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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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海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08）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入約為742.9百萬美元，較二零一九年
同期約746.1百萬美元減少約0.4%。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約142.9百萬美元增加約10.9%至約158.5百萬美元，從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9.2%增
加至約21.3%。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利潤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約108.8百萬美
元增加約9.9%至約119.6百萬美元。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盈利為4.46美仙（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4.07美仙）。

•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每股22港仙（相當於每股2.84
美仙）。

海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海豐」或「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
合中期業績，以及二零一九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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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742,943 746,081

銷售成本 (584,416) (603,173)
  

毛利 158,527 142,90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 12,269 11,634

行政開支 (42,816) (37,997)

其他開支淨額 (885) (785)

財務成本 4 (6,926) (6,936)

應佔以下公司的利潤及虧損：
合營公司 4,197 4,081

聯營公司 162 197
  

除稅前利潤 5 124,528 113,102
  

所得稅 6 (4,889) (4,319)
  

期內利潤 119,639 108,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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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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虧
損）：

現金流量對沖：
期內產生對沖工具公允價值變動的實際部分 (7,055) (3,050)

計入損益中的虧損重新分類調整 881 779
  

(6,174) (2,271)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債務投資之公允價值
變動 – 917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匯兌差額 (2,202) 69

應佔合營公司的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96) 58

應佔聯營公司的其他全面虧損 (108) (16)
  

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虧損淨額 (8,580) (1,243)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所得稅 (8,580) (1,24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11,059 107,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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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利潤：
本公司股東 118,610 107,964

非控制權益 1,029 819
  

119,639 108,783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東 110,199 106,642

非控制權益 860 898
  

111,059 107,540
  

本公司股東應佔的每股盈利 8

基本（每股美仙） 4.46 4.07
  

攤薄（每股美仙） 4.43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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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附註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94,476 969,957
使用權資產 159,342 164,308
收購船舶的預付款項 44,369 49,954
商譽 1,002 1,016
其他無形資產 1,579 1,579
於合營公司的投資 35,307 34,467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9,740 9,703
衍生金融工具 2,828 14

  

非流動資產總值 1,248,643 1,230,998
  

流動資產
燃油 16,698 22,067
貿易應收款項 9 53,771 70,55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2,012 18,903
衍生金融工具 312 252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保本投資存款 4,311 7,410
現金及銀行結餘 466,928 399,363

  

流動資產總值 564,032 518,546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0 146,549 137,86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59,126 60,315
衍生金融工具 1,262 –
銀行借款 92,248 55,416
租賃負債 40,047 38,498
應付股息 207 102,615
應付所得稅 1,207 1,610

  

流動負債總額 340,646 396,316
  

流動資產淨值 223,386 122,23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72,029 1,35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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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5,547 –

銀行借款 329,990 226,596

租賃負債 100,294 104,656

修復成本撥備 2,469 2,406
  

非流動負債總額 438,300 333,658
  

資產淨值 1,033,729 1,019,570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34,536 34,513

儲備 989,784 975,730
  

1,024,320 1,010,243

非控制權益 9,409 9,327
  

總權益 1,033,729 1,019,570
  



— 7 —

1.1. 公司資料

海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間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

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280號世界貿易中心21樓。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下列業務：

• 從事提供包括集裝箱運輸、貨運代理、船舶代理、堆場及倉儲服務在內的綜合物流服務；

及

• 從事提供乾散貨船舶租賃、空運代理、土地租賃及其他服務。

董事認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Resourceful 

Link Management Limited，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Better Master 

Limited。

1.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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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的披露規定而編製。除另有註明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美元（「美元」）呈列，而當

中所有金額均約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審閱。其並無包括年度

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事項，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會計政策的變動及披露

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惟下列於本期間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之經修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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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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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新型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減（提早採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要性的定義

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如下文所述：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對業務的定義進行了澄清並提供額外指引。該項修訂明

確澄清，倘若構成一項業務，一組不可分割的活動及資產必須至少包括一項投入及一項實

質性過程，能共同顯著促進創造產出的能力。一項業務可以不具備所有創造產出所需的投

入和過程。該修訂删除了對市場參與者是否有能力購買業務並能持續產生產出的評估，轉

而重點關注所取得的投入和所取得的實質性過程是否共同顯著促進創造產出的能力。該修

訂縮小了產出的定義範圍，重點關注於向客戶提供的貨品或服務、投資收益或其他日常活

動收入。此外，該修訂為評估所取得的過程是否為實質性過程提供了指引，並引入了可選

的公允價值集中度測試，允許對所取得的一組活動和資產是否不構成業務進行簡化評估。

 本集團已就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發生的交易或其他事件提前應用該等修訂。該等

修訂並無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表現產生任何影響。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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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旨在處

理銀行同業拆息改革對財務申報的影響。該等修訂提供可在替換現有利率基準前的不確定

期限內繼續進行對沖會計處理的暫時性補救措施。此外，該等修訂要求公司須向投資者提

供與直接受該等不確定因素影響的對沖關係有關的額外資料。該等修訂並無對本集團之財

務狀況及表現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c)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為承租人提供可行權宜方法，讓承租人選擇不就因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直接導致的租金寬減應用租賃修訂會計法。可行權宜方法僅適用於因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而直接導致的租金寬減，且僅當(i)租賃款項變動導致租賃的經修訂代價與緊接

變動前的租賃代價大致相同或低於該代價；(ii)租賃款項的任何減少僅影響原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到期的付款；及(iii)租賃的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重大變動。該修訂於

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追溯生效，並允許提早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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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本集團辦公樓租賃的若干月

租款項已獲出租人減少或豁免，且租賃條款並無其他變動。本集團已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

日提早採納該修訂，並選擇不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直

接導致出租人授出的所有租金寬減應用租賃修訂會計法。因此，因租金寬減導致的租賃款

項減少45,000美元已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取消確認部分租賃負債並計入損

益入賬列為可變租賃付款。

(d)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提供了對重要性的全新定義。新定義指

出，如果遺漏、錯誤陳述或掩蓋有關資料能被合理預期會影響一般目的財務報表的主要用

戶基於該等財務報表所作出的決定，則有關資料即屬重大。修訂澄清，重要性將取決於資

料的性質或程度。該等修訂對本集團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並無任何影響。

2.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服務組織為業務單位，有兩個可呈報分部：

(a) 集裝箱航運物流分部，從事提供包括集裝箱運輸、貨運代理、船舶代理、堆場及倉儲服務

在內的綜合物流服務；及

(b) 乾散貨及其他分部，從事提供乾散貨船舶租賃、空運代理、土地租賃及其他服務。

鑒於現金及銀行結餘、衍生金融工具及其他未分配公司資產乃按集團基準管理，故分部資產並

不包括以上資產。

鑒於銀行借款、衍生金融工具、應付所得稅及其他未分配公司負債乃按集團基準管理，故分部

負債並不包括以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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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料基準

集裝箱航運物流 乾散貨及其他 合計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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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向外部客戶銷售 731,960 733,123 10,983 12,958 742,943 746,081

      

分部業績 123,337 108,591 1,997 4,442 125,334 113,033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6,000 6,318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

益的債務投資利息收入 – 264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保本

投資存款投資收入 120 423

財務成本 (6,926) (6,936)
  

除稅前利潤 124,528 113,102
  

集裝箱航運物流 乾散貨及其他 合計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1,185,034 1,014,505 142,176 145,184 1,327,210 1,159,689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485,465 589,855
  

總資產 1,812,675 1,749,544
  

分部負債 331,324 431,302 3,142 479 334,466 431,781
    

對賬：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444,480 298,193
  

總負債 778,946 72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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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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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6,000 6,318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債務投資利息收入 – 264

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的保本投資存款投資收入 120 423

政府補貼* 1,651 996

其他 4 94
  

7,775 8,095
  

收益淨額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淨額 30 124

衍生工具－不符合對沖交易淨額的公允價值收益 327 360

匯兌差額淨額 4,137 3,055
  

4,494 3,539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2,269 11,634
  

* 該款項指(i)本集團的集裝箱航運物流業務獲中國大陸若干政府機構的補貼，且並無附帶任

何未實現的條件或或然事項及(ii)香港「保就業」計劃的補貼規定在補貼期承諾不裁員，並

將所有工資補貼用於僱員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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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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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利息 3,888 4,461

租賃負債利息 2,987 2,438

對修復成本撥備隨時間過去而產生的貼現金額增加 51 37
  

財務成本總額 6,926 6,936
  

5. 除稅前利潤

本集團除稅前利潤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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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所提供服務的成本：

所消耗的船用燃油成本 85,703 100,367

其他 498,713 502,806
  

584,416 603,17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3,853 32,845

減：計入所提供服務的成本 (32,213) (30,811)
  

1,640 2,034
  

使用權資產折舊 22,394 16,939

減：計入所提供服務的成本 (20,790) (15,969)
  

1,604 970
  

現金流量對沖（轉撥自股本）的公允價值虧損淨額* 881 779

撥回貿易應收款項減值淨額* – (2)
  

* 該等項目乃計入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其他開支淨額」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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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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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

中國大陸 1,176 444

香港 275 318

其他地區 3,438 3,557
  

本期間稅項開支總額 4,889 4,319
  

期內，香港利得稅乃就估計香港應課稅利潤按16.5%（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5%）的稅率撥備，惟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為利得稅兩級制下的合資格實體。該附屬公司首

2,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00,000港元）應課稅利潤按8.25%的稅率

納稅，餘下的應課稅利潤則按16.5%的稅率納稅。中國大陸及其他地方的應課稅利潤的稅項乃按

本集團營運所在司法權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佔合營公司及聯營公司所得稅開支1,190,000美元（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46,000美元）已計入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應佔

合營公司及聯營公司的利潤及虧損」項下。

7. 中期股息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舉行的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議決宣派中期股息

每股22港仙（相當於2.84美仙）（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港仙），合共76,082,000

美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1,44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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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股東應佔的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金額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利潤及於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減本公司股

份獎勵計劃項下持有的股份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按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利潤為基準計算，計算時所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以

下三者之和：(i)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ii)假設在所有未行使購

股權被視為獲行使時已無償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及(iii)假設在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項下所

持股份的所有權利被視為獲行使時已無償授予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金額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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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用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118,610 107,96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股份數目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期內已發行普通股（扣除股份獎勵計

劃所持股份）加權平均數 2,658,016,795 2,652,743,357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2,675,390 7,442,298

股份獎勵計劃項下持有的股份 16,746,116 16,543,428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用期內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677,438,301 2,676,729,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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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款項

附註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a) 53,959 70,870

減值 (c) (188) (319)
  

53,771 70,551
  

附註：

(a) 本集團與客戶訂立之交易條款主要以賒賬方式進行，惟新客戶通常需要預付款項。信貸期

一般為15日，選定客戶最多可達三個月。每名客戶均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對未償還應

收款項維持嚴謹之控制及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人員定期審核。鑒於以上所述及本集團之貿

易應收款項與大量不同類別客戶有關，因此並無重大信貸風險集中情況。本集團並無就其

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用保證。貿易應收款項不計息。

(b)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及扣除虧損撥備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43,437 60,916

一至兩個月 7,044 7,529

兩至三個月 1,885 1,046

超過三個月 1,405 1,060
  

53,771 7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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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集團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的簡化方法就預期信貸虧損計提撥備，該方法允

許就所有貿易應收款項使用全期預期虧損撥備。為計量預期信貸虧損，貿易應收款項已基

於共同信貸風險特徵及逾期天數劃分組別。就具有良好信譽的外部客戶應用的預期信貸虧

損率為0.108%（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108%）。信譽惡化（即逾期三個月以上）的

外部客戶將按個別基準就預期信貸虧損撥備進行評估。一般而言，貿易應收款項將於逾期

超過一年且無法採取強制執行行動時撇銷。

未逾期或未減值之應收款項與多名最近並無違約記錄的不同類型客戶有關。

(d)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計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者為分別應收本集團合營公司、聯營公

司及本集團控股股東（「控股股東」）楊紹鵬先生控制的公司之款項3,848,000美元（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614,000美元）、31,000美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000美元）

及191,000美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4,000美元），均須按與開給本集團選定客

戶相若的信用條款償還。

10. 貿易應付款項

(a)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款項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個月內 106,928 104,582

一至兩個月 22,510 22,706

兩至三個月 6,108 5,099

超過三個月 11,003 5,475
  

146,549 137,862
  

(b)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計入本集團貿易應付款項的4,000,000美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4,050,000美元）、14,562,000美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946,000美元）

及616,000美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44,000美元）分別為應付合營公司、聯營公

司及控股股東控制的公司之款項，其須於30天內償還。

(c) 貿易應付款項為免息及一般按介乎於15至45天的信貸期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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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況

業務回顧

海豐是亞洲領先航運物流集團公司之一，提供綜合運輸及物流解決方案。

(i) 集裝箱航運物流業務

本集團集裝箱航運物流業務涵蓋提供集裝箱運輸、貨運代理、船舶代理、堆場
及倉儲等綜合物流服務。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集裝
箱航運物流業務繼續提供集裝箱運輸及綜合物流服務，專注於亞洲區內市場，
原因是本公司相信亞洲區內貿易市場將繼續保持健康增長。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經營70條貿易航線，包括9條通過聯合服務
經營的貿易航線及27條通過集裝箱互換倉位安排經營的貿易航線。這些貿易航
線及陸上綜合物流業務網絡覆蓋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台灣、香港、越南、
泰國、菲律賓、柬埔寨、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文萊的72個主要港口。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經營一支由86艘船舶組成的船隊，總運力
達到125,403標準箱，當中包括59艘自有船舶（81,571標準箱）及27艘租賃船舶
（43,832標準箱），平均船齡為10.8年。這86艘船舶當中49艘為1,000標準箱型。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3,044百萬美元的資本開支支出中，45,722

百萬美元用於購置船舶。此外，本集團也經營（包括合資經營）約1,195,911平方
米堆場及91,700平方米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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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集裝箱航運物流業務賺取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733.1百萬美元減少約0.2%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732.0

百萬美元。該減少乃主要由於(i)來自集裝箱航運及延伸物流業務的收入由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668.4百萬美元減少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
655.7百萬美元；及(ii)其他集裝箱物流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約64.8百萬美元增長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76.3百萬美元的合併影響所致。

(ii) 乾散貨及其他業務

本集團的乾散貨及其他業務涵蓋提供乾散貨船舶租賃、土地租賃及空運代理服
務。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6艘乾散貨船舶，總噸位438,595載
重噸，平均船齡7.6年。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集團乾散貨及其他業務賺取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3.0百萬美元減少約15.4%至約11.0百萬美元。該減少乃
主要由於乾散貨船舶平均日租金減少。

隨著本集團業務規模的持續擴張，本公司將繼續優化我們獨特的業務模式，擴
大亞洲區內服務網路，力爭成為客戶的首選。同時，本公司將把握船舶價格走
勢，繼續優化本集團的船隊結構，以滿足業務發展的需要，並鎖定長期成本優
勢。本集團不斷更新完善組織流程及資訊系統及提升運營效率，向成為世界級
綜合物流服務解決方案供應商的目標邁進。



— 19 —

財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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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裝箱航運物流 乾散貨及其他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731,960 733,123 10,983 12,958 742,943 746,081

銷售成本 (575,425) (594,800) (8,991) (8,373) (584,416) (603,173)
      

毛利 156,535 138,323 1,992 4,585 158,527 142,908

其他收入及收益（不包括銀行利息
收入及其他投資收入） 6,142 4,629 7 – 6,149 4,629

行政開支 (42,778) (37,954) (38) (43) (42,816) (37,997)

應佔以下公司的利潤：
合營公司 4,161 4,180 36 (99) 4,197 4,081

聯營公司 162 197 – – 162 197

其他開支淨額 (885) (784) – (1) (885) (785)
      

分部業績 123,337 108,591 1,997 4,442 125,334 113,033

財務成本 (6,926) (6,936)

銀行利息及其他投資收入 6,120 7,005
  

除稅前利潤 124,528 113,102

所得稅 (4,889) (4,319)
  

期內利潤 119,639 108,783
  

以下各項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東 118,610 107,964

非控制權益 1,029 819
  

119,639 108,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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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總額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746.1百萬美元減少約
0.4%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742.9百萬美元。該減幅主要歸因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集裝箱航運及延伸物流業務的平均運費及集裝箱運量均錄得下降。

銷售成本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603.2百萬美元減少約
3.1%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584.4百萬美元。該減少主要歸因於集裝箱航運及延伸物
流業務的船用燃油成本減少。

毛利及毛利率

基於上述原因，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42.9百萬美元增加
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58.5百萬美元。本集團的毛利率由截至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9.2%增加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21.3%。

其他收入及收益（不包括銀行利息收入及其他投資收入）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及收益（不包括銀行利息收入及其他
投資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4.6百萬美元增加約1.5百萬美元
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6.1百萬美元。該增長主要歸因於匯兌收益同比增加約1.1百萬
美元。

銀行利息收入及其他投資收入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銀行利息收入及其他投
資收入分別約為6.1百萬美元及7.0百萬美元。該減少主要歸因平均存款利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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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38.0百萬美元增加至二
零二零年同期的約42.8百萬美元，相當於增加約12.6%。該增幅主要是由於員工成本
整體上升所致。

其他開支淨額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開支淨額分別約為
0.9百萬美元及0.8百萬美元。該等金額並無重大變動。

財務成本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財務成本約為6.9百萬美
元。該金額並無重大變動。

應佔合營公司利潤

本集團的應佔合營公司利潤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4.1百萬美元
增加約2.4%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4.2百萬美元。該金額並無重
大變動。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利潤均約為
0.2百萬美元。該等金額並無重大變動。

除稅前利潤

基於上述原因，本集團的除稅前利潤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
113.1百萬美元增加約10.1%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124.5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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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分別約為
4.9百萬美元及4.3百萬美元。該增幅主要歸因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應課稅利潤增加。

期內利潤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利潤約為119.6百萬美元，較二零一
九同期的利潤約108.8百萬美元增加約9.9%，即約10.8百萬美元。

集裝箱航運物流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本集團集裝箱航運物流分部的收益表數據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金額 佔分部收入

百分比
金額 佔分部收入

百分比（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表數據：
分部收入 731,960 100% 733,123 100%
集裝箱航運及延伸物流收入 655,694 89.6% 668,369 91.2%
其他集裝箱物流收入 76,266 10.4% 64,754 8.8%
銷售成本 (575,425) (78.6%) (594,800) (81.1%)
設備及貨物運輸成本 (308,102) (42.1%) (328,238) (44.8%)
航程成本 (119,288) (16.3%) (133,248) (18.1%)
集裝箱航運船舶成本 (83,362) (11.4%) (79,569) (10.9%)
其他集裝箱物流成本 (64,673) (8.8%) (53,745) (7.3%)
毛利 156,535 21.4% 138,323 18.9%
其他收入及收益（不包括銀行利
息收入及其他投資收入） 6,142 0.8% 4,629 0.6%
行政開支 (42,778) (5.9%) (37,954) (5.3%)
其他開支淨額 (885) (0.1%) (784) (0.1%)
應佔以下公司的利潤：
合營公司 4,161 0.6% 4,180 0.6%
聯營公司 162 0.1% 197 0.1%

    

分部業績 123,337 16.9% 108,591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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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業績

下表載列於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本集團貿易航線數目及每週靠港次
數，以及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平均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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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運費 

（每標準箱美元，不含互
換倉位費率）

貿易航線數目 每週靠港次數

541.3 545.8 70 63 426 379

收入

本集團集裝箱航運物流業務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733.1百
萬美元減少約0.2%至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732.0百萬美元。該減
少乃主要由於(i)集裝箱航運量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1,179,341標準
箱減少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1,152,242標準箱；(ii)平均集裝箱航運運費（不包括互換倉
位費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545.8美元╱標準箱減少至二零二
零年同期的541.3美元╱標準箱；及(iii)其他集裝箱物流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約64.8百萬美元增長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76.3百萬美元的合併影響
所致。

銷售成本

本集團海上物流業務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594.8百
萬美元減少約3.3%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575.4百萬美元。該減少主要歸因於船用燃
油成本下跌。

毛利及毛利率

基於上述原因，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集裝箱航運物流業
務的毛利約156.5百萬美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的約138.3百萬美元增加約18.2百萬美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集裝箱航運物流業務
的毛利率分別約為21.4%及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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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不包括銀行利息收入及其他投資收入）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收入及收益（不包括銀行利息收入及其他
投資收入）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的約4.6百萬美元增加至約6.1百萬美元。該增長主要歸因
於匯兌收益同比增加約1.1百萬美元。

行政開支

本集團集裝箱航運物流業務的行政開支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
38.0百萬美元增加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42.8百萬美元。該金額的變動主要是由於員
工成本整體上升所致。

其他開支淨額

其他開支淨額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0.8百萬美元增加至二零二
零年同期的約0.9百萬美元。該金額並無重大變動。

應佔合營公司利潤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應佔合營公司的集裝箱航
運物流業務利潤均約為4.2百萬美元。該等金額並無重大變動。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的集裝箱航
運物流業務利潤均約為0.2百萬美元。該等金額並無重大變動。

分部業績

基於上述原因，本集團集裝箱航運物流業務的分部業績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的約108.6百萬美元增加約13.5%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123.3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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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散貨及其他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本集團的乾散貨及其他分部的收益表數據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金額 佔分部收入
百分比

金額 佔分部收入
百分比（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表數據：
分部收入 10,983 100% 12,958 100%

乾散貨業務 10,216 93.0% 12,218 94.3%

其他業務 767 7.0% 740 5.7%

銷售成本 (8,991) (81.9%) (8,373) (64.6%)

乾散貨業務 (8,629) (78.6%) (8,010) (61.8%)

其他業務 (362) (3.3%) (363) (2.8%)

毛利 1,992 18.1% 4,585 35.4%

其他收入及收益（不包括銀行利
息收入及投資收入） 7 0.1% – –

行政開支 (38) (0.3%) (43) (0.3%)

其他開支淨額 – – (1) (0.1%)

應佔以下公司利潤及虧損：
合營公司 36 0.3% (99) (0.7%)

    

分部業績 1,997 18.2% 4,442 34.3%
    

收入

本集團乾散貨及其他業務的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13.0百萬
美元減少約15.4%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11.0百萬美元。該減少主要歸因於乾散貨業
務收入減少，詳情載列如下：

• 乾散貨業務。本集團的乾散貨業務收入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約12.2百萬美元減少約16.4%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10.2百萬美元。其主要反
映乾散貨船舶平均日租金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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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業務。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
業務收入分別約為0.8百萬美元及0.7百萬美元。該金額並無重大波動。

銷售成本

本集團乾散貨及其他業務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8.4

百萬美元增加約7.1%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9.0百萬美元。該增加主要為以下各項的
合併影響：

• 乾散貨業務。本集團的乾散貨業務的銷售成本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約8.0百萬美元增加約7.5%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8.6百萬美元，其主要
反映本集團的乾散貨船舶營運成本增加。

• 其他業務。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
業務的銷售成本均約為0.4百萬美元。該金額並無變動。

毛利及毛利率

基於上述原因，本集團乾散貨及其他業務的毛利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約4.6百萬美元減少約56.5%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2.0百萬美元。本集團乾散貨及
其他業務的毛利率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35.4%減少至二零二零
年同期的約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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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乾散貨及其他業務的行政
開支均少於約0.1百萬美元。該金額並無重大變動。

應佔合營公司利潤╱虧損

本集團應佔合營公司乾散貨及其他業務的盈利╱虧損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錄得虧損約0.1百萬美元變為二零二零年同期盈利少於約0.1百萬美元，其主要
由共同控制空運代理公司進入清算註銷程序所致。

分部業績

基於上述原因，本集團乾散貨及其他業務的分部業績由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約4.4百萬美元減少約54.5%至二零二零年同期的約2.0百萬美元。

流動資金、財務及資本資源

本集團的總資產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1,749.5百萬美元增加約3.6%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約1,812.7百萬美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約466.9百萬美元，主要以美元、人民幣、日圓及其他貨幣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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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總負債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730.0百萬美元增加約6.7%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約778.9百萬美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有抵
押計息銀行貸款約422.2百萬美元。到期還款期限分散，約92.2百萬美元於一年內或應
要求償還，約67.3百萬美元於第二年償還，約151.1百萬美元於第三年至第五年償還及
約111.6百萬美元於五年後償還。

此外，本集團承受交易貨幣風險。有關風險來自經營單位以單位功能貨幣以外貨幣銷
售或購買。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對沖於報告期末有確實承擔的約13.6%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0%）的外幣銷售額。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約為1.7，
而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3。本集團使用資本負債比率（債務淨額除以經
調整資本加債務淨額）監控資本。本集團的政策是維持穩健的資本負債比率。債務淨
額包括計息銀行借款、租賃負債、修復成本撥備、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而減去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經調整資本包括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
益減對沖儲備。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
本負債比率分別為23%及18%。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貸款乃以本集團集裝箱船舶的按揭抵押，其於
報告期末的賬面值總額約為700.3百萬美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89.2百萬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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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合共1,589名（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1,417名）
全職僱員（不含船員）。期內有關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55.1百萬美元（二零一
九年六月三十日：47.1百萬美元）。本集團根據個人的實力及發展潛力，聘用及晉升該
等人士。本集團會參考企業表現、個人表現及現時市場薪金水平釐定全體僱員（包括
董事）的薪酬待遇。此外，本集團設有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首次公開發售後
購股權計劃，並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三日採納股份獎勵計劃（「股份獎勵計劃」）。有關
該等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的進一步詳情可於本公司中期報告內查閱。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共交付兩艘新集裝箱船舶，另有五艘新
集裝箱船舶將於未來一年內交付。除另有指明外，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在止
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並無其他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其附屬公司及聯營
公司。

有關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本公司將繼續在適當時購買集裝箱船舶、乾散貨船舶及集裝箱以及投資物流項目。本
公司預期內部財務資源及銀行借款將足夠應付所需的資金需求。除所披露者外，於本
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其他有關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中期股息

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已議決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向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星期三）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
名冊的股東宣派中期股息每股22港仙（相當於2.84美仙）（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18港仙）。股息預計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七日（星期四）或之前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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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無本公司股東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股息的安排。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保獲派發建議的中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七日（星期一）至二
零二零年九月九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此期間將
不會辦理股份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獲派發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
票必須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四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遞交至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
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

樓1712-1716室），以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及贖回股份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三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日的公告，內容有
關採納購股權計劃及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授出獎勵股份。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七日至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九日期間，股份獎勵計劃的信託人已就股
份獎勵計劃目的於市場上購買合共6,769,105股股份，總代價約49.1百萬港元。

除於上文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公司治理

本公司致力於維持嚴格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旨在提升投資者信心及本公司的問責性
及透明度。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且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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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以及按不比標準守則寬鬆的條款，自行制定有關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
守則（「公司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已遵守標準守則及公司守則的規定標準。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
體查詢後，彼等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已遵守標準守則及
公司守則的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其成員現時包
括盧永仁博士、魏偉峰博士及審核委員會主席徐容國先生。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的管
理層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常規，並討論內部控制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
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刊發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刊發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本
公司網站(http://www.sitc.com)。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
告載有上市規則所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可於上述網站
閱覽。

承董事會命
海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楊紹鵬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楊紹鵬先生、楊現祥先生、劉克誠先生、薜鵬先生、薛明元先生
及賴智勇先生；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容國先生、楊國安先生、盧永仁博士及魏偉峰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