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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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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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23）

圓通速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YTO EXPRES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財務摘要

於報告期內：

• 本集團收益為約2,201.3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增加約22.3%（二零一九年

上半年：約1,800.1百萬港元）；

• 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95.5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5.1百

萬港元）；

• 空運業務之分部業績較二零一九年同期增加約107.9%至約165.0百萬港元（二零

一九年上半年：約79.4百萬港元）；及

• 國際快遞及包裹服務業務之分部業績較二零一九年同期大幅增加至約41.7百萬

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19.0百萬港元）。

圓通速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報告期」）的未經審
核綜合中期業績。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或其他
日期╱期間的相關財務數字亦已載列於本公告中，以作比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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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報告期內的中期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
務資料」審閱。此外，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進行審閱。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2,201,295 1,800,082
銷售成本 (1,829,320) (1,543,912)  

毛利 371,975 256,170
其他收入 8,392 6,048
行政開支 (252,950) (250,057)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下（確認）撥回的減值虧損淨額 (8,580) 834
其他得益或虧損 44 (795)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811 352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202 155
融資成本 (2,454) (3,953)  

除稅前溢利 117,440 8,754
所得稅開支 3 (20,835) (2,312)  

期內溢利 4 96,605 6,442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權益股東 95,456 5,143
非控股權益 1,149 1,299  

96,605 6,442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 5 23.03 1.25  

攤薄 5 23.03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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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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 96,605 6,44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經扣除稅項及重新分類調整後）：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盈餘 57 433

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產生的遞延稅項 35 (58)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應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入 (232) (190)

應佔合營企業其他全面收入 3 (56)

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4,398) (4,301)

於出售一家附屬公司後的重新分類調整 (446)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4,981) (4,172)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91,624 2,270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權益股東 90,454 1,689

非控股權益 1,170 58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91,624 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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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6,057 6,471

物業、廠房及設備 50,153 44,032

使用權資產 123,751 51,256

商譽 14,827 14,828

無形資產 9,205 11,244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6,623 16,045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7,925 7,720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1,926 8,427

遞延稅項資產 506 392  

230,973 160,415  

流動資產

貿易應收款項 7 664,282 561,283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48,410 53,197

合約資產 33,510 44,863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826 952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債務投資 7,411 7,580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 12,664 12,345

應收一家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2 –

應收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1,245 1,245

應收合營企業款項 3,434 7,233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2,624 11,730

應收一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2,888 42

給予一家聯營公司貸款 – 200

預付稅項 3,356 6,341

已抵押銀行存款 7,480 20,720

銀行結餘及現金 374,218 269,008  

1,172,350 996,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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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8 454,284 402,905
合約負債 1,611 6,464
應付股息 4,168 –

來自直接控股公司之貸款 – 30,000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141 2,763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4,683 128
稅項負債 18,493 3,629
租賃負債 43,696 47,242
銀行借款 38,793 30,565  

595,869 523,696  

流動資產淨值 576,481 473,04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07,454 633,458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8 3,307 3,855
租賃負債 106,727 23,557
遞延稅項負債 11,176 8,933  

121,210 36,345  

資產淨值 686,244 597,11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 41,676 41,676
儲備 639,762 548,929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681,438 590,605
非控股權益 4,806 6,508  

權益總額 686,244 59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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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初步公告所載中期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
惟乃摘錄自中期財務報告。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
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報告應與截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惟採納新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所導致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於本集團本會計期間內頒佈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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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號（修訂本），COVID-19相關租金寬減（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影響。

於本會計期間，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後，本集團已對該等財務報表
提前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Covid-19相關租金寬減。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修訂本）外，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訂準則或詮釋。採納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的影響載於下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Covid-19相關租金寬減

此修訂本提供可行權宜方法，允許承租人不評估直接由COVID-19疫情產生的若干合資格租金寬
減（「COVID-19相關租金寬減」）是否屬租賃修訂，而將該等租金寬減視作租賃修訂入賬。

本集團已選擇提早採納此修訂本且於中期報告期間對本集團獲授的所有合資格COVID-19相關租
金寬減應用可行權宜方法。因此，已收取的租金寬減已於觸發該等付款的事件或條件發生之期間
作為負可變租賃付款入賬，並於損益內確認。此舉對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期初權益結餘並無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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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報告包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說明附註。該等附註包括對了解本集團自二零一九
年年度財務報表刊發以來財務狀況及表現之變動而言屬重要之事件及交易之說明。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及其相關附註並不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全文所需之全部資料。

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惟已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
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進行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致董事會的
獨立審閱報告載於將寄發予股東之中期財務報告。此外，中期財務報告已由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
審閱。

2. 分部資料

 分部收益及業績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益 分部業績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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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及呈報分部

空運 1,410,266 1,054,506 164,980 79,352

海運 326,411 379,816 46,474 65,941

物流 42,134 34,800 9,130 3,232

國際快遞及包裹 320,244 274,383 41,733 18,956

其他 102,240 56,577 22,300 14,149    

總計 2,201,295 1,800,082 284,617 181,630  

其他收入 8,392 6,048

其他得益或虧損 44 (795)

未分配公司開支 (174,172) (174,68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811 352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202 155

融資成本 (2,454) (3,953)  

除稅前溢利 117,440 8,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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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11,160 1,081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4,599 168

－ 越南公司所得稅 498 559

－ 馬來西亞公司所得稅 914 924

－ 加拿大公司所得稅 310 391

－ 其他司法權區 1,109 1,078  

18,590 4,201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 香港所得稅 293 303

－ 中國企業所得稅 – 255

－ 其他司法權區 (367) (519)  

(74) 39  

18,516 4,240

遞延稅項 2,319 (1,928)  

20,835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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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內溢利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974 5,033

使用權資產折舊 21,932 16,816

無形資產攤銷 2,027 2,653

外匯虧損淨額 689 470

議價購買收益 (673) –  

5. 每股盈利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目的之盈利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95,456 5,143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為目的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14,560 412,070

對股份獎勵計劃的潛在普通股攤薄影響 – 1,440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為目的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14,560 413,510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為目的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購買的股份進行調整。

由於發行在外的潛在攤薄普通股具有反攤薄效應，故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
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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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港仙） 4,168 15,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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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貿易應收款項

本集團向其貿易客戶提供平均30天的信用期。

於各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與各收益確認日期相若）的貿易應收款項扣除信貸虧損撥備賬齡分析
呈列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417,814 321,962

31至60天 179,017 152,119

61至90天 50,027 49,488

91至180天 13,643 31,501

超過180天 3,781 6,213  

664,282 56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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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分析呈列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60日天 276,939 256,099

61至180天 7,747 10,790

181至365天 1,382 1,321

1至2年 1,958 1,561  

288,026 269,772  

9. 股本

普通股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0.10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2,000,000,000 200,000  

已發行並已悉數支付：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414,270,000 41,427

於行使以股權結算之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時發行股份（附註） 2,490,000 249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416,760,000 41,676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於行使以股權結算之以股份為基礎的
付款時發行2,49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已發行股份於所有方面與其他已發行
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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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報告期內，由於COVID-19爆發，對物流及貨運代理服務的整體需求有所下降。然
而，於報告期內，健康及醫療用品的需求上升為本集團大部分收益作出了貢獻，並導
致純利大幅增加。

當前全球經濟發展仍充滿不確定因素。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發佈之最新世界經
濟展望預測，預計二零二零年全球增長率為負4.9%，較二零二零年四月的世界經濟展
望預測降低1.9個百分點。COVID-19疫情對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活動的負面影響遠比預
期嚴重，而復甦進程預計將遠比先前預期的緩慢。下文載列本集團預計將因COVID-19

疫情而面臨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

消費市場復甦的不確定性

由於主要全球經濟體（如美國）復甦的不確定性，全球製造業及消費的需求可能無法
準確預測。本集團的主要客戶亦試圖在全球範圍內恢復業務，該情況亦可能影響彼等
對本集團物流服務的需求。根據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業務分析，本集團發現噸數（健
康及醫療用品除外）低於二零一九年同期。

國際航空公司復甦的不確定性

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全球旅遊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國際航空公司亦面臨
COVID-19的負面影響所帶來的挑戰。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的近期調查，全
球客運量（收益客公里）無望於二零二四年（較先前預期晚一年）前恢復至COVID-19前
的水平。因此，航空公司正減少國際航班以降低營業虧損。就本集團業務而言，航班
減少導致腹艙供應不足，並將直接影響購買成本。由於國際航空公司復甦的不確定
性，本集團可能承受更高成本，從而對本集團的毛利產生影響。

鑒於上述風險及不確定因素，本集團正計劃啟動若干措施恢復其業務。本集團將進一
步與圓通速遞股份有限公司（「圓通速遞」）之全資附屬公司杭州圓通貨運航空有限公
司（「圓通航空公司」）合作，開發更多航線並以更具競爭力的價格以及優質的服務為客
戶提供各種產品。同時，本集團將嘗試進軍新市場，例如，本集團已於越南成立一家
附屬公司以服務跨境電商。此外，本集團有意開展新一輪的市場推廣活動，激活我們
的代理網絡，與我們的業務合作夥伴共渡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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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收益主要源自空運、海運分部以及國際快遞及包裹分部。於報告
期內，本集團錄得收益約2,201.3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1,800.1百萬港元），
按期增加約22.3%。毛利按期增加約45.2%至約372.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
256.2百萬港元）。由於更嚴格的成本控制，毛利率略升至約16.9%（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約14.2%），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大幅增加至約95.5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5.1百萬港元），按期增加約1,756.0%。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主要歸因於以下因
素：(a)歐美COVID-19疫情下對於健康及醫療用品的需求大幅上升，得益於海外附屬
公司業務往來及海外貨運代理業務合作夥伴的業務網絡，本集團大量提供包機業務；
及(b)COVID-19疫情下空運航班數量大幅減少，受惠於與航空公司的長期合作及良好
業務關係，本集團能獲得倉位保障以滿足客戶需求。

分部分析

本集團的核心業務為空運及海運貨運代理，並提供配套及合約物流服務（包括倉儲、
配送及清關）、國際快遞及包裹服務以及其他業務（包括合併付運、貨車運輸、一般銷
售代理及手提急件服務）。本集團提供的完善服務讓本集團得以滿足客戶多元化的需
求，並能提供交叉銷售的機會。

空運

空運貨運代理業務仍為本集團最大的業務分部，佔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總收益約64.1%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58.6%），此業務主要涉及在收到客戶的訂艙指示後安排裝運、
自航空公司取得貨運艙位、準備相關文件以及在交付至目的地後安排貨物清關及貨
物裝卸。本集團於物流業信譽超著，自二零零零年起榮獲多個國際機構及主要航空公
司頒發的獎項，包括自二零零六年起每年皆獲國泰貨運頒發「最佳貨運代理獎」，因此
本集團已成為全球各知名企業，包括從事製衣、鞋履及電子、電子商務業務的小型包
裹付運等行業客戶的首選業務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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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內，空運貨運代理業務錄得收益約1,410.3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
1,054.5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增加約33.7%。此業務分部於報告期內的毛利亦
由二零一九年同期約118.0百萬港元按期增加約77.8%至約209.8百萬港元。空運業務的
收益及毛利增加乃由於通過空運渠道交付健康及醫療用品增加。

海運

海運貨運分部於報告期內為本集團總收益貢獻約14.8%（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
21.1%）。海運貨運代理業務主要涉及安排貨運、安排貨物清關及貨物裝卸。本集團與
貿易夥伴及航運公司的穩固業務關係，加上自家研發的度身訂制貨運作業系統，均
有助本集團把握海運市場增長的機遇。於報告期內，海運分部收益按期減少約14.1%

至約326.4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379.8百萬港元）。由於COVID-19疫情期間
海運服務需求減少，故毛利減少至約68.2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80.9百萬港
元）。

配套及合約物流服務

配套及合約物流服務分部包括倉儲、配送及清關，佔報告期內本集團總收益約1.9%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1.9%）。倉儲包括分揀包裝、貼標籤、質量檢驗、分類、為將
出口貨物由託運人所在位置運至出境港提供提貨及送貨服務及將運抵入境港的進口
貨物交付至收貨人所在位置。此業務分部由本集團的資訊科技平台支援，讓客戶可在
線追蹤存貨水平、出入境貨物及其他資料。於報告期內，本集團尋求進一步調整其倉
庫營運及提升其運轉能力，以應對市場情況。因此，本分部錄得收益約42.1百萬港元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34.8百萬港元）及毛利約27.0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
22.2百萬港元）。

國際快遞及包裹服務

國際快遞及包裹服務（主要包括跨境小包裹付運業務）為本集團為緊抓全球跨境電子
商務蓬勃發展機遇而迅速發展之業務。其佔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總收益約14.5%（二零一
九年上半年：約15.2%）。本公司以電商平台為包裹新引流渠道，借助強大的國內外物
流資源協同與整合能力，加大市場滲透力及積極實行全鏈路服務，為客戶提供一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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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包裹快遞方案。圓通速遞擁有覆蓋中國境內的強大的快遞物流服務網絡，對於本
集團開發端到端的全鏈路服務提供了堅實支持。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
打造了跨境物流全鏈路服務，並與18間位於17個國家的郵政公司或快遞公司達成戰略
合作。透過專心打造和磨練由中國內地向台灣地區交付產品，本集團獲得來自客戶的
正面評價及市場的認可。

儘管宏觀經濟嚴重受到COVID-19爆發的影響，本集團相信，跨境電子商務仍將是一
個快速增長的市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中國的跨境電子商務
出口於本年度上半年增長了28.7%，成為穩定外貿的重要力量。因此，通過與我們的
合作夥伴（如杭州菜鳥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菜鳥」））進行合作，本集團於COVID-19

疫情期間在國際快遞及包裹服務方面取得了驕人的業績。國際快遞及包裹服務收益
從二零一九年同期約274.4百萬港元增長至報告期內約320.2百萬港元，增長約16.7%。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累計完成國際快遞及包裹服務約28.5百萬件（二零一九年上半年：
約32.5百萬件）。

於COVID-19疫情期間，面對空運服務成本及其他開支急劇上升，本集團一直執行嚴
格的成本控制措施以提升此分部的盈利能力。在保證服務質量的前提下，本集團仍在
此分部取得了可觀的毛利。國際快遞及包裹服務毛利於報告期內增加至約44.7百萬港
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20.9百萬港元），大幅增長約113.9%。

其他

其他業務包括合併付運、貨車運輸、一般銷售代理、電子商務業務及手提急件服務，
後者涉及運送時間要求較高的貨物，因此本集團可收取較高費用，並可獲得較高溢
利。於報告期內，其他業務錄得收益約102.2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56.6百萬
港元），而毛利約為22.3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約14.1百萬港元）。其他業務毛
利率由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25.0%降至報告期內的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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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對其營運單位施行統一之財務政策及管控，令本集團可嚴密控制其財務運作
及降低平均資金成本。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營運資金約為576.5百萬港
元，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473.0百萬港元增加約21.9%。本集團的流動比率
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90倍輕微上升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約1.97倍。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374.2百萬港元，較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69.0百萬港元增加約39.1%。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有經營現金流
入約127.9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經營現金流入約198.7百萬港元）。於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未償還銀行借款約為38.8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約30.6百萬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5.7%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5.1%）。有關比率按銀行借款總額除以本集團權益
總額計算。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維持淨現
金狀況。

外匯風險

鑒於本集團的業務性質，本集團須承受包括人民幣、美元、馬幣、新加坡元、泰銖、
盧比、歐元、英鎊、加元、日圓、越南盾、印尼盾、韓圜、迪拉姆及新台幣在內的不同
外幣風險，其中，我們業務最常用的為港元，其次為人民幣、歐元、美元及新台幣。
儘管如此，本集團的經營仍易受人民幣波動影響，原因為港元與美元掛鈎。本集團於
報告期內及二零一九年同期並無使用任何衍生工具合約對沖其貨幣風險。本集團將
繼續推行嚴格的管制政策，於報告期內，並無以任何債務證券或金融衍生工具進行投
機買賣。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持有任何重大投資。

資本開支承擔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資本開支承擔2,50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500,000港元）。有關資本開支承擔與翼尊國際貨運代理（上海）有限公
司（「翼尊上海」）及Best Loader Logistics Company Limited（「Best Loader HK」）的或然
代價有關。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下文「履約保證」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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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除上述資本開支承擔所披露者外，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重
大或然負債。

履約保證

(A) 有關收購Best Loader HK全部已發行股份

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On Time Worldwide Logistics Limited（「On Time BVI」）
作為買方與Air Partner Logistics Company Limited（作為賣方，「第一賣方」）及Chan 

Yi Lam女士（作為第一賣方的擔保人，「擔保人」）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訂立一項
買賣協議（「第一份買賣協議」），內容有關收購Best Loader HK全部已發行股份。
根據第一份買賣協議，第一賣方向On Time BVI承諾並擔保(i)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有待本公司核數師核證的Best Loader HK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資產淨值（「二零一七年賬目」）不少於3.0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資產淨值
保證」）；(ii)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待本公司核數師核證的Best Loader HK截
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產淨值（「二零一八年賬目」）不少於4.7

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資產淨值保證」）；及(iii)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待本公
司核數師核證的Best Loader HK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產淨
值（「二零一九年賬目」）不少於7.1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資產淨值保證」）。

於分別釐定二零一七年賬目、二零一八年賬目及二零一九年賬目後，On Time BVI

須按以下方式向第一賣方支付購買價餘額：(i)倘二零一七年資產淨值保證獲達
成，向第一賣方支付300,000港元；(ii)倘二零一八年資產淨值保證獲達成，向第一
賣方支付250,000港元；及(iii)倘二零一九年資產淨值保證獲達成，向第一賣方支
付250,000港元。

二零一七年資產淨值保證及二零一八年資產淨值保證已獲達成。鑒於二零一七
年資產淨值保證及二零一八年資產淨值保證已獲達成，On Time BVI已向第一賣
方以現金支付合共550,000港元，以支付第一份買賣協議的部分代價。於二零二零
年八月四日，On Time BVI與（其中包括）擔保人訂立第一份買賣協議的補充協議
（「補充協議」），內容有關支付第一份買賣協議代價的最後一部分250,000港元（「最
後一期」）及償付Best Loader HK若干未償還應收賬款約2.0百萬港元（「未償還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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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款」）。根據補充協議，各訂約方已同意將最後一期的支付日期延期至二零二一
年八月四日（「限期」），而有關付款須於Best Loader HK截至限期已收到總額超過
300,000港元之未償還應收賬款後方可作實。

有關收購事項、達成履約保證之更新資料及補充協議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二零一八年八月三日、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五日、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八月四日的公告。

(B) 有關收購翼尊上海全部已發行股份

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On Line Service Limited（「On Line HK」）作為買方與第
一賣方及擔保人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五日訂立一項買賣協議（「第二份買賣協議」），
內容有關收購翼尊上海全部已發行股份。根據第二份買賣協議，第一賣方向On 

Line HK承諾並擔保(i)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待本公司核數師核證的翼尊上
海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產淨值（「二零一七年上海賬目」）不
少於3.5百萬港元（「二零一七年上海資產淨值保證」）；(ii)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有待本公司核數師核證的翼尊上海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
產淨值（「二零一八年上海賬目」）不少於5.3百萬港元（「二零一八年上海資產淨值
保證」）；及(iii)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待本公司核數師核證的翼尊上海截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資產淨值（「二零一九年上海賬目」）不少於7.9

百萬港元（「二零一九年上海資產淨值保證」）。

於分別釐定二零一七年上海賬目、二零一八年上海賬目及二零一九年上海賬目
後，On Line HK須按以下方式向第一賣方支付購買價餘額：(i)倘二零一七年上海
資產淨值保證獲達成，向第一賣方支付2.7百萬港元；(ii)倘二零一八年上海資產淨
值保證獲達成，向第一賣方支付2.25百萬港元；及(iii)倘二零一九年上海資產淨值
保證獲達成，向第一賣方支付2.25百萬港元。

二零一七年上海資產淨值保證、二零一八年上海資產淨值保證及二零一九年上
海資產淨值保證已獲達成。鑒於二零一七年上海資產淨值保證、二零一八年上海
資產淨值保證及二零一九年上海資產淨值保證已獲達成，On Line HK已向第一
賣方以現金支付合共7.2百萬港元，以支付第二份買賣協議的代價（其中最終付款
2.25百萬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八月結清）。

有關收購事項及達成履約保證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
月五日、二零一八年八月三日、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五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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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關收購OTX Logistics Holland已發行股本內餘下25%股權

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Jumbo Channel Limited（「Jumbo Channel」）作為買方與
（其中包括）T.Y.D. Holding B.V.（「第二賣方」）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九日訂立一項買
賣協議（「第三份買賣協議」），內容有關收購OTX Logistics B.V.（「OTX Logistics 

Holland」）已發行股本內餘下25%股權。根據第三份買賣協議，第二賣方向Jumbo 

Channel承諾：(i)截至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各年，本公司經審核賬目內所載OTX Logistics Holland經審核除稅後綜
合純利之總和分別按有形或無形資產任何重估溢價或差額作出調整（「累計綜合
純利」）少於18.0百萬港元，則第二賣方須於OTX Logistics Holland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經審核賬目（「二零一九年荷蘭賬目」）完成後合
共賠償Jumbo Channel 3,330,000港元；(ii)倘累計綜合純利少於12.0百萬港元，第二
賣方須於二零一九年荷蘭賬目完成後合共賠償Jumbo Channel 6,660,000港元；及
(iii)倘累計綜合純利少於6.0百萬港元，第二賣方須於二零一九年荷蘭賬目完成後
合共賠償Jumbo Channel 10.0百萬港元。根據二零一九年荷蘭賬目，累計綜合純利
不低於18.0港元而溢利保證已達成。因此，根據第三份買賣協議的條款及條件，
第二賣方無須賠償Jumbo Channel。

有關收購事項及達成履約保證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
月九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四月三日的
通函。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總值約為50,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約50,000港元）的若干貿易應收款項、約為826,000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約952,000港元）的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約為7.4百萬港元（於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7.6百萬港元）的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債務投資，連同約7.5

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0.7百萬港元）的短期銀行存款為本集團
獲授的若干銀行融資的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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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經審核委員會推薦，董事會決議委任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自二零二
零年八月六日起生效，以填補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辭任本公司核數師後的臨時空
缺，任期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二零年八月六日之公告。

除所披露者外，自報告期末直至本公告日期，概無任何事項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YTO Express Worldwide Limited

（「YTO BVI」）與圓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訂立買賣協議，據此，在符合並遵照買賣協
議的條款及條件的情況下，圓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已同意出售，而YTO BVI已同意
購買圓通速遞（香港）有限公司（「圓通速遞（香港）」）45,010,000股的普通股（即圓通速遞
（香港）全部已發行股份），代價為6,940,086港元。於完成交易後，圓通速遞（香港）成為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OTX Logistics Canada Limited

（「OTX Canada」）與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Harbour Zone Limited（作為售股股東）
訂立股份贖回協議（「股份贖回協議」），據此，受限於並根據股份贖回協議的條款及條
件，Harbour Zone Limited已同意出售，而OTX Canada已同意按代價513,846加元贖回
Harbour Zone Limited擁有的OTX Canada的51股普通股（即OTX Canada全部已發行股
份的51%）。於完成交易後，OTX Canada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除披露者外，於報告期內，概無重大收購或出售本公司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
業。

前景

COVID-19無疑是影響二零二零年宏觀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不論消費市場及製造業
情況如何，全球市場都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儘管主要經濟體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之後
已從COVID-19疫情中恢復過來，但部分國家及地區仍在承受疫情帶來的禍害。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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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發佈之最新世界經濟展望預測，預計二零二零年全球增長率
為負4.9%，COVID-19疫情對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活動的負面影響遠比預期嚴重，而復
甦進程預計將遠比先前預期的緩慢。故對本集團業務在二零二零年下半年的復甦產
生負面影響。

然而，線上購物及物流行業於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實現巨大增長。同時，由於良好的疫
情防控措施，中國是最早從COVID-19中復甦的國家之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
總署的數據顯示，於本年度上半年，中國商品貿易的價值總額為人民幣14.24萬億元，
按年下降3.2%，下降速度較前五個月收窄1.7%。得益於生產業及製造業強勁復甦，本
集團的業績遠勝二零一九年同期。儘管對許多行業而言，當前局勢頗為艱難，本集團
仍然相信二零二零年乃充滿機遇與挑戰的一年。

此外，中美關係惡化仍是二零二零年全球貿易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問題。儘管兩國之間
的貿易可能受到此次危機的不利影響，本集團認為業務仍有增長空間。目前，本集團
在中美之間的業務比例和中國與歐盟之間以及中國與南亞之間相比仍然相對較低。
由於在健康及醫療用品出口方面與美國客戶的強力合作，本集團有信心憑藉專業及
高質量的服務在未來獲得更多業務。

更重要的是，本集團預計，美國與東南亞之間的業務發展亦是一個大好機會。由於中
美關係緊張，關稅提高使中國的商品處於不利地位。因此，為降低生產成本，各公司
一直在積極應對，將生產從中國轉移至越南、柬埔寨及孟加拉等東南亞國家。憑藉在
東南亞多年的發展，本集團可為製造商提供專業的物流解決方案，並在本地市場上獲
得更多的市場份額。

基於上述的展望，本集團預計在以下方面投入更多資源，以進一步增強本公司的競爭
優勢及日後的營運效率。

持續提高國際服務能力

遵循「跟著「一帶一路」倡議走出去、跟著華人企業走出去及跟著跨境電商走出去」之全
球化策略，本集團仍在繼續努力提高其未來的全球各地服務覆蓋率，特別是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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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谷歌(Google)及淡馬錫(Temasek)進行的市場研究，東南亞電子商務經濟市場是增
長最快的市場之一。因此，基於在中國內地及台灣地區的成功經驗，本集團計劃於此
領域實施更多的投資及戰略計劃，並發展更多業務。

本集團正計劃進一步利用圓通速遞的資源提升國際貨運能力。受益於圓通速遞全資附
屬公司圓通航空公司,，本集團可與彼等順利合作，並為客戶提供優質的空運服務。
此外，本集團擬加強與圓通速遞於全球各地的其他附屬公司合作，並進一步整合母公
司的資源以擴展海外業務。本集團將於日後完成圓通速遞海外附屬公司與本集團附
屬公司之間的內部整合。此舉使本集團能擴展服務範圍以及降低成本。

同時，本集團將與外部戰略合作夥伴合作，並根據先前於越南及泰國等國家的投資，
繼續提升特定國家及地區的端到端服務。根據本集團全球化計劃，本集團亦加快「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物流線路搭建。聯合菜鳥等戰略合作夥伴，打造中國及其他國家地
區物流節點城市和區域性國際物流樞紐。此舉可使本集團獲得重要資源，如航空公
司、鐵路、倉庫等，並進一步填補本集團於重要國家的營運能力。

根據上文的戰略規劃，本集團期許能具備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的能力，並增強市場競
爭力，從而贏得更多的跨境電子商務市場份額。

加強海外代理網絡並與中國海外企業合作

本集團繼續加強海外代理網絡，以發展業務。基於貨運代理業現有的代理商，本集團
將為其代理商轉介快遞服務。當代理商為客戶開發業務時，此舉可豐富服務矩陣模
式。顯然地，本集團可於現有市場中進一步挖掘新價值。此外，本集團計劃於若干方
面加強與代理商的合作夥伴關係，如通過聯合銷售、引入電子商務解決方案或其他專
業物流解決方案。本集團願意與代理商合作，透過數種方式擴展業務並深化合作。於
此困境下，此舉將有效地提高我們的盈利能力。

同時，本集團擬加強與全球華人企業的合作。根據本集團實施全球化策略，華人及華
人企業是本集團最重要的目標客戶之一。憑藉圓通速遞於中國的品牌及公共關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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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將能更有效地與中國海外企業取得聯繫並實現戰略合作。此舉使本集團能於本
公司從未涉及的國家及地區擴展業務。

進一步發展供應鏈管理專業服務能力

受益於航材、醫藥及汽車等領域的過往經驗，本集團已建立供應鏈服務能力。於未來
數年，本集團擬進一步發展該等專業服務能力，以將業務擴展至其他市場分部。因
此，透過利用圓通速遞的資源，如倉庫、資訊科技系統及自動化設備，本集團可將業
務發展為新分部。同時，本集團擬建立電子商務平台，以助中小型企業向中國出口產
品。此平台將整合全鏈路及清關服務，從而令本集團為有意發展線上渠道及跨境電子
商務的客戶提供一站式服務。

繼續進一步開拓東南亞市場

得益於本集團在東南亞及南亞地區多年的投資及發展，本集團在當地的品牌及服務
能力卓越。同時，憑藉圓通速遞及圓通航空公司，本集團可為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專
業市場開發許多新的物流解決方案。例如，本集團已於越南建立跨境及本地服務的快
遞服務。同時，本集團亦加強了東南亞與美國之間的業務發展，這是對本集團當前業
務的有力補充。本集團已建立機制以促進兩個地區之間的業務發展，並為客戶提供專
業的物流服務。本集團願意與客戶合作以降低成本及開支，並在本地市場上獲得更多
的市場份額，這意味著東南亞將來可能成為本公司的主要市場之一。

加強資訊科技應用能力及促進信息電子化

本集團將持續專注於促進信息電子化，旨在提高營運效率及管理效率。本集團願意增
加資訊科技系統的投資，以升級現有系統並建立能夠完全符合業務發展需求的系統。
因此，本集團將與圓通速遞合作，並自圓通速遞的資訊科技系統的整個程序管理及電
子轉型中汲取經驗。具體而言，本集團將統一數據接口並建立數據處理平台，以加強
內部及外部數據分析。此舉使本集團逐步取得大數據分析的能力，實現公司管理的智
能化和智慧化轉變並提升效率及有效地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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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本集團將透過其內部資源及╱或外部融資實行上述計劃。

人力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請約965名僱員（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約
1,103名僱員）。薪酬待遇通常按照市場條款、個人資格及經驗而釐定。本公司亦已採
納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以激勵及獎勵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僱員）對本
集團的成功營運所作的貢獻。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已提供培訓活動，以提升銷售及營
銷活動以及客戶服務的表現。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決定不就報告期間宣派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

董事會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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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並信納本公司於報告期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
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按不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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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的規定標準，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
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報告期內已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監管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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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由一名非執行董事林凱先生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鍾國
武先生及李東輝先生組成。鍾國武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本
集團管理層討論並審閱本集團於報告期內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採
納的會計處理、原則及慣例，並討論財務相關事宜，且並無分歧。

刊載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已於聯交所網頁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頁www.ytoglobal.com刊
登。根據上市規則，報告期之中期報告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亦將於適當時候於聯交
所及本公司上述之網站刊發。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感謝全體同事的努力、專注、忠心及誠信。本人亦對各位股東、客
戶、銀行及其他商界友好的信任及支持致以謝意。

承董事會命 

YTO Express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圓通速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喻會蛟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林進展先生及黃逸峰先生；四名非執行
董事，即喻會蛟先生、潘水苗先生、李顯俊先生及林凱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即李東輝先生、徐駿民先生及鍾國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