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公告

 

主席報告 - 回顧

 

本人欣然向集團全體股東呈報本年度的業務概況，營業額錄得5,089,931,000港元，比較去年的4,648,386,000

港元增長9%，是集團的歷史最高記錄。股東應佔溢利則錄得224,228,000港元，較去年的275,183,000港元下跌

19%。

一場百年罕見的金融海嘯始於去年的八月，先是造成金融震盪、信貸緊縮，繼而消費疲弱，出口業務大幅

下挫，其對環球在去年第三季的實際經濟損害之嚴峻實是前所未見。集團業務身處其中，自然難以獨善其

身，惟憑藉沉著應對，處變不驚，及時採取多項應變措施，得以安然渡過最為艱辛的第三季度後，集團的

整體業務基本回復正常。全年概括而言，銷售持續增長；盈利出現短暫倒退；集團繼續保持非常強勁的現

金流。截至年結日，錄得淨銀行結餘高達369,131,000港元，與去年淨銀行借貸比率10%的比較，可證集團期

內在持盈保泰方面的工作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

在綜合多方面的評估後，董事會建議向全體股東派發期末股息每股17港仙，連同已派發的中期股息每股8港

仙，全年合共25港仙，與去年相同，派息率則是近年最高。

過去的一年，對集團而言絕對是充滿挑戰和考驗的一年。內部方面，落實推行新管理架構與模式，新組成

的董事會與管理委員會，緊密合作，各擅所長，細緻分工。經過不斷磨合後，運作日趨成熟，本人堅信這

種由董事會主責領導，管理委員會主責執行的管理模式，將有助持續和不斷地提昇企業的管理水平，為企

概要

一、   營業額5,089,931,000港元，比去年增長9%
二、   股東應佔溢利224,228,000港元，比去年減少19%
三、 每股盈利41.9港仙，比去年減少26%
四、 期末股息每股17.0港仙，增加2.0 港仙

五、 全年股息每股25.0港仙, 與去年相同

六、 銀行淨現金為369,131,000港元, 去年借貸比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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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長遠健康發展奠下最重要的基礎。近年來，集團接連獲得多項國際殊榮，端可視為對集團在企業管治

方面成績的肯定與鼓勵。

外部方面，上半年受制於原料價格的大幅波動與多項營運成本的增加所影響，營業額雖然錄得超過三成的

增長，但股東應佔溢利則只有2%的輕微增長，成績差強人意。下半年基本上深受環球金融海嘯所拖累，

珠三角工業出口遭受重挫，國內宏觀調控、信貸緊縮、消費疲弱等因素，均對集團的業務構成了負面的影

響。這些負面的影響在去年的第三季尤其顯著。然而，在中央大力放寬銀根，加速基建步伐以刺激經濟

下，到了去年第四季雖然出口的需求依然疲弱，但集團與內需有關的業務已基本上回復正常。因此，集團

堅信危機總有過去的一天，並且危中必有機，更加確信愈是一個艱難的經營環境，集團的綜合競爭優勢也

將是更為突顯。在過去的半年內，果斷地採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包括嚴控資本性投資、大力壓縮應收

帳與倉存、加大對內銷業務在規模與品牌的投放、優化盈利質素等等，令集團得以處於一個財政狀況更穩

固、目標市場更具競爭優勢的有利位置，以迎接和捕捉未來更多的商機。與此同時，全體董事為展示與員

工共渡時艱的決心，一致議決在本年度集體減薪8%。

展望

集團預期這場金融海嘯對環球實體經濟所造成的損害短期內難以恢復，歐美市場的需求依然疲弱，因此對

出口業務仍不表樂觀，但對中國政府不斷推出有效措施，減少對出口的依賴，通過大力拉動內部需求的增

加，從而達致整體經濟的平穩和持續增長的既定國策充滿無限的信心與期盼，此亦將是集團業務不斷發

展，商機無限的所在。集團預期在中國的業務比重由目前的九成，將按年不斷地提升至更高水平。集團已

就提昇核心業務的規模與品牌效應方面制定了長遠的發展策略。集團的單體溶劑業務已落實在華東設新廠

與舊廠擴產，年內產能將提升至43萬噸，可望成為全球最具規模的醋酸酯溶劑廠，同時業務領域已由原珠

三角逐漸拓展到長三角、渤海灣、西北等中國內陸市場。另一方面，集團的多個塗料品牌亦按年加大市場

推廣力度，加快銷售網絡在中國二、三線城市鋪設，爭取在三年內成為中國的前列著名品牌。葉氏化工一

切已經準備好了，時間將是最好的證明，它將隨著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趨勢中，不斷地茁壯與成

長，為股東們的投資帶來豐厚的回報。

最後，本人僅代表董事會對集團全體員工們的共同努力和卓越貢獻、對集團的商業伙伴的信任與支持，致

以最衷心的謝意！

行政總裁報告 - 業務回顧

溶劑

溶劑業務全年錄得營業額2,976,563,000港元，為歷年新高，較去年同比增長8%，經營溢利錄得212,682,000港

元，比較去年同期則減少了15%。上半年度受惠於市場需求和塗料業務持續增長，單體和混合溶劑銷售暢

旺，但受制於原料和營運成本增加，溢利只有輕微增長；下半年度業務受到金融海嘯之衝擊，市場需求疲

弱，各項化工原料和成品價格大幅調整，受高價來貨原料影響，令溶劑業務在第三季度中出現短暫調整，

雖然從第四季度開始，該業務已基本恢復正常，惟全年經營溢利因此仍錄得輕微跌幅。

金融海嘯所帶來對經濟和市場環境的影響，預期在短期內仍會持續。面對資金緊絀、信貸緊縮和貨價波動

的衝擊，令市場經營環境仍持續困難。然而集團憑藉充足的現金流、長期穩定的原料供應，與及規模成本

之優勢，溶劑業務的相對競爭優勢得到進一步體現，令整體業務銷售在逆境中仍能保持持續增長，再創新

高。另今年初，由於玉米價格的合理調整，令木薯法生產乙醇之相對成本優勢重現，為生產醋酸酯產生了

成本整合效益，使去年收購之「江蘇泰興化工廠」經已轉虧為盈。為進一步拓展華東市場和擴大整合和規

模效益，集團已落實投資約7,000萬港元，在「泰興廠」擴建12萬噸醋酸酯生產線，該項目現已在投建中，

預期可於2009年度正式投產，令集團單體溶劑總產能提升至年產43萬噸，可望成為全球最大的醋酸酯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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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商，並可進一步鞏固在醋酸酯市場的競爭優勢，迎接中國經濟持續增長所帶來的更多商機。而混合溶

劑的現有產能，基本仍可滿足可見未來的發展所需，預期塗料業務的持續增長仍會進一步帶動混合溶劑的

銷售增長，另我們仍會繼續加強在配方優化和降低成本的研究工作，進一步提昇產品之邊際利潤。

塗料

面對艱難的經營環境，塗料業務在過去一年仍錄得穩定的增長，全年錄得營業額和經營溢利是1,852,881,000

港元和128,112,000港元，比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11%和3%。期內上半年遇原料價格波動和成本上升，下半年

又面對信貸危機、需求減弱和出口市場嚴重受挫，集團按既定業務發展策略和採取了適時的應對措施，令

塗料整體業務仍得到穩定的增長發展，其中包括：(一)集團繼續加大了對品牌推廣的投放，並積極開拓民用

建築塗料分銷網絡，令品牌效應進一步帶動了銷售增長；(二)積極拓展民用和工業塗料之內銷市場，隨著西

北和華東市場內銷業務的不斷增長，大大減低了珠三角外銷業務下跌的影響；(三)適時採取了更審慎的業務

信貸管理措施，有效地控制了應收帳風險。

預期金融海嘯對經濟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仍難以於短期內恢復，尤以出口歐美市場為甚，惟在中國政府實施

一系列積極和有效的刺激經濟措施下，中國勢可成為最快復蘇的經濟體系，其持續和強大的經濟增長動力

肯定為集團塗料業務帶來更大商機。為配合長遠的業務發展需要，佔地近100畝的華東桐鄉新廠房已於今年

五月落成使用，為拓展華東的油墨和工業塗料市場提供了更好的發展平台。隨著油墨生產已從上海遷往新

廠，原上海廠房已規劃增加民用建築塗料生產線，進一步擴大建築塗料產能，配合華北和華東市場業務發

展需要。另一方面，集團會繼續按年加大品牌推廣之資源投放，加快推出品牌新形象的項目系統工作，和

積極開拓中國二、三綫城市之分銷網絡。概括而言，集團對塗料業務之發展前景是充滿信心，並已作好裝

備，迎接商機。

潤滑油

回顧期內，潤滑油業務面對的經營環境更為嚴峻，該業務全年錄得營業額257,44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4%，但全年錄得經營虧損7,28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盈利業績倒退。該業務在近年業務重整下，本已成效

初現，上半年度仍錄得銷售和經營溢利不錯的增長，惟下半年度金融海嘯給市場和經營環境帶來了極大衝

擊，令情況逆轉。工業用特種潤滑油業務在華南市場受到了出口市場萎縮所累，銷售收縮，其拓展華東市

場進度仍需時奏效；汽車發動機油業務則面對需求減弱、市場競爭惡性減價促銷影響，加上下半年度基礎

油價格大幅調整，為消化高成本原料倉存令產品毛利進一步降低，故下半年度業務，在整體銷售和邊際利

潤減縮下而出現虧損，令全年業務轉盈為虧。

預期市場環境仍然十分嚴峻，原料成本又隨油價調整而開始回升，但潤滑油市場需求明顯放緩，尤其工業

用油需求方面依然疲弱，市場競爭又愈趨激烈，故中短期內，該業務仍面對成本和銷售壓力。然而集團仍

會按既定政策，繼續努力鞏固業務重整的協同效應；汽機油業務會主力拓展二、三綫城市銷售網絡，和拓

展北方防凍液市場；工業潤滑油方面則會加快開拓華東、華北市場，冀通過整合和加快業務拓展，克服短

期困境挑戰，重現轉虧為盈。

企業社會責任

集團視企業社會責任為一項長期的，有意義的工作。集團的核心要務是動員更多的員工、客戶、供應商、

及合作伙伴一起來為社會帶來正面的改變。集團的企業社會責任範疇包括：教育資助、環境保護、產品責

任及公益活動。

作為一家從事化工業務的香港上市公司，集團除一直注重各員工的安全工作環境外，更致力回饋社會，每

年積極參與及舉辦不同類型的慈善活動，如綠色環保聖誕、植樹活動、馬拉松等，更鼓勵員工踴躍參與，

共同建立和諧美好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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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致力行善及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宗旨，集團繼續參與更多的中國慈善事業。二零零八年九月，集團透

過亞洲防盲基金會向中國寧夏回族自治區捐贈一輛價值逾二百二十萬港元的流動眼科手術車，該手術車計

劃為區內1,500至2,000名白內障患者提供高質素的白內障摘取及人工晶體植入手術，協助他們重見光明。集

團深信流動眼科手術車是一個能夠幫助偏遠地區病人的有效平台，為他們提供良好的眼科手術。

 

榮譽

FinanceAsia 「2009 年度亞洲最佳管理公司」選舉

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五月於《FinanceAsia》雜誌舉辦的第九屆亞洲最佳公司 - 香港組別的投票選舉中榮獲「最佳投資者關

係」第五位及「最佳企業管治」第十位。集團已連續兩年在這項選舉中獲得殊榮，此殊榮反映集團多年來在企業經營

及管治上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備受投資界認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集團繼續執行審慎的理財策略，進一步控制應收帳、庫存及資本性投資，持續盈利帶來的現金流加上二零

零八年四月份配股籌得新資金，令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累積淨現金369,131,000港元，反觀二零零

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借貸比率為10% (以淨銀行貸款佔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為計算基準)，顯見集團的財政狀況

愈趨穩健。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集團的銀行總欠款為516,853,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875,716,000

港元)，其中需於一年內清還之貸款為449,464,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738,799,000港元)，而當

中273,920,000港元以港幣定值、143,993,000港元以美元定值，餘額以人民幣定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435,236,000港元以港幣定值、291,002,000港元以美元定值，餘額以人民幣定值)。另外，一年後到期的

銀行貸款為67,389,000港元(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136,917,000港元)。上述貸款按浮動或固定利率計算利

息。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共有13間香港、澳門及國內銀行向集團提供合共2,132,788,000港元(二零零

八年三月三十一日：2,037,988,000港元)的銀行額度。銀行額度中68%以港元定值，16%以人民幣定值，其餘

以美元定值。二零零八年四月本公司向獨立投資者以每股5.50港元配售50,000,000股，發行的股數相當於本

公司配售後已發行股本的9.3%，成功籌集約268,233,000港元。配售股份所籌集的資金，連同集團可動用之銀

行融資額度將能提供充裕的資金予集團應付目前營運及未來數年的常規增長。日後如有重大投資或收購合

併，集團可以透過向銀行借貸或透過資本市場籌集所需的資金。另外，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二月至三月在

市場回購3,786,000股，耗資8,167,000港元，所回購之股份隨後已全部註銷。

集團的借貸以浮動或固定利率定息，部份借貸成本會受利率波動影響。金融危機初，本港銀行失去互信令

資金市場的流動資金短缺，銀行同業拆息曾大幅攀升。隨著銀行界重拾互信，銀行同業拆息逐漸回復正

常。近月外國熱錢湧現，三個月及以下的銀行同業拆息更大幅下跌。此外，本集團的資産和收入主要集中

於國內並以人民幣結算，集團須面對人民幣匯率風險。人民幣匯率在過往幾年持續上升，但去年稍為回

穩。預期中國的經濟會持續旺盛，外貿盈餘及外匯儲備雖然受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而放緩，但預期上升趨

勢仍會繼續，因此預計人民幣匯率會維持穩定甚或微升。故此，管理層認爲現在無需就利率及匯率採取對

沖措施，但會緊密監察其變化，在適當時候採取相應措施。集團將繼續在降低借貸成本及控制匯兌風險間

取得平衡，以港元、美元或人民幣組合最優惠的銀行貸款。

僱員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人數合共為 4028人，其中香港之僱員人數為138人，而中國不同

省份之僱員人數則為38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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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對人才的發掘、培育及發揮非常重視，鼓勵所有僱員不斷自我提升，透過內部及外部培訓課程、上崗

演練、參與集團推行的教育資助計劃等，自我增值，提高工作技能及成效，於工作上發揮所長。對於有承

擔、有能力的員工，不論背景、地區、學歷，集團均提供極佳之發展平臺。集團現時的管理層，不少是從

基層開始，在不同崗位經過不斷的磨練而晉身管理層，負起領導集團發展的責任。除積極在內部提升有質

素的員工外，集團亦會從外間直接聘用有能之士，或從香港、國內、及國際間的高等學府招聘有潛質的應

屆畢業生，重點培訓。此「行政見習生計劃」已推行多年，成效鼓舞，多位幾年前加入公司表現優越的見

習生已準備就緒，晉身公司的領導層，成為年輕的子集團總經理及集團管理委員會成員。

集團提供具挑戰性的工作環境，設置不同機制，激勵員工自強不息，從而不斷提升集團的人才競爭力，推

動業務持續發展。集團不時參考市場趨勢檢討薪酬及獎勵政策，提供合理、具競爭力的酬金，包括薪酬及

以業績和個人表現為評核目標而發放的花紅及購股權，確保有效吸引和挽留人才。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在聯交所購回本公司股份合共3,786,000股，總值為8,167,000港元。董事會認為本公司股份以低

於每股資產淨值之折讓價在市場上交易，且購回股份可提高本公司股份之每股資產淨值。購回之詳情如下 

:-

年/月份

購回股份

數目

每股

付出

最高價

港元

每股

付出

最低價

港元

總代價

千港元

二零零九年二月 80,000 2.10 2.10 168
二零零九年三月 3,706,000 2.25 2.05 7,999

3,786,000 8,167

3,786,000股回購股份當中，3,274,000股股份已於本年度內註銷，其餘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購回之

512,000股股份，則於本年度以後才註銷。

除上文所披露外，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準之企業管治，以達到盡量提高僱員、顧客、供應商、商業夥伴和股東們所得之價值

及保障他們權益兩大集團之目標。本公司在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均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企業常規守則」(「守則」) 之原則，惟偏離守則條文第A5.4

項有關遵守下文「董事進行證券買賣的標準守則」一段所述之標準守則除外。

進一步之詳情將載於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度年報內。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成立，由一位非執行董事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主席為黃廣

志先生。審核委員會主要角色及功能包括檢討本集團財務資料、監控本集團財務報告系統及內部控制

程序及監察本集團與外聘核數師的關係。審核委員會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之審核委員會會議

上審閱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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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六月成立，由一位非執行董事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其主席為歐陽贊

邦先生。薪酬委員會主要角色及功能包括就本集團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及結構，向董事

會作出建議及釐定各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薪酬。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有關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於二

零零八年十一月，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執行董事獲授予購股權。獲授日期(當時購股權條

款已訂定)是早於本公司批准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業績公告日期前一個月(「禁止買

賣期」)。可是，由於行政上的安排，執行董事接受各自獲授予的購股權時是處於禁止買賣期內。據

此，此等購股權的配發嚴格地說是發生於禁止買賣期，而公司及執行董事均技術上違反了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特別就年內董事是否有任何未遵守標準守則作出查詢， 而全體董事亦確認，除上文所述事件

外，全體董事均已完全遵從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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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氏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及去年同期比較數字。

綜合收益表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三 5,089,931 4,648,386 
銷售成本 (4,146,092) (3,788,194)

毛利 943,839 860,192
其他收入 78,125 97,250
銷售及經銷費用 (206,187) (129,196)
行政費用 (458,342) (401,299)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值之變化 18,195 (13,944)

經營溢利 四 375,630 413,003 
利息費用 (29,443) (30,215)

除稅前溢利 346,187 382,788 
稅項 五 (82,145) (63,354)

本年度純利 264,042 319,434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224,228 275,183 
少數股東權益  39,814  44,251

264,042 319,434 
每股盈利 七

- 基本 41.9 港仙 56.7 港仙

- 攤薄  41.6 港仙  55.9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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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75,543 674,165 
預付土地租金 111,703 108,611
商譽 71,462 71,462 
無形資產 25,258 14,419 
可供出售投資 12,360 12,209 
收購附屬公司訂金 - 9,989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訂金 13,613 6,696
其他非流動資產 4,600 4,600 

1,014,539 902,151 

流動資產

存貨 386,859 486,995 
應收賬款 八 832,991 961,554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111,932 117,405 
預付土地租金 2,608 2,950 
衍生金融工具 4,868 - 
抵押銀行存款 - 12,764 
短期銀行存款

  - 於三個月內到期 290,313 95,819
  - 多於三個月後到期 156,456 263,483
銀行結餘及現金 439,215 359,956 

2,225,242 2,300,926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九 606,090 614,757 
應付稅款 75,360 56,958 
應付股息予少數股東 8,427 -
衍生金融工具 - 13,940 
銀行借貸 - 一年內到期 449,322 738,282 
銀行透支 142 517

1,139,341 1,424,454 

流動資產淨值 1,085,901 876,4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00,440 1,778,623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 一年後到期 67,389 136,917 
遞延稅項負債 7,175 7,337
收購附屬公司應付之代價 - 5,404 

74,564 149,658 

2,025,876 1,628,96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3,576 48,741 
儲備 1,776,820 1,400,036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1,830,396 1,448,777
少數股東權益 195,480 180,188 

2,025,876 1,628,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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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一、 編制基準

本綜合財務報表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發出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撰。此外，本綜合財務報表包括了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有關披露。

二、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應用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生效的香港會計準則修訂及詮釋（「新香港財
務申報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及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7號（修訂本）        金融資產之重新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2號                                        服務經營權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福利資產的限制、最
詮釋第14號                                             低資金要求及兩者之相互關係

採納該等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對如何編製及呈列本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之方法並無重
大影響。因此，本集團無須對過往期間進行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的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2009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的呈列3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款費用3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經修訂）                                  綜合及分列財務報表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 號 (經修訂）                      可沽金融工具及清盤時之責任3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經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4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第27 號 (經修訂）                      於附屬公司、共同控制實體或聯營公司之         
             投資成本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經修訂）                            歸屬條件及取消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經修訂）                           業務合併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經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改善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內置衍生工具5

　詮釋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客户忠誠計劃6

　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房地產建造協議3

　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6號      海外業務投資淨額之對沖7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分配給擁有人的非現金資產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8號      來自客戶之資產轉移8

                                                                                                                                                                                           
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本於二零零九 

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倘適用)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生效
 3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或其後完結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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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8 自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其後之轉移開始生效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可影響集團業務合併（指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或
之後）的會計方法。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將影響集團於一間附屬公司的擁有權有變而不會
導致失去控制權時的會計處理，有關情況將按股權交易處理。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用該等準則、修訂本
或詮釋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三、 分類資料

(a)業務分類

從管理角度，本集團目前將業務分為三個業務類別，即溶劑、塗料及潤滑油。本集團乃按該等業務
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

主要業務如下：

溶劑 — 製造及買賣溶劑及相關產品
塗料 — 製造及買賣塗料及相關產品
潤滑油 — 製造及買賣潤滑油產品

 (i)   本集團之營業額及業績按業務分類如下：

 溶劑  塗料  潤滑油  其他  交易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類營業額

對外銷售 2,898,851 1,852,881 257,446 80,753            - 5,089,931
分類間銷售        77,712 - - - (77,712)  - 

總額     2,976,563 1,852,881 257,446 80,753 (77,712) 5,089,931

業績

分類業績     212,682     128,112     (7,284)     6,101     (371) 339,240
未分配集團收入 53,650 
未分配集團費用 (17,260)
經營溢利    375,630
利息費用 (29,443)
除稅前溢利     346,187 
稅項 (82,145)
本年度純利      264,042 

 溶劑  塗料  潤滑油  其他  交易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類營業額

對外銷售 2,681,926 1,616,463 247,123 102,874            - 4,648,386
分類間銷售        63,679 49,873 1,533 742 (115,827)  - 

總額     2,745,605 1,666,336 248,656 103,616 (115,827) 4,648,386

業績

分類業績     250,185     124,046     9,493     9,461     (473) 392,712
未分配集團收入 45,193 
未分配集團費用 (24,902)
經營溢利    413,003
利息費用 (30,215)
除稅前溢利     382,788 
稅項 (63,354)
本年度純利      319,434 

        業務間之銷售與給予外界人士的條款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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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其他資料

 溶劑  塗料  潤滑油  其他  集團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資本性添置        37,645        133,500         2,720     2,656            6,647       183,16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2,826        30,034          4,518          123            2,348           59,849 
預付租賃攤銷            1,140            1,548                  -        -              335            3,02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               466          1,673                   30        -                   -         2,169  
無形資產攤銷            2,114 2,448                 -        -        - 4,56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溢利)               757  1,361 46         - (6,652) (4,488)

溶劑 塗料 潤滑油 其他 集團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資本性添置        148,971        60,650         3,158     1,452            648       214,87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5,539        27,404          4,278          57            1,524           48,802 
預付租賃攤銷             591            1,494                  -        -              335            2,42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回撥)               -           (316)                   59        -                   -            (257)  
無形資產攤銷               934 1,076                 -        -        - 2,01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84  832 99         - 39 1,054

(b) 地區分類

由於本集團超逾90%之營業額及經營溢利均來自中國大陸，而本集團大部份貨品生產的所在地及資
產亦位於中國大陸， 故省略綜合營業額、經營溢利及資產之地區分析。

四、 經營溢利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無形資產攤銷 4,562 2,01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9,849 48,80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準備 2,169 59
預付租賃攤銷 3,023 2,420

並經已計入：
利息收入 20,452 11,090 
淨匯兌收益 5,910 13,755 
可供出售投資股息之收益 1,680 8,168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溢利 - 11,591

五、 稅項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得稅－ 香港
本年度 941 3,461 
往年多提撥備 (7) (24)

934 3,437
所得稅－ 中國大陸   

本年度 78,830 63,463
往年少(多)提撥備 2,746 (3,249)

81,576 60,214
82,510 63,651

遞延稅項
香港
   -本年度 (255) (297)
   -稅率變動之影響 (110) -

(365) (297)
82,145 6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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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二零零八年收入條例草案，將企業利得稅稅率由17.5%
削減至16.5%，由二零零八╱二零零九年課稅年度起生效。因此，香港利得稅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
利16.5%（二零零七年：17.5%）計量。

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已按有關司法地區之稅率計算。

根據中國大陸有關法律及規例，本公司若干中國大陸附屬公司有權於首兩年業務錄得溢利之年度獲豁
免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而其後此等中國大陸附屬公司將有權於以後三年就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獲
50%寬減。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已於計入此等稅務優惠後作出撥備。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國家主席令第63號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國國務院頒佈新稅法的實施細則(「實施細則」)。按照新稅法及實施細
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適用於集團若干附屬公司之稅率將於五年由現時15%逐步劃一為25%
及若干附屬公司之稅率將由現時介乎27%至33%逐步劃一為25%。頒佈新稅法預期不會就應付稅項對綜
合資產負債表內應計及遞延稅項之金額造成任何重大的財務影響。

現時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享有稅務豁免及中國大陸法定所得稅率寬減之待遇將繼續享有，直至豁免及
寬減期屆滿為止，惟不得超過二零一二年。

六、 股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內確認為派發之股息:
二零零九年中期股息: 每股8.0港仙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中期股息每股10.0 港仙) 43,115 48,663 
二零零八年期末股息: 每股15.0港仙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期末股息每股12.0港仙) 80,827 58,343
123,942 107,006 

董事會建議派發期末股息每股17.0港仙(二零零八年:每股15.0港仙)，並待股東在股東周年大會上投票通
過及尚未在綜合財務報表確認為負債。

七、 每股盈利

公司股東權益持有人每股基本及攤薄後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及計算每股基本及
        攤薄後盈利之盈利 224,228 275,183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535,628 485,549 

可能對股份產生之攤薄影響：
    購股權 3,610 6,787 

計算每股攤薄後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539,238 492,336 

八、 應收賬款

於結算日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個月 660,617 783,227 
四至六個月 161,807 164,338 
六個月以上 10,567 13,989 

832,991 96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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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向其賒銷客戶提供由30天至90天之信貸期。較長的信貸期或授予付款紀錄良好之長期或規模大
之客戶。

九、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於結算日，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結餘包括應付貨款343,203,000港元﹙二零零八年: 388,490,000港元﹚及
收購附屬公司應付之代價9,238,000港元 (二零零八年: 零)，於結算日應付貨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個月 334,865 385,882 
四至六個月 7,125 1,512 
六個月以上 1,213 1,096 

343,203 388,490 

期末股息

董事會議決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期末股息每股17.0港仙 (二零零八年: 每股15.0港仙) 

。上述期末股息將待股東在本次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派發予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

十四日名列於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九日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

續。為確保獲派發期末股息，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之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四時送

達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以辦理過

戶登記手續。

公佈全年業績及年報

本公告將登載於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yipschemical.com)。本集團之二零零九
年年報將於適當時候登載於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當中載列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葉志成

香港，二零零九年七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葉志成先生、葉鳳娟小姐、葉子軒先生、吳紹平先生、丁漢欽先生、黃金熖先生、楊民儉先生
及李偉民先生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唐匯棟先生為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黃廣志先生、歐陽贊邦先生、李
澤民先生及古遠芬先生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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