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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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MC HOLDINGS LIMITED
中糧包裝控股有限公司
（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06）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變幅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百分比

收入 2,655,624 2,114,452 25.6%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利潤 179,644 136,496 31.6%
每股盈利 人民幣0.22元 人民幣0.16元 37.5%

董事會向於2012年9月21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宣派截至2012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43元（相等於5.3港仙）。

中期業績

中糧包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中期財務資料」），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據。中期財務資料已獲本公司之審核
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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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4 2,655,624 2,114,452

銷售成本 5 (2,206,209) (1,773,665)

毛利 449,415 340,787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22,471 17,255
銷售及營銷費用 (103,079) (84,723)
行政費用 (105,048) (92,444)
財務費用－淨額 (15,529) (2,022)

除所得稅前利潤 5 248,230 178,853

所得稅開支 6 (59,751) (38,522)

期間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188,479 140,331

應佔期間利潤及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179,644 136,496
　非控股權益 8,835 3,835

188,479 140,331

本公司普通股股本持有人
　應佔每股盈利 8

基本（人民幣） 0.22 0.16

攤薄（人民幣） 0.22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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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2年6月30日

2012年 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22,618 1,828,644
土地使用權 142,772 131,224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226,291 262,723
商譽 103,295 103,295
其他無形資產 5,106 5,685
遞延稅項資產 13,456 11,034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12,404 1,849

總非流動資產 2,625,942 2,344,454

流動資產
存貨 839,813 869,386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 9 971,161 609,484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382,442 522,119
已抵押存款 70,557 65,32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43,364 1,611,816

總流動資產 3,507,337 3,678,131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 10 607,013 855,796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項目 246,488 294,765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593,120 368,946
應繳稅項 52,254 27,623

總流動負債 1,498,875 1,547,130

流動資產淨額 2,008,462 2,131,00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634,404 4,47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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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634,404 4,475,455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借款 1,822,237 1,822,050
遞延稅項負債 3,605 4,620
政府補貼 9,315 9,315
融資租賃應付款 474 1,105

總非流動負債 1,835,631 1,837,090

淨資產 2,798,773 2,638,365

權益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73,080 73,080
儲備 2,597,116 2,452,183
擬派股息 35,690 29,050

2,705,886 2,554,313

非控股權益 92,887 84,052

總權益 2,798,773 2,638,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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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使用之現金淨流量 (217,493) (242,426)
投資活動使用之現金淨流量 (370,271) (348,451)
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流量 222,485 864,3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365,279) 273,49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11,816 481,172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3,173) (4,387)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43,364 750,28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43,364 750,283

現金流量表所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43,364 75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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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中糧包裝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是一家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的股
份於2009年11月16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的註冊辦
公地址為香港銅鑼灣告士打道262號鵬利中心33樓。

本公司乃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內地從事
製造包裝產品，包括飲料罐、食品罐、氣霧罐、金屬蓋、印塗鐵、鋼桶及塑膠包裝。

本公司乃在香港註冊成立之中糧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本公司董事認為，本
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的國有企業中糧集團有限公司
（「中糧」）。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並未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要求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連同本集
團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惟以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包括全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影響本集團，並首次於本期間
之財務資料採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嚴重高通脹及首次採納者刪除固定日期之
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金融資產
轉讓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 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遞延稅項：收回相關
資產之修訂

採納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計算方
法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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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部信息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有一個經營分部－包裝產品，可按其產品及服務以三個業務單位分
析如下：

(a) 金屬飲料罐－從事製造及銷售馬口鐵三片飲料罐及鋁製兩片飲料罐。馬口鐵三片飲
料罐主要用於包裝茶飲料、蛋白飲料、能量飲料、八寶粥、蔬果汁及咖啡飲品等。
鋁製兩片飲料罐主要用於包裝碳酸飲料、啤酒及茶飲料；

(b) 綜合金屬包裝－從事製造及銷售用於不同的食品、奶粉、日化產品、個人護理產
品、除蟲劑、啤酒玻璃瓶、金屬容器及散裝食用油等的食品罐、氣霧罐、金屬蓋、
印塗鐵、鋼桶及其他金屬包裝；及

(c) 塑膠包裝－從事製造及銷售塑膠製包裝產品，例如奶瓶、洗髮水瓶、電子產品的塑
膠附件、日用五金、包裝印刷、運動飲料瓶及相關塑膠製品。

管理層單獨監察業務單位的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決定。業務單位的表現按
收入進行評估，如下表所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金屬飲料罐 1,480,022 1,053,519
綜合金屬包裝 1,062,157 966,428
塑膠包裝 113,445 94,505

2,655,624 2,114,452

地域資料

由於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及客戶均位於中國內地，故並無提供進一步的地域分部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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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入，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期間所售貨品的發票淨值，經扣減退貨及貿易折扣。

以下是收入、其他收入及淨收益的分析︰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銷售貨品 2,655,624 2,114,452

其他收入
政府補貼* 22,196 9,737

收益－淨額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收益 (987) 16
其他收益 1,262 7,502

275 7,518

22,471 17,255

* 政府補貼乃由當地政府授予以支持當地公司。這些補貼並無尚未達成的條件或或有
事項。

5. 除所得稅前利潤

本集團除所得稅前利潤乃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達致：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出售存貨成本 2,206,456 1,773,665
存貨撥備撥回 (247) –

銷售成本 2,206,209 1,773,665

折舊 62,611 57,873
土地使用權的確認 1,707 1,377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606 648
經營租賃下樓宇及倉庫的最低租金 10,200 9,387
核數師酬金 650 650
貿易應收款及其他應收款減值撥回 (7) (103)
僱員福利費用（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157,771 134,550
　退休金計劃供款 13,724 12,443
　其他福利 18,818 15,285
 權益結算股份期權開支 979 –

191,292 16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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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期間由於本集團於香港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利潤，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截至
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其他地方的應課稅利潤按本集團業務所在司法權區的現行
稅率計算稅項。

根據中國所得稅法，企業應按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然而，本集團
於中國註冊成立為外商投資企業之若干附屬公司已根據中國外商投資企業適用之相關稅務
法規，獲中國有關稅務機關批准，自抵銷過往年度結轉之所有未到期稅務虧損後之首個獲
利年度起，於首兩個年度獲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並於其後三年獲寬減50%企業所得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中國內地
 期間支出 61,894 40,827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294 (1,659)

遞延所得稅 (3,437) (646)

期間稅項總支出 59,751 38,522

於截至2007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進行若干集團內部重組（「重組」），根據重組，本
集團英屬維爾京群島附屬公司於若干中國附屬公司持有的股權已轉讓至本集團若干香港附
屬公司。本集團於2007年底獲得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的批覆。自2009年起，財政部及國家
稅務總局發佈一系列關於集團重組的法規及規則（統稱為「集團重組稅務規則」），追溯至
2008年1月1日起生效。集團重組稅務規則規定轉讓股權的資本收益應於轉讓協議生效，且
完成有關股權轉讓的變更手續時確認。董事認為，重組實質上已於2007年完成，因而已於
集團重組稅務規則生效前完成。因此，董事認為，重組較可能不會對本集團造成任何重大
稅務影響。因此，並無就此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稅項撥備。

7.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期－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43元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0.033元） 35,690 2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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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普通股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的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本持有人應佔期間利潤人民幣179,644,000元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36,496,000元）及期間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830,000,000股（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830,000,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的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本持有人應佔期間利潤計算。於計算中使用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期間已發行普通股數目，以及因視作行使全
部潛在攤薄普通股為普通股而假設無償發行的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基準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所用的本公司普通股股本持有人應佔利潤 179,644 136,496

股份數目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2年 2011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的期間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830,000 830,000
   
攤薄影響－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股份期權 1,002 –
   

831,002 830,000

9. 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

2012年 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來自下列人士的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
　－第三方客戶 961,196 576,816
　－關聯方 10,901 33,797
   

972,097 610,613
減值 (936) (1,129)
   

971,161 609,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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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給予客戶信貸期，惟新客戶大多須預先付款。信貸期一般為30至90天。每名客戶均
有最高信貸額。本集團尋求嚴格控制其未償還應收賬款，及設立信貸控制部將信貸風險降
至最低。高級管理人員也會定期檢討逾期款項。本集團並未就其貿易應收款結餘持有任何
抵押品或其他信貸保證。貿易應收款並不計息。

於報告期結束時的貿易應收款及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並扣除撥備後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2年 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960,760 604,315
3至12個月 9,902 4,583
1至2年 423 451
2年以上 76 135

971,161 609,484

10. 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結束時，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2年 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558,323 800,022
3至12個月 44,149 51,533
1至2年 1,726 1,707
2年以上 2,815 2,534

607,013 855,796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若干應付票據以本集團銀行存款人民幣12,328,000元（2011年12
月31日：人民幣21,307,000元）作抵押。

貿易應付款及應付票據並不計息，結算信用期通常為30至9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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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食品、飲料及日化產品等消費品所使用的包裝產品的生產，深度
覆蓋茶飲料、碳酸飲料、果蔬飲料、啤酒、乳製品、日化等消費品包裝市場。此
外，本集團提供包括高科技包裝設計、印刷、物流及全方位客戶服務等在內的綜
合包裝解決方案。作為中國最大的金屬包裝業生產企業，本集團致力於成為「中
國綜合消費品包裝領導者」。本集團的產品主要包括金屬飲料罐（鋁製兩片飲料罐
及馬口鐵三片飲料罐）、綜合金屬包裝產品和塑膠包裝產品。本集團透過戰略性分
布於中國不同地區的16家營運附屬公司及其下屬分公司開展業務，以便有效地服
務本集團的客戶。本集團在多個細分市場領域均排名第一位，獲得了眾多國內外
知名品牌客戶的青睞和信任。本集團已建立了穩固的客戶群，其中包括國內外知
名的消費品高端生產商。

回顧期內：

－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實現營業收入約人民幣26.56億元，較去
年同期增加約25.6%。

－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之溢利約為人民幣1.80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31.6%。

－ 本公司之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0.22元。

－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向於2012年9月21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宣
派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43元（相等
於5.3港仙）。

宏觀經濟環境

2012年上半年，歐債危機持續蔓延，發達經濟體增長乏力，新興經濟體經濟增
速回落。面對複雜嚴峻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中國堅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
置，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大政策預調微調力度，中國上半
年經濟發展穩中有進。根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測算，2012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為
人民幣227,098億元，同比增長7.8%。穩增長的系列舉措夯實了經濟平穩增長的基
礎，實現物價上漲壓力明顯減緩，國際收支趨向平衡，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平穩，
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情況增長良好，總額為人民幣98,222億元，同比增長
14.4%。社會消費品需求的持續快速增長也為消費品包裝行業的後續發展提供了
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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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屬飲料罐

本集團生產的金屬飲料罐包括馬口鐵三片飲料罐（「三片罐」）和鋁製兩片飲料
罐（「兩片罐」），應用非常廣泛，主要用於包裝碳酸飲料、啤酒、茶飲料、蛋
白飲料、功能飲料、八寶粥、果蔬汁及咖啡飲品等。本集團為中國領先的金
屬飲料罐生產商。2012年上半年，金屬飲料罐銷售收入約人民幣14.80億元，
較2011年同期銷售收入約上漲40.5%，佔本集團整體銷售約55.7%（2011年同
期：約49.8%），是本集團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銷售收入增長的主要原因是：
本集團三片罐銷量增長，另外杭州和武漢的兩片罐生產線產量穩步提高，位
於成都和天津的兩片罐生產線在2012年第一季度完成安裝調試後，迅速推進
大客戶認證，產能逐步釋放，從而更快更好地就近服務客戶，全力滿足市場
需求。本集團金屬飲料罐的主要客戶為加多寶、青島啤酒、華潤雪花啤酒、
紅牛、可口可樂中國、百威英博及露露等。

(2) 綜合金屬包裝

本集團綜合金屬包裝業務包括食品罐、氣霧罐、金屬蓋、印塗鐵、鋼桶及其
他金屬包裝。本集團在綜合金屬包裝多個細分產品處於全國領先地位，並在
食品罐中的奶粉罐、氣霧罐以及金屬蓋中的旋開蓋細分市場均為全國第一。

2012年上半年，本集團綜合金屬包裝業務銷售收入約人民幣10.62億元（2011
年同期：約人民幣9.66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9.9%，佔整體銷售約40.0%
（2011年同期：約45.7%）。為了滿足快速增長的公司內部配套需求，綜合金
屬包裝中的金屬蓋業務與印塗鐵業務對外銷售規模降低，其他相關業務均有
不同程度的增長。

(i) 食品罐

食品罐業務產品包括奶粉罐和普通食品罐。2012年上半年，食品罐銷售
收入約人民幣2.01億元（2011年同期：約人民幣1.54億元），其中的奶粉
罐業務繼續保持快速增長，銷售收入達到約人民幣1.76億元，較2011年
同期增長約43.1%。隨着國內食品安全意識及奶粉企業對包裝的要求的
明顯提高，作為規範、穩定、高質量的供應商，本集團備受下游客戶青
睞。本集團為中國最大的奶粉罐生產商，主要知名客戶有美贊臣、貝因
美、惠氏、安利（中國）、聯合利華及伊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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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氣霧罐

2012年上半年，氣霧罐銷售收入約人民幣1.99億元（2011年同期：約人
民幣1.96億元），實現小幅增長，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5%。本集團氣霧罐
的知名客戶有深圳彩虹、上海莊臣、欖菊、康達及歐亞等。

(iii) 金屬蓋

2012年上半年，金屬蓋銷售收入約人民幣3.18億元（2011年同期：約人
民幣3.32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4.2%。主要原因是金屬蓋中的易拉蓋
基本用於內部配套飲料罐。對外的銷售較2011年同期減少約95.8%。同
時，本集團也是中國最大的旋開蓋生產商，2012年上半年的銷售收入約
人民幣2.07億元（2011年同期：約人民幣1.7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
15.6%。旋開蓋的知名客戶主要有亨氏、海天、李錦記、老干媽和歡樂
家等。

(iv) 印塗鐵

2012年上半年，印塗鐵業務銷售收入約人民幣0.70億元（2011年同期：
約人民幣0.83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5.7%。印塗鐵銷售下降主要原
因是本集團內部配套需求的增加，從而降低了對外供應印塗鐵的能力。
本集團印塗鐵知名客戶有九陽、上海松下及美的等。

(v) 鋼桶

2012年上半年，鋼桶業務銷售收入約人民幣1.81億元（2011年同期：約
人民幣1.05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72.4%，銷售增加主要原因是本集團
對新收購的公司加強生產管理和銷售力度。本集團鋼桶的知名客戶包括
中石油、中石化、亨斯邁、阿克蘇諾貝爾及巴斯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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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塑膠包裝

2012年上半年，本集團生產的塑膠包裝銷售收入約人民幣1.14億元，較去
年同期增長約20.0%，約佔總收入的4.3%。本集團塑膠包裝的知名客戶有莊
臣、藍月亮、利潔時、強生等。

於2012年5月8日，本集團訂立兩份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內容有關建
議收購一間香港公司及三間中國企業（「目標集團」），其戰略性位處於華東、
華南及華北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塑膠包裝產品（「建議收購事項」）。收購目標
集團能夠加強本公司在中國塑膠包裝領域的市場份額、區域佈局、技術加工
能力和人才等方面；繼而提升本公司現有塑膠業務的表現。且目標集團所服
務的客戶均為行業優質客戶。於2012年5月16日，根據其中一份諒解備忘錄，
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中糧（英屬維爾京群島）第34有限公司，與獨立第
三方簽訂了股權買賣協議，據此，中糧（英屬維爾京群島）第34有限公司同意
購買寶誠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寶誠」）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寶誠是一家於香港
成立的有限公司，並持有一家在中國註冊的附屬公司90%權益（「該收購」）。
該收購並不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或第14A章之須予披露交易。該
收購於2012年7月已完成。

財務回顧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收入約人民幣26.56億元（2011年同
期：約人民幣21.14億元），增加約人民幣5.42億元或25.6%；主要原因是兩片罐
及鋼桶等業務有明顯的增長。2012年上半年的毛利率約16.9%（2011年同期：約
16.1%），略有增長。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淨利潤約人民幣1.88億元（2011年同期：約人民幣
1.40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34.3%；主要原因是本集團整體的業務規模成長較
大及控制採購成本、生產運營效率提高等效用所致。

集團盈利

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稅前經營利潤約人民幣2.48億元（2011年
同期：約人民幣1.7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0.69億元或38.5%。

融資成本淨額約人民幣0.16億元（2011年同期：約人民幣0.02億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約人民幣0.14億元，主要原因是銀行貸款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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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項開支約人民幣0.60億元（2011年同期：約人民幣0.3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約人民幣0.21億元或上升53.8%，主要是因為本集團的經營活動增加，令稅前利潤
有所上升，同時內地部份下屬公司的稅務優惠（兩免三減半）將於2013年全部結
束，2014年開始所得稅率均為25%（2012年上半年實際所得稅稅率約為24.1%）。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的資金來源主要為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及銀行貸款。

2012年 201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資產淨額 2,799 2,638
現金與現金等價物 1,243 1,612
借款總額 2,415 2,191
股東權益 2,706 2,554
流動比率 2.34 2.38
資產負債比率* 43.3% 22.7%

* 資產負債比率按貸款淨額除以股東權益計算，其中貸款淨額為貸款總額減去現金與現金等
價物。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產淨額約人民幣27.99億元（2011年12月31日：約
人民幣26.38億元）。應佔本公司股本持有人約人民幣27.06億元，較截至2011年12
月31日約人民幣25.54億元上升約6.0%。截至2012年6月30日的流動比率和資產負
債比率分別為約2.34和約43.3%（2011年12月31日：分別約2.38和22.7%）。資產負
債比率從截至2011年12月31日的約22.7%增加到截至2012年6月30日的約43.3%，
主要是計息銀行貸款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的約人民幣21.91億元增加到截至2012
年6月30日的約人民幣24.15億元；其中約人民幣5.93億元為一年期短期貸款，主
要用於補充營運資金；本集團因需獲取銀行貸款及融資而予以抵押的資產賬面價
值合計約人民幣1.53億元（201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1.48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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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承擔及或然負債

截至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資本性開支約人民幣3.70億元，資本開支分別如下：

佔資本開支
人民幣百萬元 百分比

成都鋁製兩片飲料罐項目 48 13.0%
武漢鋁製兩片飲料罐項目 22 5.9%
杭州鋁製兩片飲料罐項目 60 16.2%
天津鋁製兩片飲料罐項目 54 14.6%
番禺設備及基建項目 41 11.1%
鎮江設備及基建項目 41 11.1%
其 他投資於杭州及上海等 
基建及生產設備的購置 104 28.1%

合計 370 100.0%

截至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已訂約但未撥備的資本開支
約人民幣5.94億元。除經營租賃承擔和資本承擔外，本集團於2012年6月30日並無
其他重大承擔及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營運於中國，除部份美元借款和存款外，大部份資產、收入、款項及
現金結餘均以人民幣結算。本公司董事認為匯率波動對公司的業績無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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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新股所得款項用途

於2009年11月，本公司根據首次公開發售發行23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
新股份，募集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10億元（或約港幣11.41億元），其中約人民
幣9.44億元已用如下：

計劃金額

已動用資金
截至2012年

6月30日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資本性開支項目：
　－武漢項目 383 383
　－成都項目 144 144
　－番禺項目 180 124
　－其他項目 120 120
償還銀行借款 96 96
營運資金 77 77

合計 1,000 944

所得款項淨額餘款已存放於香港及中國持牌財務機構作短期存款。

人力資源

於2012年6月30日，本集團有6,166名全職僱員（去年同期為6,321名），當中約
1,548名為工程師及技術人員或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僱員。下表載列於2012年6月
30日本集團按職能劃分的僱員數目：

職能 僱員數目
佔總數的
百分比

管理及行政 713 11.6%
銷售及營銷 273 4.4%
研發技術及工程 802 13.0%
生產及質量控制 4,378 71.0%

合計 6,1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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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員工總成本約人民幣1.91億元，去年同期約
人民幣1.62億元，增加約17.9%。本集團根據員工的崗位表現，區域工資水平及行
業市場情況等來核定僱員薪酬。本集團中國內地的員工福利包括養老保險、醫療
保險、失業保險、生育及工傷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等。本集團香港的員工福利包括
強制性公積金，人壽保險和醫療保險等。除中國法律要求外，本集團自2009年1月
1日起亦自願認繳一項年金計劃，該計劃是本集團為僱員達到若干年歲後的利益而
設。

展望

本集團對2012年下半年的業務增長與未來發展情況保持樂觀。隨着成都和天津的
兩片罐生產線在下半年正式投產，公司兩片罐產能將快速釋放以滿足下游客戶的
強勁需求，穩步提升公司業績；今年年底，本集團引進的首條鋁製單片罐生產線
將投入安裝，其產品主要用於碳酸啤酒飲料、醫藥產品及個人護理高端產品的包
裝，將進一步拓展公司的市場發展空間；塑膠業務在關注自身業務有機發展的同
時，穩步推進併購項目的開展，兩者有機結合，共同促進塑膠業務的快速增長。

在國家穩增長系列措施夯實經濟平穩增長基礎，通脹壓力有效改善及中西部地區
發展潛力和發展熱情有效激發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後勁得到加強，也
為中國食品飲料、日化等消費品行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奠定良好基礎，同時為本集
團業績提升提供了有利條件。

面對下游客戶日益增長的需求，本集團將積極推進管理創新，實施內部標桿管
理，全面提升管理能力，有效保障，確保提供優質，環保的產品與服務，全心全
意服務客戶、股東、員工成功。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
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主要標準。經
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確認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已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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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於截至201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應用並遵守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四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準則、所有守則條文及（如適
用）該守則之建議最佳常規條文。

中期股息

於2012年8月27日，董事會向於2012年9月21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
股東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43元（相等於5.3港仙）（「2012年中期股
息」）（2011年：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033元（相等於4.0港仙））。

所宣派之2012年中期股息將於2012年10月15日（星期一）或前後分派予於2012年9
月21日（星期五）（「股權登記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稅務總局（「國家稅務總局」）於2009年4月22日發出並自
2008年1月1日起執行的《關於境外註冊中資控股企業依據實際管理機構標準確定
為居民企業有關問題的通知》（「該通知」），倘以下所有條件適用於中國或在中國
進行，中國企業或企業集團控制的並在中國境外註冊的企業應被視為在中國境內
有實際管理機構的居民企業，或「非境內註冊居民企業」：(1)負責日常經營及管理
辦公場所的高層管理人員；(2)財務管理及人力資源的決策或授權部門；(3)企業的
主要資產、會計賬簿、公司印章、股東會議或董事會會議紀要檔案等；及(4)企業
一半或以上有投票權的董事或高層管理人員經常居住於中國境內。中資控制的非
境內企業是否為非境內註冊居民企業須由境外中資企業的實際管理機構所在地或
其控制者所在地的地方稅務機關進行初步審核，並由國家稅務總局最終確認。

根據2008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中華
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實施條例》」）及該通知的規定，本公司作
為境外註冊的中資控股企業很可能被認定為中國居民企業，因此，本公司可能需
要在向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2012年中期股息時，根據中國法律代扣代繳企業所得
稅，並以本公司為扣繳義務人。

根據該通知、《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本公司向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
2012年中期股息時，很有可能有義務代扣代繳10%的企業所得稅。對於股權登記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所有以非個人名義登記的股東（包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企業代理人或受託人如證券公司及銀行等，及其他組織或團體皆
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本公司將於扣除10%的企業所得稅後派發2012年中期股
息；對於向在股權登記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任何自然人股東派發2012年中期
股息時，本公司將不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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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的依法在中國境內成立，或者依照外國（或地區）法律
成立但實際管理機構在中國境內的居民企業（如《企業所得稅法》中所定義），如
不希望本公司代扣代繳上述10%的企業所得稅，請在2012年9月18日（星期二）下
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向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呈交其主管稅務機關所出具以
證明本公司毋須就其所享有之股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之文件。

敬請廣大投資者認真閱讀上文內容。如需更改股東名冊內之持有人身份，請向代
理人或受託人查詢相關手續。本公司將嚴格根據相關法律及有關政府部門的要
求，並依照股權登記日的本公司股東名冊所載資料代扣代繳非居民企業股東的企
業所得稅。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確定不準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或對
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所產生的任何爭議，本公司將不承擔責任及不予受理。

假若本公司不被認定為中國居民企業，因而不需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而該等稅
款依然是在本公司的保管之中，在許可的情況下，本公司將促使相等於該等已扣
繳相關股東的稅款之金額付還給相關股東。本公司將適時就該等事項發出公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2012年9月19日（星期三）至2012年9月21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收取中期股息的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
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2012年9月18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前，交回本公司之
股份過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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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716號舖。預計於2012年10月15日（星期一）或前後派發中期
股息。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於2009年10月23日成立薪酬委員會，並以書面權責條款列明其權力及職
責。薪酬委員會主要負責擬定本集團薪酬政策並就該等政策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釐定所有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特定薪酬待遇，並就非執行董事之薪酬向董事
會提出建議。薪酬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執行董事組成。薪酬委員
會主席由傅廷美先生出任，其他委員會成員為鄭毓和先生及王金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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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於2009年10月23日成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權責條款列明其權力及
職責。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i)審閱並監督財務匯報程序及財務報告之完整性；
ii)監察本集團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之有效性；及iii)考慮外聘核數師之獨立
性。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主席
由鄭毓和先生出任，其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持有上市規則第3.21條要求之專業
資格及╱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的專業知識。其他審核委員會成員為傅廷美先生
及胡永雷先生。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於2009年10月23日成立提名委員會，按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守則條文
一致的書面權責條款列明其權力及職責。提名委員會主要負責就委任本集團董事
及高級管理層之提名向董事會提出建議。提名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董
事會主席組成。提名委員會由王金昌先生出任主席。其他提名委員會成員為鄭毓
和先生及傅廷美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中糧包裝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金昌

香港，2012年8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為王金昌先生，其餘執行董事為張新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寧高寧先生、周政先生及胡永雷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石萬鵬先生、
鄭毓和先生及傅廷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