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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勝獅」）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欣然宣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如下：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美元）

營業額 761,971,000 755,800,000 1,546,042,000 924,011,000 842,936,000 532,793,000

經營溢利 54,318,000 25,080,000 44,496,000 30,549,000 57,404,000 32,538,000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13,569,000 16,283,000 33,994,000 18,096,000 44,899,000 39,636,000

每股盈利 1.93 仙 2.66 仙 5.37 仙 2.96 仙 7.35 仙 7.37 仙

每股資產淨值 45.45 仙 39.49 仙 43.51 仙 37.00 仙 35.29 仙 29.57 仙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319,449,000 241,342,000 305,855,000 226,146,000 215,714,000 180,737,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5,544,000 102,462,000 119,048,000 80,659,000 102,604,000 69,466,000

總負債（附註） 569,463,000 429,744,000 415,223,000 332,829,000 158,402,000 108,437,000

流動比率 1.22比1 1.15比1 1.24比1 1.17比1 2.16比1 1.35比1

資本與負債比率 1.78 1.78 1.36 1.47 0.73 0.60

債務淨額與股東資金比率 1.42 1.36 0.97 1.12 0.26 0.22

利息盈利比率 3.56 3.29 3.16 3.24 10.52 19.63

附註：總負債包括所有附息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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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報告

致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引言

本核數師已審閱載於第3至15頁之中期財務資料。此中期財務資料包括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於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相關簡明綜合收益表、權益變動表和

現金流量表及若干說明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中期財務資料編製之

報告必須符合當中有關條文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該中期財務資料。本核數師之責任是根據審

閱對該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按照委聘之協定條款僅向作為實體之　閣下報告結論，且並無其他目

的。本核數師不會就本報告之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本核數師已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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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審閱。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之人員作出查詢，並應用分析性和

其他審閱程序。審閱範圍遠少於根據香港核數準則進行審核之範圍，故不能令本核數師保證本核數師將

知悉在審核中可能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本核數師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按照本核數師之審閱，本核數師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本核數師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零八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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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3 761,971 755,800

其他收入 651 1,881

製成品及在製品的存貨變動 5,873 46,136

原材料及消耗品支出 (616,041) (666,206)

僱員成本 (41,594) (38,552)

折舊及攤銷 (8,315) (7,939)

匯兌收益（虧損） 6,890 (4,231)

其他費用 (55,117) (61,809)

財務費用 (15,069) (13,803)

投資收入 955 654

分類為持有作交易的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變動 (17,576) 8,321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1,070 25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 1,374 471

除稅前溢利 25,072 20,979

所得稅項開支 4 (5,257) (2,634)

期內溢利 19,815 18,345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13,569 16,283

少數股東權益 6,246 2,062

19,815 18,345

每股盈利 6

基本及攤薄 1.93美仙 2.66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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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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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85,490 178,922
專利權 1,561 1,806
商譽 5,280 5,28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1,137 9,432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25,483 23,280
可供出售之投資 3,174 3,174
預付租賃款項 61,107 60,829
遞延稅項資產 943 5,697
其他資產 – 84

294,175 288,504

流動資產

存貨 8 377,993 298,250
應收賬款 9 282,432 153,703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212,680 197,473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58 334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1 11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9,107 4,334
應收一有關連公司款項 1,420 1,366
可收回之稅項 – 74
衍生金融工具 11 20 27,160
預付租賃款項 1,653 1,38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5,544 119,048

1,001,318 803,13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165,254 140,806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78,461 83,972
應付票據 13 92,375 83,857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176 166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944 2,223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1,385 40
應付稅項 6,149 7,490
遞延賬款 182 182
銀行借款 14 471,547 327,723

819,473 646,459

流動資產淨值 181,845 156,674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476,020 445,17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9,025 9,025
股份溢價 145,646 145,646
累計溢利 138,068 129,129
其他儲備 26,710 22,055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319,449 305,855

少數股東權益 56,845 50,013

權益總額 376,294 355,868

非流動負債

遞延賬款 1,810 1,810
銀行借款 14 97,916 87,500

99,726 89,310

476,020 445,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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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外匯折算 重估價 購股權 本公司股東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一般儲備 發展儲備 儲備 儲備 累計溢利 應佔總額 股東權益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7,844 98,011 2,358 7,701 2,526 1,361 – 106,345 226,146 43,135 269,281

換算海外業務直接在權益中確認之
外匯折算差額 – – 1,001 – – – – – 1,001 345 1,346

本期度溢利 – – – – – – – 16,283 16,283 2,062 18,345

本期度已確認收益總額 – – 1,001 – – – – 16,283 17,284 2,407 19,691

確認以股代支之權益結算 – – – – – – 262 – 262 – 262
出售一附屬公司部份權益 – – – – – – – – – 10,683 10,683
少數股東之股本貢獻 – – – – – – – – – 410 410
已付少數股東股息 – – – – – – – – – (1,810 ) (1,810 )
確認為已分派股息 – – – – – – – (2,350 ) (2,350 ) – (2,350 )
轉撥自累計溢利 – – – 116 52 – – (168 ) – – –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7,844 98,011 3,359 7,817 2,578 1,361 262 120,110 241,342 54,825 296,167

下列公司應佔：
–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7,844 98,011 1,893 6,689 2,136 1,361 262 84,287 202,483 54,825 257,308
– 聯營公司 – – 531 656 20 – – 4,350 5,557 – 5,557
– 共同控制實體 – – 935 472 422 – – 31,473 33,302 – 33,302

7,844 98,011 3,359 7,817 2,578 1,361 262 120,110 241,342 54,825 296,167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9,025 145,646 5,138 10,855 2,824 1,361 1,877 129,129 305,855 50,013 355,868

換算海外業務直接在權益中確認之
外匯折算差額 – – 2,949 – – – – – 2,949 921 3,870

本期度溢利 – – – – – – – 13,569 13,569 6,246 19,815

本期度已確認收益總額 – – 2,949 – – – – 13,569 16,518 7,167 23,685

確認以股代支之權益結算 – – – – – – 1,579 – 1,579 – 1,579
轉撥被沒收之購股權儲備至累計溢利 – – – – – – (232 ) 232 – – –
已付少數股東股息 – – – – – – – – – (335 ) (335 )
確認為已分派股息 – – – – – – – (4,503 ) (4,503 ) – (4,503 )
轉撥自累計溢利 – – – 205 154 – – (359 ) – – –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025 145,646 8,087 11,060 2,978 1,361 3,224 138,068 319,449 56,845 376,294

下列公司應佔：
–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9,025 145,646 5,019 9,915 2,533 1,361 3,224 101,383 278,106 56,845 334,951
– 聯營公司 – – 804 669 22 – – 3,893 5,388 – 5,388
– 共同控制實體 – – 2,264 476 423 – – 32,792 35,955 – 35,955

9,025 145,646 8,087 11,060 2,978 1,361 3,224 138,068 319,449 56,845 376,294

根據適用於本集團設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香港、澳門及台灣除外）之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共同

控制實體之中國法例，這些公司在經董事會批准派發股息前需要提取中國的法定儲備。儲備中包括一般

儲備及發展儲備直至該公司之營運年期結束前均不可分派，在該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清

盤時，餘下之儲備將可派發給股東。一般儲備可用作扣減該公司之累計虧損。一般儲備及發展儲備在經

中國有關機關批准後可用作增加股本。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之可分派利潤乃根據中國會

計準則及規定按其累計溢利計算而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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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報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140,057) (73,643)

投資活動（所耗）所得現金淨額：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收入 295 271

購買物業、機器及設備 (12,181) (10,244)

出售一附屬公司部份權益所得 17 – 11,902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增加 (124) (71)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增加）減少 (4,773) 91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955 1,305

(15,828) 3,254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新借入銀行貸款 435,161 281,226

償還銀行貸款 (280,921) (184,311)

少數股東之股本貢獻 – 410

已付少數股東股息 (335) (1,810)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增加（減少） 1,010 (1,607)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增加 721 702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款項增加（減少） 1,345 (39)

其他融資現金流量 (4,503) (2,348)

152,478 92,223

現金及等同現金之（減少）增加淨額 (3,407) 21,834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119,048 80,659

匯率變動之影響 (97) (31)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等同現金 115,544 102,462

現金及等同現金結餘為：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5,544 10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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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礎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適用

之規定， 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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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概與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納者相符一致。

於本期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新詮釋，該等新詮釋已由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

日之財政年度起生效。

採納該等新詮釋並未對前期度及本期度之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報造成重大影響。因此，並無須要

作前期度調整。

本集團並未提前採納以下已頒布惟尚未生效的新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告之呈報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個別財務報告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 號及第1 號（修訂本） 可認沽之金融工具及斬倉之債務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 興建房地產合同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6號 對沖海外業務之淨投資4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年度起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年度起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年度起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會計年度起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影響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首個會計年度

的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影響母公司於附屬公司之股權變動但不會喪失控制

權之會計處理，有關交易將作為權益交易處理。董事會預期應用其他新及經修訂之準則、修訂本或詮釋並不

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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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業務分部

用於管理用途，本集團現劃分為兩個經營部門：製造業務和物流服務。本集團以該等部門為基準呈報其主要

分部資料。

主要業務如下：

製造業務 – 生產海運乾貨櫃、冷凍櫃、可摺疊式平架貨櫃、罐箱、其他特種櫃、貨櫃配件以

及貨櫃拖架。

物流服務 – 提供貨櫃存放、維修、拖運、貨運站、貨櫃／散貨處理、中流作業服務、以及其

他貨櫃相關服務。

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報如下：

二零零八年

製造業務 物流服務 抵銷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743,258 18,713 – 761,971

分部間銷售 – 382 (382) –

合計 743,258 19,095 (382) 761,971

分部間銷售價格乃按市場釐定。

分部業績 48,299 6,019 54,318

財務費用 (15,069)

投資收入 955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變動 (17,576)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628 442 1,070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 1,131 243 1,374

除稅前溢利 25,072

所得稅項開支 (5,257)

本期度溢利 1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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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業務分部（續）

二零零七年

製造業務 物流服務 抵銷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739,783 16,017 – 755,800
分部間銷售 – 444 (444) –

合計 739,783 16,461 (444) 755,800

分部間銷售價格乃按市場釐定。

分部業績 20,900 4,180 25,080

財務費用 (13,803)

投資收入 654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變動 8,321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溢利 (266) 522 25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溢利 215 256 471

除稅前溢利 20,979

所得稅項開支 (2,634)

本期度溢利 18,345

按地區分析

下表提供本集團按地區市場分析之營業額，並未考慮貨櫃生產地或服務提供原地：

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美國 210,413 256,305
歐洲 185,852 123,860
香港 171,142 192,788
中國 53,539 42,581
南韓 45,562 51,030
台灣 38,109 13,119
新加坡 23,658 55,607
其他 33,696 20,510

761,971 75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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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以管理層最佳預計本財政年度全年之加權平均年度稅率認算。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

港立法會通過二零零八年收入條例，其中包括從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課稅年度起，寬減1%公司利得稅

至16.5%。該寬減的影響已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期度稅項及遞延稅項反映。截至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平均年度稅率為16.5%（二零零七年：17.5%）。

海外業務之稅項乃以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本集團所經營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頒布了中國主席令第63號之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稅法（「新稅法」）。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國國務院發出新稅法之實施條例。新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提供由生效日起五年的

過渡期予所有在新稅法公布前成立及在稅法及條例實施後仍然享有優惠低稅率的公司。跟據新稅法，集團某

些享有優惠待遇（如企業所得稅寬減及豁免）的附屬公司，將在新稅法實施的同年開始其稅務減免期。遞延稅

項資產和負債已調整以反映於清償負債或變現資產時之預計適用相應期間之稅率。

營業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度稅項：

香港利得稅 7 1,651

海外稅項 496 981

503 2,632

遞延稅項：

本期度 4,754 2

5,257 2,634

5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於期內確認為已分派股息：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已批准末期股息 : 每普通股5港仙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 每普通股3港仙） 4,503 2,350

董事會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四日議決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普通股4港仙（二零零七年：每

普通股6港仙），合共3,602,000美元（二零零七年：5,408,000美元）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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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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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盈利：

藉以計算期內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之盈利 13,569 16,283

股份數目：

藉以計算基本及攤薄每股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702,912,760 611,228,760

由於購股權之行使價比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的平均市場價格為高，故在計算這兩段期間之攤簿每股盈利

時假設購股權並未行使。

7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變動

本集團於期內支出合共12,181,000美元（二零零七年：10,244,000美元）用作提升製造及物流服務設備。

8 存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原材料 239,933 166,063
在製品 16,595 17,546
製成品 121,465 114,641

377,993 298,250

於期內，合共687,458,000美元（二零零七年：694,671,000美元）已認算為銷售成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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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不等，視乎與本集團之關係及客戶之信譽而

定，本集團與各客戶分別制定互相同意之信用條款。

於結算日，應收賬款減壞賬準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169,435 84,555
三十一至六十天 72,284 36,799
六十一至九十天 25,361 19,741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9,993 8,553
一百二十天以上 5,359 4,055

282,432 15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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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預付131,920,000美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2,284,000美元）予

多家供應商作為購買原材料按金。

11 衍生金融工具

此金額乃指本集團與金融機構所訂立之掉期衍生金融工具在結算日之公允價值。

本公司利用掉期衍生金融工具來管理銀行借款的利率及外幣變動風險。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尚

有合共名義金額為131,500,000美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1,500,000美元）的衍生契約。掉期契約

之公允價值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估計為20,000美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160,000美元）。

公允價值之金額乃由一獨立第三方分析而釐定。掉期契約的公允價值乃根據市場利率所作的適當收益曲線圖

折現現金流量預測而釐定現值。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以支付現金120,000美元售出大部分掉期衍生金融工具予Strategic Times Limited，而

太平船務有限公司（「太平船務」） ﹣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及最終控股公司 ﹣持有該公司100%的實際權益。該售

出契約之合共名義金額為371,500,000美元。該雙方同意之代價與售出日之公允價值相約，公允價乃根據原

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對手於售出日之估計解除合約金額釐定。

12 應付賬款

於結算日，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68,241 61,002

三十一至六十天 38,290 27,042

六十一至九十天 28,913 19,499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16,460 15,850

一百二十天以上 13,350 17,413

165,254 140,806

13 應付票據

於結算日，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33,248 33,092

三十一至六十天 29,295 26,456

六十一至九十天 24,469 18,046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2,261 5,839

一百二十天以上 3,102 424

92,375 8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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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銀行借款

於期內，本集團取得銀行新貸款合共435,161,000美元（二零零七年：281,226,000美元），以及償還銀行貸款

合共280,921,000美元（二零零七年：184,311,000美元）。該等貸款的利息為市場利率，還款期攤分五年。有

關款項用作流動資金所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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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750,000,000 9,637 75,000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增加 250,000,000 3,206 25,000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 12,843 1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611,228,760 7,844 61,123

因配股而發行之普通股 91,684,000 1,181 9,168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702,912,760 9,025 70,291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一項透過增加25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將本公司之法定股本

由75,000,000港元增加至100,000,000港元之本公司普通決議案已獲通過。此等新增股份將與本公司現有之

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公司進行配售股份，以每股4.24港元發行91,684,000股普通股。於二零零七年六月

一日舉行之本公司周年股東大會上，本公司董事已獲一般授權發行該等新增股份並將與現有之股份享有同等

權益。該配售所得之收益淨額將主要用作(a)遷徙及擴充位於廈門之乾貨櫃製造廠；以及(b)遷徙及在遷徙後

提升位於上海之乾貨櫃製造廠作為生產罐箱。

16 以股代支

本公司授購股權計劃予合資格董事及本集團之僱員。於期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尚未行使 20,000,000

於期內授出 –

於期內被沒收 (1,200,000)

於期內行使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 18,800,000

購股權之公允價值乃使用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式於授出日釐定為1.62港元至2.52港元。購股權支出1,579,000

美元（二零零七年：262,000美元）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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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以股代支（續）

購股權之公允價值乃根據以下假設數據釐定：

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 5.25港元

行使價 5.14港元

既定期：

第一部份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二部份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三部份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七日

購股權之有效期 10年

預期波幅 48%

半年度股息率 1%

無風險息率 4.78%

購股權之公允價值已使用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式釐定。於計算公允價值時使用的變數及假設乃根據董事之最合

理預算。如改變某些主觀假設，則購股權之價值亦會因此而改變。

於每個結算日，本集團會修訂預期最終歸屬之購股權數目，修訂估計之影響（如有）會確認於損益及於購股權

儲備作相應調整。

17 出售一附屬公司部份權益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本公司已分別完成出售惠州太平貨櫃有限公司20%、7%及2%股權予中海集團投資有限

公司、三菱商事株式會社及香港三菱商事會社有限公司。出售一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1,219,000美元已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確認。

18 或然負債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向一共同控制實體作出銀行貸款擔保之已使用金額 7,985 4,000

19 資本承擔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已訂約惟未撥備之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資本支出 4,823 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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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有關連公司交易

於期內，本集團與非本集團成員之有關連公司達成以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向最終控股公司銷售貨品（附註） – 9,940

向一同系附屬公司銷售貨品（附註） 1,163 1,254

向一有關連公司銷售貨品（附註） 3,404 3,224

向一同系附屬公司收取租金（附註） 30 30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以支付現金120,000美元售出大部分掉期衍生金融工具予Strategic Times Limited。該

售出契約之合共名義金額為371,500,000美元。該雙方同意之代價與售出日之公允價值相約，公允價乃根據

原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對手於售出日之估計解除合約金額釐定。

附註：同系附屬公司為太平船務（中國）有限公司及太平集運（中國）有限公司，太平船務持有該等公司100%

的實際權益。有關連公司為太平船務（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張允中先生、張松聲先生及張朝聲

先生均於該公司擁有實際權益）。

有關連公司之結餘已於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披露，此等款項乃按一般信貸條款訂定，大致為三十天至九十天。

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

本期度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短期福利 651 631

離職後福利 17 16

以股代支 1,207 200

1,875 847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員之報酬已由薪酬委員會根據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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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761,971,000美元，與去年同期相約。受

期內為解除本公司大部份衍生金融工具掉期合約所產生的虧損，由於中國收緊信貸而導致借貸成本上升，

以及中國新稅法的實施導致所得稅項開支增加之影響，本公司股東應佔綜合淨利下跌16.7%至13,569,000

美元；每股盈利亦減至1.93美仙（二零零七年上半年：2.66美仙）。

面對全球班輪航運業挑戰日增的營商環境，以及中國的出口貿易增長放緩，勝獅仍繼續努力不懈地爭取

商機及控制成本，令毛利率及經營利潤率於回顧期內均有所提升。

製造業務

於回顧期內，製造業務繼續成為本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錄得綜合營業額743,258,000美元，佔本集團

總營業額97.5%。本分部的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達18,736,000美元，去年同期則為15,119,000美

元。

美國的次級按揭危機、油價高企及高通脹對全球經濟以至中國的出口貿易帶來負面影響，進而令市場對

新貨櫃的需求亦受波及。本集團的整體生產量下跌16.7%至350,131個廿呎標準箱。儘管生產數量下降，

但本集團喜見利潤較高的罐箱的產量錄得增長。罐箱的平均售價為30,089美元，而乾貨櫃的平均售價則

為2,131美元。

由於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尤其以耐腐蝕性鋼片為甚），令貨櫃售價上調。廿呎乾貨櫃的平均售價上升至2,131

美元，較去年同期的1,913美元增加11.4%。

同時，本集團實施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增加生產力、改善材料供應管理水平，以及人民幣對美元的升

值放緩，均帶動本分部的毛利率及經營利潤率有所改善。

於青島廠生產的美國內陸貨櫃及貨櫃拖架表現仍然穩定。而生產罐箱的順德廠亦開始為本集團帶來利潤

貢獻，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產量增加至801個，而去年同期則為264個，此亦貫徹本集團擴充特種貨櫃

業務的計劃。

物流服務

於二零零七年全球二十大貨櫃港口中，其中七個為中國的港口，分別為上海、香港、深圳、青島、寧波、

廣州及天津。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這些中國主要港口（即本集團的貨櫃堆場／碼頭所在地）的貨櫃吞吐

量維持穩健增長。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物流服務業務，包括貨櫃堆場、碼頭及中流作業共處理了

2,538,000個廿呎標準箱，較去年同期上升5.7%。這令本分部的營業額上升16.8%至18,713,000美元，除

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亦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上升8.1%至6,336,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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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續）

展望

鑒於全球經濟表現疲弱，管理層對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的宏觀經濟環境仍保持審慎。美國次級按揭危機可

能對市場繼續帶來下調壓力，繼而妨礙已發展國家的消費開支，入口減少，甚至可能導致中國的貨櫃吞

吐量下降。因此，市場對新貨櫃及物流服務的需求，將視乎全球經濟復甦的步伐而定。

有見特種貨櫃市場繼續穩健增長，為致力擴闊產品組合，本集團將上海太平國際貨櫃有限公司（「上海太

平」）所經營的上海乾貨櫃製造廠於遷徙後提升為生產罐箱。該廠房於二零一零年完成遷徙後，將可令本

集團的罐箱年產能力由現時的5,000個增加至超過10,000個。此外，本集團亦已將冷凍貨櫃製造廠的最

高年產能力由20,000個廿呎標準箱增加至現時的33,000個。

本集團預期，若經濟不穩的情況開始消退，舊貨櫃的替換率將由二零零八年起增加，而一直高企的原材

料價格預期將於今年第四季進一步回穩，並帶動有關增長。廈門太平貨櫃製造有限公司的遷徙可望於二

零零九年年底完成，而上海太平的遷徙則將於二零一零年年初完成。此外，由二零零八年二月開始，本

集團成功提升了上海寶山太平貨櫃有限公司的最高年產能力，由170,000個廿呎標準箱增加至200,000個。

因應市場的不斷轉變，本集團將繼續發掘可擴充其製造能力及加強其物流服務業務的商機，藉此帶動業

務增長。

中期股息

董事會欣然宣派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普通股4港仙（二零零七年：每普通股

派息6港仙）予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之股東。中期股

息將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五或之前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一至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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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須最遲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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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辦理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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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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討，

亦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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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此中期報告。

流動現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存有銀行結餘及現金115,544,000美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9,048,000美元）及總附息借貸569,463,000美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5,223,000美元）。即

資本與負債比率為1.78（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6），以本集團附息借貸總額佔本公司股東應佔

權益為計算基準，而債務淨額與股東資金比率則為1.42（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97），以本集團

淨附息借貸（已減除銀行結餘及現金115,544,000美元）佔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為計算基準。總附息借貸

上升主要由於材料價格上調，以及為旺季作好準備而多購入原材料而導致營運資金需求大幅上升所致。

隨著信貸收緊，尤其在中國，本集團的借貸成本亦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起上升。由於附息借貸及財務費

用增加，以至集團之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溢利（EBITDA）與淨利息支出總額之比率於二零

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下跌至3.56倍（二零零七年：3.29倍）。

理財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採納的理財政策均與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年報所披露的相符

一致。

本集團大部份借貸安排為短期借款，作為日常營運資金所需。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總借貸之還款

期攤分為五年：於一年內償還為471,547,000美元，以及於五年內償還為97,916,000美元。本集團借貸

主要以浮息為基準。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尚有名義上價值合共131,500,000美元（二零零七

年：125,000,000美元）之未完成利率掉期契約，作為對沖本公司因若干業務收購項目而取得之某些定期

借款的浮動利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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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3.21條之披露
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日，本公司與一組銀團就一筆為期五年之一億美元定期貸款及循環信貸額度訂立

融資協議（「融資協議」），作為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與一組財務機構達成一筆達四千萬美元之

定期貸款及循環信貸額度之重新融資，以及本集團某些業務收購及營運資金之籌集。該融資協議之條件

包括本公司之主要及控股股東－太平船務繼續作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及單一最大股東。

倘若違反上述任何條件，將會根據該融資協議構成違約事項。倘發生違約事項，該貸款項下所有未償還

之款項或會立即到期，並須即時償還。此披露乃根據上市規則之持續披露規定。

資產按揭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產（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已抵押予任何第三者。

或然負債

期內，本公司向銀行提供擔保，作為該等銀行給予若干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及一共同控制實體銀行借貸

之保證。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合共7,985,000美元授予擔保的銀行借貸經已被該共同控制實體所使

用。

薪酬政策及僱員數目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所採納的薪酬政策與二零零七年年報所披露的相符一致。於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包括其附屬公司但不計算聯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僱用了13,104名全

職僱員。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持有本公司之

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權益或淡倉，並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規定知會本

公司及港交所（包括董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視作或設定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於本公司按該條款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c)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港交所之權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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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續）

(A) 本公司普通股每股0.10港元

持有之股份／

相關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姓名 身份 個人權益 公司權益 總權益 百分比

張允中先生 實益擁有人 600,000 310,650,178 311,250,178 44.28

（附註1及2）
張松聲先生 實益擁有人 19,234,000 – 19,234,000 2.74

（附註3）

附註：

(1) 總數為310,650,178股股份乃由太平船務持有。而張允中先生則持有太平船務股份合共496,800,000股，

佔太平船務已發行股本89.61%。張允中先生所持有之太平船務股份可分屬個人權益79,275,000股，

透過South Pacifi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張允中先生持有該公司1.87%已發行股本）所持有

之公司權益175,500,000股，及透過Y. C. Chang & Sons Private Limited（張允中先生持有該公司2.86%

已發行股本）所持有之公司權益242,025,000股。而本公司董事張松聲先生及張朝聲先生則分別持有太

平船務股份之個人權益3,600,000股及2,400,000股，分別佔太平船務已發行股本0.65%及0.43%。

(2) 張允中先生持有個人權益600,000股相關股份權益（乃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詳情見於下述之「購股權」

部份。

(3) 張松聲先生持有個人權益13,234,000股股份及6,000,000股相關股份權益（乃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

詳情見於下述之「購股權」部份。

以上披露之所有權益皆為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上持有的好倉權益。

(B) 購股權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上，一項普通決議案以批准採納購股權計劃（「購

股權計劃」）已獲股東通過。董事會獲授權向本集團之被挑選的承授人授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

股份（「股份」）。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認購之有關股份總額不得多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已發行股

份之10%。所有購股權於授出時須為不既定購股權，受制於被挑選的承授人仍然是參與者之身份

並符合購股權計劃內所述之條款，賦予被挑選的承授人之不既定購股權將自動地成為既定。購股

權之行使價將由董事會釐定並知會參與者，並須至少為下列的較高者(i)根據相關購股權計劃條款，

向購股權計劃參與者提出認購建議之日（必須為營業日）（「建議日期」）的股份收市價（以港交所日報

表所載者為準）；(ii)股份在建議日期前5個營業日的平均收市價（收市價同樣以港交所日報表所載

者為準）；及(iii)股份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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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續）

(B) 購股權（續）

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所授出而仍然有效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合共可

認購18,800,000股股份。

於期內，根據購股權計劃之購股權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姓名／參與者 於 於 行使價
之組別 1/1/2008 授出 行使 失效 30/6/2008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港元

（附註a）

董事

張允中 200,000 – – – 200,000 28/6/2007 28/6/2008-27/6/2017 5.14
200,000 – – – 200,000 28/6/2007 28/6/2009-27/6/2017 5.14
200,000 – – – 200,000 28/6/2007 28/6/2010-27/6/2017 5.14

600,000 – – – 600,000

張松聲 2,000,000 – – – 2,000,000 28/6/2007 28/6/2008-27/6/2017 5.14
2,000,000 – – – 2,000,000 28/6/2007 28/6/2009-27/6/2017 5.14
2,000,000 – – – 2,000,000 28/6/2007 28/6/2010-27/6/2017 5.14

6,000,000 – – – 6,000,000

薛肇恩 500,000 – – – 500,000 28/6/2007 28/6/2008-27/6/2017 5.14
500,000 – – – 500,000 28/6/2007 28/6/2009-27/6/2017 5.14
500,000 – – – 500,000 28/6/2007 28/6/2010-27/6/2017 5.14

1,500,000 – – – 1,500,000

金旭初 400,000 – – – 400,000 28/6/2007 28/6/2008-27/6/2017 5.14
400,000 – – – 400,000 28/6/2007 28/6/2009-27/6/2017 5.14
400,000 – – – 400,000 28/6/2007 28/6/2010-27/6/2017 5.14

1,200,000 – – – 1,200,000

張朝聲 100,000 – – – 100,000 28/6/2007 28/6/2008-27/6/2017 5.14
100,000 – – – 100,000 28/6/2007 28/6/2009-27/6/2017 5.14
100,000 – – – 100,000 28/6/2007 28/6/2010-27/6/2017 5.14

300,000 – – – 300,000

關錦權 100,000 – – – 100,000 28/6/2007 28/6/2008-27/6/2017 5.14
100,000 – – – 100,000 28/6/2007 28/6/2009-27/6/2017 5.14
100,000 – – – 100,000 28/6/2007 28/6/2010-27/6/2017 5.14

300,000 – – – 300,000

顏文傑 100,000 – – – 100,000 28/6/2007 28/6/2008-27/6/2017 5.14
100,000 – – – 100,000 28/6/2007 28/6/2009-27/6/2017 5.14
100,000 – – – 100,000 28/6/2007 28/6/2010-27/6/2017 5.14

300,000 – – – 300,000

王家泰 100,000 – – – 100,000 28/6/2007 28/6/2008-27/6/2017 5.14
100,000 – – – 100,000 28/6/2007 28/6/2009-27/6/2017 5.14
100,000 – – – 100,000 28/6/2007 28/6/2010-27/6/2017 5.14

300,000 – – –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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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續）

(B) 購股權（續）

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續）
購股權數目

姓名／參與者 於 於 行使價
之組別 1/1/2008 授出 行使 失效 30/6/2008 授出日期 行使期 港元

（附註a）

蘇錦春（附註b） 100,000 – – 100,000 – 28/6/2007 28/6/2008-27/6/2017 5.14
100,000 – – 100,000 – 28/6/2007 28/6/2009-27/6/2017 5.14
100,000 – – 100,000 – 28/6/2007 28/6/2010-27/6/2017 5.14

300,000 – – 300,000 –

小計： 10,800,000 – – 300,000 10,500,000

僱員（附註c）
合共

2,300,000 – – 300,000 2,000,000 28/6/2007 28/6/2008-27/6/2017 5.14
2,300,000 – – 300,000 2,000,000 28/6/2007 28/6/2009-27/6/2017 5.14
2,300,000 – – 300,000 2,000,000 28/6/2007 28/6/2010-27/6/2017 5.14

小計： 6,900,000 – – 900,000 6,000,000

所有其他僱員
合共

766,666 – – – 766,666 28/6/2007 28/6/2008-27/6/2017 5.14
766,667 – – – 766,667 28/6/2007 28/6/2009-27/6/2017 5.14
766,667 – – – 766,667 28/6/2007 28/6/2010-27/6/2017 5.14

小計： 2,300,000 – – – 2,300,000

總計： 20,000,000 – – 1,200,000 18,800,000

附註：

(a) 購股權將分別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分三

部份成為既定及可供行使，行使期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止。

(b) 蘇錦春先生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上退任，並不膺選連任。

(c) 僱員乃按《僱傭條例》所指的「連續合約」工作的僱員。

(d) 按載列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本公司會計準則，上述授出購股權已於財務報

表上確認為支出。本公司授出購股權的其他資料載列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6。

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0所披露外（該等交易已獲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批，且對董事會而言屬本集團之

日常業務，並以一般商業條款訂立），本公司、其控股公司、同系附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

期末或期內任何時間訂立任何與本集團之業務有重大關係而董事直接或間接於其中佔有重大權益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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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續）

本公司、其控股公司、同系附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任何時間訂立任何安排，以致本公

司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各董事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概無持有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或淡倉，並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規定

知會本公司及港交所（包括董事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視作或設定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

(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於本公司按該條款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c)根據標準守則須

知會本公司及港交所之權益。

主要股東之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內所示，以及就董事

所知，下列人士（除以上「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一段披露若干董事擁有之權益

外），在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擁有之權益或淡倉，並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向

本公司披露的人士的姓名如下：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數目 佔已發行股份

姓名 附註 直接權益 間接權益 百分比

李瓊華女士 (1) – 311,250,178 (L)# 44.28

太平船務 (2) 310,650,178 (L)# – 44.19

UBS AG 56,845,000 (L)# – 8.09

2,117,000 (S)# – 0.30

Y.C. Chang & Sons Private Limited (3) – 310,650,178 (L)# 44.19

(L)#－好倉

(S)#－淡倉

附註：

(1) 因李瓊華女士乃張允中先生之配偶，故李女士同被設定為擁有張允中先生於本公司之股份權益。

(2) 有關該等股份權益之詳情已於上述「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一段披露。

(3) 由於Y.C. Chang & Sons Private Limited直接有權在太平船務之股東大會上行使三分之一或以上的投票權，

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Y.C. Chang & Sons Private Limited被設定為擁有太平船務於本公司之股份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各董事並無知悉任何人士（不計本公司董事）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須按《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向本公司披露其股份及相關股份擁有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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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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已全面遵守所有適用於本公司的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提出的守則條文及若干建

議最佳常規。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所採納之企業管治常規均與本集團二零零七年

年報所披露及列明的相符一致。

董事就財務報告的責任聲明

全體董事承認彼等有監督編製每份財務報表的責任。在編製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報表

時，董事已貫徹地採用合適的會計政策，並已全面採納適用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符合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並且謹慎地作出一切判斷及估計，擬備的賬目更以公司持續經營為基礎。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列之標準守則。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全體董事在

本中期報告所包括之會計期間之任何時間，已遵守標準守則及其行為守則所規定有關董事的證券交易的

標準。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允中

於本報告之日期，董事會由以下人士組成：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張允中先生（主席） 關錦權先生

張松聲先生（副主席）

薛肇恩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金旭初先生 顏文傑先生

張朝聲先生 王家泰先生

楊岳明先生

香港，二零零八年九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