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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年度報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報告摘要摘自年度報告全文，投資者欲了解詳細內容，應當
仔細閱讀同時刊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等中國證監會指定網站上的年
度報告全文。
1.2 公司簡介

二、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2.2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2.3 以方框圖描述公司與實際控制人之間的產權及控制關係

三、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3.1 董事會關於公司報告期內經營情況的討論與分析

2012年是公司發生重大變化且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一年。在嚴峻的宏
觀形勢下，天津海運不斷瘦身、健身，堅持維持性經營，在集裝箱運輸
市場持續低迷、不斷下滑的情況下，保持生產經營穩中有升。在公司經
營團隊的帶領下，全體員工通過積極努力，鍥而不捨，強化提升管理效
能，經營業績初見成效。2012年度，本公司主要經營以天津、上海、青
島、寧波為基本港，至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國際集裝箱班輪貨物運輸航
線。本公司克服了資金緊張等不利因素，確保了自有船舶的正常運營和
公司的持續經營。

在船舶運營方面，公司適時調整運力、力打造精品航線。報告期內
公司完成貨運運輸總量275366噸，運輸箱量（重箱）19669TEU，運輸
313個航次。船舶運營率達到100%，2012年艙位重箱利用率（進口73%，
出口49%）比2011年艙位利用率出口提升了6.31%，進口提升了1.42%。

在營銷管理方面，公司積極創新營銷服務理念，同時重視發展公司自
己的核心營銷團隊、不斷拓展營銷渠道和網絡、樹立良好品牌形象。在
減少營銷成本的基礎上加大攬貨力度，積極拓展目前公司未經營航線上
的第三方代理業務，在增加收入的同時及時掌握市場情況。

在成本管控方面，公司精算燃油、物料備件等生產成本。充分挖掘當

前市場潛力，通過考核機制加強攬貨力度提高艙位利用率以降低成本。
在目前經營的航線上，公司95%以上航次裝載率超過全船平均裝載率。
2012年出口裝載率較2011年提高6.31%，進口提高1.42%。同時公司加大增
收節支力度，不斷清理閑置、低效資產，註銷、關閉、委託經營虧損子
公司。

在船舶安全運營方面，公司本年度全面修訂完善風險管控體系建設，
確保不出現重大海損事故。報告期內，海損事故0起、機損事故0起。船
舶通信正常，責任事故0起，全年安全非正常事件0起。

除上述生產經營情況外，公司在有關各方的幫助下克服困難，圓滿完
成以下重大事項工作進展：
（一）公司在2011年度報告中披露，本公司2012年即將到期債務為3.81億
元。針對此情況，公司積極籌劃後續還款計劃，並於債務到期前通過向
大股東大新華物流及其關聯公司拆借資金方式順利償還對華融資產管理
公司和北方信託債務共計3.81億元。
（二）根據天津高院簽發的（2009）津高民二初字第0005號《民事調解
書》的規定，在公司及有關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本公司與天津濱海新城
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天津市天海集團有限公司簽署《天津市土地整理儲
備項目補償合同》。該合同的簽署和正常履約，已經對公司2012年度業
績產生重大積極影響。
（三）2012年12月8日，本公司公告啟動股權分置改革工作，方案主要包
括大股東大新華物流以豁免公司4億元債務並以資本公積金定向轉增作為
對價。天津海運正式啟動股權分置改革並向全體股東發布公告消息。該
方案於2012年12月28日獲得本年度第五次臨時股東大會暨股權分置改革
相關股東會議審議通過，目前股改工作已經進入實施階段。
（四）本公司2012年度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321,749,
562.18元，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權益為171,452,996.02元，營業收
入為126,770,194.79元。
3.2. 主營業務分析
3.2.1利潤表及現金流量表相關科目變動分析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3.2.2收入
（一） 驅動業務收入變化的因素分析
本期營業收入較上年同期減少30.45%。具體情況如下：根據公司實際情
況，對航線及運力進行了調整。其中：內貿航線收入62.15萬元，下降
92.37%；韓國航線收入9432.55萬元，增長12.67%。
（二）主要銷售客戶的情況
報告期內公司前五名客戶的收入總額為39,310,901.1元，佔本公司營業總
收入的比例為31.01%。
3.2.3成本分析表

單位：元

3.2.4費用
本期管理費用較上年度相比減少15.52%，主要原因為在報告期內公司

加大增收節支力度。其中財務費用較上年度相比減少73.93%，主要原因
為報告期內公司已償還大額到期貸款約3.81億元，從而大幅減少利息支
出。
3.2.5 現金流

本期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為2804.67萬元，上年同期
為-2224.70萬元；本期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為22206.12萬元，上
年期為2206.29萬元；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為-22431.74萬元，上
年同期為-2877.27萬元；本報告期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為2579.05
萬元，上年同期為-2895.68萬元。

截至報告期末，公司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為3692.22萬元，上年度
期末為1113.17萬元，同比增加231.68%。
3.2.6 公司利潤構成或利潤來源發生重大變動的詳細說明
（一）本期壞賬損失發生-343,424,711.89元，其中轉回對天海集團 「6.62
億元」債權以前年度計提的壞賬準備343,974,600.00元。
（二）本期公司將10,446,426股 「中國太保」全部售出，因交易性金融資
產變動事項對當期利潤影響為15,880,942.44元。
（三）本期註銷分公司、子公司時清理未支付的債務產生收益58,805,
498.62元。
3.2.7發展戰略和經營計劃進展說明

報告期內，公司經營層按照年度經營計劃組織實施營銷工作、配置調
整運營航線，實現了年初制定的減虧目標，主營業務收入抵減主營業務
成本後形成的主營業務利潤約為44.29萬元。
3.3 行業、產品或地區經營情況分析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3.4 資產、負債情況分析
單位：元

貨幣資金：變動原因為部分收回天海集團 「6.62億元」債權。
交易性金融資產：變動原因為本期公司將10,446,426股 「中國太保」全部
售出。
其他應收款：變動原因為減少對天海集團 「6.62億元」債權計提的壞賬準
備。
存貨：變動原因為實際盤點在船航油減少。
短期借款：變動原因為償還到期貸款。
應付賬款：變動原因為採購業務減少。
其他應付款：變動原因為大股東債務豁免。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變動原因為償還到期貸款。
3.5 核心競爭力分析
（一）本公司是一家於1992年註冊成立的股份制企業，經過20年曆程始
終保持良好的品牌信譽，始終保持有完整的經營組織架構。擁有大量
豐富行業經驗的專業人才；包括數百名船員、大量經驗豐富的業務人
員。
（二）本公司以北方國際航運中心天津為母港，立足環渤海經濟圈布局
中國沿海內貿航線、近洋外貿航線。隨天津濱海新區建設提升為國家
戰略並進一步開發開放、天津港吞吐量的不斷增長、本公司將憑藉地域
優勢爭取發展先機。
（三）公司及子公司各項經營資質齊全。
3.6 投資狀況分析

本年度公司無委託理財事項、無委託貸款事項、無非募集資金投資
項目。
3.7董事會關於公司未來發展的討論與分析
3.7.1 行業競爭格局和發展趨勢

2012年對於集裝箱班輪公司來說無疑是市場波動較大一年。受歐債危
機影響，歐美各國消費需求下滑，與此同時，亞非地區新興經濟體經濟
增速放緩，進出口貨量增速出現回調，由此導致的集裝箱貨量與運力總
量增速失衡，供大於求的局面難有改觀。一方面是運量和運力的嚴重不
平衡產生惡意競爭導致超低的運價水平；另一方面受燃油價格高企、運
營成本水漲船高影響，航運企業在低收入和高成本的雙重壓力中間艱難
運營。本公司所處近洋集裝箱班輪運輸行業，因准入門檻低、投資少等
原因，競爭尤為激烈。

但隨全球經濟逐步復甦，在低位運行多年的海運行業也有望隨之回
暖。目前亞洲主要經濟體有復蘇象。
3.7.2 公司發展戰略

針對公司目前主營業務規模偏小等情況，公司發展戰略將以能夠確保
業績的穩定性和持續性，提升公司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為目標，不斷加強
公司的抗風險能力和競爭能力。目前市場上出售的集裝箱船舶價格已接
近船舶製造成本，公司將借此時機購置船舶資產、儲備運力、擴大經營
規模。公司將以天津濱海新區為依託，立足環渤海經濟圈，面向三北及
東南沿海發展國內集裝箱班輪運輸；面向亞太周邊國家和地區，逐步恢
復公司傳統航線，尋找業務突破點以力打造精品航線。
3.7.3 經營計劃

隨歷史遺留問題和股改等一系列重大事項的逐步完成，天津海運迎
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在立足於現有資產和運力的基礎上，2013年度公司
將根據船舶市場行情適時購置船舶、增加運力。
（一）外貿航線

公司計劃靈活配置外貿航線運力。以自營或買艙的形式投入天津─
仁川、天津─平澤、華東─平澤等航線，保證準班率、提高航線裝載
率、加強船舶運營管理以降低燃油、箱管、代理等費用。在現有基礎
上，進一步穩定天津仁川、天津平澤航線的經營收入和損益，青島平澤
線嘗試賣艙的經營模式，大力加強華東平澤線的經營收入，改善損益狀
況，力爭打造成第二條天津仁川航線。
（二）內貿航線

在引進新的集裝箱船舶後，根據目前市場行情擬開闢天津─泉州、
營口─黃浦、青島─汕頭等內貿航線。完成所開闢航線的各口岸代理機
構設置。按照 「收入與箱量任務掛」的思路，重新建立營銷激勵機
制。由於大部分口岸是採取業務外包的代理模式，所以代理的能力和業
績至關重要。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代理評估考核機制，對一定時期
內達不到要求的代理要予以淘汰。不斷創新營銷模式，推廣門到門服務
理念以提升整體服務質量、確保所投入運營船舶資產的收益率。
（三）船舶租賃

2013年度公司計劃繼續出租公司部分集裝箱船舶，在避免盲目投入
自營航線的同時取得較為固定的租金收益。
3.7.4 因維持當前業務並完成在建投資項目公司所需的資金需求

公司2013年度運營規模將擴大、運營航線有所增加，公司對流動資金
的需求也將逐步增加。
3.7.5 可能面對的風險
（一）市場持續低迷的風險：近年來航運市場持續低迷，且2013年仍然
存在全球經濟持續衰退象，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猶在，波羅的海航運指
數依然走低等諸多不利因素表明，市場疲軟及供需關係失衡給航運業整
體帶來風險。應對措施：避免低運價惡性競爭、避免出現運營航線收入
無法覆蓋成本的情況。通過拓展銷售渠道、創新服務模式、提高營銷服
務水平、提升運營效率等方式吸引客戶並取得市場的普遍認同。
（二）船舶安全營運風險：既包括暴風雨，海嘯等不可抗力；也有因自
身潛在的缺陷而導致機體失靈進而發生擱淺、碰撞甚至沉沒等事故；還
有因船員的疏忽以及操作不當等人為因素而引起的事故。應對措施：對
船舶營運風險進行有效的評估，針對性地消除或規避風險發生的根源，
使船舶以較低的費用將運輸中潛在的損失規避、轉移、公司從宏觀上把
握船舶的運輸狀態，從而找出人員、船舶、環境及管理這四方面要素中
的不足和缺陷，提出對策，從而全面提高船舶的營運質量。
（三）匯率的風險：由於公司外貿航線主要以美元結算，因此美元等貨
幣匯率的波動對公司利潤產生一定影響。應對措施：一方面公司將根據
匯率波動適時調整運價和運費結算模式，及時與海外代理結算並及時結
匯，將匯率風險降至最小。另一方面，公司將加強對外匯市場信息的收
集和研究，對人民幣匯率波動進行跟蹤分析，並隨時聽取專業機構的意
見，準確作出預判以增加財務收益。
四、涉及財務報告的相關事項
4.1 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對財務報表合併範圍發生變化的，公司應
當作出具體說明。

股票名稱：SST天海、ST天海B 編號：臨2013-018
股票代碼：600751、900938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第二十五次董事會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
責任。

本公司第七屆第二十五次董事會會議於2013年4月12日在公司會議室
以現場結合通訊方式召開，李小龍董事長主持了本次會議。公司全部十
名董事參加會議並行使了表決權。本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決議內容及表決
情況如下：

一、《2012年度報告及報告摘要》
表決結果：同意10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二、《2012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10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三、《2012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10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四、《2012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10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五、《2012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表決結果：同意10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根據審計結果，2012年度公司實際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為

321,749,562.18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潤後，2012年度期末累計未分配利潤
為負數。根據公司《章程》等規定，公司董事會決定本年度不進行利潤
分配，也不進行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

六、《關於公司申請撤銷股票交易其他風險警示和變更股票簡稱的
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10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2年修訂）》有關撤銷股

票交易其他風險警示的規定，公司董事會同意向上海證券交易所提交股
票交易撤銷其他風險警示的申請，並申請將公司A股股票證券簡稱由
「SST天海」變更為 「S天海」，將公司B股股票證券簡稱由 「ST天海B」

變更為 「天海B」。A股股票證券代碼仍為600751、B股股票證券代碼仍
為900938。

七、《關於郭健先生不再擔任公司董事職務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10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公司董事會同意郭健先生不再擔任本公司董事職務。
八、《關於提名陳雪峰先生為公司董事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10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公司董事會提名陳雪峰先生為本公司第七屆董事會董事（個人簡歷

附後）。
上述議案中第一、二、四、五、七、八項須經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

過。
以上特此公告，並提醒投資者注意。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3年4月16日

（個人簡歷：陳雪峰，男，44歲，上海海事大學碩士學位，1991年7月至
1994年7月在廣州遠洋運輸公司工作，1994年7月至2001年6月任中遠集裝
箱運輸有限公司部門經理，2001年7月至2005年6月任中遠美洲公司碼頭
公司負責人，2005年7月至2011年4月任上海中遠集裝箱綜合發展有限公
司副總經理，2011年4月至2012年9月任大新華輪船（煙台）有限公司副
總經理，2012年6月至2013年1月任海航物流有限公司海運業務管理部總
經理，自2013年1月任本公司總裁。）

股票名稱：SST天海、ST天海B 編號：臨2013-019
股票代碼：600751、900938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第八次監事會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
責任。

本公司於2013年4月12日召開第七屆第八次監事會會議，公司監事會
召集人文江主持會議，全體監事參加。本次會議以通訊方式審議通過的
議案如下：

一、《2012年度報告及報告摘要》
表決結果：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二、《2012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三、《2012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四、《2012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表決結果：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上述議案須經過公司2012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以上特此公告，並提醒投資者注意。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會

2013年4月16日

股票名稱：SST天海、ST天海B 編號：臨2013-020
股票代碼：600751、900938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申請股票交易撤銷其他風險警示

並變更證券簡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公告內容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
責任。

一、基本情況簡述
1、因公司2002年度和2003年度連續兩年虧損，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

「公司連續兩年虧損」實行退市風險警示的有關規定，公司股票於2004
年5月10日起實行退市風險警示。A股股票簡稱變更為 「*ST天海」，B股
股票簡稱變更為 「*ST天海B」。

2、因公司2005年度實現盈利，且2006年度主營業務正常運營。2007
年1月22日公司A股股票簡稱變更為 「SST天海」，B股股票簡稱變更為
「ST天海B」。

3、因公司2006年度和2007年度連續兩年虧損，根據《上海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規則》相關規定，公司股票於2008年5月5日起實行退市風險
警示。A股股票簡稱變更為 「S*ST天海」，B股股票簡稱變更為 「*ST天
海B」。

4、2009年4月28日，公司披露了2008年度報告，全年實現淨利潤8,
379,920.67元，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相關規定，自2009
年8月27日起撤銷退市風險警示，A股股票簡稱變更為 「SST天海」，B股
股票簡稱變更為 「ST天海B」。

二、公司符合撤銷其他風險警示的條件
公司2012年度財務報告已經華寅五洲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並出具了

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經審計，本公司2012年度實現歸屬於上市
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321,749,562.18元，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權
益為171,452,996.02元，營業收入為126,770,194.79元。

公司目前的主營業務為國際船舶集裝箱運輸、船舶租賃、國際船舶
普通貨物運輸等。公司具備持續經營能力，公司目前生產經營活動正
常，公司治理依法合規，董事會和監事會等各項會議正常召開並形成決
議。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東及其關聯方非經營性佔用資金的情況，不存
在違反規定決策程序對外擔保的情況。

公司不存在銀行帳戶被凍結的情況。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2年修訂）》13.2.1條款的

規定，對照公司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報，公司淨利潤、淨資產、營
業收入等指標均不涉及退市風險警示的條件，也不觸及該條規定的其他
情形。公司不存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2年修訂）》
13.2.1條款規定的其他風險警示的情形。

鑒於上述情況，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2年修
訂）》有關撤銷股票交易其他風險警示的規定，公司董事會同意向上海
證券交易所提交股票交易撤銷其他風險警示的申請，並申請將公司A股股
票證券簡稱由 「SST天海」變更為 「S天海」，將公司B股股票證券簡稱由
「ST天海B」變更為 「天海B」。A股股票證券代碼仍為600751、B股股票

證券代碼仍為900938。
公司A股股票因股權分置改革事項於2012年12月21日的次日起至股改

規定程序結束之日止停牌，B股股票將於2013年4月16日起停牌，具體結
果以上海證券交易所審核批覆為準。公司將根據該申請事項的進展情況
及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以上特此公告，並提醒投資者注意。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3年4月16日

股票簡稱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簡稱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聯繫人和聯繫方式
姓名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SST天海
上海證券交易所

ST天海B
上海證券交易所

董事會秘書
姜濤

022-58679088
022-58679130

tmsc900938@163.com

股票代碼

股票代碼

600751

900938

證券事務代表
閻宏剛

022-58679088
022-58679130

tmsc900938@163.com

總資產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淨資產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額
營業收入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淨利潤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扣除非經常性
損益的淨利潤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
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稀釋每股收益
（元／股）

2012年（末）

625,931,718.77

171,452,996.02

28,046,664.31

126,770,194.79

321,749,562.18

-93,193,438.30

-0.82

0.6531

0.6531

2011年（末）

543,205,475.58

-551,571,318.37

-22,247,027.97

182,263,707.82

-156,801,796.49

-127,248,934.27

-0.33

-0.3183

-0.3183

本年（末）
比上年(末）
增減（%）

15.23

不適用

不適用

-30.45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2010年（末）

753,734,818.56

-394,769,521.88

-213,513,868.96

200,921,504.47

29,401,608.69

-87,463,879.13

0.07

0.0597

0.0597

報告期股東總數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大 新 華 物 流 控 股
（集團）有限公司

李天虹

天津市天海集團有
限公司

萬科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工會委員會

朱永紅

車錫平

CAO WENWEI

JIASHAN SHEN

SCBHK A/C KG
INVESTMENTS
ASIA LIMITED

王明輝

股東性質

境內非國有
法人

境內自然人

國有法人

境 內 非 國 有
法人

境內自然人

境內自然人

境外自然人

境外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內自然人

36,148

持股
比例(%)

29.98

6.41

0.98

0.63

0.46

0.41

0.38

0.32

0.28

0.24

年度報告披露日前第5個
交易日末股東總數

持股總數

147,701,043

31,571,280

4,816,197

3,080,000

2,259,998

2,000,000

1,862,573

1,562,775

1,358,990

1,205,616

持有非流通
股數量

147,701,043

35,249

質押或凍結
的股份數量

質押
147,701,043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24.30% 12.08% 25.49% 22.70%

90%

11.21%

甘 肅 省
公 路 航
空 旅 遊
投 資 集
團 有 限
公司

海南航空
股份有限
公司

海 南 省
發 展 控
股 有 限
公司

海航機場
集團有限
公司

其他股東

15.43%

海口美蘭國際機場有限責任公司

揚子江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大新華物流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天津市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16.48%

29.98%

▼ ▼ ▼ ▼ ▼

▼

▼

▼

▼

科目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管理費用
財務費用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淨額

本期數
126,770,194.79
126,327,287.29
31,622,440.17
24,209,030.35

28,046,664.31

222,061,196.75

-224,317,351.52

上年同期數
182,263,707.82
190,015,180.44
37,429,887.79
92,849,663.98

-22,247,027.97

22,062,864.42

-28,772,669.41

變動比例（%）
-30.45
-33.52
-15.52
-73.93

906.49

分行業情況

分行業

船舶運輸
船舶租賃
代理服務
報關服務
勞務服務

成本構
成項目 本期金額

107,938,839.19
6,897,754.09
3,799,366.39

192
7,691,135.62

本期佔
總成本
比例(%)

85.44
5.46
3.01
0.00
6.09

上年同期金額

152,569,871.30
36,506,089.54

939,219.60

上年同期
佔總成本
比例(%)

80.29
19.21
0.00
0.00
0.49

本期金額較
上年同期變
動比例(%)

-29.25
-81.11

718.89

主營業務分行業情況

分行業

船舶運輸

船舶租賃

代理服務

報關服務

勞務服務

營業收入

94,946,980.65

7,733,135.55

11,447,610.52

8,933,523.83

營業成本

107,938,839.19

6,897,754.09

3,799,366.39

192

7,691,135.62

毛利率
（％）

-13.68

10.80

66.81

13.91

營業收入
比上年增

減(%)

-29.89

-76.30

105.16

-100.00

244.52

營業成本
比上年增

減(%)

-29.25

-81.11

718.89

毛利率比
上年增

減（%）

減少1.03個
百分點

增加22.69個
百分點

減少33.19個
百分點

減少49.87個
百分點

項目名稱

貨幣資金

交易性金融
資產

其他應收款

存貨

短期借款

應付賬款

其他應付款

一年內到期
的非流動負
債

本期期末數

36,922,236.89

0

385,504,386.88

989,328.67

0

106,135,713.16

270,929,410.55

0

本期期末數
佔總資產的
比例（%）

5.90

0.00

61.59

0.16

0.00

16.96

43.28

0.00

上期期末數

11,131,727.35

200,675,843.46

87,310,010.55

3,566,076.82

56,000,000.00

154,635,028.63

414,606,926.99

325,000,000.00

上期期末數
佔總資產的
比例（%）

2.05

36.94

16.07

0.66

10.31

28.47

76.33

59.83

本期期末金
額較上期期
末變動比例

（%）

231.68

-100.00

341.54

-72.26

-100.00

-31.36

-34.65

-100.00

公司名稱

青島津海韻船務代
理有限公司

亞洲先鋒船務公司

天榮船務有限公司

天星船務有限公司

本 期

表決權比例%

0.00

0.00

0.00

0.00

是否合併

否

否

否

否

上 期

表決權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是否合併

是

是

是

是

合併範圍變
動原因

公司註銷

公司註銷

公司註銷

公司註銷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興盛茶餐廳

現特通告：潘雪芳其地址為新界
葵涌葵興路100號葵涌中心大廈13
樓E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
界葵涌葵興路100號葵涌中心地
下A-5,30,31及32號舖及1樓B8號舖
（部份）興盛茶餐廳的酒牌續
期。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
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
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
樓4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4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Hing Shing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Poon Suet Fong of
Flat E, 13/F, Kwai Chung Centre, No.100
Kwai Hing Road, Kwai Chung,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Hing Shing Restaurant at Shop A-5, 30, 31 &
32, G/F & Shop B8 (portion) 1/F, Kwai Chung
Centre, No.100 Kwai Hing Road, Kwai
Chung, N.T.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6-4-2013

申請酒牌轉讓啟事
金饍韓國料理

現特通告：陳泰生其地址為新界荃灣沙
咀道68至76號大成大廈14字樓1室，現
向酒牌局申請把位於九龍尖沙咀北京道
一號8樓801號舖金饍韓國料理的酒牌轉
讓給陳俊新其地址為新界荃灣沙咀道68
至76號大成大廈14字樓1室。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寄交九龍深水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
政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4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TRANSFER
OF LIQUOR LICENCE

KimChee Korean Restauran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Tai Sang of
Unit 1, 14/F, No. 68-76 Sha Tsui Road,
Tsuen Wan,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transfer of the Liquor
License in respect of KimChee Korean
Restaurant at Unit 801, 8/F, 1 Peking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to Chan Chun San
of Unit 1, 14/F, No. 68-76 Sha Tsui Road,
Tsuen Wan, N.T.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transfer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6-4-2013

申請酒牌啟事
TC2 Cafe & Workshop

現特通告：吳婉君其地址為新界深
井浪翠園四期12座31樓C座，現向
酒牌局申領位於九龍太子柏樹街23
號地下TC2 Cafe & Workshop的酒
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啟
事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
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
水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
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4月16日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ROSE GARDEN

現特通告：顏平艷其地址為新界沙田
愉翠苑愉民閣201室，現向酒牌局申
請位於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17-19號
帝后廣場地下7-8號舖Rose Garden的
酒牌續期，*附加批註事項為（酒吧
／跳舞）。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登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
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九龍深
水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大廈4字
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3年4月16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ROSE GARDEN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Ngan Ping Yim of
Room 201, Block L, Yu Man House, Yu
Chui Court, Shatin, N.T.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Rose Garden at
Shop 7-8, G/F, Empress Plaza, 17-19
Chathan Road South, T.S.T., Kowloon *with
endorsement of (bar/dancing).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shui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16-4-2013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陸惠瑛、陸惠賢、陸惠卿、陸惠萍、陸松仁、陸松廣、陸松煒：
本院受理原告陸惠芬、陸惠芳訴被告陸惠瑛、陸惠賢、

陸惠卿、陸惠萍、陸松仁、陸松廣、陸松煒法定繼承糾紛一
案【案號：（2012）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196號】，已經審理
終結。因你下落不明，無法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的規定，向你公告送達本院
（2012）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196號民事判決書，判決結果
如下：位於廣州市越秀區惠福西路163號房的房屋由原告陸
惠芬、陸惠芳與被告陸惠瑛、陸惠賢、陸惠卿、陸惠萍、陸
松仁、陸松廣、陸松煒各繼承九分之一產權份額。

自發出本公告之日起三個月內來本院領取民事判決書，
逾期則視為送達。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
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
本，上訴於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當事人上訴的，應在遞交
上訴狀次日內按上訴請求的項目及相關交費規定向廣州市中
級人民法院預交上訴案件受理費。逾期不交的，按自動撤回
上訴處理。

特此公告。
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二○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人民法院
公 告

C.G.INVESTMENT LIMITED（香港C.G.投資有限公
司）、宗增峰、宗小麗、侯尊中（台灣居民，身份證號
碼：A123205433）：

本院受理（2013）穗越法民四初字第71-76號原告
廣州市穗華房產開發有限公司訴（被告）你們因申請訴
中財產保全損害責任糾紛六案，因你們目前下落不明
（無法送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涉港澳民商事
案件司法文書送達問題若干規定》第九條和《最高人民
法院關於涉台民事訴訟文書送達的若干規定》第八條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向
你們公告送達起訴狀副本及開庭傳票等應訴材料。自本
公告發出之日起，香港C.G.投資有限公司、侯尊中經過
三個月，宗增峰、宗小麗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香
港C.G.投資有限公司、侯尊中提出答辯狀的期限為公告
期滿後的三十日內，宗增峰、宗小麗提出答辯狀的期限
為公告期滿後的十五日內，舉證期限均為三十日內（均
含答辯期）。本六案定於2013年8月21日08時45分在本
院233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將依法缺席判決。

二○一三年四月十六日

圖文傳真圖文傳真：：28382838 11711171 28342834 6631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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