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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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中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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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之披露要求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的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計簡明合
併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比較數字呈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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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合併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營業額 � 23,160,007  �0,�0�,��0
其他收入  107,942  ��,���
營業稅金及附加  (144,696 ) (��0,��� )
運輸和相關費用  (19,317,415 ) (��,�0�,��� )
員工成本  (1,256,644 ) (�,�0�,��� )
折舊與攤銷  (237,033 ) (���,�0� )
維修保養  (75,887 ) (�0,��� )
燃油  (766,799 ) (�0�,��� )
差旅和宣傳開支  (160,292 ) (���,��� )
辦公和通訊開支  (88,095 ) (��,��� )
租金開支  (523,825 ) (���,�0� )
其他收益，淨額  219  ��,���
其他經營開支  (204,383 ) (���,��0 )    

經營溢利 � 493,099  ���,���
財務收入 � 79,784  ��,���
財務支出 � (156,854 ) (���,0�0 )    

  (77,070 ) (��,��� )
應佔共同控制主體溢利  224,600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22,067  ��,00�    

除稅前溢利  662,696  ��0,�00
所得稅 � (162,699 ) (���,��� )    

除稅後溢利  499,997  ���,���    

可供股東分配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89,885  ���,���
 －非控制性權益  110,112  ���,���    

  499,997  ���,���    

可供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分配之經營業務
 每股盈利，基本（人民幣元） � 0.0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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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合併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除稅後溢利  499,997  ���,���
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虧損） �(a) 38,924  (���,��0 )
應佔共同控制主體其他綜合收益  246  –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綜合收益  (1,564 ) –
貨幣折算差額  4,493  (�,��� )
其他綜合收益的所得稅影響  (9,731 ) �0�,���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稅後  32,368  (���,��� )    

綜合收益總額  532,365  ���,0��    

綜合收益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11,629  ���,���
 －非控制性權益  120,736  �,���    

  532,3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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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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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土地使用權  2,186,651  �,���,���
 添置土地使用權之預付款  70,086  ��,���
 物業和機器設備  6,057,490  �,���,���
 共同控制主體投資  2,302,813  �,���,���
 聯營公司投資  1,027,569  �,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86,557  ��,��0
 無形資產  96,640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1,431,090  �,���,���
 其他非流動資產  23,084  ��,��0    

  13,281,980  ��,��0,���    

流動資產
 預付款項和其他流動資產  1,351,190  �,���,�00
 存貨  44,778  ��,���
 貿易和其他應收賬款 �0 8,099,060  �,�0�,���
 限制性存款  561,048  ���,���
 原期滿日超過三個月的定期存款  497,505  ���,���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6,173,781  �,���,0��    

  16,727,362  ��,���,���    

總資產  30,009,342  ��,�0�,���    

權益
可供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分配之權益
 股本  4,249,002  �,���,00�
 儲備  5,901,978  �,���,���
 建議派發的股利 �(b) –  ��,��0    

  10,150,980  �,���,���
非控制性權益  2,210,023  �,�00,���    

總權益  12,361,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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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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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經審計）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36,721  ��,0�0
 撥備  157,747  ���,���
 借款  207,936  �0�,���
 應付債券  2,542,743  ���,���
 其他非流動負債  157,658  ��,���    

  3,102,805  ��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 5,836,291  �,���,���
 其他應付賬款、預提費用和其他流動負債  2,094,617  �,���,�0�
 預收賬款  2,505,243  �,��0,���
 當期所得稅負債  108,228  ���,���
 借款  1,128,247  �,���,���
 短期融資券  2,409,259  �,���,��0
 應付薪金和福利  463,649  �0�,0�0    

  14,545,534  ��,���,���    

總負債  17,648,339  ��,���,���    

總權益和負債  30,009,342  ��,�0�,���    

淨流動資產  2,181,828  �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463,8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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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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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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營業務包括提供貨運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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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以人民幣千元列報。

本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已經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經董事會批准刊發。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乃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之披露要求及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之有關規定而編製。本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應
連同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起閱讀，該等報表是根據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進行編製的。

除特定金融工具以公允價值計量外，本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按照歷史成本的原則編
製。

除下述情況外，編製本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致。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首次採納下列已修改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 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轉移的修改

‧ 對國際會計準則第��號遞延所得稅：資產的轉回的修改

以上本中期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改對本集團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報表中的金額及披
露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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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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依此基礎進行組織管理。由首席執行官領導下的高級管理人員組成
的管理層被認定為做出戰略決定的首席經營決策者。此內部報告也是管理層決定經營分部
的依據。

本集團的收入來源於提供服務產生的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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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虧損），及總部費用後的經營溢利。

由於本集團所有的投資業務均作為總部資產由集團統一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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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融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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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收益也不作為分部
資產。同時，遞延所得稅資產及其他總部資產也不包含在分部資產中。另外，由於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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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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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負債信息無需向管理
層提供，因此，分部負債信息並未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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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計簡明合併損益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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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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合計  的抵銷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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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未經審計）
營業額－對外 19,255,349  357,809  1,969,379  927,843  649,627  23,160,007  –  23,160,007
營業額－分部間 375,333  40,349  452,654  93,918  118,588  1,080,842  (1,080,842 ) –               

總營業額 19,630,682  398,158  2,422,033  1,021,761  768,215  24,240,849  (1,080,842 ) 23,160,007
               

分部利潤╱（虧損） 358,266  142,354  (137,089 ) 169,480  5,056  538,067  –  538,067
其他收益，淨額               219
總部費用               (45,187 )               

經營溢利               493,099
財務支出，淨額               (77,070 )
應佔共同控制主體溢利 9,742  10,238  –  18,775  185,845  224,600  –  224,60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22,067               

除稅前溢利               662,696
所得稅               (162,699 )               

除稅後溢利               499,997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
分部資產 15,108,131  1,544,074  1,866,914  5,307,460  965,744  24,792,323  (1,439,981 ) 23,35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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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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合計  的抵銷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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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未經審計）
營業額－對外 ��,�0�,���  ���,���  �,���,���  ���,���  ���,���  �0,�0�,��0  –  �0,�0�,��0
營業額－分部間 ���,0��  ��,���  ���,���  ���,���  ��,���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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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利潤╱（虧損） ���,��0  ���,���  (��,��� ) ��0,���  �,0��  ���,�0�  –  ���,�0�
其他收益，淨額               ��,���
總部費用               (��,�0� )               

經營溢利               ���,���
財務支出，淨額               (��,��� )
應佔共同控制主體溢利 �,0�0  �,���  –  ��,��0  ���,���  ���,���  –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00�               

除稅前溢利               ��0,�00
所得稅               (���,��� )               

除稅後溢利               ���,���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計）
分部資產 ��,���,���  �,���,��0  �,���,���  �,���,���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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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經計入和扣除下列各項後列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計入
 租金收入
  －樓宇 14,512  ��,���
  －機器設備 3,400  �,�0�
 處置物業和機器設備所得收益 20,598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股利收益 19,607  �,��0
 物業管理收益 3,243  �,�00
   

扣除
 折舊
  －自置物業和機器設備 221,807  �0�,0��
  －根據經營租約出租的自置物業和機器設備 4,056  �,��0
 處置物業和機器設備虧損 19,566  �,���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12,732  �,���
 經營租約
  －土地使用權 27,873  ��,0��
  －樓宇 88,754  �0�,���
  －機器設備 407,198  ���,���
 無形資產攤銷 11,170  �,�0�
 物業費支出 48,764  ��,���
 其他流動稅項 30,649  ��,���
 虧損性合同撥備 1,438  �,���
 信息技術服務費 13,47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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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支出，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財務收入
 －利息收入 79,784  ��,���   

財務支出
 －利息
  包括：借款利息 (40,388 ) (��,��� )
     債券利息 (117,352 ) –
 －匯兌收益╱（損失），淨額 8,115  (�0,��� )
 －銀行手續費 (7,229 ) (��,0�0 )   

 (156,854 ) (���,0�0 )   

財務支出，淨額 (77,070 ) (��,��� )
   

6. 所得稅

未經審計簡明合併損益表中的所得稅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當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內地所得稅 158,405  ���,���
中國內地遞延所得稅 4,294  ��,���   

 162,699  ���,���
   

香港利得稅按照稅務法規根據應課稅溢利以稅率��.�%（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計提。

除了若干子公司是根據相關中國內地稅務法規享受��.�%至�0%（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期間：��.�%至��%）優惠稅率外，中國當期所得稅是根據相關中國內地稅務法
規，按本集團現時各成員公司的應計稅收入以��%的法定稅率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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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利潤分配

(a) 法定盈餘公積金

根據中國相關法律及本公司的章程規定，本公司每年將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確定的
淨溢利之�0%撥入法定盈餘公積金，除非該公積金已達本公司註冊資本之�0%以上。
以上公積金可用於減少虧損或增加股本。除用於減少虧損外，其他使用不得將此項公
積金減至本公司註冊資本之��%以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提取法定盈餘公積金約人民幣
��,���,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000元），代
表中國企業會計準則下稅後溢利的�0%（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0%）。

(b) 股利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本公司宣告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中期普通股股利每股人民幣0.0�元，股利總額合計人民幣��,��0,000元（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零元）。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本公司批准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終股
利每股人民幣0.0�元，合計人民幣��,��0,000元（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終股利每股人民幣0.0�元，合計人民幣��,��0,000元）。於二零一
二年六月三十日，上述股利尚未發放。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可供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分配溢利，除以本公司於六個月期間已發行普
通股的加權平均股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可供本公司權益持有人分配溢利（人民幣千元） 389,885  ���,���
已發行普通股的股數（千股） 4,249,002  �,���,00�
每股盈利，基本（人民幣元╱每股） 0.09  0.�0
   

由於本公司沒有潛在普通股股份，所以每股攤薄盈利未予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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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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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經審計）

上市股權投資，公允價值(a) 1,042,970  �,00�,0��
非上市股權投資，成本扣除減值準備(b) 388,120  ���,��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431,090  �,���,���
   

(a) 上市股權投資變動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於期初 1,004,046  �,�00,���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虧損） 38,924  (���,��0 )   

於期末 1,042,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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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方在中國設立，其主營業務是電子設備的製造及銷
售。

所有證券投資的公允價值均基於其在活躍市場的標價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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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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務實體的股權。鑒於這些投
資並不存在公開交易市場，本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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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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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需在評估時
進行判斷，為作出這些判斷，本集團已評估各種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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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部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均以
人民幣列報，不存在減值，亦未被抵押。

10. 貿易和其他應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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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7,175,678  �,���,���
應收票據 222,896  �0�,0��
其他應收賬款，淨額 520,444  ���,���
應收關聯方款項 180,042  ���,0��   

 8,099,0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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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經審計）

應收貿易賬款 7,226,328  �,���,���
減：應收賬款減值撥備 (50,650 ) (��,��� )   

應收貿易賬款，淨額 7,175,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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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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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六個月內 7,027,854  �,��0,���
六至十二個月 142,255  ��,���
一至兩年 41,834  ��,0��
兩至三年 9,186  �0,���
超過三年 5,199  �,��0   

 7,226,328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關聯方的貿易賬款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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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六個月內 98,269  �0,���
六至十二個月 355  ��0
一至兩年 164  ��
兩至三年 8  –
超過三年 6  �   

 98,802  �0,���
   

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的信貸期一般為一至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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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佈國內及世界各地。

應收票據為於六個月內到期的交易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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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的信貸期一般為一至三個月，應付貿易賬款（含與關聯方交易的貿易性質餘
額）於各財務報表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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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計）  （經審計）

六個月內 5,125,053  �,���,���
六至十二個月 457,173  ���,��0
一至兩年 152,847  ���,���
兩至三年 50,199  �0,���
超過三年 51,019  ��,0��   

 5,836,291  �,���,���
   

12. 財務報表日後事項

(a) 二零一二年七月，本集團以人民幣�,�00萬元的對價購入東莞市虎門港集裝箱港務有
限公司（「虎門港務」） �%的股權，本次交易後本集團對虎門港務持股��%，虎門港務
仍為本集團的共同控制主體。

(b) 二零一二年七月，吉寶電訊與通運有限公司（「吉寶訊通」）對本公司之全資子公司蕪湖
三山港口有限責任公司（「蕪湖三山」）進行現金增資人民幣��0,000,000元，增資後本公
司及吉寶訊通對蕪湖三山各自持股�0%，蕪湖三山成為本集團的共同控制主體。

(c) 二零一二年八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中國外運物流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物流發展」）
與上海外高橋物流中心有限公司（「上海外高橋」）分別出資人民幣�,�00萬元及人民幣
�,�00萬元合資成立中外運外高橋（上海）國際物流有限公司（「中外運外高橋」），物流
發展及上海外高橋各持有中外運外高橋�0%及�0%的股權，中外運外高橋成為本集團
的非全資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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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層討論和分析

當閱讀以下討論和分析時，請一併參閱本公告第一節所列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本集
團」）的未經審計簡明合併財務報表及其註釋。

經營業績回顧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形勢複雜多變，國內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增多。同時，中
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仍然嚴峻，影響國內經濟平穩運行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經
濟發展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月份，中國進出口總值較去年同期增長�%，其中，出
口增長�.�%，進口增長�.�%。上半年，中國港口外貿吞吐量、集裝箱吞吐量等指標保持
平穩增長，全國規模以上港口完成外貿貨物吞吐量同比增長��.�%。其中，沿海港口同比
增長��.�%，內河港口同比增長�.�%。全國規模以上港口完成國際集裝箱吞吐量同比增
長�.�%。其中，沿海港口同比增長�.�%，內河港口同比增長�.�%。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在「調整優化、穩健發展、適度投資、防範風險」的工作思路
指導下，圍繞年初提出的兩項主要工作：一是完成全年預算任務；二是積極推進資源整
合。在上半年宏觀經濟形勢複雜、市場行情低迷、競爭日益加劇的形勢下，本集團積極
推動業務模式優化和業務結構調整，公司發展的質量和內涵穩步提升；堅持「外貿和內貿
兼修、傳統與新興並舉」，通過創新營銷模式等舉措，在傳統業務領域的優勢得到了繼續
保持；充分發揮網絡優勢的核心競爭能力，業務網絡之間的結合日趨緊密，配合日趨順
暢；繼續推進資源整合，改善和優化內部資源。通過努力，本集團的經營情況保持了穩
健的發展。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處理的水路貨運代理集裝箱量同比增
長�.�%；航空貨代業務量同比增長�.�%；船舶代理箱量同比增長�.�%；碼頭吞吐箱量同
比下降0.�%，場站集裝箱作業量與上年同期持平；船舶承運箱量同比增長��.�%；公路
運輸集裝箱量同比增長�.�%，航空快遞業務量同比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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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實現營業額約為人民幣���.�00億元，
與二零一一年同期相比上升��.�%；可供本公司股東分配溢利為人民幣�.���億元，與二
零一一年同期相比下降��.0%；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0�元（二零一一年同期：人民幣0.�0
元）。

經營業績與財務狀況的比較與分析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營業額達到���.�00億元人民幣，較
二零一一年同期的�0�.0��億元人民幣增長��.�%。主要是由於集裝箱海運市場運價大幅
上漲，加之本集團業務量亦同比實現增長所致。

貨運代理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貨運代理服務的營業額達到���.�0�億
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的��0.���億元人民幣增加��.�%。

海運代理服務的集裝箱量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萬標準箱升至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
�0�.�萬標準箱，增長�.�%；空運代理服務的貨物噸位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萬噸升
至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0.��萬噸，增長�.�%。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貨運代理的營業額增幅高於業務量增幅的主要原因是集裝箱海運市場
運價上升的影響。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中國出口集裝箱綜合運價指數同比增長�0.�%，上海地區出口集裝箱運
價指數同比增長�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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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務代理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船務代理服務的營業額達到�.���億元
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的�.0��億元人民幣下降�.�%。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船務代理業務處理集裝箱的數目由二零一一年同期的���萬標
準箱增加至���萬標準箱，增長�.�%；船務代理服務處理的登記噸位淨重由二零一一年同
期的��,��0萬噸增加至��,��0萬噸，增長�.�%；管理的停靠船舶艘次由二零一一年同期的
�0,�0�次降至��,���次，下降�.�%。

船務代理的營業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船代市場競爭加劇，船舶代理費率下降影響。

倉儲和碼頭服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來自倉儲和碼頭服務的營業額為
�0.���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的�.���億元人民幣上升�.�%。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倉庫作業的散貨量由二零一一年同期的��0萬噸增加至��0萬
噸，增長�.�%，處理的集裝箱量與二零一一年同期的��0萬標準箱持平；碼頭處理的集裝
箱量由二零一一年同期的���.�萬標準箱降至���.�萬標準箱，下降0.�%，碼頭散貨處理
量由二零一一年同期的�0萬噸增加至��0萬噸，增長��.�%。

倉儲和碼頭服務營業額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散貨業務實現較大增長，加之倉儲和碼
頭服務的收費標準有所提高所致。

海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來自海運服務的營業額為��.��0億元
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的��.���億元人民幣下降�.0%。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本集團承運的集裝箱數量由二零一一年同期的���.�萬標準箱增加至
���.�萬標準箱，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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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業務營業額增幅低於業務量增幅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加大內貿及內支線運輸市場的
開拓力度，該業務比重不斷上升。

其它服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來自其它服務（主要來源於汽車運輸服
務和快遞服務）的營業額為�.���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的�.���億元人民幣增長
�.�%。

本集團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汽車運輸集裝箱量由二零一一年同期的��.�萬標準箱增加至��.�
萬標準箱，增長�.�%。快遞服務處理的文件和包裹的數目由二零一一年同期的��萬件升
至��萬件，增長�.�%。

營業額和業務量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汽車運輸服務市場整體貨量有所增長，本集團抓住時
機，積極開拓市場。

本集團的共同控制主體經營快遞業務帶來投資收益�.��億元人民幣，同比上升�.�%。共
同控制主體經營國際快遞業務數目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0�萬件增至二零一二年上半年
的�0�萬件，增長��.�%。

運輸和相關費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運輸和相關費用為���.���億元人民幣，較二
零一一年同期的���.0��億元人民幣增長��.�%。運輸和相關費用的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
團收入增加帶動運輸及相關費用增加。

折舊與攤銷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折舊與攤銷為�.��0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
年同期的�.���億元人民幣增加��.�%，主要由於本期固定資產及土地使用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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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收益╱（虧損），
淨額）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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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收益╱（虧損），淨額）為�0.���億元人民幣，較二零
一一年同期的��.�0�億元人民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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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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收益╱（虧損），
淨額）的增加主要是由於收入增加帶動經營成本增加。

經營溢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經營溢利為�.���億元人民幣，較二
零一一年同期的�.���億元人民幣下降了�0.�%，經營溢利佔總收入的百分比由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下降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佔淨收入的百分比（總收入扣除運輸及相關費用）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下降至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主要由於二零一二年上半
年船舶用油實際交割價格較上年同期上升，造成海運業務板塊虧損進一步加大，致使整
體經營溢利下降。

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稅項為�.���億元人民幣，較二零一一
年同期的�.���億元人民幣增加了�.�%。稅項佔除稅前溢利的百分比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上升到��.�%。主要由於海運業務板塊虧損增加，並沒有
抵減其他業務板塊利潤上升而增加的所得稅稅負。

除稅後溢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除稅後溢利為�.000億元人民幣，較二
零一一年同期的�.���億元人民幣減少了�.�%。

歸屬於非控制性權益的淨利潤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歸屬於非控制性權益的淨利潤為�.�0�億元人
民幣，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的�.���億元人民幣減少了�.�%。

可供本公司股東分配溢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的可供本公司股東分配溢利為�.���億元
人民幣，較二零一一年同期的�.���億元人民幣下降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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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和資本資源

下表概述了本集團所示期間的現金流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
 （未經審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百萬元人民幣   百萬元人民幣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141.5  ���.�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 (889.5 ) (���.� )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1,396.1  ��.�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產生的匯兌收益╱（損失） 4.6  (��.0 )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652.7  (��.� )
期末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6,173.8  �,���.� 

經營活動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為�.���億元人
民幣，而二零一一年同期經營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為�.���億元人民幣。截至二零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主要為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錄得
�.���億元人民幣（二零一一年同期：�.���億元人民幣），應付貿易款增加�.���億元人民
幣（二零一一年同期為增加�.0��億元人民幣），預收賬款減少�.���億元人民幣（二零一一
年同期為減少0.���億元人民幣），應收貿易款增加��.���億元人民幣（二零一一年同期增
加�.���億元人民幣），預付款項和其它流動資產減少�.�00億元人民幣（二零一一年同期增
加�.���億元人民幣）所致。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應收貿易賬款的平均賬齡為��天，二零一一年
同期為�0天。

投資活動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淨額為�.���億元人民
幣，主要包括�.0��億元人民幣用以購建物業和機器設備，對共同控制主體投資支出�.��0
億元人民幣，0.���億元人民幣購買無形資產及土地使用權與添置土地使用權預付款，三
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增加0.��0億元人民幣，添置理財產品等金融資產�.�00億元人民幣，
處置理財產品等金融資產收到�.000億元人民幣所致。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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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業和機器設備，對聯營公司投資支出�.�0�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購買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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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權與添置土地使用權預付款，添置理財產品等金融資產�.000億元人民幣，為共同控制
主體借款提供擔保增加限制性存款�.000億元人民幣，添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0.���億元人
民幣，0.���億元人民幣歸還最終控股公司代墊投資款，三個月以上的定期存款減少�.���
億元人民幣，收到共同控制主體股利�.���億元所致。

融資活動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為��.���億
元人民幣，而二零一一年同期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為0.���億元人民幣。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主要包括新增銀行借款
�0.��0億元人民幣，從中外運長航集團取得借款�.�00億元人民幣，發行中期票據收到
�0.000億元人民幣，並由支付給子公司非控制性權益的股利0.���億元人民幣，償還銀行
借款�0.���億元人民幣，償還中外運長航集團的委託借款�0.000億元人民幣，限制性存款
增加0.�0�億元人民幣部分抵銷。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融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淨額主要包括新增銀行借款�.���億元人民幣，從中外運長航集團取得委託借款�.��0
億元人民幣，並由支付股利0.���億元人民幣，償還銀行借款�.�0�億元人民幣部分抵銷。

資本性支出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為�.���億元人民幣，主要
包括�.0��億元人民幣用於購買物業和機器設備，0.���億元人民幣用於購買土地使用權，
0.���億元用於購買無形資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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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和機器設備購置，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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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或有負債主要來自待決訴訟�,���.�萬元人民幣（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0�.�萬元人民幣）。

二零一二年六月四日，本公司之子公司中國外運物流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物流發
展」）在南京租用的一個倉庫發生火災，造成物流發展為客戶所存儲的貨物以及物流發展
的貨架等其他財產遭受火災毀損。於火災發生時，存放於倉庫中的貨物及其他財產均已
投保。截至本公告發佈日，本公司、物流發展、客戶、倉庫出租方以及保險公司有關各
方已經開始對火災造成的損失進行事故調查及協商理賠。管理層認為，由於對火災的調
查和協商處於初步階段，尚不能合理估計相關潛在損失，因此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沒有計提相關的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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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為共同控制主體提供擔保�.0��億元人民幣（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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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三方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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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本公司為第三方客戶提供的上述擔保，由
這些客戶的股東向本公司提交了全部擔保責任的反擔保。

借款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借款總額為��.���億元人民幣（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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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億元以港幣結算，上述銀行借款的加權平均年
利率為�.��%。

抵押及擔保借款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借款抵押限制性存款達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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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人民幣）。

資產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為��.�%），該比例是通過將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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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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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應收款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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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期存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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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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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截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從業員工��,���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員工薪酬政策及員工發展的資料與二零一一年年報披露內容大致相同，
並無重大變化。

收購與處置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收購東莞市虎門港集裝箱港務有限公
司（「虎門港務」）�0%的股權，虎門港務主要提供港口經營服務與實業投資。本期支付的
現金收購對價為人民幣���,���,000元。

於本中期，本集團以人民幣��,0��,000元的現金對價處置了持有的本集團之共同控制主體
中外運阪急阪神國際貨運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權，並於處置完成時確認相關處置利得人民
幣�,���,000元。

三、業務發展展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月下調了全球經濟預期，預計二零一二年全球經濟增長為
�.�%。從國際經濟形勢看，美國經濟前景仍不甚明朗，並面臨多重下行風險，歐洲主權
債務危機仍未見底，日本經濟復甦的拉動力也值得觀察。受全球經濟因素、國內需求疲
軟和投資者避險情緒高漲等因素影響，新興經濟體增速放慢的可能性很大。從國內經濟
形勢看，中國經濟增速連續六個季度下滑，二季度更是下滑到�%以下，經濟增長乏力，
可能會從抗通脹走向反通縮，「保增長」重回首位。國家或將陸續出台經濟刺激政策，利
率、存款準備金率等可能會陸續下調，有望助力國內經濟趨穩。從行業形勢來看，海運
市場難以擺脫運力過剩的難題。但在季節性需求拉動，進出口貿易形勢變化及相關刺激
政策的帶動下，海運市場有望實現階段性復甦。各航運公司的漲價訴求，也將有利於貨
代行業的收入增長。

面對當前複雜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下半年，本集團更要抓住有利時機，按照全年工
作部署，深入推進各項工作。本集團將重點通過以下三個方面提升盈利能力，確保全年
經營任務完成。一是要鞏固傳統業務，促進訂艙平台的升級，進一步加強市場開拓；二
是要堅定不移的推進資源整合；三是要加大業務結構調整的力度，促進內貿物流業務健
康發展，促進專業物流的快速發展。

最後，衷心感謝廣大投資者對本集團的關心與支持，我們將通過不懈地努力，實現集團
健康、穩健發展。

四、中期股息

本期間，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每股
0.0�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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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期業績之審閱

本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及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及子公司截至
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合併財務報表。

六、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於實施良好的企業管治，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頒佈載列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內之守則條文，作為本公
司的企業管治守則。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已遵守所有企
業管治守則所載的現行守則條文。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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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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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期間已遵守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八、購買、出售和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任何成員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
公司的證券。

九、刊發中期業績及二零一二年中報

本 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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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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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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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東明、 
劉京華、許克威及莫志明為中國外運非執行董事；孫樹義、陸正飛及劉克崮為中國外運
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