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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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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網 址 ：http://www.singamas.com 及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singamas 

 
二零二零年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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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
績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千美元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千美元 

營業額 2 97,454 584,025 
其他收入  1,781 2,549 
製成品及在製品的存貨變動  (8,575) 3,541 
原材料及消耗品支出  (54,315) (470,921) 
僱員成本  (16,384) (70,147) 
折舊費用  (6,082) (19,446) 
預期信用損失模式下扣除回撥的減值損失  (1,258) (23) 
匯兌(虧損)收益  (1,446) 93 
其他費用  (22,338) (66,779) 
財務費用  (530) (10,046) 
投資收入  6,133 5,178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虧損  - (396)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 

價值收益  3 -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虧損)  934 (510) 
應佔合資企業之溢利    209   69 
除稅前虧損  (4,414) (42,813) 
所得稅項開支 4        (1,088)        (7,836) 
期內虧損      (5,502)      (50,649) 
 

http://www.singamas.com/
http://www.irasia.com/listco/hk/singa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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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不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之 

公允價值(虧損)收益   (3,904) 6,423 
     
其後可能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外匯折算差額   (628) (1,330)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4,532) 5,093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10,034) (45,556) 

期內應佔虧損：   
(5,331)  (50,327) 本公司股東   

非控股股東權益   (171) (322) 

   
 

(5,502) (50,649) 

應佔全面支出總額：     

本公司股東   
 

(9,836) (45,256) 
非控股股東權益   (198)  (300) 

   (10,034) (45,556) 

每股虧損 6    

基本   (0.22)美仙 (2.08)美仙 

攤薄   (0.22)美仙 (2.08) 美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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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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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77 84,200 
使用權資產   38,011 43,986 
投資物業   17,657 18,50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3,761 43,782 
於合資企業之權益   7,456 7,355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權益工具   15,093 18,997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2,828 - 
其他應收款項   29,169 29,090 
非流動資產按金   311 775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06,833 105,602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2,086 32,269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3,347 13,003 

   381,529 397,563 

流動資產     

存貨 8  64,312 76,136 
應收賬款 9  34,806 33,350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30,059 38,152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1  7,130 8,421 
應收一合資企業款項   4 - 
衍生金融工具   - 41 
可收回之稅項   740 71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8,947 119,032 

   245,998 275,849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資產                   12  13,226 - 

   259,224 27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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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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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3 24,157 24,848 
租賃負債  1,530 2,270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賬款  20,894 22,490 
應付股息  40,537 - 
預收賬款  6,813 18,259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8 103 
應付一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73 14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427 265 
應付合資企業款項  42 76 
應付稅項  10,591 11,112 
銀行借款  15,635 23,584 
  

120,717 103,021 

分類為持有作出售資產的相關負債                  12 1,877 
 

- 
   

122,594 
 

103,021 
    
流動資產淨值  136,630 172,828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518,159 570,39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268,149 268,149 
累計溢利  170,743 216,655 
其他儲備  36,545 41,006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475,437 525,810 
非控股股東權益  35,626 36,897 
    
權益總額  511,063 562,707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742 1,196 
遞延稅項負債  6,354 6,488 
    
  7,096 7,684 
    
  518,159 57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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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礎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
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包括於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為比較的數據之截至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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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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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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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投資物業、若干金融資產及若干金融工具乃按
適當的公允價值計算。 

 
除了因應用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應用與本集團相關的某些會計政策而產生的額外
會計政策外，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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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呈報的相符一致。 

 
應用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概念框架引用的修訂及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經修
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

的修訂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的修訂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的修訂 利率指標變革 
 
除下述外，本期度應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概念框架引用的修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本期度及以前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披露構成重大影響。 
 
應用經修訂的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8 號重大之定義的影響 

 
修訂為重大提供了新的定義，「如果遺漏、誤報或掩蓋資訊，將合理預期財務報表的主要使
用者，基於該等提供特定報告實體財務資訊的財務報表而做出的決策受到影響，則該資訊為
重大」。修訂本亦澄清，資料的重要性視乎其性質或影響力，透過單獨或與其他資料綜合評
估資料對財務報表整體而言是否重大。 

 
於本期度應用該修訂不會對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應用修訂導致呈報和
披露的變更（如有）將反映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中。 

 
本集團新應用的會計政策 
 
此外，本集團已應用下述於本中期度與本集團開始與之相關的會計政策。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不符合以攤銷成本或以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或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的金融資產以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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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在每個報告期末以公允價值計量，公允價值的變動計入損
益。在損益中確認的淨收益或虧損包括金融資產賺取的任何股息或利息。 

 
 
2. 營業額 
 

營業額指製造業務之銷售及物流服務之服務收益減有關銷售稅，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製造業務 85,308 570,536 
物流服務 12,146 13,489 
 97,454 584,025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拆分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商品或服務的類別 千美元 千美元 
製造業務(一個時間點確認)：   

乾集裝箱 64,343 397,519 
冷凍集裝箱 - 74,304 
罐箱 6,350 20,298 
美國內陸集裝箱 - 24,760 
其他特種集裝箱及集裝箱配件 14,615 53,655 

 85,308 570,536 
物流服務(隨時間推移確認)：   

集裝箱儲存及處理服務 2,787 3,047 
維修及運輸服務 2,580 3,116 
集裝箱貨運站服務 3,497 4,496 
其他集裝箱相關服務 3,282 2,830 
 12,146 13,489 

  
97,454 

 
584,025 

 
 
3.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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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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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產乾集裝箱、可摺疊式平架集裝箱、罐箱、海工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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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用於經營及可報告分部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業務 物流服務 小計 抵銷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85,308 12,146 97,454 -  97,454 
分部間銷售  - 42 42 (42) - 
合計  85,308 12,188  97,496 (42) 97,454 
   

分部業績    (8,707) 350 (8,357) - (8,357) 

財務費用       (530) 
投資收入       3,327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

產之公允價值收益       3 
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       934 
應佔合資企業之溢利       209 

除稅前虧損       (4,414) 
 

附註: 分部間銷售價格乃按現行市場價格釐定。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製造業務 物流服務 小計 抵銷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對外銷售 570,536 13,489 584,025 - 584,025 
分部間銷售  - 2,713 2,713 (2,713) - 
合計  570,536 16,202 586,738 (2,713) 584,025 
   

分部業績  (35,558) 778 (34,780) - (34,780) 

財務費用       (10,046) 
投資收入        2,850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

虧損       (396)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510) 
應佔合資企業之溢利       69 

除稅前虧損       (42,813) 
 

附註: 分部間銷售價格乃按現行市場價格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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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指各分部之(虧損)溢利，且未分配財務費用、某些投資收入、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價值收益、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價值虧損、應佔聯營公司之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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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中所披露的金額沒
有重大變化，因此未披露任何分部資產和負債。 

 
 
4. 所得稅項開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本集團於中國所經營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期度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 本期度 964 307 
- 前年度少做撥備 - 328 

遞延稅項： 
  

  
本期度支出(附註) 124 7,201 

  1,088 7,836 
 
 

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鑒於通過出售集團附屬公司的賬面值將全部
收回，在此基礎上已根據資本增值稅率就未分配利潤產生的暫時性差異計提額外的遞
延稅項負債8,825,000美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計提此類遞延所
得稅負債。 

 
 
5. 股息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内未有支付股息。本公司董事不建
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就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每股普通股 7 港仙）。於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舉行的股東周年大會上建議並獲得本公司股東通過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關於出售附屬公司的每股普通股 13 港仙的特別股息（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合共約 314,200,000 港元（相等於約 40,537,000 美元），並已於二零二零
年七月二十四日派發。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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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虧損 
 

本公司股東應佔基本及攤薄每股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虧損：   
藉以計算基本及攤薄每股虧損之虧損 (5,331) (50,327) 

股份數目：   
藉以計算基本及攤薄每股虧損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目  2,416,919,918 2,416,919,918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計算攤薄每股虧損的計算不假
設行使公司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因為相關行使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7.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變動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物業、機器及設備之增加為 3,782,000 美元（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297,000 美元），用作提升集團現有製造及物流服務設備。 

 
 
8. 存貨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原材料 43,402 46,651 
在製品 7,977 8,288 
製成品 12,933 21,197 

  64,312 76,136 
 
 
9. 應收賬款 

 
本集團已制定一套明確之信貸政策。本集團與各客戶分別制定互相同意之一般信用條款，
視乎客戶之信譽而定。信貸期一般由 30 天至 120 天（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 天至
120 天）不等。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扣除信用損失準備之應收賬款，以每宗交易之發票日期計算，並與相應
收入確認日期或提供服務日期相約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13,094 
 

21,055 
三十一至六十天 7,561 7,337 
六十一至九十天 6,775 3,293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3,896 832 
一百二十天以上 3,480 833 
  34,806 33,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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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預付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預付 1,765,000 美元（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8,594,000 美元）予多家供應商作為購買原材料按金，流動資產中的餘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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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貿易款項一般信貸期為 30 至 90 天（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 至 90 天）。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扣除信用損失準備之應收聯營公司貿易相關款項，以每宗交易之發票日
期計算，並與相應收入確認日期相約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48 
 

505 
三十一至六十天 127 69 
六十一至九十天 615 540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79 306 
一百二十天以上 6,261 7,001 
  7,130 8,421 

 
 
12. 持有作出售資產 

 
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二日與天津市江浩物流有限公司 ("第一買方") 及天津海盛嵐
瑞鋼鐵貿易有限公司 ("第二買方")(合稱"購買方們")訂立協議，本公司同意以現金總代價人
民幣 132,000,000 元 (相等於約 18,613,000 美元)出售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天津太平貨櫃有限
公司（“目標公司”）的 100%股權("銷售權益")予購買方們。第一買方及第二買方分別購
入 95％及 5％銷售權益。目標公司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乾集裝箱
和特種集裝箱的生產。管理層預計該交易將在當前中期報告期結束後十二個月內完成，並
且本集團已將目標公司的相關資產及負債重新分類為持有作出售資產，並在簡明綜合財務
狀況表中單獨列示。 

 
 
13. 應付賬款及票據 

 
以下是根據發票日的應付賬款及每張票據之發行日計算的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零年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零至三十天 
 

10,651 
 

12,667 
三十一至六十天 4,634 4,455 
六十一至九十天 3,326 1,851 
九十一至一百二十天 2,729 433 
一百二十天以上 2,817 5,442 

  24,157 2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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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美元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2,416,919,918  268,149 2,078,513 

 
 
 
 
業務回顧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的營業額表現受到多項因素影響，其中包括於二零一九年

八月二日完成出售本集團旗下數間公司之非常重大出售事項（「出售事項」），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國」）與美利堅合眾國（「美國」）的貿易爭端持續令全球貿易量下

跌，以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以致工廠停產及銷售活動暫停接近兩個月。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 97,454,000
美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584,025,000 美元）。透過精簡運作流程達致有效的成本控

制，以及本集團的訂製特種集裝箱製造所佔比重增加，令本公司股東應佔綜合淨虧損由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 50,327,000 美元收窄至 5,331,000 美元。每股基本虧損為 0.22 美仙，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則為每股虧損 2.08 美仙。 
 
值得一提的是本集團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宣布與兩名買方簽訂協議，出售其全資附屬公

司天津太平貨櫃有限公司（「天津太平」）之全部權益，總代價為人民幣 132,000,000 元

（相等於約 18,613,000 美元）。天津太平已停止運作數年，要重啟運作，必需作出龐大

投資。因此，本公司相信此項出售是本集團收回投資成本的良機。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

其他營運及/或資本投資以及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製造業務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中美貿易爭端持續，以致乾集裝箱的需求進一步下降。此外，

本集團於前一年的出售事項以及上文所述之製造及銷售活動因疫情而暫停，令製造業務

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於回顧期內，製造業務之營業額錄得 85,308,000 美元（二零一九

年上半年：570,536,000 美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的 87.5%（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97.7%）。此外，除稅前及非控股股東權益前分部虧損為 7,093,000 美元（二零一九年上

半年：虧損 45,261,000 美元）。由於疫情引致集裝箱生產供應緊張，廿呎乾集裝箱的平

均售價上升至 1,830 美元，去年同期則為 1,791 美元。 
 
市場對乾集裝箱的需求下跌突顯出本集團加大力度於製造特種集裝箱的策略正確，因為

其單價和毛利率更高。回顧期內表現尤其理想的特種集裝箱包括儲能集裝箱、發電機箱
及電力設備集裝箱。本集團內部的研發團隊連同中國科學院的專家和中國海關，研發出

一台專供新型冠狀病毒檢測的移動核酸檢測實驗室，已隨回顧期後付運至上海浦東機
場。該實驗室具有三個功能部份，分別為試劑製備室、樣本處理室和核酸檢測室，每日
可處理最多 1,500 個樣本，標誌著本集團在產品創新的成功和超卓的製造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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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業務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中國港口的貨物吞吐量按年下跌 4.6%至 30.1 億噸 1，然而，吞吐量
於五月下旬開始上升，按年增加 0.9%。中國八大港口的整體集裝箱吞吐量和國際集裝箱
貨運量相對五月中分別上升 20%及 18%，恢復去年同期約 98%及 96%2的吞吐量。於回顧

期內，集團物流業務的營業額達到 12,146,000 美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13,489,000 美
元），除稅前及非控股股東權益前分部溢利達到 2,679,000 美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2,448,000 美元），亦反映出中國港口貨運逐步恢復穩定。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物
流業務已處理約 245,000 個廿呎標準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327,000 個廿呎標準箱），

維修約 52,000 個廿呎標準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70,000 個廿呎標準箱)，日均儲存量達
到 36,000 個廿呎標準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23,000 個廿呎標準箱)。 
 
前景 
 
新型冠狀病毒繼續影響全球經濟，預料下半年將依然充滿挑戰。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預計，二零二零年全球增長率為負 4.9 % ，較二零二零年四月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

預測 3低 1.9 個百分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注意到，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對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活動的負面影響超越預期，所以預計復甦速度將比早前的預測更加緩慢。雖然航

運需求仍然疲弱，但近期數據顯示，有關需求已於二零二零年第三季逐步回升。本集團

除作好準備把握上述需求回升外，亦將繼續致力轉型為「新勝獅」。為實現成為特種集

裝箱的領先製造商的目標，本集團將加大力度發展三個主要範疇，包括: i)可再生能源。

鑒於全球多個國家對可再生能源的接受程度不斷提升，本集團將積極開發太陽能發電、

風力發電及水力發電相關的解決方案; ii)環保。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推廣環保，本集團亦透

過開發環保類定製集裝箱以配合有關趨勢;及 iii)醫療服務。除了現時提供的特種集裝箱及

流動實驗室以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外，本集團亦開發流動醫療實驗室，提供電腦斷層

掃描、負壓隔離及其他功能，協助前線醫護人員作出迅速應變。 
 
在致力發展上述三個範疇之同時，本集團亦將積極尋找業務商機及尋求合作安排，特別

是與信譽卓著、從事特種集裝箱生態系統的夥伴展開合作。此外，本集團亦將繼續善用

其實力進行創新，為行業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此舉不僅有助提升本集團的市場地位，

更為其他特種集裝箱企業制訂新標準。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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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及實務準則及已就核數、內部
監控運作、風險管理及財政匯報等事項作出商討，亦已審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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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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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ttps://www.hellenicshippingnews.com/china-cargo-throughput-falling-at-ports/ 
2https://www.seatrade-maritime.com/ports-logistics/china-port-container-volumes-return-normal-late-may  
3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6/24/WEOUpdateJune2020 

https://www.hellenicshippingnews.com/china-cargo-throughput-falling-at-ports/
https://www.seatrade-maritime.com/ports-logistics/china-port-container-volumes-return-normal-late-may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6/24/WEOUpdateJune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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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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撥 44,000 美

元至本集團之一般儲備。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 

 
由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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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所述之偏離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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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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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遵守標準守則的標準。 

 
 
 
 
 

承董事會命 
勝獅貨櫃企業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行政總監 

張松聲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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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楚基先生及柯偉慶先生為非執行董事，鄭輔國先生、劉可傑先
生及何德昌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