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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年報

致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股東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意見

我們已審計的內容

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貴集團」）列載於第九十八至一百六十三頁
的綜合財務報表，包括：

•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損益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全面收益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現金流量表；
• 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權益變動表；及
•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我們的意見

我們認為，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了 貴集團於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財務狀況及其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及綜合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
條例》的披露規定妥為擬備。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就審
計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

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能充足及適當地為我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獨立性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以下簡稱「守則」），我們獨立於 貴集團，並已履行守則中的其
他專業道德責任。

關鍵審計事項

關鍵審計事項是根據我們的專業判斷，認為對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
的事項。這些事項是在我們審計整體綜合財務報表及出具意見時進行處理的。我們不會對這些事項提供單獨的意見。

獨立核數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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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審計中識別的關鍵審計事項概述如下：

• 貨櫃運輸之運費收入按已完成航程之百分比確認
• 營運支出撥備
• 貨櫃運輸業務之營運資產的減值評估

關鍵審計事項 我們的審計如何處理關鍵審計事項

貨櫃運輸之運費收入按已完成航程之百分比確認

請參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21及5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集團之收
益為五十二億九千七百七十萬美元（二零一五年：
五十九億五千三百四十萬美元），主要來源於貨櫃運輸
業務所得之運費收入。

集團按每艘船舶於年末時已完成航程之百分比為基準，
以時間比例法，參照運輸費率、離港日期、抵達日期等
航運資料，確認運費收入。

於年末時，貨櫃運輸業務的在途航次交易數量龐大，且
按航程已完成之百分比確認運費收入的估算複雜。

就管理層對年末在途航次之運費收入的量化，我們所執行
的程序包括：

• 了解、評估及測試用於記錄貨櫃運輸收入之操作系統
的一般資訊科技控制環境。

• 了解、評估及測試有關確認運費收入和應收款項的關
鍵控制，尤其是關於年末對在途航次的貨櫃運輸收入
的估算。

• 以抽樣方式把載於操作系統中的年末在途航次的離
港日期及抵達日期核對至船期表。

• 把載於操作系統中按每艘船舶每一航次的總貨櫃運
輸收入核對至會計紀錄。

• 以抽樣方式，對年末在途航次根據船舶的離港日期及
抵達日期，重新計算其運費收入。

我們發現，管理層對年末在途航次之貨櫃運輸收入的估計
有可得的憑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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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審計事項 我們的審計如何處理關鍵審計事項

營運支出撥備

請參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4(c)及38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在 應 計 費
用 三 億 五 千 四 百 二 十 萬 美 元（ 二 零 一 五 年：
三億七千七百六十萬美元）中包含了就貨櫃運輸業務營
運支出作出的撥備，當中包括貨物處理成本、船舶及航
程費用、設備及空箱回流費用及碼頭營運成本。

由於在服務提供後至與供應商確認最終結算金額需時
數月，管理層根據已提供的服務、歷史成本模式及估算
供應商價目，估計營運支出的撥備金額。

營運支出撥備的估算涉及重大判斷和多個因素的考量，
包括歷史成本模式及估算供應商價目。有關估計如出現
變動或會導致營運支出撥備出現大幅變動。

就管理層對營運支出撥備的估算，我們所執行的程序包
括：

• 了解、評估及測試用於記錄營運成本及支出撥備之操
作系統的一般資訊科技控制環境。

• 了解、評估及測試有關營運成本、支出撥備及應付賬
款的關鍵控制，尤其是與操作系統中供應商價目準確
性相關的關鍵控制。

• 了解及以抽樣方式，重新計算營運支出撥備的金額。

• 審視及與管理層討論營運支出撥備的月度趨勢分析，
以評估撥備的足夠性。

• 檢查營運支出撥備於往後的使用情況，以評估撥備的
足夠性。

我們發現，管理層於營運支出撥備所作出的判斷有可得的
憑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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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審計事項 我們的審計如何處理關鍵審計事項

貨櫃運輸業務之營運資產的減值評估

請參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4(d)和16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的貨櫃運輸業務擁
有六十億四千六百七十萬美元之營運資產（二零一五
年：五十九億八千八百九十萬美元），包括貨櫃輪、在
建資產、碼頭設備、貨櫃、車架及電腦軟件（「營運資
產」）。由於貨櫃運輸業務錄得虧損加上未來經濟展望
存在不確定性，管理層為營運資產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進行了減值評估。

管理層認為貨櫃運輸業務為單一現金產生單位，並運用
使用價值計算持續使用營運資產所帶來的現金流入預測
的可收回金額，當中採用的假設包括估計之運費收入、
估計盈利率（扣除利息及稅項前）、估計營運成本、增長
率及貼現率。按此方法計算後的可收回價值為該等營運
資產不需減值提供支持。

營運資產之減值評估涉及重大判斷以決定營運資產的
可收回價值。有關假設如出現變動，或會導致營運資產
的可收回價值出現大幅變動。

對於管理層的減值評估，我們所執行的程序包括：

• 了解營運資產的減值評估及評估管理層所使用的方
法是否適當。

• 將管理層對估計運費收入、估計盈利率（扣除利息及
稅項前）及估計船租費用等作出的假設與過往資料及
已發布的外部分析報告（如適用）進行比較，質詢其
所作出的假設是否恰當。

• 委派我們內部估值專家對評估過程中使用的貼現率，
與我們獨立作出的市場預期進行比較，從而評價使用
的貼現率。

• 核對財務表現預測與管理層已批核之開支預算的一
致性。

• 對於減值評估中所使用的主要假設進行敏感性分析，
以評估該等假設可能出現變動時的潛在影響。

我們發現，根據可得的憑證，在減值評估所用的判斷和假
設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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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貴公司董事須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年報內的所有信息，但不包括綜合財務報表及我們的核數師報告。

我們對綜合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信息，我們亦不對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結合我們對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信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與綜合財務報表或我們
在審計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存在重大抵觸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

基於我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其他信息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報
告。

董事及核數委員會就綜合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擬備真實而中肯
的綜合財務報表，並對其認為為使綜合財務報表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
負責。

在擬備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負責評估 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以及使
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董事有意將 貴集團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核數委員會須負責監督 貴集團的財務報告過程。

核數師就審計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綜合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出具包括我
們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我們僅按照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90條向閣下（作為整體）報告我們的意見，除此之外
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不
能保證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時總能發現。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
果合理預期它們單獨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綜合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綜合財務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
述可被視作重大。

在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綜合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險，
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凌
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
述的風險。

•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 貴集團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董事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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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董事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事項或情況有關的重大
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 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如果我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
核數師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綜合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露。假若有關的披露不足，則我們應當發表非無保留意見。
我們的結論是基於核數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或情況可能導致 貴集團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綜合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以及綜合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 就 貴集團內實體或業務活動的財務信息獲取充足、適當的審計憑證，以便對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我們負責 貴
集團審計的方向、監督和執行。我們為審計意見承擔全部責任。

除其他事項外，我們與核數委員會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重大審計發現等，包括我們在審計中識別出內部
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我們還向核數委員會提交聲明，說明我們已符合有關獨立性的相關專業道德要求，並與他們溝通有可能合理地被認為
會影響我們獨立性的所有關係和其他事項，以及在適用的情況下，相關的防範措施。

從與核數委員會溝通的事項中，我們確定哪些事項對本期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因而構成關鍵審計事項。我們
在核數師報告中描述這些事項，除非法律法規不允許公開披露這些事項，或在極端罕見的情況下，如果合理預期在我們
報告中溝通某事項造成的負面後果超過產生的公眾利益，我們決定不應在報告中溝通該事項。

出具本獨立核數師報告的審計項目合夥人是鄭金鳳。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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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千元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收益 5 5,297,693 5,953,444
營運支出 6 (5,032,272) (5,262,429) 

毛利 265,421 691,015
於一投資物業之公允值溢利 17 18,522 19,545
其他營運收入 7 72,456 74,166
營業及行政費用 (468,897) (441,917)
其他（虧損）╱收益淨額 8 (25,729) 10,259 

經營（虧損）╱溢利 11 (138,227) 353,068
財務開支 12 (79,393) (63,642)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 19 5,135 4,168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20 12,818 13,614 

除稅前（虧損）╱溢利 (199,667) 307,208
稅項 13 (19,554) (23,357) 

本年度（虧損）╱溢利 (219,221) 283,851 

應佔（虧損）╱溢利如下：

本公司股東 (219,221) 283,851 

普通股每股（虧損）╱盈利（美仙） 14
基本及攤薄 (35.0) 45.4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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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千元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本年度（虧損）╱溢利 (219,221) 283,851  

其他全面收益如下：

日後不會於損益表中重列之項目：
界定福利計劃重新計量（虧損）╱收益 (20,118) 6,048 

經已重列或日後可能會於損益表中重列之項目：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公允值變動 (28,012) (28,464)
－資產重估儲備出售後撥回 4,753 –
－資產重估儲備減值後撥回 13,201 –

幣值換算調整
－海外附屬公司 (6,880) (8,068)
－聯營公司 (9,176) (8,620)
－合營公司 (1,167) (410) 

經已重列或日後可能會於損益表中重列之項目總額 (27,281) (45,562) 

本年度其他全面虧損稅後淨額 (47,399) (39,514) 

本年度總全面（虧損）╱收益 (266,620) 244,337  

應佔總全面（虧損）╱收益如下：

本公司股東 (266,620) 244,337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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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千元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6 6,076,673 6,020,744
投資物業 17 220,000 200,000
預付租賃溢價 18 7,818 8,462
合營公司 19 11,225 8,887
聯營公司 20 137,527 145,249
無形資產 21 60,143 55,646
遞延稅項資產 22 4,227 3,765
退休金及退休資產 23 – 7,855
金融衍生工具 33 – 1,507
有限制之銀行結餘 24 403 98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5 93,148 127,998
持至到期日之投資 26 195,296 217,004
其他非流動資產 27 32,091 16,635 

6,838,551 6,814,732 

流動資產

存貨 28 84,472 72,481
應收賬項及預付項目 29 474,158 499,409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欠款 30 2,854 –
應收合營公司欠款 31 431 2,871
持至到期日之投資 26 41,621 19,074
組合投資 32 322,927 295,894
金融衍生工具 33 2,097 147
可收回稅款 10,780 10,942
有限制之銀行結餘 24 1,023 443
現金及銀行結餘 34 1,625,676 2,015,581 

2,566,039 2,916,842 

總資產 9,404,590 9,731,574  

權益

股東權益

股本 35 62,579 62,579
儲備 36 4,456,707 4,734,931 

總權益 4,519,286 4,797,510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1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年報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美元千元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37 3,489,272 3,663,100
遞延稅項負債 22 71,337 62,041
退休金及退休負債 23 11,857 109 

3,572,466 3,725,250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計項目 38 695,897 750,378
合營公司應付款 39 10,712 11,037
借貸 37 601,465 438,619
金融衍生工具 33 – 5,316
本期稅項 4,764 3,464 

1,312,838 1,208,814 

總負債 4,885,304 4,934,064  

總權益及負債 9,404,590 9,731,574 

 
 
 

董建成

董立新

董事



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02 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年報

 

美元千元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營運業務現金流量

經營（虧損）╱溢利 (138,227) 353,068
利息收入 (39,580) (38,219)
股息收入及分派 (30,016) (31,696)
折舊及攤銷 408,874 319,613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減值 13,201 –
資產及負債之公允值收益 (28,791) (4,332)
出售非流動資產淨虧損╱（收益） 6,171 (221) 

計算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溢利 191,632 598,213
存貨（增加）╱減少 (11,991) 56,171
應收賬項及預付項目減少 26,118 75,258
應付賬項及應計項目減少 (56,580) (189,926)
淨退休負債╱資產改變 (688) (2,415)
金融衍生工具結算 852 (1,070) 

營運產生之現金 149,343 536,231
支付利息及財務費用 (72,343) (62,492)
退回╱（支付）香港利得稅款 334 (60)
已繳海外稅款 (8,863) (15,398) 

營運業務現金產生淨額 68,471 458,281 

投資業務現金流量

出售及到期贖回非流動資產 41,128 132,825
購入物業、機器及設備 (251,822) (366,189)
購入其他非流動資產 (59,181) (25,870)
組合投資增加 (23,375) (83,419)
合營公司應付款改變淨額 2,115 3,660
有限制之銀行結餘及超過三個月到期之銀行存款減少╱（增加） 277,596 (1,807)
收取利息 40,036 38,129
投資收取之股息及分派 15,766 14,828
收取合營公司及聯營公司之股息 10,140 13,723 

投資業務現金產生╱（使用）淨額 52,403 (274,120) 

融資業務現金流量

新增貸款 559,289 910,985
償還貸款 (658,098) (991,287)
融資租賃支出之資本部份 (129,649) (224,394)
支付予本公司股東之股息 (11,604) (81,579) 

融資業務現金使用淨額 (240,062) (386,2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19,188) (202,114)
於年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37,511 1,942,822
幣值換算調整 6,896 (3,197) 

於年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1(b) 1,625,219 1,737,511 

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03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年報

股東權益 
美元千元 股本 儲備 總額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2,579 4,572,173 4,634,752
本年度總全面收益 – 244,337 244,337
股東交易
二零一四年度末期股息 – (21,400) (21,400)
二零一五年度中期股息 – (60,179) (60,179)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2,579 4,734,931 4,797,510
本年度總全面虧損 – (266,620) (266,620)
股東交易
二零一五年度末期股息 – (11,604) (11,604)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2,579 4,456,707 4,519,286   

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