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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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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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17)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於報告期間：

• 本公司的收入為人民幣615,318千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13.4%；

•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淨額為人民幣151,129千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7.1%；

• 本公司每股盈利為人民幣9.10分；及

• 董事會不建議向股東派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日照港裕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
佈本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報告期間」）的經審核財務業績（「全
年業績」），連同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全年業績已由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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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615,318 542,783

銷售成本 (379,161) (303,218)  

毛利 236,157 239,565

其他收入 6 7,700 8,170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272 (561)

減值虧損回撥 259 9

銷售及分銷開支 (3,901) (4,534)

行政開支 (14,251) (13,752)

上市開支 – (12,363)

融資成本 7 (24,397) (27,812)  

除所得稅前溢利 8 201,839 188,722

所得稅開支 9 (50,710) (47,59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及 

全面收益總額 151,129 141,1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的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以人民幣列示） 10 9.10分 9.7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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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表

於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1,849,524 1,917,310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1,198 985
投資物業 13 302,996 310,771
無形資產 2,910 1,888
其他非流動資產 1,242 1,375  

2,157,870 2,232,329  

流動資產

存貨 3,912 4,09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48,012 67,020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的應收票據 15 11,000 7,956

合約資產 1,490 1,7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80,280 198,107  

344,694 278,91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34,144 38,014
合約負債 150 84
租賃負債 17 2,677 13,312
預收租賃款項 18 2,375 2,375
銀行借款 – 25,000
應付所得稅 7,452 7,171  

46,798 85,956  

流動資產淨值 297,896 192,95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455,766 2,42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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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7 205,198 207,875
預收租賃款項 18 19,594 21,969
銀行借款 – 75,000
遞延稅項負債 5,662 6,450  

230,454 311,294  

資產淨值 2,225,312 2,113,99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9 1,660,000 1,660,000
儲備 565,312 453,992  

權益總額 2,225,312 2,11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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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變動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公積 法定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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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0年1月1日的結餘 1,660,000 105,245 159,077 30,763 158,907 2,113,992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151,129 151,129      

與擁有人的交易

轉撥法定儲備 – – – 15,845 (15,845) –

已付股息 11 – – – – (39,809) (39,809)      

與擁有人的交易總額 – – – 15,845 (55,654) (39,809)      

於2020年12月31日的結餘 1,660,000 105,245 159,077 46,608 254,382 2,22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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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公積 法定儲備 保留溢利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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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9年1月1日的結餘 1,200,000 – 159,077 16,385 32,154 1,407,616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 – – – 141,131 141,131      

與擁有人的交易

公開發售發行新股 19 400,000 127,820 – – – 527,820

超額配售發行股份 19 60,000 19,002 – – – 79,002

上市開支 – (41,577) – – – (41,577)

轉撥法定儲備 – – – 14,378 (14,378) –      

與擁有人的交易總額 460,000 105,245 – 14,378 (14,378) 565,245      

於2019年12月31日的結餘 1,660,000 105,245 159,077 30,763 158,907 2,11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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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公司資料

日照港裕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為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及總部位於中國山
東省日照市海濱五路南首。

本公司的直接控股公司為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日照港股份」），一
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及交易（股份代號：600017）。董事認為，於 2020年10月26日前，
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為日照港集團有限公司（「日照港集團」），一家
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自 2020年10月26日起，山東省港口集
團有限公司（「山東省港口集團」），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並由山東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最終控制的國有企業，
成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日照港集團成為本公司之中間控股公司。

本公司主要於中國山東省日照市從事港口經營，為客戶提供包括裝卸、
泊位租賃、港務管理、堆存及物流代理服務等綜合性港口相關服務。
經營貨物種類主要涵蓋大豆、木片、木薯乾，以及包括玉米和小麥
在內的較小規模的其他貨種。

除另有說明外，該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且所有數
值入整至最接近之千位數。

2. 編製基準

該等年度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
事會」）頒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
計準則（「國際會計準則」）以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國際財務
報告詮釋委員會」）及常務詮釋委員會（「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編製。《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一詞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詮釋。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公
司條例的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 8 –

編製該等財務報表所採用的重大會計政策概述如下。除非另有說明，
否則該等政策一直適用於所有呈列年份。採納新訂或經修訂《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及其對財務報表的影響（如有）於附註 3披露。

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允價值列賬的應收票據除外。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2020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公司已首次應用以下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的
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其與本公司的營運有關，並於
2020年1月1日開始的年度期間對本公司的財務報表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國際會
計準則》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編製及
呈列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本公司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8號（修訂本）「重大的定義」

該等修訂澄清重大的定義，並訂明「倘資料遺漏、錯誤或模糊而合
理預期會對通用財務報表之主要使用者基於該等財務報表（提供特
定報告實體的財務資料）作出的決定造成影響，則有關資料屬重大」。
重大性取決於有關資料的性質或重要性或兩者。

修訂亦：

• 於考慮重要性時引入資料模糊不清的概念，並舉例說明可能會
導致重大資料模糊不清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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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澄清重大性評估亦須計及重大性定義中用「合理預期會造成影
響」代替「會影響」會如何合理預期會對主要用戶作出之經濟決
策造成影響；及

• 澄清重大性評估亦須計及通用財務報表的主要用戶（即就大部
分彼等所需要財務資料而依賴通用財務報表的現有及潛在投資者、
債務人及其他債權人）所提供的資料。

該等修訂的應用對本公司的財務報表概無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該等財務報表獲批准日期，若干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已獲頒佈，但尚未生效，且本公司未有提早採納。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 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本） 參照概念框架 6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國際會
計準則》第39號、《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 7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
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國際
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
企業之間出售或投入資產 5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關租金 

寬減 1

《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流動或非流動負債分類 4

《國際會計準則》第 16號（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
途前所得款項 3

《國際會計準則》第 37號（修訂本） 虧損合同－履行合同的成本 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
進，2018年至2020年 3

1 於2020年6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2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2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生效日期待確定
6 適用於收購日期為 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年度期間開始之日或之

後的業務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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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預計，所有修訂將於修訂生效日期或之後開始之首個期間之本
公司會計政策中獲採納，且該等修訂預期不會對本公司財務報表構
成重大影響。

4. 收入

本公司於年內確認的收入如下：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合約收入－提供服務 534,094 464,655

投資物業所得租賃收入 81,224 78,128  

總收入 615,318 542,783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客戶合約收入分類

本公司通過於一段時間內及某一時間點於中國提供以下類別服務
獲取收入：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服務種類

裝卸服務 459,063 406,315

堆存服務 12,443 23,551

港務管理服務 13,839 11,673

物流代理服務 48,749 23,116  

合計 534,094 464,655
  

收入確認時間

一段時間內 485,345 441,539

某一時間點 48,749 23,116  

合計 534,094 46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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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部資料

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言，向本公司董事會（即主要經營決策者）
所呈報的資料針對源自提供貨物裝卸及堆存服務以及配套服務的收入。

本公司管理層認為，本公司有一個可呈報的經營分部。除實體範圍
的披露外，概未呈列經營分部資料。

地理資料

本公司的收入及溢利全部源自中國。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

主要客戶相關資料

下表列載於報告期間佔本公司總收入貢獻達10%以上的客戶的收入。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A 76,684 64,017

客戶B （附註） 58,581
  

附註： 本公司與該客戶進行交易，惟交易金額低於2020年度收入的10%。

6. 其他收入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收入 1,840 664

政府資助（附註） 5,050 6,000

其他 380 569

匯兌收益 430 937  

7,700 8,170
  

附註： 政府資助主要為政府就經營及開發活動授出之資助以及向本公司批出
之資助，均屬於無條件授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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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融資成本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開支
－銀行借款利息 3,572 6,175
－租賃負債利息 20,825 21,637  

24,397 27,812
  

8. 除所得稅前溢利

除所得稅前溢利乃經（計入）╱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物業所得租賃收入 81,224 78,128
減：投資物業產生的直接營運開支 (7,775) (7,775)  

投資物業所得租賃收入淨額 73,449 70,353  

核數師薪酬 525 1,607
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 87,927 84,031
－使 用權資產 19,626 19,100
－投資物業 7,775 7,775

無形資產攤銷 284 268  

於損益扣除的折舊及攤銷總額 115,612 111,174  

租賃開支：
－於  2019年1月1日初步應用《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的短期租
賃或租賃期少於12個月的租賃 103 457

－低價值物品的租賃 212 470
董事及監事酬金 1,007 863
其他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及監事酬金）：
－薪金、津貼及其他福利 47,218 41,95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附註） 8,159 14,232  

員工成本總額 56,384 57,046
  

附註： 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享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社保費
用減免優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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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開支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51,498 49,423

遞延稅項 (788) (1,832)  

50,710 47,591
  

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按根據中國適用所得稅法律法規計算得出的預
計應課稅溢利作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
得稅法實施條例》，本公司於2020年的稅率為 25%（2019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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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151,129 141,131
  

2020年 2019年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1,660,000,000 1,443,232,877
  

2020年 2019年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9.10 9.78
  

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包括（i）根據
發售發行的 400,000,000股普通股及（ii）如附註19所披露的超額配
售普通股的影響。

(b) 每股攤薄盈利

於截至2020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均沒有發行具潛在攤薄影
響的普通股。因此，每股基本盈利等於每股攤薄盈利。



– 15 –

11.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期間宣派及派付截至2019年12

月31日止末期股息人民幣 39,809,000元（2019年：支付 2018年宣派的股
息人民幣 250,000,000元）。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任何股息（2019年：約人民幣 40,000,000元）。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以人民幣3,594,000元（2019年：人
民幣6,889,000元）的成本增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不包括在建工程及
使用權資產，主要為港務設施、樓宇、裝載設備及通訊設施以及其
他設備）。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按賬面值人民幣436,000元（2019年：
按賬面值人民幣941,000元出售，錄得出售虧損人民幣 907,000元）撇銷
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 至 2020年12月31日 止 年 度，本 公 司 以 人 民 幣36,609,000元（2019年：
人民幣489,663,000元）的成本添置在建工程，其中人民幣 221,126,000元
（2019年：人民幣280,124,000元）則轉撥至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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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投資物業

港務設施

人民幣千元

於2019年1月1日

成本 399,318

累計折舊 (80,772) 

賬面淨值 318,546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期初賬面淨值 318,546

折舊 (7,775) 

期末賬面淨值 310,771
 

於2019年12月31日及2020年1月1日

成本 399,318

累計折舊 (88,547) 

賬面淨值 310,771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期初賬面淨值 310,771

折舊 (7,775) 

期末賬面淨值 302,996
 

於2020年12月31日

成本 399,318

累計折舊 (96,322) 

賬面淨值 302,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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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23,975 32,700

減：貿易應收款項的預期信貸虧損 

（「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588) (847)  

23,387 31,853  

預付款項 686 272

增值稅應收款項 23,939 34,895  

24,625 35,167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48,012 67,020
  

本公司向其客戶授出 15至90日的信貸期。根據發票日期，貿易應收
款項（扣除預期信貸虧損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17,911 20,383

31至60日 1,766 9,057

61至90日 3,689 2,048

90日以上 21 365  

23,387 3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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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按公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應收票據

下表載列根據到期日呈列的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3個月內 9,700 7,956

超過3個月但少於6個月 1,300 –  

11,000 7,956
  

1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應付關聯方款項 1,740 7,519

－應付第三方款項 5,565 6,835  

7,305 14,354  

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關聯方款項 13,761 14,672

－其他應付稅款 – 409

－應付工資 3,293 2,779

－一年內到期應付保證金 7,280 1,576

－其他應付款項 2,505 4,224  

26,839 23,660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34,144 3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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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獲其供應商授予的信貸期介乎 30至90日。根據發票日期，貿
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30日 5,803 11,674

31至60日 494 1,419

61至90日 376 947

90日以上 632 314  

7,305 14,354
  

17. 租賃負債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最低租賃付款總額：
1年內到期 22,929 34,136

第2至第5年內到期 83,877 86,441

第5年後到期（含合理確定會行使） 614,605 634,971  

721,411 755,548

減：未來租賃負債融資費用 (513,536) (534,361)  

租賃負債現值 207,875 22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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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最低租賃付款現值：
1年內到期 2,677 13,312

第2至第5年內到期 4,403 6,465

第5年後到期 200,795 201,410  

207,875 221,187

減：1年內到期的款項（於流動負債項下
呈列） (2,677) (13,312)  

1年後到期的款項 205,198 207,875
  

18. 預收租賃款項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預先收取的租賃款項 21,969 24,344

減：歸類為流動負債－預收租賃款項 (2,375) (2,375)  

租賃款項的非流動部分 19,594 2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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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股本

外資股 內資股 H股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之
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於2019年1月1日 360,000,000 840,000,000 – 1,200,000,000 1,200,000

外資股轉換為H股 (360,000,000) – 360,000,000 – –

股本發行 – – 460,000,000 460,000,000 460,000     

於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及 

2020年 12月31日 – 840,000,000 820,000,000 1,660,000,000 1,660,000
     

本 公 司360,000,000股 股 份 於 2019年1月1日 為 外 資 股，於2019年6月19
日上市後轉換為本公司H股。

於2019年6月19日，400,000,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H股股
份按每股1.50港元的發行價發行。

於2019年7月12日，額外60,000,000份超額配股權獲行使，而本公司相
應發行60,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H股股份，已按發行價每股1.50
港元發行。

20. 資本承擔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 
但未撥備的資本開支 74,457 99,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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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總體形勢

宏觀經濟形勢

2020年，面對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新冠疫情」）、國際政經格局深刻
變化，中國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隨著
復工復產、復商復市政策的持續推進，以及「六穩」「六保」政策的落地，
中國經濟在全球率先實現恢復性增長，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2.3%（數
據來源：中國政府工作報告）。2020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人民幣 32.16

萬億元，同比增長1.9%，全年中國進出口總值雙雙創歷史新高，國際市
場份額也創歷史最好紀錄，成為全球唯一實現貨物貿易正增長的主要
經濟體（數據來源：中國海關數據）。

港口行業運行情況

2020年，中國港口完成貨物吞吐量 145.5億噸，同比增長 4.3%；內、外貿吞
吐量分別完成 100.5億噸和45.0億噸，同比分別增長 4.4%和4.0%；中國港
口貨物吞吐量相對保持較高的增長態勢。（資料來源：中國交通運輸部）

隨著國內市場需求的帶動，中國糧食進口增幅明顯，2020年，中國糧食
進口總量為14,262.1萬噸，同比增加3,117.5萬噸，增幅27.97%。其中大豆進
口量 10,032.7萬噸，同比增長 13.3%，佔糧食進口總量的 70.3%；穀物進口
3,579.1萬噸，同比增長 99.8%；玉米進口量突破 1,000萬噸，達到為 1,129.6

萬噸；其他大麥、高粱、大米、木薯等貨物進口量均增加。（數據來源：中
國海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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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財務回顧

整體回顧

2020年，本公司強化資源統籌和貨源開發，克服市場環境的不利影響，
搭建穩外貿、保暢通、促增長的糧食物流「大通道」，積極開發玉米、高
粱等農產品業務，豐富糧食貨源結構，擴大糧食進口多元化發展，擴大
全程服務範圍，提升服務水平。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實現貨物吞吐量2,603萬噸，較2019年同期增長1%；
從各貨種分佈情況來看，木片吞吐量較 2019年同期有較大下滑，木薯乾
貨物吞吐量較同期略有下降，大豆、玉米及其他貨物較2019年同期增長。
糧食貨物吞吐量的增長彌補了木片貨物吞吐量下滑對公司收入和利潤
的影響。具體指標情況如下：

       

營業收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毛利 利潤總額 淨利潤

主要經營指標對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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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318

542,783

236,157 239,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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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民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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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615,318千元，較 2019年同期增
加人民幣72,535千元，增幅13.4%。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實現毛利人民幣236,157千元，較 2019年同期減少人
民幣3,408千元，減幅 1.4%。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實現利潤人民幣201,839千元，較 2019年同期增加人
民幣13,117千元，增幅7%。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實現淨利潤人民幣151,129千元，較 2019年同期增加
人民幣9,998千元，增幅7.1%。

財務回顧

收入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總收入較同期增加人民幣72,535千元，增幅13.4%。
主要是由於裝卸服務增加收入人民幣52,748千元，租賃業務增加收入3,096

千元；物流代理服務增加人民幣 25,633千元，裝卸、港務管理、物流代理
收入項目增加彌補了堆存服務收入的減少。

(1) 總收入

截至 12月31日止年度

期間變動

2020年 2019年 變動金額 變動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合約收入－提供服務 534,094 464,655 69,439 15.0%

投資物業所得租賃收入 81,224 78,128 3,096 4.0%    

總收入 615,318 542,783 72,535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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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服務類別劃分的客戶合約收入

截至 12月31日止年度

期間變動

2020年 2019年 變動金額 變動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服務類別

裝卸服務 459,063 406,315 52,748 13.00%

堆存服務 12,443 23,551 (11,108) (47%)

港務管理服務 13,839 11,673 2,166 18.6%

物流代理服務 48,749 23,116 25,633 110.9%    

總計 534,094 464,655 69,439 14.9%
    

於報告期間，裝卸服務由於糧食外貿進口貨類的業務量增加，帶動
收入同比增長13%。物流代理服務進一步延伸，包括鐵路和公路運
輸服務，帶動物流代理服務同比增長110.9%。

於報告期間，堆存服務收入減少主要是受疫情原因影響，影響了部
分貨物發運，為維護與客戶良好、長期的合作關係，與企業克服疫
情帶來的困難，體現良好的社會責任與擔當，本公司提供一定優惠
予受疫情影響物流發運的客戶。下半年外貿糧食進口貨物疏港週轉
及時，堆存期縮短，部分貨物尚未超出免堆期，造成堆存服務收入
較2019年同期減少。

於報告期間，港務管理服務收入與 2019年同期略有增加，保持相對
穩定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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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本公司處理的貨物包括大豆、木片、木薯乾以及玉米
和小麥等貨類。下表載列按貨種劃分的吞吐量分析。

單位：萬噸，百分比除外

2020年 2019年
貨種 吞吐量 分部佔比 吞吐量 分部佔比 變動比例

大豆 862 33.1% 790 30.6% 9.1%

木片 211 8.1% 362 14.0% (41.7%)

木薯乾 97 3.7% 103 4.0% (5.8%)

其他貨物 286 11.0% 115 4.5% 148.7%

泊位租賃 1,147 44.1% 1,208 46.9% (5.0%)     

合計 2,603 100.0% 2,578 100.0% 1.0%
     

貸種吞吐量對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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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

2020年，中國大豆進口量10,032.7萬噸，較2019年同期增加13.3%（資料來源：
中國海關數據）。本公司大豆吞吐量完成 862萬噸（2019年：790萬噸），其
中進口大豆佔中國大豆進口總量的8.4%，特別是在2020年第2季度以來，
貨源到港量增加，二、三季度累計接卸488萬噸，較2019年同期增加96萬噸，
且在2020年5月接卸大豆108萬噸，創造了多項生產組織紀錄，整體業務
情況利好。

木片

本公司木片業務較同期大幅下降，2020年完成貨物吞吐量211萬噸，較
2019年（2019年：362萬噸）同期下降41.7%。

木薯乾

本公司木薯乾業務保持相對穩定，於報告期的吞吐量為 97萬噸，較2019

年 (2019年：103萬噸 )同期減少6萬噸。

其他貨物

2020年，本公司加大了玉米、高粱等農產品業務的開發，同時統籌利用
泊位資源，兼顧接卸其他貨物業務，累計完成其他貨物吞吐量286萬噸，
佔2020年本公司總吞吐量11%，較2019年（2019年：115萬噸）同期增加 171

萬噸，彌補了木片貨源量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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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位租賃

本公司簽訂了一項長期租賃協議，將公司擁有的西 4#泊位、木 2#泊位和
木3#泊位出租給從事木漿生產的獨立第三方亞太森博（山東）漿紙有限
公司（「亞太森博」），租賃泊位業務量主要是亞太森博進口中轉的木片吞
吐量。亞太森博每年向我們支付固定的租金，並負責租賃泊位及相關泊
位設備的維護。

銷售成本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銷售成本為人民幣379,161千元，較 2019年同期人民
幣303,218千元增加人民幣 75.943千元，增幅25%，主要是本公司外包業務
增加和物流代理業務增長。

毛利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實現毛利人民幣236,157千元，較 2019年同期人民幣
239,565千元減少人民幣3,408千元，減幅1.4%，主要是堆存服務收入減少。

行政開支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行政開支總額為人民幣 14,251千元，較 2019年同期
行政開支總額人民幣13,752千元增加人民幣499千元，增幅3.6%，主要原
因是辦公樓宇修理項目的支出增加所致。

其他收入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其他收入為人民幣7,700千元，較2019年同期人民幣8,170

千元減少人民幣470千元，減幅5.8%，主要是獲得政府獎勵較去年有所減少。

融資成本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融資成本為人民幣 24,397千元，較 2019年同期人民
幣27,812千元減少人民幣3,415千元，減幅12.3%，主要是本公司提前償還
銀行借款而導致融資成本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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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的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 50,710千元，較 2019年同期
人民幣47,591千元增加人民幣 3,119千元或6.6%，主要是本公司的稅前利
潤增加所致。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由於前述原因，於報告期間，本公司的全面收益總額為人民幣151,129千元，
較2019年同期人民幣141,131千元增加人民幣 9,998千元，增幅7.1%。

流動資金及資金資源

本公司採取審慎的財政管理政策，以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本公司定期
監控現金流量及現金結餘，並致力維持最佳流動資金水平，以滿足其營
運資金需求。

本公司主要以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及銀行借款為其業務提供資金。
本公司現金的主要用途是用於營運資金及滿足其資本支出需求。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280.28百萬元（2019

年12月31日：人民幣198.107百萬元）。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並無向銀行借款（2019年12月31日：人民幣100

百萬元）。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總額與流動負債總
額的比率）為7.37倍（2019年12月31日：3.24倍）。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的負債比率（即計息借款總額與權益總額的比率）
為9.34%（2019年12月31日：15.2%）。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為人民幣300.484百萬元（2019

年同期：人民幣241.364百萬元）。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投資活動所用現金
淨額為人民幣 39.882百萬元（2019年同期：人民幣 512.455百萬元）。於報告
期間，本公司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人民幣178.429百萬元（2019年同期：
所得現金淨額為人民幣413.707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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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質押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並無抵押任何資產（2019年12月31日：無）。

或有負債

於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並無任何或有負債（2019年12月31日：無）。

資本支出

本公司的資本支出主要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本公司於報告期間
的資本支出為人民幣41.722百萬元（2019年同期：人民幣 519.666百萬元）。

重大投資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概無重大投資。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概無有關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未來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計劃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概無董事會授權的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增加計劃。



– 31 –

報告期後事項

持續關聯交易－山港國貿日照公司框架協議

於2021年2月23日，本公司與山東港口貿易集團日照有限公司（「山港國
貿日照公司」）訂立港口相關服務（銷售）框架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向
山港國貿日照公司提供裝卸服務、貨物監管服務及其他港口相關，服務
期自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結束之日起至 2023年12月31日止。有關詳情，
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2月23日的公告。

持續關聯交易－2021年業務外包協議

由於日期為 2019年11月18日的業務外包協議（「2019年業務外包協議」）於
2020年12月 31日屆滿，本公司於2021年2月23日與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嵐
山裝卸分公司訂立 2021年業務外包協議，以續訂 2019年業務外包協議，
期限自 2021年2月23日起至 2021年12月31日止。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
日期為2021年2月23日的公告。

持續關聯交易－修訂物業租賃（銷售）框架協議

於2021年2月23日，本公司與日照港集團有限公司（「日照港集團」）（為其
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訂立物業租賃（銷售）補充框架協議以增加一處
物業，即西 6#泊位，並修訂日期為2019年5月24日的物業租賃（銷售）框架
協議（經日期為2020年11月23日的物業租賃（銷售）補充框架協議修訂）項
下西 6#泊位之租賃交易年度上限。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21

年2月23日的公告。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報告期後，本公司概無進行任何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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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管理

本公司的經營活動主要在中國境內，且本公司絕大部分業務資產、負債、
經營收支均以人民幣計值或結算（外匯負債主要用於支付境外中介費用）。
因此，本公司認為概無重大外匯風險。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並
無訂立任何衍生工具合約，以對沖外匯風險。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0年12月31日，本 公 司 擁 有 合 共 329名 全 職 僱 員（2019年12月31日：
309名 僱 員），其 均 位 於 中 國。於 報 告 期 間，本 公 司 僱 員 成 本 為 人 民 幣
56.384百萬元。

本公司的薪酬政策根據僱員的崗位、資歷、工作表現及本公司生產經營
情況，將僱員薪酬與效益掛鈎。對於本公司的高級管理層，本公司實行
基本薪酬及績效薪酬政策。本公司每年對僱員的薪酬水平進行審查並
作出調整。本公司亦按中國國家、省市有關法律法規為僱員提供各種福
利待遇。

此外，為積極創建學習型企業、培養學習型員工，本公司為員工提供安全、
業務營運及技能等內部培訓，藉以提升與工作有關技能。

未來展望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嚴峻，中國經濟率先走出新冠疫情影響，但國
外新冠疫情影響對航運物流及貿易的影響仍存在不確定性。國際糧食
貿易備受關注，國際糧食價格持續上漲，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糧食進口國，
大豆進口已突破1億噸，玉米等穀物進口量創下歷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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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間，中國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
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糧食作為國家的重要民生物資，是服務好
國家「六穩」「六保」大局工作的重要內容，確保糧食安全有著至關重要的
戰略意義。「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全國養殖規模持續擴大，玉米、高
粱等飼料原料及大豆蛋白需求旺盛，國內供給缺口逐步放大，糧食進口
成為主流。

從國際貿易分析，受中國國內耕地面積及種植成本所限，未來大豆仍將
依賴進口，對大豆採取適度進口政策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組成
部分。從國內市場看，隨著國內肉類消費的快速增長，未來我國對大豆、
玉米、高粱等飼料糧及植物油的進口需求將持續增長。我們預計農產品
進口貿易將給本公司業務發展帶來機遇。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中國居民生產消費水平的提高，飼料和工業
轉化用糧消費繼續增加，糧食消費總量剛性增長，糧食消費結構不斷升
級。未來玉米、大小麥、高粱等雜糧進口呈現多元化。為此，本公司將重
點做好以下工作：

1. 加大市場開發力度

腹地企業產能提升規劃、港產城融合政策賦能、江海聯動發展戰略，
為公司糧食貨種持續上量打開了新的增長空間。本公司搶抓行業新
增產能帶來的機遇，積極拓展新業務，加大玉米、高粱、小麥、豌豆
等農產品的市場開發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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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耕糧食業務擴大腹地市場

深化與戰略客戶合作，擴大糧食中轉規模，拓展四川、甘肅、陝西腹
地大豆市場；發揮鐵路優勢，定製鐵路物流方案，開發川貴渝等中
西部玉米市場，保持玉米吞吐量持續增量，打造北方進口玉米分撥
基地。

3. 擴展發展新空間

發揮糧食業務龍頭優勢，拓展糧食發展空間。提升資源效能，實現
專業化運營、集約化發展，擴大糧食業務規模。

4. 堅持智慧綠色高效清潔生產

創新生產組織模式，統籌制定靠泊和堆存方案，提高泊位利用率；
分析筒倉、場地堆存模式，推行堆場定額管理，開發港外倉儲能力，
增加貨物週轉率；提高設備保障能力，發揮流程設備環保、高效優勢，
實現智慧綠色生產。

上市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本公司於 2019年6月19日（「上市日期」）以全球發售方式於聯交所上市，合
共460,000,000股H股（包括因悉數行使超額配股權而發行的H股）按發售價
每股1.50港元發行，經扣除專業費用、包銷佣金及其他相關上市開支後，
募集所得款項淨額合共人民幣546.414百萬元（「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5月31日之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述，本公司
已計劃使用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使
用約人民幣 382.49百萬元用於收購西 6#泊位；約人民幣 7.615百萬元用於
採購西 6#泊位的設備及機器；及約人民幣 54.641百萬元用於營運資金及
一般公司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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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9年

12月31日的

已使用金額

於2019年

12月31日的

未使用金額

於報告

期間的已

使用金額

於2020年

12月31日的

未使用金額

使用餘下首次

公開發售所得

款項的預期

時間（附註）

人民幣百萬 人民幣百萬 人民幣百萬 人民幣百萬

收購西 6#泊位 364.258 18.232 18.232 0

採購設備及機器 7.615 101.667 0 101.667 預計2022年12月31日
或之前悉數使用

營運資金及一般 

公司用途
54.641 0 0 0

    

合計 426.514 119.899 18.232 101.667
    

附註： 由於受新冠疫情及市場因素的影響，目前西6#泊位改造工程暫緩推進。於
2021年2月23日，本公司與日照港集團（為其本身及代表其附屬公司）訂立物業
租賃（銷售）框架補充協議，暫將西 6#泊位出租予日照港集團（為其本身及代表
其附屬公司），租賃期自臨時股東大會結束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以確
保公司在此期間內能獲得適當的經濟收益。隨著新冠病毒疫情控制進一步好
轉及市場發展逐步回穩，公司計劃將於 2022年推進西6#泊位改造施工。

本公司無意改變招股章程所載的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的用途，並將
根據擬定用途逐步使用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的餘額。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於達致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常規，堅信此對本公司的發展及
保障本公司股東（「股東」）權益至關重要。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不時審閱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本公司達致高水平的企業管
治水平，並符合股東及其他持份者的期望。

除下文所披露的偏離事項外，本公司於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已遵
守企業管治守則適用守則條文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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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4月3日起，張保華先生辭任非執行董事及董事長的職務，並不
再擔任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主席。因此，董事長及提名委
員會主席的職位空缺，偏離《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及第A.5.1條
所規定。

本公司於2020年5月18日舉行2019年度股東週年大會，王玉福先生獲委
任為非執行董事。王玉福先生亦獲委任為董事長及提名委員會主席。因
此，本公司期後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1及第A.5.1條所規定。

非執行董事及審計委員會成員退任及未能符合上市規則及審計委員會

工作細則

石汝欣先生（「石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辭任非執行董事職務，彼亦不再
擔任審計委員會成員，自2021年1月26日起生效。於石先生退任後，審核
委員會只有兩名成員。

石先生辭任非執行董事後，審計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因
此，審計委員會的成員人數低於上市規則第 3.21條及董事會審計委員會
職責及議事規則第4條所規定的最低人數。

陳磊先生 (「陳先生」)將於臨時股東大會獲提名為非執行董事。經股東於
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委任陳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後，董事會建議委任陳
先生為審計委員會成員。屆時，審計委員會的組成將符合上市規則第3.21

條及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職責及議事規則第 4條的規定。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
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及監事（「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
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及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及監事已確認其
於報告期內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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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向股東派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2019年：
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24元）。

業績回顧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業績由審計委員會審閱後並無異議。
本公司核數師致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同意本公司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業績公告所載之財務數字，與本公司年內經審
核財務報表所載數字一致。

股東週年大會及暫停辦理股東名冊登記

本公司將於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舉行股東週年大會，大會通告將於適
當時候，按照上市規則規定之方式向股東公佈及寄發。

為釐定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H股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2021年4月20日（星
期二）至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名冊登記，
期間不會辦理H股股份登記過戶。欲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H股股份持有人，
須於不遲於2021年4月19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將全部填妥的過戶
文件連同有關股票證書交回本公司H股股份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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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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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度報告

本年度業績公告將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rzportjurong.com)。根據適用於報告期間的上市規則規定，本公司將
向股東寄發載有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初步業績公告中所載關於
本公司的所有資料的2020年年報，並分別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的網站上刊登。

承董事會命
日照港裕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王玉福

中國，日照
2021年3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非執行董事王玉福先生；執行董事
賀照第先生；非執行董事馬之偉先生、黃文豪先生及姜子旦先生；獨立
非執行董事張子學先生、吳西彬先生及李文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