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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 OVERSEA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316) 
 

二零一五年業績公佈 
 

東方海外 (國際 )有限公司 (「本公司」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美元千元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收益 4 5,953,444          6,521,589             

營運支出 (5,262,429)         (5,875,797)            

毛利 691,015             645,792                

於一投資物業之公允值溢利 19,545                9,653                    

其他營運收入 112,250             119,380                

其他營運支出 (469,742)            (445,678)               

經營溢利 5 353,068             329,147                

財務開支 6 (63,642)              (54,000)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 4,168                  4,36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3,614                15,072                  

除稅前溢利 307,208             294,583                

稅項 7 (23,357)              (24,145)                 

本年度溢利 283,851             270,438                

應佔溢利如下:

本公司股東 283,851             270,538                

非控制性權益 -                           (100)                      

283,851             270,438                

普通股每股盈利(美仙) 9

基本及攤薄 45.4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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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美元千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本年度溢利 283,851               270,438                 

其他全面收益如下：

日後不會於損益表中重列之項目：

界定福利計劃重新計量收益／（虧損） 6,048                    (1,988)                    

日後或會於損益表中重列之項目：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   公允值變動 (28,464)                (42,287)                  

幣值換算調整

-   海外附屬公司 (8,068)                  1,048                     

-   非控制性權益 -                             (52)                         

-   聯營公司 (8,620)                  (525)                       

-   合營公司 (410)                      (30)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儲備撥回 -                             (4,027)                    

日後或會於損益表中重列之項目總額 (45,562)                (45,873)                  

本年度其他全面虧損稅後淨額 (39,514)                (47,861)                  

本年度總全面收益 244,337               222,577                 

應佔總全面收益如下：

本公司股東 244,337               222,729                 

非控制性權益 -                             (152)                       

244,337               22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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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千元 附註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6,020,744         5,608,929         

投資物業 200,000            180,000            

預付租賃溢價 8,462                9,109                

合營公司 8,887                9,011                

聯營公司 145,249            152,499            

無形資產 55,646              48,578              

遞延稅項資產 3,765                3,887                

退休金及退休資產 7,855                -                       

金融衍生工具 1,507                2,888                

有限制之銀行結餘 980                   54,16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27,998            139,636            

持至到期日之投資 217,004            221,035            

其他非流動資產 16,635              19,710              

6,814,732         6,449,450         

流動資產

存貨 72,481              128,652            

應收賬項及預付項目 10 499,409            574,517            

應收合營公司欠款 2,871                237                   

持至到期日之投資 19,074              24,792              

組合投資 295,894            223,423            

金融衍生工具 147                   -                       

可收回稅款 10,942              13,010              

有限制之銀行結餘 443                   413                   

現金及銀行結餘 2,015,581         2,165,914         

2,916,842         3,130,958         

持作出售資產 -                       53,047              

2,916,842         3,184,005         

總資產 9,731,574         9,633,455         

權益

股東權益

股本 62,579              62,579              

儲備 4,734,931         4,572,173         

總權益 4,797,510         4,634,75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3,663,100         3,595,625         

遞延稅項負債 62,041              53,655              

退休金及退休負債 109                   1,665                

金融衍生工具 -                       2,949                

3,725,250         3,653,894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項目 11 750,378            942,704            

合營公司應付款 11,037              7,145                

借貸 438,619            388,877            

金融衍生工具 5,316                406                   

本期稅項 3,464                5,677                

1,208,814         1,344,809         

總負債 4,934,064         4,998,703         

總權益及負債 9,731,574         9,63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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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美元千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營運業務現金流量

經營溢利 353,068             329,147                

利息收入 (38,219)              (37,688)                 

股息收入及分派 (31,696)              (44,645)                 

折舊及攤銷 319,613             332,154                

資產及負債之公允值收益 (4,332)                 (17,232)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收益 -                           (4,964)                   

出售非流動資產淨收益 (221)                    (9,724)                   

計算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溢利 598,213             547,048                

存貨減少 56,171                21,397                  

應收賬項及預付項目減少／（增加） 75,258                (41,630)                 

應付賬項及應計項目（減少）／增加 (189,926)            27,598                  

淨退休資產／負債改變 (2,415)                 (2,617)                   

金融衍生工具結算 (1,070)                 1,441                    

營運產生之現金 536,231             553,237                

支付利息及財務費用 (62,492)              (53,790)                 

（支付）／退回香港利得稅款 (60)                      645                       

已繳海外稅款 (15,398)              (21,561)                 

營運業務現金產生淨額 458,281             478,531                

投資業務現金流量

出售及到期贖回非流動資產 132,825             186,358                

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 (366,189)            (360,448)               

購入其他非流動資產 (25,870)              (14,094)                 

投資於合營公司及聯營公司 -                           (10,347)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5,716                    

組合投資(增加)/減少 (83,419)              847                       

合營公司應付款改變淨額 3,660                  (83)                        

有限制之銀行結餘及超過三個月到期

之銀行存款增加 (1,807)                 (59,370)                 

收取利息 38,129                37,479                  

投資收取之股息及分派 14,828                12,366                  

收取合營公司及聯營公司之股息 13,723                18,419                  

投資業務現金使用淨額 (274,120)            (183,157)               

融資業務現金流量

新增貸款 910,985             686,453                

償還貸款 (991,287)            (477,485)               

融資租賃支出之資本部份 (224,394)            (225,864)               

支付予本公司股東之股息 (81,579)              (58,784)                 

融資業務現金使用淨額 (386,275)            (75,68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202,114)            219,694                

於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42,822          1,719,902             

幣值換算調整 (3,197)                 3,226                    

於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37,511          1,94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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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美元千元 股本 儲備 小計 非控制性權益 總額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2,579        4,408,228      4,470,807        5,817                   4,476,624       

本年度總全面收益／（虧損） -                  222,729         222,729           (152)                    222,577          

股東交易

二零一三年度末期股息 -                  (11,795)          (11,795)           -                          (11,795)          

二零一四年度中期股息 -                  (46,989)          (46,989)           -                          (46,989)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                     -                      (5,665)                 (5,665)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2,579        4,572,173      4,634,752        -                          4,634,752       

本年度總全面收益 -                  244,337         244,337           -                          244,337          

股東交易

二零一四年度末期股息 -                  (21,400)          (21,400)           -                          (21,400)          

二零一五年度中期股息 -                  (60,179)          (60,179)           -                          (60,179)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2,579        4,734,931      4,797,510        -                          4,797,510       

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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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之工作範圍  

 

就本報告而言，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已從本公

司取得初步業績公佈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草擬綜合財務報表，並比較初步業績公佈與本集團該年度的草擬綜合財

務報表之數字相符。由於上述程序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

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而進行的核證聘用，

因此羅兵咸永道不對初步業績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2. 一般資料  

 

東方海外 (國際 )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家在百慕達註冊成立

的有限公司，註冊地址為 C l a r e n d o n  H o u s e ,  2  C h u r c h  S t r e e t ,  

H a m i l t o n  H M 1 1 ,  B e r m u d a，主要辦公地址為香港灣仔港灣道 2 5

號海港中心 3 3 樓。  

 

 本公司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版上市。  

 

3. 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財務準則」）編製。

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投資物業、可供出售

財務資產、投資組合及金融衍生工具按公允值列賬而作出修訂。  

 

改變貨櫃估算可用年期  

 

管理層在年內對乾貨櫃及特別用途貨櫃估算可用年期進行檢討。

在充分考慮服務水平及集團對該等貨櫃之維修計劃後，董事會認

為將乾貨櫃及特別用途貨櫃估算可用年期由十年增至十二年更為

公平及合適。審核貨櫃估算可用年期使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折舊支出減少二千三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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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續 )  

 

 採納經修訂財務準則  

 

 在二零一五年，本集團採納下列與其業務相關現有準則之修訂及改

進。  

 

現有準則之修訂及改進  

  

會 計 準 則 1 9  ( 2 0 1 1 )  

修訂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準則  2 0 1 0  －  2 0 1 2 年報告週期之年度改

進  

香港財務準則  2 0 1 1  －  2 0 1 3 年報告週期之年度改

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9 號  (修改 )有關職工或第三方向設定收益計劃的

供款。此修改將僅與產生期間的服務掛鉤的供款，與那些與超過一

個會計期的服務掛鉤的供款分開處理。此修改容許與服務掛鉤但不

會因應職工服務的長短而變更的供款，自所提供服務的會計期內賺

取的福利成本中扣除。至於與服務掛鉤並因應職工服務的長短而變

更的供款，則必須使用與福利採用的相同歸屬法，在服務期內分

攤。  

 

香港會計準則 2 0 1 0 - 2 0 1 2 週期的年度改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經營分部」、香港會計準則第 1 6 號「不動產、機器及儲備」

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 8 號「無形資產」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 4 號

「關聯方披露」的修改。  

 

香港會計準則 2 0 1 1 - 2 0 1 3 週期的年度改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業務合併」、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3 號「公允價值計量」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4 0 號「投資性房地產」的修改。  

 

採納 2 0 1 0 - 2 0 1 2 週期的改進需要在分部附註中作出額外披露。除

此以外，其餘修改對集團並無重大影響。  

 

報告期內並無其他生效的新公佈之準則、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改進

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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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  (續 )  

 

與本集團相關但尚未生效之新準則、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改進 

 
公佈之新新公佈之準則、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改進  於會計年度或以後生效  

   
財務準則  2 0 1 2 － 2 0 1 4 年 報 告

週期之年度改進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會計準則 1 6 及會計

準則 3 8 修訂  

折舊和攤銷的可接受方法

的澄清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會計準則 1 修訂  披露倡議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財務準則 9  金融工具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財務準則 1 5  客戶合同收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  

   

 

集團並未提前應用上述公佈之新準則、對現有準則之修訂及改進，

目前未能確定採納後會否對集團之會計政策及財務報表的呈報帶來

重大改變。  

 

 

4. 收益及分部資料 

 

 (a) 收益 

 

美元千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貨櫃運輸及物流 5,927,023     6,494,859       

其他 26,421          26,730            

5,953,444     6,521,589       
 

 

 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貨櫃運輸及物流。 
 

 收益包括經營貨櫃運輸及物流業務所得之運費、船租、服務

費及其他收入及來自投資物業之租金收入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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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b) 分部資料  

 

 營業分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部業績如下： 

 
貨櫃

運輸及

美元千元 物流 其他 對銷 集團

收益 5,927,023        27,364             (943)                 5,953,444        

經營溢利 276,211           76,857             -                       353,068           

財務開支(附註6) (63,642)            -                       -                       (63,642)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 4,168               -                       -                       4,16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3,614             -                       -                       13,614             

除稅前溢利 230,351           76,857             -                       307,208           

稅項 (12,338)            (11,019)            -                       (23,357)            

本年度溢利 218,013           65,838             -                       283,851           

資本支出 796,265           455                  -                       796,720           

折舊 315,425           1                      -                       315,426           

攤銷 4,187               -                       -                       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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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b) 分部資料（續）  
 

 營業分部（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部業績如下： 

 

貨櫃

運輸及

美元千元 物流 其他 對銷 集團

收益 6,494,859        27,638             (908)                 6,521,589        

經營溢利 229,979           99,168             -                       329,147           

財務開支(附註6) (54,000)            -                       -                       (54,000)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 4,364               -                       -                       4,36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5,072             -                       -                       15,072             

除稅前溢利 195,415           99,168             -                       294,583           

稅項 (16,727)            (7,418)              -                       (24,145)            

本年度溢利 178,688           91,750             -                       270,438           

資本支出 848,422           347                  -                       848,769           

折舊 323,481           1                      -                       323,482           

攤銷 8,672               -                       -                       8,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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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b) 分部資料（續） 

 

 營業分部（續） 

 

 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部資產及負債如

下：  

 

貨櫃

運輸及

美元千元 物流 其他 集團

分部資產 6,947,634       2,626,933       9,574,567    

合營公司 11,758            -                      11,758         

聯營公司 145,249          -                      145,249       

總資產 7,104,641       2,626,933       9,731,574    

分部負債 (4,865,720)      (68,344)           (4,934,064)   

二零一五

 
 

貨櫃

運輸及

美元千元 物流 其他 集團

分部資產 6,861,002       2,610,706       9,471,708    

合營公司 9,248              -                      9,248           

聯營公司 152,499          -                      152,499       

總資產 7,022,749       2,610,706       9,633,455    

分部負債 (4,938,332)      (60,371)           (4,998,703)   

二零一四

 
 

其他主要包括物業及公司總部業務之資產及負債。其他資產主要包括投

資物業、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持至到期日之投資及以公司總部管理之組

合投資與現金及銀行結餘。其他負債主要包括公司總部業務

之應付賬項及應計項目及遞延稅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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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b) 分部資料（續）  

 

 地域資料  

 

 本集團雖然以環球基準管理營運，但兩項發報之營業分部在四個

主要地域營運。來自貨櫃運輸及物流的運費收益，依據每個地

域的出口貨物分析。  

 

 本集團的總資產主要是用於運載跨世界地域市場的船運貨物的

貨櫃輪及貨櫃。因此，非流動資產並沒有按地域性的區分來呈

列。  

 

美元千元 收益 資本支出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亞洲 3,905,144               18,294                    

歐洲 1,013,852               585                         

北美洲 861,808                  59,221                    

澳洲 172,640                  23                           

不可分攤 * -                              718,597                  

5,953,444               796,720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亞洲 4,237,331               16,288                    

歐洲 1,168,338               391                         

北美洲 894,056                  177,601                  

澳洲 221,864                  14                           

不可分攤 * -                              654,475                  

6,521,589               848,769                   
 

* 不可分攤之資本支出包括船舶、旱塢、貨櫃及無形資產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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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溢利  

 

美元千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經營溢利已計入

下列各項：

營運租約租金收入

房地產 26,421           26,730           

已扣除下列各項：

折舊

擁有之資產 228,169         247,301         

租賃之資產 87,257           76,181           

營運租約租金支出

船舶及設備 341,789         323,156         

碼頭及泊位 32,394           33,865           

房地產 32,254           28,969           

有關一投資物業之

直接營運費用 15,008           15,036           

無形資產之攤銷 3,956             8,310             

預付租賃溢價之

攤銷 231                362                

核數師酬金

核數 2,917             2,974             

非核數 870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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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開支  
 

美元千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利息支出

銀行貸款及銀行透支 38,543         36,716         

融資租賃債務 30,667         21,717         

69,210         58,433         

資本化列入資產之金額 (5,568)          (4,433)          

淨利息支出 63,642         54,000         
 

 

7. 稅項  

 

美元千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87                105              

海外稅項 15,935         26,043         

16,022         26,148         

遞延稅項

香港利得稅 (273)             43                

海外稅項 7,608           (2,046)          

7,335           (2,003)          

23,357         24,145         
 

 

 稅項之計算以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有關國家 (本集團在該國家有

經營業務 )適用之稅率作出準備。此等稅率範圍由百分之十一至百分

之四十七  (二零一四年：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七 )，而香港適用

之利得稅稅率為百分之十六點五  (二零一四年：百分之十六點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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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美元千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已派付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9.6美仙

（二零一四年：每股普通股7.5美仙） 60,179         46,989         

建議派發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85美仙

（二零一四年：每股普通股3.4美仙） 11,577         21,277         

71,756         68,266         
 

 

董事會建議派發二零一五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 . 8 5 美仙 (二零

一四年： 3 . 4 美仙 )。此等建議派發之股息將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賬項中列作保留溢利分配。  

 

9. 普通股每股盈利  

 

普通股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公司之普通股股東應佔集團溢利，

除以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來計算。  

 

 由於並無潛在攤薄股份，普通股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相等。  
 

美元千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千) 625,793       625,793         

股東應佔集團之溢利：

本公司股東 283,851       270,538         

非控制性權益 -                   (100)              

283,851       270,438         

股東應佔公司之

每股基本盈利 (美仙) 45.4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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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賬項及預付項目  

 

美元千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業務應收賬

- 全部兌現 195,897       226,750       

- 已到期但未減值 113,286       141,228       

- 已減值及撥備 9,548           10,704         

318,731       378,682       

減：耗蝕撥備 (9,548)          (10,704)        

業務應收賬 – 淨額 309,183       367,978       

其他應收賬 80,850         89,299         

其他預付項目 97,002         106,718       

公用事業及其他保証金 12,374         10,522         

499,409       574,517       
 

 

業務應收賬一般均為見票付款或給予認可信貸期限由 1 0 至 3 0 天不

等。逾期仍未還款之客戶在未清還所有結欠餘額前，將不再給予任

何信貸。  

 

 大多數已到期但未減值之業務應收賬均少於三個月，本集團之業務

應收賬扣除耗蝕撥備後，根據發票到期日所作之賬齡分析如下：  
 

 

美元千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少於一個月 276,684       329,896       

二至三個月 25,900         27,954         

四至六個月 4,673           8,506           

多於六個月 1,926           1,622           

309,183       367,978       
 

 

 由於集團客戶眾多，遍佈世界，故此並没有因業務應收賬而匯集信

貸風險。其他應收賬已全部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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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項及應計項目  

 

美元千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業務應付賬 193,401       238,149       

其他應付賬 108,928       114,675       

應計費用 377,630       509,265       

遞延收入 70,419         80,615         

750,378       942,704       
 

 

 本集團之業務應付賬按發票日期所作之賬齡分析如下：  
 

美元千元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少於一個月 129,801       162,147       

二至三個月 50,395         58,567         

四至六個月 7,799           7,929           

多於六個月 5,406           9,506           

193,401       23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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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度業績 
 

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度

錄得股東應佔溢利二億八千三百九十萬美元，比對二零一四年溢利二億七

千零五十萬美元。  

 

 

業務回顧 
 

二零一五年伊始，貨櫃運輸業營商環境出乎預期之外為佳。首數月燃油成本大幅

下降，加上美國呈現復蘇勢頭，令業界普遍錄得較佳業績。 

 

但好景不常，經濟形勢在年中轉趨複雜。油價下跌導致能源相關資本性開

支減少，部分油商幾被拖垮。世界貿易增幅有限，而聯儲局亦從示意至最

終落實將利息正常化。下半年零售銷量呆滯，令從亞洲進口之貨量減少。  

 

年末，在大量運載力湧入而各航線貨量卻停滯不前甚至萎縮下，供求失衡

遂進一步惡化。需求增長放緩，市場不得不以撤減運載力作回應。運費大

幅下滑，逼使航運商將全部甚至更多因油價下跌之得益回饋客戶。  

 

二零一五年東方海外航運載貨量持平，但由於每個標準箱平均收入較去年

下跌百分之十，令收入減少。此乃反映市場所現之挑戰，尤以下半年為

甚。  

 

  

 

東方海外國際業績分析 

 

 (美元千元) 2015 2014 

營運業務稅前溢利 287,663 284,930 

華爾街廣場公允值收益 19,545 9,653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稅前溢利 307,208 294,583 

稅項  (23,357) (24,145) 

非控制性權益 - 100 

股東應佔溢利 283,851 27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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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集團自中國滬東中華船廠接收四艘 8,888 個標準箱之新船。此

乃接收該系列船舶之最後四艘。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向南韓三星

重工訂購六艘能運載 20,000 個標準箱級別之新船，將於二零一七年付運。

年內出售兩艘船齡十一年運載量 8,063 個標準箱之「SX」級船舶，並以三

年短期租約租回，以優化船隊使用率。  

 

運作規模將繼續成為推動業界永續發展之關鍵。東方海外航運透過擁有一

支切合需要、高效運作之省油船隊以達至運作規模，即使現時油價低迷，

仍致力提高單位成本之效益。集團對 13,208 個標準箱之船舶在部分航線替

代較小之船舶所帶來超乎預期之效益深感滿意，並期待二零一七年更大型

船舶投入服務後能進一步從運作規模受惠。  

 

東方海外航運多年來參與不同聯盟。集團認為聯盟有助達到運作規模和提

升服務質素。東方海外航運不斷把握透過此等安排所產生之機遇，以進一

步增進效率及降低成本。  

 

集團預期加里福尼亞州之 Middle Harbor 重建項目第一期將於二零一六年

落成。雖然整個項目要到二零二零年才可全部竣工，但預計該項大型資本

投資於二零一六年已能為集團帶來裨益。新碼頭不但在營運效率上首屈一

指，在環保及可持續性上亦不遑多讓。  

 

東方海外物流業務及盈利持續增長，集團將繼續在此板塊擴展業務。物流

業務貫徹集團以客為尊之宗旨，為不同目標市場，不同顧客提供適切服

務，以帶動業務增長，為集團提供盈利貢獻。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華爾街廣場」按獨立市場估值為二億美

元，增值二千萬美元。在扣除二零一五年物業改善工程支出總計五十萬美

元後，二零一五年公允值溢利淨額為一千九百五十萬美元。「華爾街廣

場」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時之獨立估值為一億八千萬美元，二零

一四年度公允值溢利淨額為九百七十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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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就二零一六而言，第一季已充斥不明朗因素。國際貨幣基金下調環球經濟

增長預測，而美國經濟復蘇雖然似乎已穩住陣腳，但步伐卻不顯著，並繼

續受外在因素所左右。日本及歐洲增長仍處低水平，有信心預測二零一六

年能見底回升者寥寥可數。中國增長繼續放緩，為新興市場及商品經濟體

系帶來挑戰。不少中央銀行正開始踏進前景未明之負利率領域。新船下水

數量雖然較二零一五年稍低，但仍是絡繹不絕。  

 

在此一形勢下，部分航線運費有機會進一步下跌。航運商面對疲弱市況，

為減少損失，勢將被逼撤減運載力。  

 

面臨市場起伏，東方海外航運一直表現出眾。透過對成本及收益管理之不

懈努力，加上高營運效率及專注於客戶服務，令集團得以成為業界先鋒，

更是航運界中少數能長期維持穩健資本結構及交出優秀營運業績者。  

 

集團相信已為來年挑戰作好準備，並在市況好轉時得享收益，繼續據守業

界之前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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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會」 )建議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八日向於二零一六年五

月十一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85 美仙(0.145 港元，乃按 1 美元

兌 7.8 港元之匯率折算 )。股東需填妥股息選擇表格 (如適用)，並於二零一

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該表格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登

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股份登記分處」 )，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 M 樓。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之速動資產總值二十五億四千

九百萬美元，而總借貸則為四十一億零一百七十萬美元。淨負債與資本比

率於二零一五年底時為 0.32 : 1，比對二零一四年底時為 0. 28 :  1。  

 

本集團之債務主要為銀行貸款及融資租賃，並大部分以美元結算。本集團

之債務經審慎安排，確保期內之定期還款保持穩定。  

 
 

員工資料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於全球雇用 9,889 名全職員工，其薪

酬及福利均維持於具競爭力水平。員工酬勞，乃於集團經常檢討之薪酬及

按業績酌情分發花紅之政策範圍內，按員工之表現而犒賞。其他員工福利

包括醫療保險、退休金及全球各分支機構自行安排之社交及文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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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下列期間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a)  由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止，首尾兩天包

括在內，以釐定股東有權出席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舉行

之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 )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在此期間，

將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須連同有關股票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下

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股份登記分處，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八

三號合和中心十七樓一七一二至一七一六室，辦理登記；及  

 

(b)  由二零一六年五月九日至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一日止，首尾兩天包括在

內，以釐定股東享有建議之末期股息的資格。在此期間，將不會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如欲享有建議之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須連同

有關股票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六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交回股份登記分

處，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樓一七一二至一

七一六室，辦理登記。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

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優先認購權 
 

根據百慕達法律，本公司在發行新股時不設優先認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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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之董事會及管理層致力維持高質素的企業管治，本公司認為有效的

企業管治可對企業成功及提升股東價值作出重大貢獻。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自訂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除了應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

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聯交所守則」）所載的原則外，亦

包含及遵照本地及國際最佳應用常規。企業管治守則載有為本集團應用的

企業管治原則，本集團對此定期作出檢討以確保其透明度、問責性及獨立

性。  

 

於二零一五年年內，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守則，惟下文所列除外：  

 

 本公司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沒有區分。董建成先生現時身兼本公司之

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務。董事會的執行成員現時包括本集團主要部門的

主要行政人員，此乃有效區分其主要部門的主要行政人員與本公司行政

總裁的角色。董事會認為進一步區分行政總裁與主席的角色乃屬重複，

故目前並無此必要。  

 

有關企業管治守則之詳情，將載於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年報內的企業管治報

告。  

 
核數委員會  
 

核數委員會連同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及內部核數師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自訂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守則」），

其條款並不低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的規定標準。  

 

所有董事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已全面遵守守則及《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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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舉行。召開股東週年

大會之通告將約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建議採納新細則 
 

上市規則及百慕達公司法（「公司法」）在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修訂本公

司之細則後已有所修改。為使本公司之細則切合上市規則及公司法由二零

零九年至今之若干強制性修訂、及作其他因應性及內務修改，董事會建議

一項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第七項決議之特別決議案以採納新細則以取

代及摒除現有細則，供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考慮並酌情批准。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特別決議案及建議修訂現有公司細則之詳情之通函

將約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刊發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年度業績公告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網站

http://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之網站 http://www.ooilgroup.com。二

零一五年年報將上載於聯交所之網站及本公司之網站，並約於二零一六年

四月五日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董事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董建成先生、董立均先生及董立新先

生；非執行董事為金樂琦教授；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世民先生、鄒耀華

先生、王于漸教授、鄭維新先生及郭敬文先生。  

 
  

http://www.hkexnews.hk/
http://www.ooil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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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陳述 
 

此公告包含前瞻性陳述。非已成事實之陳述，包括本公司之信念及期望均

為前瞻性陳述。該等陳述乃根據現有計劃、估計及預測而作出，故台端不

應對其過度依賴。前瞻性陳述祇就發出當日而言，本公司並無責任當新資

料或未來事故出現後再發佈更新。前瞻性陳述包含潛在風險、不明朗因素

及假設，本公司謹此提醒   閣下，假若此等風險或不明朗因素一旦出現、

或所作之假設證實不確、或一些重要因素實現或未有實現，均有可能令本

公司之實際業績較諸前瞻性陳述所表達或暗示之業績有重大差距。  

 

 

 

承董事會命  

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董建成 
 

香港，二零一六年三月四日  

 
*   僅供識別  
互聯網網址：http:/ /www.ooil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