027

利潤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149,330 123,302
非控制性權益 54,459 34,725

203,789 158,027

期間每股盈利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9 5.48 4.52

股息 8 — 10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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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間利潤 203,789 158,027
除稅後其他綜合損失
　— 除稅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虧損 (2,695) (53,677)

期間綜合收益總值 201,094 104,350

期間綜合收益總值歸屬於：
　— 本公司權益持有者 146,635 69,625
　— 非控制性權益 54,459 34,725

201,094 10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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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合併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投資性房地產 50,789 49,453
物業、廠房及設備 3,135,745 3,096,962
土地使用權 999,346 1,010,928
無形資產 57,135 54,257
聯營投資 35,831 34,95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3,713 97,365
遞延所得稅資產 50,303 52,707

　非流動資產總值 4,422,862 4,396,626

流動資產
存貨 204,406 159,314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697,193 581,679
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項 205,203 196,033
原存款期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145,565 84,847
受限制現金 52,438 36,60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71,101 1,154,304

　流動資產總值 2,375,906 2,212,781

資產總值 6,798,768 6,609,407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的權益
股本 2,726,200 2,726,200
儲備 1,081,264 1,179,987

3,807,464 3,906,187
非控制性權益 1,008,922 960,959

權益總值 4,816,386 4,867,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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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282,573 287,742
衍生金融工具 5,219 6,355
遞延政府補貼及收益 118,368 121,181
提前退休福利義務 1,881 2,328
遞延所得稅負債 21,000 22,080

　非流動負債總值 429,041 439,68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721,459 680,365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733,490 501,589
借款 76,243 104,486
應交稅金 22,149 16,135

　流動負債總值 1,553,341 1,302,575

負債總值 1,982,382 1,742,261

權益及負債總值 6,798,768 6,609,407

流動資產淨值 822,565 910,20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245,427 5,306,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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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公司法在中國成立為一家國有獨資公司。於
二零零五年三月三日，本公司根據中國公司法轉制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H股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十九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本集團於廈門市東渡港區和海滄港區從事集裝箱、散貨和件雜貨裝卸業務，及提供配套增值服務（包括港口
相關物流、航運代理、拖輪靠離泊服務、理貨），建材製造、加工及銷售，工業產品貿易以及投資控股。

本公司董事認定廈門港務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廈門港務控股」）為本公司之母公司。

除另有註明外，本未經審核的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以人民幣（「人民幣」）為單位。本未經審核的中期簡明合
併財務資料已經由本公司董事會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未經審核的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未經審核的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
料應與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3. 會計政策

除了下文所述外，本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及描述的會計政策一
致。

中期所得稅費用按預計適用於計算年度所得稅費用的稅率計提。

本集團已採用下列目前與本集團的業務相關且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採用的新訂
準則及對現有準則的修改：

‧ 由香港會計師公會在二零一零年五月發出的第三個年度改進計劃（「第三個改進項目」）中與香港會計準
則 1「財務報表的呈報」相關的改進

‧ 第三個改進項目中與香港會計準則27「合併和單獨財務報表」相關的改進

‧ 第三個改進項目中與香港會計準則34「中期財務報告」相關的改進

‧ 第三個改進項目中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3（修訂）「業務合併」相關的改進

‧ 第三個改進項目中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金融工具：披露」相關的改進

‧ 香港會計準則24（修訂）「關聯方披露」的修改，本集團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提前
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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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新訂準則，對現有準則的修改及解釋必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採用，但目前與本
集團無關。

香港會計準則32（修改） 金融工具：披露與列報 — 配股的分類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修改）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對首次採納者執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7披露的比較數據的有限豁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14（修改） 最低資金規定的預付款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解釋公告19 以權益工具消除金融負債

下列於第三個改進項目中的改進在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生效，但目前與本集團無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1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 解釋公告13 客戶忠誠度計劃

香港會計師公會亦已頒佈若干新訂或經修改的準則及對現有準則的解釋（「新訂或修訂之香港準則」）。新訂或
修訂之香港準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仍未生效。

本集團並未於本未經審核的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中提前採納新訂或修訂之香港準則。本集團將根據新訂或
修訂之香港準則的生效日予以採納。本集團正在評估新訂或修訂之香港準則對本集團的影響，然而尚未能表
態聲明本集團重要會計政策以及財務報表列報是否會由此產生任何重大變化。

4. 分部資料

管理層會議定期舉行以制訂策略性決策。管理層已根據該等會議上審議的報告釐定經營分部。

管理層從服務╱產品角度考慮業務分部，並將業績評估分為以下幾個分部：(1)集裝箱裝卸及儲存業務；(2)
散貨╱件雜貨裝卸業務；(3)港口配套增值服務；(4)製造及銷售建材及(5)工業產品貿易業務。本集團所有業
務均在中國進行，而本集團接近全部的收入及經營利潤均在中國境內取得，本集團所有資產亦位於中國，且
被視為風險與回報相若的同一地域，故管理層並無以地域為基礎分析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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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管理層提供的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有關可報告分部的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集裝箱裝卸
及儲存業務

散貨╱
件雜貨

裝卸業務
港口配套
增值服務

製造及
銷售建材

工業產品
貿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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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總額 388,020 85,303 370,730 152,153 370,830 1,367,036
分部間收入 — — (54,167) — — (54,167)

收入 388,020 85,303 316,563 152,153 370,830 1,312,869

經營利潤 120,040 2,873 95,727 5,591 12,346 236,577
財務收益 8,717
財務成本 (10,098)

235,196
享有聯營稅後利潤的份額 — — 842 202 — 1,044

除所得稅費用前利潤 236,240

所得稅費用 (32,451)

期間利潤 203,789

其他資料
折舊 53,755 13,350 23,728 4,725 200 95,758
攤銷 8,248 2,105 3,449 25 9 13,836
計提╱（沖銷）減值準備
　— 存貨 — — — — (43) (43)
　— 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 131 507 (1,547) (4,601) (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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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管理層提供的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有關可報告分部的分部資料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集裝箱裝卸
及儲存業務

散貨╱
件雜貨

裝卸業務
港口配套
增值服務

製造及
銷售建材

工業產品
貿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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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總額 354,474 76,176 304,991 90,528 170,893 997,062
分部間收入 — — (36,543) — — (36,543)

收入 354,474 76,176 268,448 90,528 170,893 960,519

經營利潤╱（虧損） 110,870 (1,439) 78,354 (6,072) 6,483 188,196
財務收益 3,752
財務成本 (9,032)

182,916
享有聯營稅後利潤╱（虧損）
　的份額 — — 649 (9) — 640

除所得稅費用前利潤 183,556

所得稅費用 (25,529)

期間利潤 158,027

其他資料
折舊 52,216 15,278 19,386 4,714 178 91,772
攤銷 8,192 2,222 3,231 18 29 13,692
計提╱（沖銷）減值準備
　— 存貨 — — — — 1,179 1,179
　— 應收款項 — 537 77 2,711 (223) 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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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管理層提供的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有關可報告分部的分部資料如下：

集裝箱裝卸
及儲存業務

散貨╱
件雜貨

裝卸業務
港口配套
增值服務

製造及
銷售建材

工業產品
貿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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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分部資產 3,810,973 405,196 1,760,170 270,714 407,699 6,654,752
包括：
　聯營投資 — — 34,705 1,126 — 35,831
　非流動資產增加 61,289 4,110 78,779 609 812 145,599

分部負債 631,510 41,193 529,892 150,315 222,288 1,575,198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3,735,899 423,273 1,734,148 236,673 329,342 6,459,335
包括：
　聯營投資 — — 33,862 1,092 — 34,954
　非流動資產增加 18,043 10,801 122,961 4,074 37 155,916

分部負債 385,652 26,444 545,118 122,729 225,520 1,305,463

管理層以經營利潤為基礎評估經營分部的業績。管理層審閱的各經營分部的業績不包括財務收益及成本。除
了下文所述外，向管理層報告的其他資料按與未經審核的中期簡明合併財務資料內貫徹一致的方法計量。

分部資產主要未包括遞延所得稅資產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這些是與資產總值對賬的部分。

分部負債主要未包括遞延所得稅負債、應交稅金、衍生金融工具及借款。這些是與負債總值對賬的部分。

分部之間的銷售是按照交易方約定的條款進行。向管理層會議報告的外部收入按與本未經審核的中期簡明合
併損益表內的收入貫徹一致的方式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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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利潤

經營利潤在計入及扣除以下各項後列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計入：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利得 1,136 —
股息收益 129 34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利得 2,828 204
沖銷減值準備
　 — 存貨 43 —
　 —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6,148 223

扣除：

所售╱所耗存貨成本 557,252 292,718
折舊
　 — 物業、廠房及設備 95,089 91,350
　 — 投資性房地產 669 422
攤銷
　 — 土地使用權 11,582 11,726
　 — 無形資產 2,254 1,966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虧損 — 17
計提減值準備
　 — 存貨 — 1,179
　 — 應收款項 638 3,325

6. 財務收益及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益 7,087 3,341
外滙利得淨額 1,630 411

8,717 3,752

銀行借款利息 (10,612) (9,672)
減：銀行借款利息資本化額 514 640

(10,098) (9,032)

財務成本 — 淨額 (1,381) (5,280)

銀行借款利息資本化額乃與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建設有關之借款成本。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用以計算有關銀行借款利息資本化的加權平均年利率為5.72%（二零一零年：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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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費用

由於本集團於有關年度內並無在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的應課稅收入，故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無須繳納香港所得稅。

本集團需按被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繳納企業所得稅。本公司於二
零一一年處於第五個免稅年度，因此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零。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中國外輪代理（廈門）有限公司（「外輪代理」）於二零一一年取得技術先進性企業資格
證書，因此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5%。本公司的共同控制實
體，廈門海滄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海滄國際貨櫃碼頭」）於二零一一年處於第一個稅收減半期，因此於截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2.5%。本公司除外輪代理外的附屬公司及
除海滄國際貨櫃碼頭外的共同控制實體，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稅率
為24%（二零一零年：22%）。

在本未經審核中期簡明合併損益表內扣除的所得稅費用金額指：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30,229 25,719
遞延所得稅計入╱（扣除） 2,222 (190)

32,451 25,529

8. 股息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舉行的會議上，董事會擬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二
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9分（含稅），該等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經股東大會批
准派發。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已反映為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利潤分配。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同期：人民幣109,048千
元）。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透過將本期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的利潤除以本公司本期間已發行在外股份的加權平均
數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的利潤（人民幣元） 149,330,000 123,302,000

本公司已發行在外股份的加權平均數 2,726,200,000 2,726,200,000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5.48 4.52

由於本公司沒有潛在可攤薄股份，故每股攤薄後盈利相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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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641,686 572,603
減：減值准備 (30,759) (31,318)

610,927 541,285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7,869 1,666
應收其他關聯人士款項 8,860 13,538
應收票據 69,537 25,190

697,193 581,679

本集團的大部分收入均按掛賬條款及根據交易的合同指定條款收取。對大客戶或還款紀錄良好的長期客戶，
本集團可能給予長達六個月的信用期。來自小客戶、新客戶及短期客戶的收入通常預期將於提供服務或送貨
後短時間內付清。

於各資產負債表日的貿易性質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包括應收同系附屬公司及其他關聯人士款項）總額賬
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六個月內 641,655 512,113
六個月至一年內 28,541 40,328
一年至兩年 26,383 21,029
兩年至三年 15,344 22,576
逾三年 16,029 16,951

727,952 612,997
減：減值准備 (30,759) (31,318)

697,193 581,679

11.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490,051 460,223
應付母公司款項 4,122 —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0,471 5,981
應付票據 216,815 214,161

721,459 68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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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資產負債表日的貿易性質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包括應付母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720,539 677,805
一年至兩年 654 2,250
兩年至三年 — 285
逾三年 266 25

721,459 680,365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經營業績回顧

中國經濟和貿易在經歷去年的快速增長後，今年上半年進出口貿易增速雖有所回落，但
總體經濟走勢趨向平穩，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9.6%。受益於中國經貿的持續
增長，包括廈門港在內的中國各主要港口的貨物吞吐量亦呈不同程度增長。上半年，本
集團緊扣市場脉動，靈活調配資源，強化客戶管理與戰略合作，加大行銷力度，堅持不
懈推進市場開發，努力增加業務收入；同時深化精細管理，嚴控經營成本，進一步優化
成本結構，使本公司效益持續提升。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實現收入約為人民幣1,312,869千元，與二
零一零年同期約人民幣960,519千元相比增加約36.7%；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的利潤
約為人民幣149,330千元，與二零一零年同期約人民幣123,302千元相比增加約21.1%；
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者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約為人民幣5.48分（二零一零年：約人
民幣4.52分）。收入的增加是由於本集團之集裝箱裝卸及儲存業務、散貨╱件雜貨裝卸
業務、港口配套增值服務收入、製造及銷售建材及工業產品貿易收入均有所上升所致。

業務回顧

本集團於廈門的東渡及海滄港區的十六個泊位（含海滄港區1號泊位）經營集裝箱港口業
務、散貨╱件雜貨港口業務及港口配套增值服務在內的港口碼頭業務。此外，本集團還
經營建材製造、加工及銷售業務，以及工業產品貿易業務（如化工產品及鋼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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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裝箱港口業務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的集裝箱吞吐量與二零一零年同期相比呈小幅增長。本集團
集裝箱吞吐量詳情如下：

集裝箱吞吐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增幅╱
（標準箱） （標準箱） （減幅）

本集團海天碼頭、海潤碼頭、
　東渡碼頭1號泊位
　（國際貿易與國內貿易）# 1,299,283 1,232,566 5.41%
國際貨櫃碼頭與海滄國際貨櫃碼頭
　（國際貿易）* 518,523 529,260 (2.03%)

總吞吐量 1,817,806 1,761,826 3.18%

# 海潤碼頭因業務發展需要而於回顧期間租賃經營廈門港海滄港區6號泊位，因此，就本文所載營運資料而言，
海潤碼頭相關營運數字亦包含廈門港海滄港區6號泊位的數字，兩者合併計算。

* 廈門國際貨櫃碼頭有限公司（「國際貨櫃碼頭」）是廈門海滄港務有限公司（「廈門海滄港務」）（本公司附屬公司
之一）及和黃港口廈門有限公司的共同控制實體。本公司通過廈門海滄港務持有國際貨櫃碼頭的51%權益。
國際貨櫃碼頭的財務業績按比例於本集團財務報表綜合入賬。另一方面，就本文所載營運資料而言，例如有
關集裝箱及貨物吞吐量的資料，則本集團已計入國際貨櫃碼頭100%的數字。此外，自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
起，因國際貨櫃碼頭與海滄國際貨櫃碼頭實施統籌經營，故國際貨櫃碼頭相關營運資料亦相應包含海滄國際
貨櫃碼頭的數字，兩者合併計算。

由於本集團集裝箱業務於二零一零年同期受國際貿易恢復性增長影響而大幅增長，二
零一零年上半年集裝箱吞吐量基數相應較大，這也使得今年上半年本集團集裝箱業務
增速相對放緩。其中，由於受日本地震及相關核輻射事件以及船公司航線政策調整的影
響，本集團國際中轉、內支線中轉箱量及國際貨櫃碼頭集裝箱吞吐量有所下降。此外，
根據廈門市商務局公佈的資料，今年上半年廈門地區的加工貿易進出口僅增長12.4%，
低於中國和福建省平均水準，這也是廈門港上半年外貿集裝箱整體增幅較低的主要原
因之一。

針對上述情況，本集團已採取積極應對措施，進一步加強與國際貨櫃碼頭相關航商客
戶的聯繫與溝通，努力促使船公司盡快恢復因輻射事件而暫停掛靠國際貨櫃碼頭的航
線。同時，本集團已著手對國際貨櫃碼頭相關橋吊設備進行改造，海滄國際貨櫃碼頭已
購進新的3台龍門吊，預計上述橋吊設備改造完成及今年9月份新的龍門吊運抵後，該
碼頭的服務效率將進一步提升，此舉將有利於其進一步吸引新的航線與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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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貨╱件雜貨港口業務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散貨╱件雜貨業務共完成吞吐量3,489,242噸。其詳情如下：

散貨╱件雜貨吞吐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增幅╱
（噸） （噸） （減幅）

東渡碼頭2號至4號泊位* 3,333,770 2,990,377 11.48%
國際貨櫃碼頭與海滄國際貨櫃碼頭 155,472 258,280 (39.80%)

總吞吐量 3,489,242 3,248,657 7.41%

* 東渡碼頭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起租賃廈門港海滄港區8號泊位（明達碼頭）部分區域以經營裝卸中轉業務，因
此，就本文所載營運資料而言，東渡碼頭散貨╱件雜貨相關營運數字亦包含明達碼頭的數字，兩者合併計算。

與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相比，本集團今年上半年散貨╱件雜貨業務同比增長7.41%，總體
表現正常。其中，東渡碼頭在租賃海滄港區8號泊位後，其整體業務發展較好；國際貨
櫃碼頭由於受海滄保稅港區封關運作後相關政策限制，今年無法作業國內貿易件雜貨
業務，且其進口鋼材業務因日本地震因素影響而暫時大幅下降，因此該碼頭上半年件雜
貨業務明顯縮減。

針對上述情況，本集團將進一步提高海滄港區8號泊位的利用率，盡力爭取承接國際貨
櫃碼頭相關國內貿易件雜貨業務，以彌補其貨量損失；而隨著日本地震因素影響的減
弱，預計國際貨櫃碼頭進口鋼材業務將逐步回升。

港口配套增值服務

廈門港口貨物及集裝箱吞吐量持續增長，帶動本集團港口配套增值服務板塊保持穩步
成長。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航運代理、理貨、拖輪助靠離泊等主要業務發展良
好，經營利潤穩步提升。其中，拖輪助靠離泊業務於古雷、泉州等港外新市場拓展中成
效斐然，因應市場需求，本集團於三艘新購置拖輪陸續到港投產後，已擬投資續建兩艘
新拖輪。報告期內，本集團積極實施腹地拓展戰略與整體行銷策略，積極推進港口腹地
攬貨網路佈局，於福建省三明市、江西省吉安市等地投資建設「陸地港」，努力發展海鐵
聯運業務，上半年共完成集裝箱海鐵聯運量12,648標準箱。本集團保稅物流業務發展順
利，本集團於廈門保稅物流園區（「園區」）內的「一日游」、倉租、場裝等業務發展平穩，
該園區相關業務資訊化水準不斷提高，與新加坡葉水福集團合資建設的保稅物流倉庫
已開始全面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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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產品貿易業務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工業產品貿易業務緊緊圍繞「以貿促港、以港帶貿、港貿結
合」的經營思路，在嚴格控制風險的基礎上，依托本集團港口業務平台優勢，為主經營
大宗原材料貨種的國內貿易業務，該等業務的積極謹慎經營，於回顧期間有效地為本集
團帶來相當貨源，提升了本集團碼頭吞吐量。此外，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減弱，本
集團此前因金融危機影響而受衝擊的相關逾期貿易合同多已得到有效解決，相關業務
的資金回收風險已漸可控。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收入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960,519千元，增加約
36.7%，增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1,312,869千元。增幅主
要由於本集團之工業產品貿易收入、製造及銷售建材收入、港口配套增值服務收入、集
裝箱裝卸及儲存業務、散貨╱件雜貨裝卸業務上升所致。

分業務之收入列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業務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同比增加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集裝箱裝卸及儲存業務 388,020 354,474 33,546
散貨╱件雜貨裝卸業務 85,303 76,176 9,127
港口配套增值服務 316,563 268,448 48,115
製造及銷售建材 152,153 90,528 61,625
工業產品貿易 370,830 170,893 199,937

合計 1,312,869 960,519 35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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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各分業務之收入較上年同期之變動主要由於
如下原因導致：

一、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集裝箱吞吐量略有增長，而且
定價較低的國際中轉集裝箱吞吐量在總箱量中的比重下降，單箱平均收入增加。因
此，集裝箱裝卸及儲存業務的收入相應上升。

二、 本集團總的散貨╱件雜貨吞吐量增長，導致散貨╱件雜貨裝卸業務收入上升。

三、 廈門港貨物吞吐量上升，帶動本集團港口配套增值服務收入上升。

四、 混凝土市場需求較上年同期有所回暖，混凝土銷售價格在原材料漲價的推動下上
漲，導致本集團製造及銷售建材之收入上升。

五、 本集團積極發展與港口物流相關的工業產品貿易業務，本期以開展自營業務為主，
以期發展自身的客戶及供應商，在市場中佔有主動，因此本期自營業務量大幅上
升，收入以總額列報，導致工業產品貿易收入上升。

銷售成本

本集團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709,463千元，上
升約42.8%，增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1,013,396千元。增
幅主要由於所售╱所耗存貨成本和僱員福利開支上升所致。

‧ 本集團所售╱所耗存貨成本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
292,718千元，增加約90.4%，增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
幣557,252千元。增幅主要由於本集團工業產品貿易自營業務量大幅上升，收入以總
額列報，導致所售貿易商品成本相應增加所致。增加的貨物吞吐量及燃料消耗亦導
致成本增長。

‧ 僱員福利開支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171,440千元，增
加約10.0%，增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約人民幣188,663千元。
增幅主要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業務量整體上升，故
與業務量相關的人均薪酬及獎金支付相應上升。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和資本結構

本集團的現金主要用作經營成本、建設碼頭泊位及償還貸款。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約為人民幣1,071,101千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約人民幣1,154,304千元）。

本集團借款由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392,228千元，下降約8.5%，下降
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約人民幣358,816千元；下降主要由於本集團償還銀行貸款
所致。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擔保貸款約為人民幣68,503千元，由一家國有銀行擔
保；本集團抵押貸款約為人民幣29,616千元，其中約人民幣18,972千元貸款由信用證作
為抵押擔保，約人民幣10,644千元貸款由土地使用權作為抵押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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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財務資料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由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約人民幣97,365千元下降至約人民幣93,713千元，下降主要由於本集團持有的證券投資
的公允價值下降所致。

資本支出承諾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本支出承諾約為人民幣216,764千元，主要為港口
碼頭基礎建設支出和購置設備船隻支出。

滙率和利率風險

本集團的銀行借款以人民幣及美元為單位。受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或貶值）的程度影響，
銀行借款價值及該等借款的還款成本將相應減少（或增加）。此外，本集團只有少部份
業務收入以外滙結算，人民幣滙率波動對本集團經營業務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相信此
人民幣升值對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除了在某些限制性條件下與國家核准銀行簽訂外滙利率互換合同外，並無其他
方式對沖外幣風險。儘管如此，董事會仍在監控外幣風險，並且對於可能產生的重大外
幣風險將會考慮予以對沖。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的或然負債。

僱員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本集團共有僱員5,424人，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減少33名僱員。僱員之薪酬福利乃按其工作性質、個人表現、資歷及行業慣例予以評
估。根據年度經營業績、工作表現評核，僱員或會獲發花紅及獎金。此外，獎勵的發放
乃作為個人推動力的鼓勵，而企業年金提高僱員退休後的養老保險待遇，僱員亦依相關
制度享有公休等假期。

新公司設立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本公司附屬公司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廈門港務發
展」）與福建省三明現代物流產業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合資成立三明陸港物流有限公司，
詳情見本公司二零一零年年度報告之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十日，廈門港務發展於江西省吉安市投資設立吉安陸港物流有限公
司（「吉安物流」），以投資建設和經營吉安陸港及經營國際╱國內貨運代理、倉儲服務、
物流資訊服務等業務。吉安物流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萬元，廈門港務發展持股比例
為100%，相關工商登記手續均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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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廈門港務發展於福建省漳州市古雷港經濟開發區投資設立廈
門港務發展漳州分公司，以在漳州市古雷港等港區從事貨物裝卸、倉儲經營及物流供應
鏈管理、整體物流方案策劃與諮詢、中轉、多式聯運服務（不含運輸）、物流資訊管理等
業務，相關工商登記手續均已完成。

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本公司與 APM Terminals Xiamen Company Limited
（「APMT」）簽定關於廈門嵩嶼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嵩嶼碼頭」）之《股權轉讓框架協
議》，協議有效期為六個月。根據該意向協議：本公司擬向APMT收購其所持有嵩嶼碼
頭25%股份，股權轉讓價格將在委託廈門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廈門國
資委」）認可的評估機構對嵩嶼碼頭的股東權益價值進行評估後計算而得，並須報廈門
國資委批准後方可作實；在協議有效期內，雙方將進一步協商正式股權轉讓協議、合資
合同修訂稿及嵩嶼碼頭章程修訂稿的內容，並依相關規定完成股權轉讓的全部法定程
序。鑒於上述交易意向為股價敏感資料，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依規定對
外發佈相關公告。

前景與展望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今年6月份發佈的相關評估報告，二零一一年全球經濟增長率
預期為4.3%，全球經濟總體上仍維持復甦趨勢；而中國政府亦認為，中國上半年經濟
運行總體良好，繼續朝著宏觀調控預期方向發展。全球及中國經濟的發展預計將推動中
國內、外貿需求持續增長，包括廈門港在內的中國沿海各主要港口亦將因此而受益。然
而，放眼全球，美國經濟回升乏力，歐債危機不斷，日本經濟受地震重創，中國等新興
經濟體通脹率走高，世界經濟復甦之路曲折漫長，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內外環境依然
十分複雜，不穩定、不確定因素較多；另一方面，廈門港海滄港區其他新建碼頭於近期
投產，或將影響本集團下半年港口生產發展。面對後金融危機時代的複雜環境，本集團
將堅定信心，繼續推行穩健的經營策略，力爭為本公司全體股東帶來更好的投資回報。
結合實際，下半年本集團將重點開展以下各項工作：

‧ 堅持擴量經營的策略。積極推進整體行銷，有效協調港口物流供應鏈所涉及的各個環
節，打造服務順暢的內部服務鏈，更好地統籌實施對外擴張計劃和腹地開拓計劃，
提升本集團對行業市場的主導能力。

‧ 深化與航商的戰略聯盟。推動航商總部行銷，向核心客戶提供各項延伸服務，提高
服務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建立和強化主客戶市場策略聯盟，進一步優化航線佈局，
加大航線合作力度，發揮各自優勢，努力建立市場行銷協作機制，及時互通市場訊
息，針對主要貨主、貨種，定期、不定期地共同組織人員開展行銷合作，實現物流
資源及資訊資源分享，有效吸納和拓展新貨源、新箱源。

‧ 深入拓展貨方服務市場。積極尋找大客戶、優質客戶，穩步擴大基礎貨源比重，重
視高貢獻值貨源開發，努力拓展新貨源，強化對大宗貨源的服務需求引導，吸引客
戶業務選擇旗下碼頭操作，爭取從總體上擴大碼頭重箱業務的通過比例，提高單箱
收入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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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做大集裝箱業務。一是積極關注航商航線政策發展，努力發展國際集裝箱中轉
與內支線業務；二是充分發揮廈門港作為海峽西岸經濟區物流中心與對台重要口岸
的區域優勢，引導和促進相關腹地的對台集裝箱業務通過廈門港的對台集裝箱航線
進行中轉；三是加大內貿集裝箱市場的開發力度，加強與主要船東全方位的合作，
努力把旗下碼頭建設成為中國南北航線的內貿集裝箱中轉基地，並積極推進北方散
糧南運的集裝箱化。

‧ 挖掘散貨╱件雜貨碼頭生產能力。一是優化資源配置，規整東渡碼頭現有堆場和倉
庫資源，加快貨物的週轉，做好碼頭生產能力的挖潛工作；二是充分利用海滄港區
件雜貨作業泊位緊缺的機遇，大力發掘海滄港區8號泊位生產能力，創造最大經濟
效益；三是加快協調解決劉五店南部港區相關航道問題，爭取早日啓用該港區相關
泊位，有效擴充本集團散貨╱件雜貨整體作業能力。

‧ 加強海鐵聯運業務的市場開發。積極在港口相關貨源腹地推進陸地港建設，進一步貼
近貨源市場，完善海鐵聯運等內陸集疏運通道；充分利用本集團的碼頭資源優勢，
加強海鐵聯運集裝箱業務的作業協調，加快碼頭裝卸進度，提高綜合服務水準，確
保海鐵聯運運輸時效，努力吸引貨源，逐步擴大海鐵聯運規模。

‧ 積極應對市場競爭。進一步強化生產組織和現場管理，提高協同效率，持續提高碼
頭生產效率和客戶服務品質，提升競爭能力，積極主動做好市場籌畫，努力使海滄
港區相關新碼頭投產對旗下集裝箱碼頭業務的影響降低至最小程度。

‧ 深入推進精細化管理。一是持續細化成本控制，深挖各項成本控制潛力，採取措施
努力避免不合理支出，嚴控經營成本；二是提升信息化管理水準，繼續推進財務管
理系統等信息化建設，促進企業科學管理；三是推進節能減排，繼續深入推廣應用
「油改電」等節能技術，加快節能改造，有效降低本集團的能耗及營運成本。

‧ 根據本公司與廈門港務控股簽定的《選擇權及優先權協議》，積極跟進廈門港務控股
相關碼頭工程建設的進展情況，以便本公司董事會視管理運營之需要適時作出相應
決策。

其他資料

股本

下表呈列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股本架構：

股票類別 股份數目 比例（%）

內資股 1,739,500,000 63.81
H股 986,700,000 36.19

合計 2,726,200,000 100.00

本公司股本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未發生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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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並未實行任何購股權計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報告期間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同期：每股人民幣4分）。

購入、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
何上市證券。

收購與處置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並沒有對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
和聯營公司作出重大收購或處置。

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於保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以提高透明度及確保為股東整體利益提供更佳
保障。

本公司一直努力遵守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並已採納企業管治守則。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所有守則條文及大部分建議最
佳常規。此外，據本公司董事所知，本公司並無任何偏離企業管治守則之行為。

董事會

本公司第二屆董事會由十二名董事組成，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鄭永恩先生、陳鼎瑜先
生、方耀先生、黃子榕先生及洪麗娟女士）、四名非執行董事（即傅承景先生、繆魯萍女
士、林開標先生及柯東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世忠先生、真虹先生及許宏全先
生）。

根據本公司章程規定，董事每屆任期均為三年，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於二零一一年二
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二零一一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上，本公司鄭永恩先生、陳鼎瑜先
生、傅承景先生、繆魯萍女士、林開標先生、方耀先生、黃子榕先生、洪麗娟女士、柯
東先生、真虹先生及許宏全先生11位原在任董事獲重選，劉峰先生獲新委任為本公司
第三屆董事會董事，其中，劉峰先生（新委任董事）、真虹先生及許宏全先生為獨立非執
行董事。同日，本公司召開第三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林開標先生擔任董事長，委
任林開標先生、繆魯萍女士、方耀先生、黃子榕先生及洪麗娟女士為執行董事及委任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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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恩先生、陳鼎瑜先生、傅承景先生及柯東先生為非執行董事，並續聘洪麗娟女士為董
事會秘書╱公司秘書（「公司秘書」）。

因此，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第三屆董事會成員包括林開標先生（董事長）、繆魯萍女
士、方耀先生、黃子榕先生及洪麗娟女士5名執行董事和鄭永恩先生、陳鼎瑜先生、傅
承景先生及柯東先生4名非執行董事，以及劉峰先生、真虹先生及許宏全先生3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

監事會

本公司第二屆監事會由六名監事組成，包括兩名股東推薦的監事（即方祖輝先生、羅建
中先生）、兩名職工代表監事（即吳建良先生、吳偉建先生）及兩名獨立監事（即湯金木
先生、何少平先生）。

根據本公司章程規定，監事每屆任期均為三年，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於二零一一年二
月二十八日本公司二零一一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上，羅建中先生及湯金木先生2名在
任監事獲重選，顏騰雲先生及肖作平先生獲新委任為本公司第三屆監事會監事（吳建良
先生及吳偉建先生為職工代表監事，亦已經本公司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職工代表
大會獲選連任），其中，肖作平先生及湯金木先生為獨立監事。同日，本公司召開第三
屆監事會第一次會議，選舉顏騰雲先生擔任監事會主席。

因此，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第三屆監事會成員包括顏騰雲先生（監事會主席）、羅建
中先生2名由股東推薦的監事和吳建良先生、吳偉建先生2名職工代表監事及湯金木先
生、肖作平先生2名獨立監事。

提名委員會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第三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決議於董事會轄下設立
提名委員會，以完善本公司之企業管治；本公司第三屆董事會董事長╱執行董事林開
標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峰先生及許宏全先生亦同時獲本次會議委任為第三屆董事
會提名委員會委員，其中，林開標先生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董事會已採納提名委員會的權責範圍，而該權責範圍亦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
文相符。提名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董事會之架構、人數及組成，物色具備合適資格
可擔任董事會成員之人士及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以及就董事（尤其是董事長
及總經理）繼任計劃的有關事宜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第二屆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世忠先生及真虹先生及一名非執行
董事傅承景先生組成，黃世忠先生擔任該委員會主席。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本
公司董事會換屆選舉產生第三屆董事會後，經本公司於同日召開的第三屆董事會第一
次會議決議，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峰先生與真虹先生及非執行董事傅承景先生獲委任為
第三屆審核委員會委員，其中，劉峰先生擔任第三屆審核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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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負責建議獨立核數師之留任、檢視其表現及批准其酬金，審閱公司財務賬目
的完備性、準確性以及審核與監督公司財務報告之程式，及檢視本公司內部監控程序及
其成效。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業績，並同
意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政策。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第二屆薪酬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許宏全先生與黃世忠先生及一名執行
董事陳鼎瑜先生組成，許宏全先生擔任該委員會主席。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本
公司董事會換屆選舉產生第三屆董事會後，經本公司於同日召開的第三屆董事會第一
次會議決議，獨立非執行董事許宏全先生與劉峰先生及非執行董事陳鼎瑜先生獲委任
為第三屆薪酬委員會委員，其中，許宏全先生繼續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薪酬委員會負責為本集團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層制訂薪酬政策，審閱及釐定彼等的薪
酬待遇，並就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戰略規劃委員會

本公司第二屆戰略規劃委員會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真虹先生和執行董事鄭永恩先生、陳
鼎瑜先生和方耀先生，以及非執行董事傅承景先生和繆魯萍女士共6名董事組成，真虹
先生擔任該委員會主席。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董事會換屆選舉產生第三
屆董事會後，經本公司於同日召開的第三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決議，獨立非執行董事真
虹先生及執行董事林開標先生、繆魯萍女士、方耀先生和非執行董事陳鼎瑜先生、傅承
景先生獲委任為第三屆戰略規劃委員會委員，其中，真虹先生繼續獲委任為戰略規劃委
員會主席。

戰略規劃委員會主要負責就長期策略發展計劃、重要投資及融資、收購及出售等重大資
本運作及資產經營專案作出考慮、評估及檢討，並向董事會提出建議，同時對投資專案
進行投資後的評估工作，並檢討及考慮本公司之業務發展方向。

董事及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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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載之標準守則，惟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本公司於二零
零六年以不低於標準守則所要求的標準編製了《廈門國際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證券交
易守則》（「規範守則」）並經本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生效，作為本公司董事、監事及高級
管理人員在證券交易方面的標準行為守則。在向所有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作出特
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
準守則及規範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
間內並無發現任何此類違規事件。

二零一一年中期業績的審閱

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及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了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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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的刊登

本 公 告 的 電 子 版 本 將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聯 交 所」）披 露 易 網 站
（http://www.hkexnews.hk）和本公司網站（http://www.xipc.com.cn）刊登。本公司將於適當
時候向股東寄發及於聯交所披露易網站和本公司網站登載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之中期報告，當中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規定之所有適用資料。

承董事會命
廈門國際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林開標

中國廈門，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林開標先生、繆魯萍女士、方耀先生、黃子榕先生及洪麗娟女士；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為鄭永恩先生、陳鼎瑜先生、傅承景先生及柯東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峰先生、真虹先生及
許宏全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