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Stock Code: 8348
(a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incorpora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First Quarterly Report
股份代號：8348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季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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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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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 For identification purposes only



天津濱海泰達物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1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的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主板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有
意投資的人士應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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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GEM上市的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
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且明確表
示概不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
料；天津濱海泰達物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所載內容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
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
欺詐成份，且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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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財務摘要如下：

• 營業額總計為人民幣885,931,000元（二零一八年同期：人民幣444,305,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為
99%。

• 毛利約為人民幣37,612,000元（二零一八年同期：人民幣35,346,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為6.4%。

• 毛利率約為4.25%，較去年同期7.96%下降約3.71個百分點。

• 股東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5,395,000元（二零一八年同期：人民幣649,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為人民幣
4,746,000元。

• 每股盈利為人民幣1.5分，去年同期每股盈利為人民幣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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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合併第一季度業績
天津濱海泰達物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一八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據。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885,931 444,305
銷售成本 5 (848,319) (408,959)
    

毛利 37,612 35,346
    

行政開支 5 (13,017) (14,940)
其他收入 6 3,341 1,212
其他收益╱（虧損） －淨額 299 77
    

28,235 21,695

融資成本 (13,347) (4,770)
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應佔投資業績 1,638 63
    

除所得稅前溢利 16,526 16,988
所得稅開支 7 (4,709) (6,820)

期內溢利╱（虧損）╱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11,817 10,168
下列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395 649
 非控股權益 6,422 9,519
    

每股盈利 9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1.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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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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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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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由天津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天津市國資委」）和天津經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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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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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上市。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泰達控股與正大置地有限公司（「正大置地」）簽署一項股份轉讓協議，天津開發
區資產公司與正大製藥投資（北京）有限公司（「正大製藥」）簽署一項股份轉讓協議。據此，泰達控股與天津
開發區資產公司同意分別向正大置地及正大製藥轉讓其持有的本公司內資股28,344,960股（普通股的8%）及
77,303,789股（普通股的21.82%）。上述兩項內資股轉讓已獲得中國相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批准，於二零
一三年六月七日，轉讓的股份過戶手續已經完成。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於下文統稱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從事提供物流及供應鏈解決方案服務以及物資採
購及相關物流服務。

本集團主要業務於中國進行。合併財務報表以本公司功能貨幣人民幣（「人民幣」）呈列。

2. 編製基準
財務資料乃根據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十八章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3. 重大會計政策變更
無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經營分部分為兩大類；該等分部由負責的分部管理組織按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以及所涉及的分銷渠道
和客戶組合獨立地管理。實體組成部分按存在肩負直接向負責作出策略性決策的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報告收入
和分部業績（除稅前溢利減利息收入、融資成本及公司開支）職責的分部管理人作出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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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兩個可呈報分部之主要業務如下：

a. 汽車整車及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提供物流服務及供應鏈管理，即有關汽車整車及零部件的規劃、
儲存及運輸管理；

b. 物資採購及相關物流服務－向主要為貿易公司之客戶銷售原材料及提供運輸、管理、儲存、貨倉監督
及管理等相關服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汽車整車
及零部件
供應鏈

物流服務

物資採購
及相關

物流服務
可呈報

分部小計
所有

其他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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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249,284 625,405 874,689 14,308 888,997
分部間的收入 – (1,207) (1,207) (1,859) (3,066)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249,284 624,198 873,482 12,449 885,931

分部業績 18,124 10,724 28,848 (348) 28,500

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應佔投資業績 1,638
未分配其他收入 3,341
未分配公司開支 (3,606)
融資成本 (13,34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6,526
所得稅開支 (4,709)
      

期內溢利 11,817
      

其他資料：

折舊及攤銷 (1,944) (71) (2,015) (1,734) (3,749)
所得稅開支 (4,709) – (4,709) – (4,709)
      



二零一九年第一季度業績報告 6

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汽車整車
及零部件
供應鏈

物流服務

物資採購
及相關

物流服務
可呈報

分部小計
所有

其他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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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236,815 193,309 430,124 15,413 445,537
分部間的收入 – – – (1,232) (1,232)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入 236,815 193,309 430,124 14,181 444,305

分部業績 25,418 (2,679) 22,739 1,043 23,782

採用權益法入賬的應佔投資業績 63
未分配其他收入 1,212
未分配公司開支 (3,299)
融資成本 (4,770)
      

除所得稅前溢利 16,988
所得稅開支 (6,820)
      

期內溢利 10,168
      

其他資料：

折舊及攤銷 (2,087) (342) (2,429) (3,019) (5,448)
所得稅開支 (6,783) – (6,783) (37) (6,820)
      

5. 按性質分類的支出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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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5 4,780
計入行政開支之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78 178
匯兌收益 (110)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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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收入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3,341 1,212
補貼收入 – –
其他 – –
   

3,341 1,212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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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9) (6,820)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同期：無）

9. 每股盈利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全面收入總額及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5,395 649
   

股份數目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354,312 35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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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及儲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公積金 其他儲備 保留溢利
母公司權益
持有人應佔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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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經重列） 354,312 55,244 86,032 (40,614) 497,344 952,318 103,280 1,055,598
期內溢利╱（虧損）及期間
 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649 649 9,519 10,168
股息 – (19,460) (19,460)
轉撥 3,556 (3,556) – –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354,312 55,244 89,588 (40,614) 494,437 952,967 93,339 1,046,306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經審核） 354,312 55,244 93,286 (40,614) 494,849 957,077 108,859 1,065,936
期內溢利╱（虧損）及期間
 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5,395 5,395 6,422 11,817
股息 – (23,599) (23,599)
轉撥 5,304 (5,304) – –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354,312 55,244 98,590 (40,614) 494,940 962,472 91,682 1,054,154
         

11. 財務擔保責任
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七日以來，本公司已向泰達行（本公司擁有60%股本的合營公司）之銀行借款授信約人民
幣350,000,000元提供財務擔保，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泰達行已提取借款約為人民幣42,72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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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實現營業額人民幣885,931,000元，較上年同期營業額人民幣
444,305,000元上升人民幣441,626,000元，增幅為99%。營業額上升的主要原因為，集團之物資採購及相關物流服
務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的整體毛利率為4.25%，較上年同期的整體
毛利率7.96%下降3.71個百分點，整體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之物資採購及相關物流服務業務雖然與上年同
期比實現扭虧，但毛利率偏低，拉低了集團整體毛利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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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5,000元，較上年同期溢利人民幣649,000元增加人民幣4,746,000元，本集團權益持有人
應佔溢利淨額大幅上升主要原因為集團物資採購及相關物流服務業績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本公司之合營企業天津泰
達阿爾卑斯物流有限公司、大連泰達阿爾卑斯物流有限公司業績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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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採購及相關物
流服務業務、冷鏈物流服務業務及保稅倉儲、監管、代理等其他服務業務。本報告期內，本集團總體營業收入與權
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較去年同期有所增長。其中，汽車整車及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
是國產整車物流服務業務量有所下降，進而導致該板塊淨利潤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本公司物資採購業務受業務結
構調整影響，營業收入及經營業績較去年同期大幅上漲；本公司之合營公司天津泰達阿爾卑斯物流有限公司及大連泰
達阿爾卑斯物流有限公司營業額雖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受匯率波動影響，財務費用大幅下降，進而影響經營業
績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汽車整車及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

本報告期內國產整車物流服務量為269,505台，較上年同期下降5,405台，降幅為1.97%；本報告期內進口車物流服
務量為10,753台，較上年同期增加529台，增幅為5.17%。本報告期內實現營業額人民幣249,284,000元，較上年同
期增加人民幣12,469,000元，增幅為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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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採購及相關物流服務業務

本報告期內實現營業額人民幣624,198,000元，較上年同期增加人民幣430,889,000元，增幅為222.9%。

其他物流服務業務

本報告期內實現營業額人民幣12,449,000元，較上年同期下降人民幣1,732,000元，降幅為12.21%。

電子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服務業務（通過投資合營公司進行）

本報告期內實現營業額人民幣168,620,000元，較上年同期降低人民幣8,243,400元，降幅為4.66%。受匯率波動影
響，財務費用大幅下降，經營業績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前景展望
於2019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為6.4%，天津市增速為4.5%，依然較低，物流行業運行總體平穩，實體經濟正
趨於穩健，機遇與挑戰並存。於2019年第一季度，豐田物流有限公司業績較去年同期有所下滑，但由於公司加強管
理，優化業務模式，物資採購物流業務減虧，投資收益有所增長，本集團業績較去年同期相比實現增長。
 
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堅持綜合性的物流發展道路，堅持「有進有退、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積極調整業務結構，
嚴控業務風險，適時退出長期虧損且扭虧無望的所屬公司，提升自主業務營業能力。預計本集團物資採購物流業
務將在嚴控風險的前提下繼續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汽車物流業務及電子零部件供應鏈物流業務將繼續應對市場風
險，力保穩定發展；冷鏈物流業務將繼續依托品牌、信息及渠道優勢，拓展新業務，探討新的業務合作模式。儘管
面臨諸多挑戰，本公司將繼續穩步推進各項業務，保穩定，創效益，本公司對未來發展仍然充滿信心。

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任何相關法團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或 
淡倉
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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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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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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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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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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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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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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東及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持有權益及淡倉的人士
就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列人士（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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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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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或以上的人士如下：

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及類別

於同一類別
股份持股量
概約百分比

於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數持股量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50,420,051股(L) 
內資股

58.74% 42.45%

正大製藥投資（北京）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77,303,789股(L) 
內資股

30.19% 21.82%

正大置地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8,344,960股(L) 
內資股

11.07% 8%

天津港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持有人 20,000,000股(L) 
H股

20.36% 5.64%

香港拓威貿易有限公司 實益持有人 10,000,000股(L) 
H股

10.18% 2.82%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
 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

實益持有人 8,931,200股(L) 
H股

9.09%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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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七日，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和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分別將所持有本公司內
資股28,344,960股及77,303,789股轉讓給正大置地有限公司及正大製藥投資（北京）有限公司，股份過戶手續完成。
據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所知，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正大置地有限公司、正大製藥投資（北京）
有限公司及其聯繫人士於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項下的視作權益如下：

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及類別

於同一類別
股份持股量
概約百分比

與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數持股量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正大置地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28,344,960(L) 
內資股

11.07% 8%

富泰（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的 
 受控法團權益

28,344,960(L) 
內資股

11.07% 8%

正大集團(BVI)控股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的 
 受控法團權益

28,344,960(L) 
內資股

11.07% 8%

CPG Overseas Company Limited 主要股東的 
 受控法團權益

28,344,960(L) 
內資股

11.07% 8%

卜蜂集團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的 
 受控法團權益

28,344,960(L) 
內資股

11.07% 8%

正大製藥投資（北京）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77,303,789(L) 
內資股

30.19% 21.82%

中國生物製藥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的 
 受控法團權益

77,303,789(L) 
內資股

30.19% 21.82%

附註：

1. 「L」指股東於本公司股本中的好倉。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據本公司董事、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概無其他人士（本公
司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作出披露之權益或
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在一切情況於本公司及╱或本公司任何子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利之任何類別股本面
值5%或以上之權益；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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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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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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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日本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上楊衛紅先生獲任本公司行政總裁（「總經理」）職務，詳情
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日刊發的公告。

於本公司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召開的二零一七年度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楊衛紅先生獲任為本公司第四
屆董事會執行董事，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刊發的通函並於同日召開的本公司第四屆董事會第七
次會議上選舉楊衛紅先生擔任主席。

考慮到公司業務發展的需要，董事會認為，合併主席與總經理的角色可有效地制定及執行本集團的決策，做出符合
整體股東利益的適當決定。自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至本報告日期，主席兼總經理由楊衛紅先生一人擔任。目前董
事會認為並無實時需要分開主席與總經理的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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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有必要將主席與總經理的職位予以區分。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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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向董事提供意見及建議。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周自盛先生、程新生先生、羅文鈺
先生組成。周自盛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報告期之未經審核業績，並已據此提供建議
及意見。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集團已採納按照GEM上市規則第5.48至5.68條訂定本集團董事證券交易買賣守則，目的為列明本集團董事於買賣
本集團的證券時用以衡量本身操守的所需標準。經本公司向各董事作出查詢後，所有董事均已確認一直遵守董事證
券交易買賣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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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贖回或出售或註銷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承董事會命
天津濱海泰達物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楊衛紅

中國天津市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日

於本報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衛紅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健先生、彭渤女士、楊小平先生及鄭宇嬰先生；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程新生先生、彭作文先生、羅文鈺先生及周自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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