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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 

SINGAMAS CONTAINER HOLDINGS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股票代號股票代號股票代號：：：：716 網址：http://www.singamas.com 及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singamas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中期業績公告中期業績公告中期業績公告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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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向各位宣布，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
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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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及其他損益及其他損益及其他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全面收益表全面收益表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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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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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10,277 704,029     
其他收入  1,673  898 
製成品及在製品的存貨變動   (20,580)  (4,744) 
原材料及消耗品支出   (282,065)  (525,970) 
僱員成本   (58,700)  (72,451) 
折舊及攤銷   (17,116)  (14,416) 
匯兌(支出)收益   (285)  11,126 
其他費用   (65,754)  (77,935) 
財務費用   (5,205)   (5,570) 
投資收入  1,627             2,004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虧損   (554)  (636)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695)  (390) 
應佔合資企業之溢利   29  257 
 
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37,348)           16,202 
所得稅項開支 3  (744)  (4,633) 
 
期內期內期內期內（（（（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38,092)   11,569
  
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其他全面收益收益收益收益（（（（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其後可能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其後可能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其後可能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其後可能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外匯折算差額   151  (2,523) 

 
期內全面期內全面期內全面期內全面（（（（支出支出支出支出））））收益總額收益總額收益總額收益總額   (37,941)  9,0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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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簡明綜合簡明綜合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損益及其他損益及其他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全面收益表全面收益表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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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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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應佔期內應佔期內應佔期內應佔（（（（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溢利溢利溢利溢利：：：： 

本公司股東   (36,619)  10,079 
非控股股東權益   (1,473)  1,490 

 
    (38,092)  11,569 
  ========= ========= 
 
應佔應佔應佔應佔全面全面全面全面（（（（支出支出支出支出））））收益收益收益收益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本公司股東   (36,387)  7,567 
  非控股股東權益   (1,554)  1,479 
 

   (37,941)  9,046 
  ========= =========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5 

基本  (1.52) 美仙美仙美仙美仙   0.42美仙 
  ========= ========= 
攤薄  (1.52) 美仙美仙美仙美仙       0.42美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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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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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55     359,855 
商譽  6,246             6,24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3,293  43,983 
於合資企業之權益   21,845  22,391 
可供出售之投資   6,608  6,608 
應收一聯營公司款項   10,000  10,000 
應收合資企業款項   -  6,006 
預付租賃款項   73,118  64,473 
非流動資產按金   12,811  22,364 
  
   530,476  541,926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7  147,231  157,207 
應收賬款 8  228,307  146,765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 9  59,578  41,910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30  44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6,716  31,006 
應收合資企業款項   -  1,07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4,310  534 
可收回之稅項   1,241  1,335 
預付租賃款項   1,707  1,517 
銀行結餘及現金   236,736  242,726 
      
   715,956  624,114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0  115,325  85,108 
應付票據 11  55,240  22,75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90,347  81,554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8  16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536  132 
應付合資企業款項   88  46 
應付稅項   4,070  5,538 
銀行借款   73,720  70,000 
 
   339,344  265,149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376,612  358,96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907,088  900,89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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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於二零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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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149  268,149 
累計溢利   245,869  282,846 
其他儲備   44,877  44,287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558,895          595,282 
非控股股東權益   50,142  52,379 
 
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權益總額   609,037  647,661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290,000  245,000 
衍生金融工具   574        20 
遞延稅項負債   7,477  8,210 
 
   298,051  253,230 
 
   907,088 900,89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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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礎及編製基礎及編製基礎及編製基礎及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主要會計政策 

 包括於本公告作為供比較的數字之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資料，並不構成為本公司該年度之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之一部份而是撮取於該等報表。其他相關於該等法定財務報表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份所要求向公司註冊處交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對這些財務報表作出報告。該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並無載有核數師在不對其報告出具保留意見之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項；亦無載有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06(2)條，第 407(2)或(3)條作出的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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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披露外，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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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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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有關編制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的修訂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的會計處理方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的修訂    主動性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8 號的修訂    對可接受的折舊及攤銷方法的澄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41 號的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的修訂  投資實體：應用合併的例外情況；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上述於本中期度採納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並未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數據及/或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之可報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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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可報告分部並没有併合主要營運決策者所確定之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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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工集裝箱、其他特種集裝箱及集裝箱配件。 

   物流服務 — 提供集裝箱儲存、維修及拖運服務、貨運站、集裝箱／散貨處理，以及其他集裝箱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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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分部資料呈報如下： 

 期內本集團用於可報告及經營分部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六月三十日止六月三十日止六月三十日止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所得（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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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及應佔合資企業之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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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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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稅稅率之最佳估計而確認。兩期度之估計年度稅率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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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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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757 16,520 410,277 - 410,277 分部間銷售 - 2,915 2,915 (2,915) -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393,757 19,435 413,192 (2,915) 410,277 

 分部間銷售價格乃按分部間銷售價格乃按分部間銷售價格乃按分部間銷售價格乃按現行現行現行現行市場市場市場市場價格價格價格價格釐定釐定釐定釐定。。。。 

      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 (28,600) (3,950) (32,550) - (32,550) 

      財務費用     (5,205) 投資收入     1,627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虧損 

     

(554)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695) 應佔合資企業之溢利     29 

      除稅前虧損     (3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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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161 15,868 704,029 - 704,029 分部間銷售 - 4,246 4,246 (4,246) -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688,161 20,114 708,275 (4,246) 704,029 

 分部間銷售價格乃按現行市場價格釐定。 

      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 16,920 3,617 20,537 - 20,537 

      財務費用     (5,570) 投資收入     2,004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虧損 

     

(636)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390) 應佔合資企業之溢利     257 

      除稅前溢利     1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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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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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本期度稅項： 香港利得稅 

  

- 本期度 38 71 

   中國企業所得稅   

- 本期度 1,321 4,198 

- 前年度少做撥備 118 15 

 1,439 4,213 遞延稅項： 

  本期度（抵免）支出 

 

(733) 

  

 349 

  

744 

 

4,633 

 

 

4.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内未有支付股息。本公司董事沒有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 1.5 港仙，合共 36,261,000 港元（相等於 4,677,000 美元））。 
 

 

5.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本公司股東應佔基本及攤薄每股（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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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千美元 

二零一五年 千美元 （虧損）盈利： 
 

  藉以計算基本及攤薄每股（虧損）盈利之 （虧損）盈利  
 

(36,619) 
 

10,079 

 股份數目： 
 藉以計算基本每股（虧損）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目 
 

 
 
 
 

2,416,919,918 

 
 
 
 

2,417,580,139 購股權對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 - 

 藉以計算攤薄每股（虧損）盈利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目 

 
 

2,416,919,918 

 
 

2,417,580,139 

 由於所有（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有）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行使價比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平均市場價格為高，該等購股權對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虧損（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盈利）並没有攤薄影響，故在計算攤薄每股虧損（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盈利）時並未包括該等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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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期內，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增加為 11,049,000 美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9,583,000 美元），主要用作提升現有製造及物流服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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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存貨存貨存貨存貨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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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原材料 

 

80,015 

 

69,412 在製品 20,653 23,760 製成品 46,563 64,035 

 147,231 157,207 

 於期內，銷售成本包括 393,879,000 美元（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47,53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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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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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應收賬款減呆壞賬準備（以每宗交易之發票日計算，並與相應收入確認日期相約）之賬齡分析：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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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144,147 

 

101,864 三十一至六十天 46,301 30,124 六十一至九十天 20,959 8,046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8,597 610 一百二十天以上 8,303 6,121 

 228,307 146,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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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預付 26,748,000 美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5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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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於於於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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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57,266 

 

47,378 三十一至六十天 28,260 21,303 六十一至九十天 15,352 9,368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8,254 5,160 一百二十天以上 6,193 1,899 

 115,325 8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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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票據應付票據應付票據應付票據 

 以下是根據每張票據之發行日計算的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於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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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14,981 

 

5,946 三十一至六十天 13,501 6.898 六十一至九十天 10,829 3,330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9,355 4,834 一百二十天以上 6,574 1,747 

 55,240 22,755 

 

 

12.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美元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2,418,419,918 268,149 2,078,513 股份回購(附註) (1,000,000) - -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2,417,419,918 268,149 2,078,513 股份回購(附註) (500,000) - -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2,416,919,918 268,149 2,078,513 

 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分別按最高價每股 1.22 港元及最低價每股 1.20 港元購回本公司 1,000,000股之普通股，已付股份購回的購買價合共約為 1,206,160 港元（相等於 157,000 美元）。股份購回佔本公司於緊接該等購回前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0.0413%。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七日分別按最高價每股 1.05 港元及最低價每股 1.00 港元購回本公司 500,000股之普通股，已付股份購回的購買價合共約為 517,560 港元（相等於 67,000 美元）。股份購回佔本公司於緊接該等購回前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0.0207%。該等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購回的 1,000,000股之普通股及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七日購回的 500,000 股之普通股分別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日及九月三十日註銷。 

 

 

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業務回顧 

 

延續自二零一五年下半年起的嚴峻趨勢，全球經濟於回顧期內進一步放緩。不景

氣的環境對全球貿易造成直接影響，繼而影響市場對新乾集裝箱的需求並為平均

售價添加壓力。加上近期數家船舶公司及集裝箱租賃營運商進行大規模的合併及

收購活動，為市場加添不明朗因素，資本投資的延遲導致市場對新集裝箱的需求

進一步減弱。業務量減少及平均售價下降均導致本集團業績表現顯著下滑。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本集團的綜合營業額下降

41.7%至410,277,000美元（二零一五年上半年：704,029,000美元）。綜合本公司

股東應佔淨虧損36,619,000美元，相對去年同期錄得綜合本公司股東應佔淨溢利

10,079,000美元。每股基本虧損為1.52美仙，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每股基本盈利為

0.42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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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務製造業務製造業務製造業務 

 

由於集裝箱需求疲弱，令製造業務的營業額下降至393,757,000美元（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688,161,000美元），惟此分部仍是本集團的主要營業額來源，佔總營業

額96.0%（二零一五年上半年：97.7%）。於回顧期內，本集團共生產了223,982

個廿呎標準箱，而去年同期則生產了336,581個。此外，廿呎乾集裝箱的平均售

價由1,880美元按年下跌至1,414美元。期內共售出236,388個廿呎標準箱（二零一

五年上半年：331,449個），除稅前及非控股股東權益前分部虧損為33,520,000美

元，去年同期之除稅前及非控股股東權益前分部溢利為12,373,000美元。 

 

回顧期內，53呎內陸乾集裝箱的需求與去年相若，但競爭激烈導致該類集裝箱的

平均售價及利潤率下降。此外，本集團獲得中國中鐵的訂單，為其生產不同種類

的集裝箱。隨著中國實行「一帶一路」政策，當地鐵路系統正迅速發展，管理層

相信生產該類集裝箱將為本集團在中國擴展據點跨出其戰略性的一步。 

 

海工集裝箱業務方面，由於若干石油公司暫緩石油勘探項目，令業務表現未如理

想，但其中長期前景仍然樂觀。此外，本集團一直尋找Modex Group以外的新海

工集裝箱客戶。值得注意的是，啓東勝獅海工裝備有限公司現時已由本集團全資

擁有，其專注於生產優質及具國際認證的海工集裝箱，並已開始發展其他高規格

的集裝箱以豐富其產品組合。因此，於啓東興建海工集裝箱廠房不僅可以滿足上

述發展所帶來的需求，同時令本集團提升效率及節省成本。 

 

冷凍集裝箱業務亦表現欠佳，主要由於市場需求疲弱所致；然而，管理層對冷凍

集裝箱的長遠需求保持樂觀。本集團於青島的新冷凍集裝箱廠房的興建正按計劃

進行，預期於二零一七年下半年開始試產。 

 

物流服務物流服務物流服務物流服務 

 

本集團的物流業務於回顧期內表現穩定，營業額為16,520,000美元，去年同期為

15,868,000美元。然而，基於商業考慮，本集團對天津爆炸事故作出6,650,000美元

的額外賠償。除稅前及非控股股東權益前分部虧損為3,828,000美元，去年同期之

除稅前及非控股股東權益前分部溢利為3,829,000美元。本集團共處理了約

1,710,000個廿呎標準箱，相對去年同期的1,568,000個。平均集裝箱日儲存量則由

上一個財政年度上半年的114,000個上升至156,000個。 

 

至於由本集團、廣西北部灣國際港務集團有限公司及新加坡港於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成立的合資企業，已於具策略重要性並將受惠於中國政府「一帶一路」政策的

廣西壯族自治區建立據點。管理層相信該項由三方簽訂的協議將直接為其物流業

務帶來更大商機，對前景保持樂觀。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預期具挑戰性的經濟情況於短期內難以緩解，因此近期新集裝箱的需求將繼續疲

弱。由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九年的三年間，平均船舶增長維持於4.7%，這意味新

集裝箱需求應有增長；但自二零一五年起，多艘新集裝箱船舶已被延後交付，影

響所及令增長未達預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數家船舶公司及集裝箱租賃

營運商進行的合併與收購活動已接近完成，這將有助減少市場的不明朗因素，以

及重要的是，釋放資本投資於新集裝箱。此外，在本集團方面，由於「一帶一路」

政策開始發揮影響，預期中國中鐵及其他本地物流公司對集裝箱的需求將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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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儘管市場情況欠佳，但管理層仍致力提升本集團各業務營運範疇的表現，以把握

未來的機遇。加強成本控制是其中一環，為此，本集團於回顧期內致力優化生產

能力。此外，鑒於上海及寶山的廠房在生產罐箱及其他特種集裝箱過程中曾分別

借助機械臂，因此本集團各廠房亦陸續引進機械設備。在機械的協助下，本集團

既可確保產品質量優良，又能控制勞工成本，因此未來數年將進一步加強應用。 

 

強化業務營運固然十分重要，本集團同時亦保持穩健的財務狀況，其中包括合理

的負債比率水平。管理層相信本集團已準備就緒，待集裝箱行業開始好轉時及時

把握機遇。 

 

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普通股1.5港仙）。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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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及財政匯報等事項作出商討，亦已審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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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於期內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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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在期內分别轉撥 

共263,000美元及95,000美元至本集團之一般儲備及發展儲備。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一貫地採納及 

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 

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作為強化本公司企業管治原則之 

方針，下列摘要之一項偏離行為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 張松聲先生同時擔任本公司之董事會主席及首席行政總

監，而主席及首席行政總監兩職並未分為獨立之職務。董事會認為此結構有助強 

化及貫徹領導之職能，因而有利於作出及實施有效及一致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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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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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守則的標準。 

 

 

                                                      承董事會命 

                                                 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行政總監 

張松聲張松聲張松聲張松聲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當日，董事會成員如下： 張松聲先生、陳國樑先生、張朝聲先生及鍾 

佩琼女士為執行董事，關錦權先生及陳楚基先生為非執行董事，鄭輔國先生、劉 

可傑先生、王家泰先生及楊岳明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