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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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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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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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無發表聲明，
且明確表示不會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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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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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令本公告之內容有所誤導；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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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將於其刊登日期起一連七天在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內「最新公司公告」一欄及本公司網站
www.tbtl.cn內登載。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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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截止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主要事項如下：

• 收入總計約為人民幣���,���,000元，（二零零八年同期：人民幣���,���,000元），較去年

同期增長約��.�%。

• 毛利約為人民幣��,���,000元，（二零零八年同期：人民幣��,�0�,000元），較去年同期下

降約��.�%。

• 毛利率約為�.�%，較去年同期�.�%下降約�.�%。

• 股東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000元（二零零八年同期：人民幣��,���,000元），較去年同

期下降約��.�%。

• 每股盈利達人民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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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止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實現營業額人民幣

���,���,000元，較上年同期營業額人民幣���,���,000元增加人民幣�0�,���,000元，增長幅度為

��.�%。本集團營業額增長主要原因是大力拓展了鋼材採購及相關的物流業務，本報告期內，鋼材採

購及相關的物流業務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000元，較上年同期營業額人民幣���,���,000元增

長人民幣���,0��,000元，增幅達�0�.�%。

本集團截止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的整體毛利率為�.�%，較上年同期的整體毛利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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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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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止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管理費用為人民幣�0,���,000元，較上年同期管理費用人

民幣��,���,000元降低�,���,000元，管理費用降低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管理費用中包含了一次性發生

的部分上市費用，本年不再發生，此外本集團對若干可控費用進行了壓縮。

本集團截止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財務費用為人民幣���,000元，較上年同期財務費用人民幣

�,0�0,000元降低���,000元，財務費用降低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歸還了部分到期銀行貸款。

本集團截止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為人民幣�,���,000元，較上年同

期人民幣��,���,000元下降��,���,000元，降幅達��.�%。本集團溢利大幅下降是由於汽車整車及零

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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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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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業務主要為汽車整車及零部件物流供應鏈服務業務、電子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保稅

倉服務業務及鋼材採購及相關的物流服務業務。受國際金融危機及國內經濟滑坡的影響，本集團之汽

車整車及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電子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保稅倉服務業務均出現不同

程度的下滑，致使本集團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之經營業績較上年同期出現了大幅的下降。本報告期內，

本集團之汽車整車及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電子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二季度較一季度有

了明顯回升。

基礎設施方面，本公司位於天津港之貨櫃堆場及貨倉設施（「北港堆場」）工程進展順利，部分場地已經

投入運營；豐田物流及天津泰達阿爾卑斯物流興建╱翻修之貨倉設施已分別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及二零

零九年六月相繼投入使用。天津元大現代物流位於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儲存及貨倉設施經改造後已

於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投入使用。本公司預期上述物流基礎設施的投入使用將為未來業務發展提供保

障。本公司亦將繼續尋找購入優質物流資產的機會。

汽車整車及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
本報告期國產整車物流服務量為��0,���台，較上年同期減少��,�0�台，減幅達��%；本報告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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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元，較上年同期營業額人民幣���,���,000下降人民幣��,���,000元，降幅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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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較上年同期營業額人民幣���,���,000元下降人民幣

��,���,000元，降幅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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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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較上年同期營業額人民幣���,���,000元增長人民幣

���,0��,000元，增幅為�0�.�%。

保稅倉服務業務
本報告期內實現營業額人民幣�,���,000元，較上年同期營業額人民幣�,00�,000下降人民幣�,���,000

元，降幅達��.�%。

運輸裝卸服務
本報告期內實現營業額人民幣��,���,000元，較上年同期營業額人民幣�,���,000元增長人民幣

�0,���,000元，增幅達���.�%。

前景展望

據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報告顯示，伴隨著國民經濟的企穩回升，國家擴大內需、提高消費的宏觀經

濟政策以及世界經濟趨穩，特別是美國經濟逐步回暖，中國物流業將在下半年呈現平穩加快增長態

勢，整體形勢好於上半年。我們預期，中國國內經濟的逐步回暖、內需增長和出口需求的改善，將會

對二零零九年下半年集團的各個業務板塊產生積極的推動和影響。

由於新車型的生產和國內汽車產業政策調整，汽車整車及零部件物流業務收入將繼續回升。電子物流

將繼續堅定的推行在為現有主要客戶服務的基礎上，不斷擴大業務外販率的經營方略，進一步優化其

業務收入結構。在金融物流領域，鋼鐵採購業務將充分高效利用銀行授信，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

穩步提升業績。同時，集團亦將在新的大宗物貿品類開展金融物流服務，並進一步拓展業已開展的進

出口業務。傳統的倉儲和運輸業務領域，本集團之全資子公司天津泰達公共保稅倉公司（「保稅倉」）通

過提升企業管理水平，調整業務發展結構，在積極引進高端倉儲客戶的同時，積極拓展供應鏈管理服

務，為客戶提供一攬子整體物流解決方案。元大公司亦充分利用現有物流基礎設施，積極探索大宗物

貿的倉儲、監管和運輸整體物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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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報告期內，保稅倉被上海期交所指定為鋼材期貨交割庫，同時，保稅倉公司與天津港國際汽車物

流同時被認定為天津市高新技術企業，獲得所得稅減免的優惠政策。另外，本集團還獲得了中國物資

與採購聯合會評審的�A級綜合物流服務企業，從而躋身於國內一流物流企業的行列。這些資質和榮譽

的獲得進一步印証了本集團的綜合競爭力和整體物流運作水平，為今後進一步延伸物流服務，拓展業

務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公司管理方面，管理層堅信良好的內部管理是公司穩步成長的基礎。集團已經啟動了ISO�00�的認証

工作。保稅倉公司也開始了ISO�00�和OHSAS��000的認証工作。豐田物流已經取得了ISO��000環境認

証，且將於今年十月份完成ISO�00�的認証工作；天津泰達阿爾卑斯物流已經取得了ISO�00�認証，將

於今年九月份完成OHSAS��000、ISO��000的認証工作。

流動資金、財政資源及資本結構
本集團的營運資金主要來自於內部經營活動現金淨流入及銀行借貸資金。截止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資產總額為人民幣�,��0,���,000元，其中流動資產總額為人民幣�,���,���,000元、非流

動資產總額為人民幣��0,���,000元；本集團負債總額為人民幣�,���,���,000元，其中流動負債為人

民幣�,���,0��,000元、非流動負債為人民幣�,���,000元；權益總額為人民幣���,0��,000元，其中歸

屬於本集團的權益為人民幣�0�,���,000元、歸屬於少數股東的權益為人民幣��,���,000元。

集團資產抵押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概無資產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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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比率
截止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負債比率約為��%（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負

債比率乃按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

外匯風險
本集團所有營運收入及支出主要以人民幣列值。

本集團在中國大陸以外沒有任何重大的投資，然而本集團存在一定的貨幣匯兌風險，主要由於本集團

發行H股所募集的資金為港幣，按中國外匯管理當局的規定以港幣存放於中國的商業銀行，並根據使用

用途分批撥付，故存在一定的匯率風險。截止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止，本集團由於人民幣升

值所產生的匯兌損失為人民幣���,000元。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本集團於本報告期內概無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
截止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員工�,���名，於報告期內，員工成本（包括董、監事酬金）約

為人民幣��,���,000元（二零零八年同期：約人民幣��,���,000元）。本集團員工薪酬及花紅基本上按

本集團薪酬制度的規定及員工個人績效考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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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業績，連同二

零零八年之同期業績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 578,526  ���,���  869,441  ���,���

銷售成本  (558,479 ) (���,�0� ) (846,329 ) (���,��� )

毛利  20,047  ��,��0  23,112  ��,�0�

其他收入 � 1,953  ��0  4,039  �,���

行政開支  (10,911 ) (��,��� ) (20,982 ) (��,���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121  �,0��  5,823  �,���

融資成本 � (700 ) (��� ) (748 ) (�,0�0 )

除稅前溢利 � 13,510  �0,��0  11,244  �0,�0�

稅項 � (2,284 ) (�,�0� ) (3,228 ) (�0,��� )

期內溢利  11,226  ��,���  8,016  ��,���

下列各方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200  �0,���  8,452  ��,���

少數股東權益  3,026  �,�0�  (436 ) ��,��0

  11,226  ��,���  8,016  ��,���

每股盈利（人民幣元） �0 0.02  0.0�  0.0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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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 269,550  ���,���
 土地使用權  116,187  ���,���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25,137  ��,���
 商譽  105  �0�

  410,979  ��0,0��

流動資產
 存貨  177,789  ��,��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 884,224  ���,0��
 土地使用權  2,726  �,���
 應收關聯方款項  502  －
 可收回稅項  220  ��0
 質押銀行存款  87,137  ��,���
 銀行結存及現金  246,696  ���,���

  1,399,294  �,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1,147,205  ���,�0�
 應付關聯方的款項  434  �
 應付股息  7,436  ��,0��
 應付稅項  7,590  ��,���
 銀行借款 �� 59,417  ��,���

  1,222,082  ���,���

流動資產淨額  177,212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88,191  ��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 354,312  ���,���
 儲備  152,215  ���,���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506,527  ���,0��
少數股東權益  72,511  ��,���

總權益  579,038  ���,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3,413  �,���
 遞延收入  5,740  �,��0

  9,153  �,���

  588,19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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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權益持有人應佔

           母公司權益  少數股東

 股本  股份溢價  其他儲備  法定公積金  保留益利  持有人應佔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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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已審核） ���,000  －  (��,��� ) �0,���  ��,���  �0�,0��  ��,���  ���,���

期內溢利及期間已確認收入

 及支出總額 －  －  －  －  ��,���  ��,���  ��,��0  ��,���

轉撥 －  －  －  ��,���  (��,��� ) －  －  －

股息 －  －  －  －  －  －  (��,��� ) (��,��� )

發行H股 ��,���  ��,��0  －  －  －  ���,���  －  ���,���

發行股份之支出 －  (��,��� ) －  －  －  (��,��� ) －  (��,���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  ��,���  (��,��� ) ��,���  ��,0��  ���,���  ��,0��  ���,���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已審核） ���,���  ��,���  (��,��� ) ��,���  ���,���  ���,0��  ��,���  ���,0��

期內溢利及期間已確認收入

 及支出總額 －  －  －  －  �,���  �,���  (��� ) �,0��

轉撥 －  －  －  �,���  (�,��� ) －  －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  ��,���  (��,��� ) ��,�0�  ���,��0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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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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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淨額 56,771  ���,���

投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44,708 ) (��,��� )

 購買土地使用權 (5,597 ) (��,��� )

 質押銀行存款增加 (29,281 ) (��,��0 )

 (79,586 ) (���,��� )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新造銀行及其他借款 56,000  ��,���

 償還銀行借款 (24,000 ) (�0,��� )

 償還關聯方貸款 －  (�0,000 )

 已付股息予股東 －  (��,��� )

 已付股息予少數股東 (9,600 ) (��,��� )

 發行H股之收益 －  ���,���

 繳付發行股份之支出 －  (��,��� )

 其他融資現金流量 (748 ) (�,��� )

 21,652  �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1,163 ) ��,���

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47,859  ���,���

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以銀行結餘及現金顯示 246,69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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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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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為

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泰達控股及天津開發區資產公司均由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

「天津開發區管理委員會」控制。

根據為籌備本公司之海外上市外資股（「H股」）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而進行的集團重組（「重組」），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六月成為本集團之控股公司。本公司的H股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在聯交

所創業板上市。

本集團從事提供物流及供應鏈解決方案服務及鋼鐵貿易及相關物流服務。

2. 編制標準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章之適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制。

3. 主要財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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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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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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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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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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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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借款成本�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國際會計準則第��及�號（修訂本）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結算時產生的責任�

國際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投資於子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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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改進金融工具的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經營分部�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號及 內含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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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號 房地產建築協議�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號 對沖海外業務投資淨額�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號 來自客戶的資產轉讓�

� 於�0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於�00�年�月�日或
  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0�年�月�日、�00�年�月�日及�0�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視何者適用）
� 於�0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截至�00�年�月�0日或之後止年度期間生效
� 於�00�年�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於�00�年�0月�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 適用於�00�年�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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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及國際會計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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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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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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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管理目的而

言，本集團現主要有兩大經營分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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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該兩個分部

之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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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793  479,648  869,441

分部業績 2,440  5,877  8,317

未分配其他收入     2,993

未分配公司開支     (5,141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5,823

融資成本     (748 )

除稅前溢利     11,244

稅項     (3,228 )

期內溢利     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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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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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12  344,014  578,526

分部業績 11,733  1,553  13,286

未分配其他收入     986
未分配公司開支     (3,183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121
融資成本     (700 )

除稅前溢利     13,510
稅項     (2,284 )

期內溢利     11,226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該兩個分部
之分部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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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分部業績 ��,�0�  �,���  ��,���

未分配其他收入     �,���

未分配公司開支     (�,00�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

融資成本     (�,0�0 )

除稅前溢利     �0,�0�

稅項     (�0,��� )

期內溢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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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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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

分部業績 ��,0��  �,0��  ��,���

未分配其他收入     ���

未分配公司開支     (�,0��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0��

融資成本     (��� )

除稅前溢利     �0,��0

稅項     (�,�0� )

期內溢利     ��,���

5.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807  ���  1,822  �,���

其他 1,146  �0�  2,217  ���

 1,953  ��0  4,0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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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之借貸利息 700  ���  748  �,0�0

7. 除稅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426  �,���  10,420  �,��0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031  �0�  1,291  ���

匯兌虧損 (58 ) �,���  125  �,���

8.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包括中國企業所得稅

 （企業所得稅）的費用

 即期稅項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1,410  �,���  2,317  �,���

  －共同控制實體 874  �,���  911  �,0��

合計 2,284  �,�0�  3,2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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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項（續）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及三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企業所得  企業所得

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名稱 稅稅率  稅稅率

天津豐田物流有限公司（天津豐田） 20%  ��%

天津泰達阿爾卑斯物流有限公司*

 （天津泰達阿爾卑斯） 20%  ��%

天津開發區泰達公共保稅倉有限公司 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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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惠稅率。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稅法實施後，之前享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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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適用稅率改為��%，二零零九年適用稅

率改為�0%。

根據天津市科委、天津市財政局、天津市國家、地方稅務局機關批准，認定天津開發區泰達公

共保稅倉有限公司為高新技術企業，有權自二零零九年享有��%的優惠稅率，二零零八年該實

體適用所得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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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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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基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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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0  �0,���  8,452  ��,���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股份
 加權平均數 354,312  ���,���  354,312  ���,���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本集團於期內因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耗資人民幣��,�0�,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人民幣��,���,000元）。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115,863  ���,���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502 ) (��� )

 115,361  ���,���
應收票據（附註） 337,635  ���,���

 452,996  ���,��0
向供應商預付貸款 404,245  �0�,���
其他應收款項 27,498  ��,���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515 )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884,224  ���,0��

附註： 該等票據乃無息銀行承兌票據，到期日最長為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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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於結算日未償還之應收票據金額人民幣���,���,000元（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000元）已向若干債權人轉讓。本集團繼續將該等已轉讓票據以應收票據列賬，直至到
期日為止。因此，該等票據並未用於減少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結算日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按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0日 442,093  ���,���

��-��0日 8,556  �0,��0

���-���日 1,855  ���

�-�年 482  ��

超過�年 10  －

 452,996  ���,��0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附註i） 364,659  ���,���

應付票據（附註ii） 456,339  ���,000

 820,998  ���,���

客戶訂金 210,294  ��,���

其他應付款項 115,913  ��,���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1,147,205  ���,�0�

附註：

(i) 於結算日，本集團已向若干債權人轉讓金額為人民幣���,���,000元之銀行承兌票據（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約人民幣���,���,000元）。以該等票據清償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僅於有關票據到期後
始方確認。

(ii) 該等票據乃不計息，到期日最長為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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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於結算日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按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0日 590,528  ���,���
��-��0日 228,743  �,���
���-���日 900  �,���
�-�年 499  �,���
超過�年 328  ��

 820,998  ���,���

14. 銀行借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須於一年內償還的短期借款 33,417  �,���
附追溯權的已貼現銀行承兌匯票 26,000  ��,000

 59,417  ��,���

期內本集團取得人民幣�0,000,000元之新造銀行貸款（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
民幣��,���,000元）。該筆貸款乃以年利率�.0���%計算，將於一年內到期。

15. 股本

 股份數目
 內資股  H股  金額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0��,�00  ��,���,�00  ���,���

16. 資本承擔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級附屬公司 39,140  ��,0�0
共同控制實體 －  �,���

 39,1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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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連人士之披露

a. 持續關連交易
 二零零九年二月九日，本集團與豐田通商訂立之服務協議，據此，天津豐田物流委聘豐

田通商根據服務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就汽車及汽車組件提供物流服務及貨倉設施。截至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天津豐田物流就物流服務及貨倉設施應付豐田通

商之服務費之建議年度上限將是每年不多於人民幣�0,000,000元。

b. 關連交易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天津元大現代物流有限公司（元大）與肖

華康先生及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天津濱海元盛鋼材市場經營管理有限公司（元盛）

之其他股權持有人訂立增資協議，據此，元盛之註冊資本將由人民幣�0,000,000元（約

��,���,000港元）增至人民幣��,000,000元（約��,0��,�00港元）。元大將向元盛作出之增

資額為人民幣�00,000元（約���,��0港元），而餘下人民幣�,�00,000元（約�,�0�,��0港

元）將由肖華康先生及元盛其他股東作出。增資完成後，元大將持有元盛�0%股本權益，

而元盛將不再為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c. 根據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與控股股東泰達控股的子公司天津泰達建設集團有

限公司訂立之工業用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築物轉讓協議，本公司已於報告期內支付人民幣

��,000,000元，用於購買上述之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築物。本集團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

二十四日取得該項資產的產權證書。

d. 與其他中國國家控制實體之交易
重大結餘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結餘 170,495  ���,��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26,686  ��,�0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40,108  ���

銀行貸款 30,0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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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連人士之披露（續）

d. 與其他中國國家控制實體之交易（續）
除上述外，本集團已於正常業務內與其他中國國家控制實體進行多項燃料及設施之交

易。根據該等交易之性質，董事認為分開披露並無意義。

e. 主要管理層人員之酬金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本公司之董事及主要管理之其他成員繳付

或未繳付之短期福利為人民幣�,�0�,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

幣���,000元）。 

f. 與一共同控制實體之交易
於結算日，本集團持有向天津泰達阿爾卑斯物流（一間共同控制實體）提供以應付其於二

零零七年十月十八日至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期間營運之空運物流所產生的債務之保證。 

g. 與聯營公司之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向聯營公司繳付

 之租金 2,100  �,���  4,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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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與實際業務進展比較
以下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實際業務進展，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的招股章

程（「招股章程」）所列業務目標的比較。

招股章程所列的業務目標 截止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期間實際業務進展

業務發展

擴大物流、供保稅倉服務公司採購服務的客戶群 本報告期內大力推動該項業務，並取得一定的

進展

開發天津港集裝箱及集裝箱貨物的綜合滾裝 堆場項目的施工建設進展順利，預計二零零九

 物流服務 年八月底竣工並投入使用

銷售及市場推廣

取得及改善現有物流及供應鏈解決方案及 鋼材採購及配套服務業務於報告期內取得長足

 採購服務 發展，錄得約人民幣���,���,000元收入（去年

同期此項業務收入為人民幣���,���,000元），

錄得約人民幣�,���,000元毛利（去年同期此項

業務毛利為人民幣�,���,000元）

開發天津港集裝箱及集裝箱貨物的滾裝物流服務 此項業務的客戶開發情況進展順利，目前已與

 的客戶群 一重要客戶簽約

物流基建

鞏固濱海物流集團位於天津濱海新區的物流基建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天津豐田物流有限公司的貨

 （包括公路及海上貨運設施及營運設備） 倉設施完工並投入使用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天津泰達阿爾卑斯物流有限

公司新建倉儲設施工程完工，現已投入使用

 完成收購一幅位於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六大街

的土地（地盤面積約為��,���.�平方米）及地上建

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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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本集團通過二零零八年四月三十日之配售及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八日超額發售籌得款項淨額總計約

���,�00,000港元，自創業板上市起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招股章程所載用途實際使用人民幣

���,0��,000元，具體如下：

• 約人民幣�0,000,000元用作償還因發展位於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土地上的儲存及倉庫設施而申

請的銀行貸款。

• 約人民幣��,0��,000元用作收購位於天津港的土地，並開發貨櫃堆場及興建在其上之貨倉設

施。

• 約人民幣�,000,000元用作開發資訊科技系統。

• 約人民幣�,000,000元用作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本公司將根據招股章程所載計劃用途使用餘下未使用所得款項。本公司將定期檢討業務計劃，確保符

合股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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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淡倉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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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條例」第���章第XV部第�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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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條加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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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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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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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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部向本公司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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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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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泰達投資控股 實益持有人 ���,���,0��股(L) ��.��% �0.��%

 有限公司  內資股

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 實益持有人 ��,�0�,���股(L)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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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股(L) �0.��% �.��%

  H股

Edmond de Rothchild Asset 投資經理 ��,��0,000股(L) ��.��% �.��%

 Management（附註�）  H股

香港拓威貿易有限公司 實益持有人 �0,000,000股(L) �0.��% �.��%

  H股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社會 實益持有人 �,���,�00股(L) �.0�% �.��%

 保障基金理事會  H股

附註：

�. 「L」指股東於本公司股本中的好倉

�. 愛德蒙德羅希爾資產管理香港公司為Edmond de Rothchild Asset Management �00%全資擁有，其直接擁有
的本公司��,��0,000股H股權益視為Edmond de Rothchild Asset Management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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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之權益（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報告日期，董事並無注意任何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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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部向

本公司披露，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加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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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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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常規守則（「企業管制常規

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者除外；根據守則條文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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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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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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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向本公司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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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向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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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條所載之交易規則標準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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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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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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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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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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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張艦先生、王維先生；非執行董事張軍先生、胡軍先
生、丁一先生、張金明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景福先生、張立民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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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八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