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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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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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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 886,233 1,023,991
其他收入 1,433 1,920
製成品及在製品的存貨變動 (11,019) 44
原材料及消耗品支出 (676,631) (736,342)
僱員成本 (60,155) (57,618)
折舊及攤銷 (10,265) (9,081)
匯兌收益(虧損) 4,252 (3,018)
其他費用 (63,360) (72,602)
財務費用 (10,350) (9,722)
投資收入 1,869 1,765
被指定為對沖工具的衍生金融工具
之公允價值虧損由對沖儲備重
分至損益 (852) -

分類為持有作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之
公允價值變動 - 931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279 234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虧損)溢利 (357) 4,350

除稅前溢利 61,077 144,852
所得稅項開支 3 (18,535) (33,026)

期內溢利 42,542 11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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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全面支出

換算外匯折算差額 (346) 1,725

被指定為現金流量對沖之遠期合約的
公允價值調整 (712) (4,904)

公允價值虧損由對沖儲備重分至損益 852 -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 (206) (3,17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2,336 108,647
========= =========

期內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38,202 101,900
非控股股東權益 4,340 9,926

42,542 111,826
========= =========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38,071 98,303
非控股股東權益 4,265 10,344

42,336 108,647
========= =========

每股盈利 5
基本 1.58美仙 4.22美仙

========= =========
攤薄 1.58美仙 4.21美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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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6 299,713 252,560
專利權 17 117
商譽 6,246 6,24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395 5,628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9,189 19,606
可供出售之投資 1,614 1,614
預付租賃款項 71,761 70,164
物業、機器及設備及
預付租賃款項之訂金 25,630 23,077

429,565 379,012

流動資產
存貨 7 307,882 277,671
應收賬款 8 447,054 273,372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48,929 119,533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209 1,015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85 536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4,252 1,160
應收一有關連公司款項 312 405
可收回之稅項 319 870
預付租賃款項 1,676 1,629
銀行結餘及現金 273,000 331,577

1,185,018 1,007,76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218,158 128,602
應付票據 11 117,232 63,62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106,689 98,465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0 10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3,850 2,014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3,259 37
應付稅項 12,639 12,586
銀行借款 169,513 99,808

631,350 405,143

流動資產淨值 553,668 602,62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983,233 981,6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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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31,170 31,151
股份溢價 236,673 236,315
累計溢利 259,639 241,035
其他儲備 40,922 37,044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568,404 545,545
非控股股東權益 65,947 66,657

權益總額 634,351 612,202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114,318 135,451
票據 216,617 217,011
指定為對沖工具的衍生金融工具 12,975 12,403
遞延稅項負債 4,972 4,570

348,882 369,435

983,233 981,63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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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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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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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應
用者相符一致。

本集團已於本中期度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之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 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之修訂 遞延稅項 - 相關資產回收。

於本中期度採納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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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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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後，本集團以該等部門為基準呈報其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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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內陸集裝箱、其他特種集裝箱及集裝
箱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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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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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業務
千美元

物流服務
千美元

小計
千美元

抵銷
千美元

總額
千美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870,527 15,706 886,233 - 886,233
分部間銷售 7 344 351 (351) -
合計 870,534 16,050 886,584 (351) 886,233

分部間銷售價格乃按市場釐定。

分部業績 69,094 1,394 70,488 - 70,488

財務費用 (10,350)
投資收入 1,869
被指定為對沖工具
的衍生金融工
具之公允價值
虧損由對沖儲
備重分至損益

(852)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
利

27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
之虧損

(357)

除稅前溢利 6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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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業務
千美元

物流服務
千美元

小計
千美元

抵銷
千美元

總額
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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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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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15 3,079 147,294 - 147,294

財務費用 (9,722)
投資收入 1,765
分類為持有作交易
的衍生金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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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得溢利，且未分配財務費用、投資收入、被指定為對沖工具的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虧損由對沖儲備重分至損益、分類為持有作交易的衍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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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製造業務 1,227,318 964,935
物流服務 81,902 59,839

分部資產總額 1,309,220 1,024,77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5,395 5,628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9,189 19,606
未分配公司資產 280,779 336,772

綜合總資產 1,614,583 1,38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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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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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年度稅率為 16.5%（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16.5%）。

中國企業所得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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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千美元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本期度稅項：
香港利得稅 12 149
中國企業所得稅 18,118 31,106

18,130 31,255
遞延稅項：
本期度 405 1,771

18,535 33,026

4. 股息

截止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内未有支付股息。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六
日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上建議並獲得股東通過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每股普通股 5 港仙的末期股息（二零一一年：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 每股普通股 8港仙），合共約 120,964,000港元（相等於 15,582,000美
元）,（二零一一年：193,201,000港元（相等於 24,801,000美元）），已於二零一
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派發。

董事會決議派發每股普通股 4 港仙（二零一一：9 港仙）之中期股息，合共約
96,775,000港元（相等於 12,407,000美元）（二零一一年：217,605,000港元 （相
等於 27,880,000 美元）），將派發予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名列本公司股東
名冊之股東。

5. 每股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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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千美元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盈利：

藉以計算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之盈利 38,202 101,900

股份數目：

藉以計算基本每股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2,418,187,976 2,414,022,258

購股權對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1,774,157 6,216,580

藉以計算攤薄每股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 2,419,962,133 2,420,238,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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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變動

本集團於期內支付合共 56,728,000 美元用作提升現有製造及物流服務設備及於啓
東興建兩間新廠房。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支出合共
28,581,000美元用作提升製造及物流服務設備。

7. 存貨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原材料 216,597 175,366
在製品 38,338 35,195
製成品 52,947 67,110

307,882 277,671

於期內，銷售成本包括 780,276,000 美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27,374,000美元）之製成品銷售成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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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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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265,493 213,064
三十一至六十天 92,465 34,201
六十一至九十天 76,301 13,646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4,072 10,122
一百二十天以上 8,723 2,339

447,054 273,372

9.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預付 64,981,000美元(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407,000 美元)予多家供應商作為購買原材料按金，餘額
主要包括可退增值稅款及其他暫付款。該款項預期可於十二個月內收回。

10. 應付賬款

以下是根據發票日的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114,890 61,401
三十一至六十天 52,463 30,913
六十一至九十天 27,715 19,369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15,492 11,009
一百二十天以上 7,598 5,910

218,158 12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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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票據

以下是根據發票日的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30,700 26,737
三十一至六十天 45,740 11,478
六十一至九十天 38,378 25,406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2,414 -
一百二十天以上 - -

117,232 63,62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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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一年六
月三十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及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3,000,000,000 38,649 3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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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使購股權(附註) 2,681,020 34 268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417,833,300 31,151 241,783
行使購股權(附註) 1,445,110 19 145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2,419,278,410 31,170 24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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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110(截至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5,221,020)股普通股。於期內行使的購股權之行使價
介乎每股 1.38港元至 1.48 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介乎 1.38港
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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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近期全球貿易及航運模式出現重大轉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營業額及純利均較去年同期下跌。在去年的中期報告中，本集團指出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出現不尋常的偏離正常季節性模式，導致該年度上半年的營業
額異常地高。相反，二零一二年回復較為傳統的季節性模式。一般而言，傳統模
式的年初增長會較為緩慢，上半年的營業額亦較下半年低，而本集團於回顧期內
的表現正好反映此情況。市場在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對集裝箱的需求相對疲弱，與
二零一零年情況相若，並已於第二季回穩。若根據正常季節性模式回顧業績，本
集團在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業績令人滿意。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886,233,000美
元，較去年同期的1,023,991,000美元下跌13.5%。本集團之綜合本公司股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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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溢利下跌至38,202,000美元(二零一一年上半年：101,900,000美元)，基本每
股盈利減至1.58美仙(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每股4.22美仙)。

製造業務

二零一一年出現的「季節性逆轉」令集裝箱銷售於下半年放緩，而非增長，部份
原因是全球經濟不明朗所致。然而，市場較預期提早從季節性逆轉中恢復過來，
且於報告期內，市場對特種集裝箱的需求依然強勁。第一季的業績較為疲弱，但
已在第二季逐步回升，在二零一二年六月底，本集團的訂單維持穩定，期內亦錄
得溢利。

本集團製造業務的營業額由去年同期的1,006,981,000美元下跌13.6%至
870,527,000美元。儘管如此，製造業務的表現仍然穩固，繼續成為本集團主要
營業額貢獻來源，於回顧期內佔綜合營業額98.2%(二零一一年上半年:98.3%)。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共生產325,279個廿呎標準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397,334
個)，並售出329,243個廿呎標準箱(二零一一年上半年:394,210個)。製造業務的
除稅前及非控股股東權益前溢利由去年的141,685,000美元下跌57.9%至
59,645,000美元。

集裝箱價格亦於回顧期內下跌，與原材料成本下跌的趨勢一致。廿呎乾集裝箱的
平均售價為2,451美元，去年同期則為2,760美元。雖然原材料價格於本年度上半
年下降，但預期將於未來數月較為穩定，而本集團的勞工成本亦維持穩定。

乾集裝箱繼續佔本集團製造業務產量的最大份額，佔本集團製造業務營業額的
71.1%(二零一一年上半年:72.5%)，而特種集裝箱則佔28.9%(二零一一年上半
年:27.5%)。在各類型的特種集裝箱之中，冷凍集裝箱的需求最為強勁，本集團
接獲有關產品的訂單數量可觀。本集團生產的其他特種集裝箱類型包括罐箱及美
國內陸集裝箱。

繁盛的上海對新集裝箱的需求殷切，而過往本集團於上海的產能未能應付當地強
大的需求。本集團於江蘇省啓東市的新廠房第一期 — 用作生產亁集裝箱及特種
集裝箱（不包括冷凍集裝箱及罐箱），工程已於回顧期內完成，並於二零一二年
七月開始試產。由於舊廠房的使用率已達到100%，新增產能將有助減輕部份本
集團於上海的產能壓力。啓東廠房第二期將用作生產冷凍集裝箱，工程亦將於年
底竣工。待全面投產後，新廠房將大大提升本集團的產能，讓其更有效滿足上海
及長江上游地區客戶的需求。

物流服務

本集團於中國主要沿岸城市及香港經營物流服務業務。鑒於現時整體市況不明
朗，許多集裝箱箱主把集裝箱數量盡量維持於最低水平。此舉不單提高了他們持
有的集裝箱使用率及降低整體集裝箱更換率，更減少集裝箱退回堆場作業，導致
本集團的物流業務的表現低於預期。回顧期內，分部營業額下跌至15,706,000
美元，去年同期為17,010,000美元。除稅前及非控股股東權益前溢利為1,432,000
美元，較去年的3,167,000美元下跌54.8%。

前景

正如上文所述，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重回正常的季節性模式，一改二零一
一年的趨勢，而且在可見未來情況會持續下去。雖然目前全球貿易情況不算強
勁，但仍然平穩，本集團對集裝箱需求於本年餘下時間得以持續保持審慎樂觀。

集裝箱更換率仍然偏低，二手集裝箱價格亦維持穩定。由於全球船公司對貿易前
景依然不明確，此情況將難有改變。更換集裝箱的需求疲弱可能對本集團的業績
構成短期影響。然而，需求會隨時間累積，因為集裝箱的使用期有限，最終必須
更換。作為全球第二大集裝箱製造商，本集團擁有專業知識及資源以安然渡過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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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低迷時期。此外，許多船公司採取「超慢行進」營運方式以應付燃料及燃油成
本高企情況，對本集團有利。因該營運方式使用較長時間運送集裝箱，若現有集
裝箱已全部用於船上，船公司一般需要購買新集裝箱以作填補，這有助抵銷集裝
箱更換率低的影響。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末，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穩健，負債比率處於合理水平，並擁
有充裕的手頭現金，足以為啓東廠房提供資金。穩定的財務狀況主要有賴本集團
於二零一一年成功發行三年期人民幣債券及落實四年期貸款，為啓東項目提供足
夠財務資源之餘，亦滿足本集團的營運資金需要。本集團亦實施行之有效的成本
控制措施，確保能以高效方式營運。展望未來，本集團預期在未來數月繼續保持
盈利能力，並在考慮目前全球貿易環境的實際情況後訂立實際及可應付的盈利目
標。

中期股息

董事會欣然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普通股4港仙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港仙)予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三
十一日(星期三)或之前派付。中期股息派息比率為32.5%。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八日(星期四)至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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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須最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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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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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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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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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5,000美元及 1,694,000美元至本集團之一般儲備及發展儲備。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刊發了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現名為《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
治報告》）（「守則」）的修訂，並已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生效。本公司於回
顧期內已全面遵守守則內所有適用於本公司的守則條文及若干建議最佳常規，且
均與本集團之二零一一年年報所披露及列明的相符一致（為釋除疑慮，除若干涵
蓋於舊版守則而(i)重新劃分至上巿規則其他章數，或(ii)已修訂的內容外，本集團
已自相關生效日期遵守所有上述(i)適用之規定）。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生效之上巿規則第3.10A條規定上巿發行人所委任的獨立
非執行董事必須佔其董事會人數至少三分之一，且所有上巿發行人都必須於二零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遵守該項規定。董事會現由十名董事組成，而其中
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現正物色適合人選以出任第四名獨立非執行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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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並將於適當時候刊發有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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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當日，董事會成員如下： 張允中先生、張松聲先生、陳國樑先生、薛
肇恩先生、譚淑冰女士及張朝聲先生為執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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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