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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濱海泰達物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Tianjin Binhai Teda Logistics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348）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
第一季度業績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

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

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之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之市

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本公告」），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無
發表聲明，且表明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本公告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提供有關天津濱海泰達物流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對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各董事
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確信：（1）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主要方面均為準備及完整
及無誤導成分；（2）並無遺漏任何其它事實，致令本公告之內容有所誤導；及（3）本公告所表達之全部
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與假設為基礎。

本公告將自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天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刊載。本
公告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tbtl.cn）刊載。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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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營業額減少約14.2%至人民幣290,915,000元

‧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毛利下降約92.4%至人民幣3,065,000元

‧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股東應佔溢利減少約98.5%至人民幣252,000元

‧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每股盈利達人民幣0.0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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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未經審核綜合第一季度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據。

簡明綜合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附註4） 290,915  338,873

銷售成本 (287,850 ) (298,758 )

毛利 3,065  40,115

其他收入 2,086  519

行政開支 (10,071 ) (10,347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702  333

融資成本 (48 ) (443 )

除稅前溢利（附註5） (2,266 ) 30,177

稅項（附註6） (944 ) (5,759 )

期內溢利 (3,210 ) 24,41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52  16,664

少數股東權益 (3,462 ) 7,754

 (3,210 ) 24,418

每股盈利－基本（附註8） 人民幣0.07分  人民幣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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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由其發起人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泰達控股」）及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國有資產經

營公司（「天津開發區資產公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為投資控股公司，於二零零六

年六月二十六日成立經營期為無限期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據為籌備本公司之海外上市外資股（「H

股」）於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而進行之集團重組（「重組」），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成

為本集團之控股公司。本公司之H股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本公司連同

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有關汽車整車、汽車零部件

及電子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鋼鐵採購及相關物流服務以及保稅倉庫服務。

2. 編製基準

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第18章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此中期財務資料所載之金額乃根據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並適用於中期期間之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而計算。然而，其並未載有充足資料以構成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定

義下之中期財務公告。

3. 主要會計政策

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而編製。

於中期財務資料中使用之會計政策乃與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刊發之本公司招股章

程內所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

策貫徹一致。

於目前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

及於本集團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之財政年度生效之新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國際財務

報告詮釋委員會」）。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1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4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定額福利資產的限制、

  最低資金要求及兩者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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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該等新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概無對目前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或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
響。據此，概不須要作出過往期間調整。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以下已頒布但於本公告日期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八年五月修改國際財務報告準則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四月修改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3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款成本3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4

國際會計準則第32及1號（修訂本）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結算時產生的責任3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及 投資於子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成本3

 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改進金融工具的披露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3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9號及 內含衍生工具5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3號 客戶忠誠計劃6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5號 房地產建築協議3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6號 對沖海外業務投資淨額7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4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8號 來自客戶的資產轉讓8

1 於2009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本於2009年7月1日或
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09年1月1日、2009年7月1日及2010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視何者適用）
3 於2009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09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截至2009年6月30日或之後止年度期間生效
6 於2008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7 於2008年10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8 適用於2009年7月1日或之後進行的轉讓

董事預期，除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及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
合及單獨財務報表外，應用該等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
影響。若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報告期間開始之時或其後，則
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能影響有關業務合併之會計處理。若母公司於附屬公司
之擁有權變動並無導致失去控制權，則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影響有關擁有權變動之

會計處理並將之以股權交易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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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主要有兩大經營分部－(i)物流及供應鏈解決方案

及(ii)鋼鐵採購服務。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現主要有兩大經營分部－(i)物

流及供應鏈解決方案及(ii)鋼鐵採購服務。

兩個分部之主要業務如下：

物流及供應鏈解決方案－提供物流服務及供應鏈管理，即有關汽車零件、電子生產物料及製成

品的規劃、儲存及運輸管理，以及物料採購物流服務，即購買及出售樹脂及電子零件，作為向

本集團現有客戶提供生產前物流及供應鏈管理的增值服務。

鋼鐵採購服務－向主要為貿易公司之客戶銷售鋼鐵材料及向其提供運輸管理、儲存、貨倉監督

及管理等相關服務。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有關該兩個分部之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物流及供應鏈

 解決方案  鋼鐵採購服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155,281  175,633  290,915

分部業績 (9,293 ) 4,324  (4,969 )

未分配其他收入     2,007

未分配公司開支     (1,958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702    2,702

融資成本     (48 )

除稅前溢利     (2,266 )

稅項     (944 )

期內溢利     (3,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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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有關該兩估分部之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物流及供應

 鏈解決方案  鋼鐵採購服務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260,879  77,994  338,873

分部業績 28,808  2,506  31,314

未分配其他收入     503

未分配公司開支     (1,530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33    333

融資成本     (443 )

除稅前溢利     30,177

稅項     (5,759 )

期內溢利     24,418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994  4,774

計入行政開支之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260  362

匯兌虧損 183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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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907  4,181

 共同控制實體 37  1,578

合計 944  5,759

除下文所載列者外，本集團及共同控制實體均須按由中國政府頒布及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

生效之相關中國新法律及法規釐定之應課稅收入之25%之稅率繳付企業所得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企業  企業

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名稱 所得稅稅率  所得稅稅率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天津豐田物流有限公司（「天津豐田」） 20%  18%

天津泰達阿爾卑斯物流有限公司*（「天津泰達阿爾卑斯」） 20%  18%

* 天津泰達阿爾卑斯為共同控制實體。

根據稅務機關之相關批准，天津豐田及天津泰達阿爾卑斯均為認可外資投資生產企業，有權自

二零零五年起享受15%的優惠稅率。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稅法實施後，之前享有15%的優惠稅率

的公司可獲授五年過渡期。該兩間實體二零零八年之適用稅率改為18%，二零零九年適用稅率

改為20%。至於本公司、其他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其適用稅率即從二零零八年起調整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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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無）。

8. 每股盈利－基本

本公司之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及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252  16,664

 股份數目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354,312  265,000

由於本公司於各期間並無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各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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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本及儲備
 本集團權益持有人應佔

       法定    母公司權益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公積金  保留溢利  持有人應佔  權益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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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2008年1月1日 265,000  －  (73,258 ) 30,569  82,775  305,086  83,537  388,623

期內溢利及期間已確認收入及

 支出總額 －  －  －  －  16,664  16,664  7,754  24,418

於2008年3月31日 265,000  －  (73,258 ) 30,569  99,439  321,750  91,291  413,041

於2009年1月1日 354,312  55,244  (73,258 ) 47,255  114,522  498,075  72,947  571,022

期內溢利及期間已確認收入及

 支出總額 －  －  －  －  252  252  (3,462 ) (3,210 )

於2009年3月31日 354,312  55,244  (73,258 ) 47,255  114,774  498,327  69,485  567,812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止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實現營業額人民幣290,915,000元，較上年同期營業額人

民幣338,873,000元減少人民幣47,958,000元，下降幅度為14.2%。本集團營業額下降主要由於汽車整

車、汽車零部件及電子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及保稅倉服務業務營業額均出現不同幅度的下降。

其中汽車整車及汽車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營業額下降人民幣74,946,000元，降幅達38.6%；電

子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營業額下降人民幣31,536,000元，降幅達51.9%；保稅倉服務業務營業

額下降人民幣1,822,000元，降幅為40.2%。

本集團截止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三個月的整體毛利率為1.05%，較上年同期的整體毛利率11.8%

下降10.75個百分點。本集團整體毛利率大幅下降主要原因一是由於汽車整車、汽車零部件及電子零部

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及保稅倉服務業務營業額均出現不同幅度的下降，其毛利也隨之下降；二是報

告期內開展的鋼材採購及相關的物流業務具有營業額大但毛利率低的特點，進一步攤薄了本集團之整

體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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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截止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為人民幣252,000元，較上年同

期人民幣16,664,000元下降人民幣16,412,000元，降幅達98.5%。本集團溢利大幅下降仍然是由於汽

車整車、汽車零部件及電子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及保稅倉服務業務營業額均出現不同幅度的下

降所導致的。

在回顧期內，本公司未購買任何金融衍生工具用於投資或其它用途。

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為提供汽車整車、汽車零部件及電子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保稅倉服務及鋼材採

購及相關的物流服務。受世界經濟衰退的影響，尤其是汽車、電子行業的低迷和鋼材市場的需求疲軟

已經嚴重的影響到本集團的相關物流業務，本集團之汽車整車、汽車零部件及電子零部件供應鏈物流

服務、保稅倉服務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致使本集團二零零九年第一季度之經營業績較上年同期出

現了大幅的下降。本集團本著鞏固傳統的物流服務業務、大力壓縮成本費用、積極開拓發展新的物流

業務的經營思路，克服國際金融危機及國內經濟滑坡的不利影響。同時，保稅倉公司在本季度內獲得

的上海證券交易所指定交割庫的資質，進一步完善了本集團期貨交割業務體系。

汽車整車及汽車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
本公告期國產整車物流服務量為46,279台，較上年同期減少35,140台，減幅達43%；本報告期進

口車物流服務量為1,536台，較上年同期減少3,859台，減幅達72%。本報告期內實現營業額人民幣

119,329,000元，較上年同期下降人民幣74,946,000元，降幅達38.6%。

電子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
本報告期內實現營業額人民幣29,200,000元，較上年同期下降人民幣31,536,000元，降幅達51.1%。

鋼材採購及相關的物流業務
本報告期內實現營業額人民幣175,633,000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人民幣57,639,000元，增幅為73.9%。

保稅倉服務業務
本報告期內實現營業額人民幣2,712,000元，較上年同期下降人民幣1,822,000元，降幅達40.2%。

運輸裝卸服務
本報告期內實現營業額人民幣3,734,000元，較上年同期增長人民幣2,400,000元，增幅達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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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根據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的公告，2009年有可能是中國物流業發展30年來最為困難的一年。結合我

國經濟運行和物流發展的實際，中國物流業進入增長趨緩、結構調整的階段。客戶要求高、運營成本

高，市場波動大、經營風險大、企業利潤低，將成為總的基調。

在經濟形勢不明朗的情況下，本集團將繼續加強內部管理，節約成本，穩健經營，充分利用品牌背景

和區域經濟等優勢，堅持以金融促進商貿，用商貿帶動物流的基本思路整合資源，積極拓展新的業務

領域，開展與其他物流企業的戰略合作。

本集團預期，由於國內汽車市場的轉暖和豐田汽車新車型的生產，汽車物流業務收入將在第二季度有

所回升。阿爾卑斯物流將繼續擴大其業務的外泛率以改善其收入結構，同時，新物流設施的投入使用

也將進一步擴大集團業務承攬能力。在金融物流領域，本集團將努力開拓市場，優化客戶結構，並積

極尋找鋼鐵採購之外的金融物流服務品類。同時，集團亦將逐步成熟和擴大大宗化工原料進出口業

務。

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股本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

上市規則）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並無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等擁有或被視作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載入本公司須按該條例規定備存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事項。

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購買本公司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

任何配偶及18歲以下的子女並無本公司任何股份權益，或獲授予任何權利或行使任何權利以認購本公

司的股份（或認股權證或債權證（如適用））或購買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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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之權益
就本公司的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監

事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擁有或視作擁有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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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載入本公司須按規定備存的登記

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在本集團任何集團成員的股東大會上直接或間接持有在任何情況下附有投票權

的任何類別股本10%或以上的人士如下：

   於同一類別 於本公司已

   股份 發行股本總數

   持股量概約 持股量概約

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及類別 百分比 百分比

  （附註1）

天津泰達投資控股 實益持有人 178,765,011股(L) 69.81% 50.45%

 有限公司  內資股

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 實益持有人 77,303,789股(L) 30.19% 21.82%

 國有資產經營公司  內資股

天津港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持有人 20,000,000股(L) 20.36% 5.64%

  H股

Edmond de Rothchild Asset 投資經理 19,520,000股(L) 19.87% 5.51%

 Management（附註2）  H股

香港拓威貿易有限公司 實益持有人 10,000,000股(L) 10.18% 2.82%

  H股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社會 實益持有人 8,931,200股(L) 9.09% 2.52%

 保障基金理事會  H股

國泰君安資產管理（亞洲） 投資經理 7,796,000股(L) 7.94% 2.20%

 有限公司  H股

附註：

1. 「L」指股東於本公司股本中的好倉。

2. 愛德蒙德羅希爾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為Edmond de Rothchild Asset Management 100%全資擁有，其直接
擁有的本公司19,520,000股H股權益視為Edmond de Rothchild Asset Management的權益。



– 14 –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董事並無知悉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

擁有或視作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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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載入本公司須按規定備存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直

接或間接持有附有在本集團任何集團成員股東大會上的投票權的任何類別股本10%或以上。

競爭及利益衝突
本公司之董事、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從事與本集團之業務構成競爭或可

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且亦無與本集團存在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整個回顧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者除外；根據守則條文A.2.1，董事會主席（「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

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的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

面列載。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張艦先生一直擔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其負責管理董事會及本集

團的業務。董事會認為，張艦先生對本集團的業務運作有深入瞭解及認識，並能及時有效地作出符合

整體股東利益的適當決定。本公司認為合併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可有效地制定及執行本集團的策

略，同時對市場變化作出及時反應。董事會亦認為，目前並無即時需要分開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

然而，董事會將繼續檢討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的效力，以評估是否有必要將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位予

以區分。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其職權範圍清楚界定其職權及職責。審核委員會主要責任為審閱及監督本

公司之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監控系統，以及向本公司董事提供意見及建議。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景福先生、張立民先生、羅永泰先生組成。張立民先生為審核委

員會之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回顧期之未經審核業績，並已據此提供建議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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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並無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行為守則，惟向所有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並不知

悉任何董事於回顧期內不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5.67條所載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合規顧問之權益
本公司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A.19條委任國泰君安融資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合規顧問，委任期由上

市日期開始，並截至本公司就其於上市日期之後第二個完整財政年度的財務業績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18.03條的規定當日（即本公司就其載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業績刊發年報當日）為

止，惟可提前終止。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如國泰君安融資有限公司告知，國泰君安融資有限公司、其董事、其僱

員或聯繫人概無擁有本公司證券之任何權益（包括購股權及認購本公司證券之其他權利）。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艦先生、孫泉先生；非執行董事張軍先生、丁一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景福先生、張立民先生及羅永泰先生組成。

承董事會命

天津濱海泰達物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張艦

中國天津市，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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