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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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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會就因本
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KINGBOARD CHEMICAL HOLDINGS LIMITED
建滔化工集團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8）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16,401.8 9,001.5 +82%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
 盈利 3,632.5 2,217.3 +64%
除稅前溢利 2,521.2 1,261.8 +100%
股東應佔純利 1,780.4 983.3 +81%
每股基本盈利 2.108港元 1.165港元 +81%
每股中期股息 50.0港仙 30.0港仙 +67%
派息比率 24% 26%

每股資產淨值 27.3港元 24.1港元 +13%
淨負債比率 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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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滔化工集團（「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及二零
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16,401,754 9,001,533
銷售成本 (12,852,661) (6,977,537)

  

毛利 3,549,093 2,023,996
其他收入 4 147,424 142,293
分銷成本 (429,137) (329,995)
行政成本 (746,215) (523,641)
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之折讓 － 7,182
融資成本 (87,999) (68,12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90,779 11,133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2,765) (1,010)

  

除稅前溢利 2,521,180 1,261,837
所得稅開支 5 (200,330) (75,523)

  

本期間溢利 2,320,850 1,186,314
  

本期間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1,780,371 983,306
 非控股權益 540,479 203,008

  

2,320,850 1,186,314
  

每股盈利 7
 基本 2.108港元 1.165港元

  

 攤薄 2.087港元 1.15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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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 2,320,850 1,186,314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現金流對沖：
  現金流對沖虧損 (35,760) (35,135)
  就現金流對沖變動而確認之遞延稅項 5,065 (378)
  就現金流對沖調動而作出之重新分類調整 59,667 34,562

 投資重估儲備：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59,277 175,596
  就出售可供出售投資而作出之重新分類調整 (46,771) 19,852

 匯兌儲備：
  因折算外地經營至呈報貨幣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219,904 24,105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除稅後 ) 361,382 218,602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682,232 1,404,916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2,105,722 1,198,273
 非控股權益 576,510 206,643

  

2,682,232 1,40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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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434,845 1,423,437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7,587,515 17,847,473
 預付租賃款項 924,785 933,230
 商譽 2,288,149 2,288,149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502,376 498,319
 可供出售投資 1,367,567 1,206,869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5,345 8,110
 非流動訂金 386,418 511,659
 無形資產 310 622
 遞延稅項資產 32,607 33,499

  

24,529,917 24,751,367
  

流動資產
 存貨 4,073,962 3,454,705
 待發展物業 3,720,557 1,980,068
 貿易及其它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9 7,714,676 6,245,782
 應收票據 9 1,470,717 1,261,966
 預付租賃款項 22,557 22,667
 衍生金融工具 304 －
 可收回稅項 5,710 5,772
 銀行結餘及現金 5,175,161 5,652,209

  

22,183,644 18,623,16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它應付賬款 10 5,596,844 4,473,837
 應付票據 10 1,148,659 755,284
 衍生金融工具 － 13,329
 應繳稅項 457,946 401,906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3,511,969 3,458,564

  

10,715,418 9,102,920
  

流動資產淨值 11,468,226 9,520,24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5,998,143 34,27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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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1,215 56,418
 衍生金融工具 103,046 130,317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8,052,670 7,960,765

  

8,206,931 8,147,500
  

27,791,212 26,124,11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84,474 84,474
 股份溢價及儲備 22,935,970 21,421,943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23,020,444 21,506,417
一間附屬公司之優先購股權儲備 1,744 14,374
非控股權益 4,769,024 4,603,325

  

資本總額 27,791,212 26,12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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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
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貫徹一致，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下列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
本及詮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5號之修訂本，作為二零零八年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改進的一部分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形式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申報準則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17號

分配給擁有人的非現金資產

本集團對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業務合併，提前應用香港財務申報準
則第 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由於本中期期間概無交易適用於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 3

號（經修訂），故應用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經修訂）及因而須對其他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作出的修訂本對本集團目前或以往會計期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除以下所述者外，應用該等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對本集團目前或以往會計期
間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導致本集團有關本集團附屬公司所有權權
益增減的會計政策有所變動。以往年度，在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並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
現有附屬公司權益增加按附屬公司收購相同的方式處理，並確認當中商譽或廉價購入收
益（視乎情況而定 )。附屬公司權益減少的影響（即所收代價與分佔所出售資產淨值賬面值
之間的差額 )，如仍持有控制權，則於損益確認有關權益減少。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零八年經修訂），該等權益增減全部均於權益內處理，並不影響商譽或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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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或經修訂的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改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有關連人士披露 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2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7號對首次採納者披露比較
 數字之有限度豁免 3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5

香港（國際財務申報準則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 4

香港（國際財務申報準則詮釋
 委員會）－詮釋第19號

以權益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3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視乎何者適用 )或其後開始之年度
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引進財務資產分類與計量之新規定，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起生效，准予提前應用。該準則規定，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
認及計量範圍內之所有已確認財務資產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尤其是，(i)根據目
標為收取合約現金流的業務模式持有之債務投資；及 (ii)合約現金流僅為一般按攤銷成
本計量的未償還本金及利息之債務投資。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按公平值計量。
應用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可能影響本集團財務資產之分類與計量。

本公司董事（「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增及經修訂的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對本集團業績及
財政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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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8號下須予呈報之分部如下呈列：

覆銅面板 － 製造及銷售覆銅面板
印刷線路板（「印刷線路板」） － 製造及銷售印刷線路板
化工產品 － 製造及銷售化工及相關產品
其他 － 房地產發展，製造及銷售液晶體顯示屏、磁電產品

 及其他業務

須予呈報之分部營業額及業績如下呈列：

覆銅面板
印刷

線路板 化工產品 其他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額 5,283,196 4,538,290 6,208,530 371,738 － 16,401,754

 分部間之銷售額 1,570,566 － 369,393 6,458 (1,946,417) －
      

合計 6,853,762 4,538,290 6,577,923 378,196 (1,946,417) 16,401,754
      

業績
 分部業績 1,549,942 497,680 498,479 28,280 2,574,381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89,319

 未分配之公司支出 (142,535)

融資成本 (87,999)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90,77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2,765)
 

除稅前溢利 2,521,180

所得稅開支 (200,330)
 

本期間溢利 2,320,850
 

分部間之銷售額乃參考市價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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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銅面板 印刷線路板 化工產品 其他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額 3,070,370 3,065,150 2,592,204 273,809 － 9,001,533

 分部間之銷售額 1,034,103 － 111,349 54,438 (1,199,890) －
      

合計 4,104,473 3,065,150 2,703,553 328,247 (1,199,890) 9,001,533
      

業績
 分部業績 872,524 217,259 239,035 9,286 1,338,104

    

 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
  之折讓 7,182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65,027

 未分配之公司支出 (90,478)

融資成本 (68,12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1,133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1,010)
 

除稅前溢利 1,261,837

所得稅開支 (75,523)
 

本期間溢利 1,186,314
 

分部間之銷售額乃參考市價計算。

3. 折舊

於報告期間內，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約為1,023,3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一月一
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887,300,000港元）。



– 10 –

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包括：
 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 11,540 17,245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46,771 63,708

 利息收入 14,665 14,607

 租金收入 58,217 42,396

 其他 16,231 4,337
  

147,424 142,293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包括：
 香港利得稅 4,103 3,310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 189,588 75,478
  

193,691 78,788

遞延稅項
 本期間支出（撥回 ) 6,639 (3,265)

  

200,330 75,523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期間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並按 16.5%之稅率計算（二零零九年：16.5%）。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6. 中期股息

董事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50港仙（二零零九年：
30港仙）予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八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股息單將於二零
一零年九月十四日（星期二）左右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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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1,780,371 983,306
  

股份數目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44,739,534 844,184,524

加上：本公司發行而未行使之優先購股權產生之
 具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 8,177,686 7,471,757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52,917,220 851,656,281
  

由於本公司認股權證之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於期內之平均市價，故此於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並無就本公司之認股權證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添置

於報告期間內，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添置約為 780,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一月一
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1,080,000,000港元）。

9. 貿易及其它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 5,492,919 4,400,602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2,221,757 1,845,180
  

7,714,676 6,24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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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最長為 120日，視乎所銷售產品而定。於報告期間結束為
止，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90日 4,617,527 3,719,464
91-180日 819,751 621,029
180日以上 55,641 60,109

  

5,492,919 4,400,602
  

本集團所有應收票據賬齡均為報告期間結束後的90日之內。

10. 貿易及其它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間結束為止，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90日 1,967,658 1,470,770
91-180日 325,062 300,802
180日以上 196,724 285,294

  

2,489,444 2,056,866
  

本集團所有應付票據賬齡均為報告期間結束後的90日之內。

業務回顧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欣然向股東匯報，建滔化工集團（「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再次取得卓越的業績，集團營業額及純利均創歷史
新高。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集團營業額上升82%至一百六十四億零一百八十萬港
元，純利增長81%至十七億八千零四十萬港元。全球電子產品需求旺盛，加上中
國本土市場銷情理想，覆銅面板及印刷線路板部門上半年度表現突出。集團覆
銅面板部門之市場佔有率連續五年穩踞行業第一位，為全球最大覆銅面板生
產商，集團印刷線路板部門則為中國最大的印刷線路板生產商。集團化工部門
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成為集團增長的強勁動力。此外，集團憑藉強
勁的財政實力，成功發展另一嶄新業務－房地產發展，並預計未來數年會為股
東帶來理想的回報。集團更於二零一零年五月，獲福布斯雜誌評選為世界2000
大上市公司，並獲彭博商業周刊評選為科技公司100強，成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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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16,401.8 9,001.5 +82%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
 盈利 3,632.5 2,217.3 +64%
除稅前溢利 2,521.2 1,261.8 +100%
股東應佔純利 1,780.4 983.3 +81%
每股基本盈利 2.108港元 1.165港元 +81%
每股中期股息 50.0港仙 30.0港仙 +67%
派息比率 24% 26%

每股資產淨值 27.3港元 24.1港元 +13%
淨負債比率 23% 22%

業務表現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全球電子產品的需求持續殷切。集團於去年策略性地增加低
成本之上游物料庫存，在本年首六個月市場上玻璃纖維布及玻璃紗供應短缺
時，集團的垂直整合經營模式再次發揮功效，因擁有穩定及充足的上游物料供
應而能夠迅速把握蓬勃需求所帶來的商機。覆銅面板部門於本年度上半年所錄
得的營業額和盈利均為歷史新高。部門營業額（包括分部間之銷售）躍升67%至
六十八億五千三百八十萬港元，銷量增加34%，平均每月出貨量為九百四十萬
平方米。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盈利增加54%至十九億三千一百六十
萬港元，此卓越業績充分突顯集團垂直整合經營模式之競爭優勢。

印刷線路板部門同樣受惠於電子產品市道復甦的利好環境，加上部門嚴謹的生
產成本控制措施及不斷提升營運效率，使設備使用率得以持續提升。印刷線路
板部門上半年營業額增加48%至四十五億三千八百三十萬港元，未扣除利息、
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增加66%至七億八千零七十萬港元，成績有目共睹。
為配合市場對電子產品日新月異的需求，部門積極拓展高密度互連（「HDI」）印
刷線路板的市場，HDI印刷線路板銷售佔部門營業額由去年同期的2%大幅提升
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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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國內化工產品市場需求旺盛及江蘇省揚州煉化廠新增的銷售所帶動，化工
部門營業額錄得令人鼓舞的增長。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營業額比去年同期大幅
增加143%至六十五億七千七百九十萬港元。由於市場對苯酚╱丙酮需求暢旺，
廣東省惠州苯酚╱丙酮廠為部門帶來強勁的收益。湖南省衡陽燒碱廠於上半年
亦錄得可觀的回報。部門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上升84%至
八億二千八百一十萬港元。受惠於甲醇於今年上半年的平均售價比去年同期
高，集團應佔聯營公司盈利（大部分來自與中海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合營之
甲醇項目）增加至九千零八十萬港元。

集團在華東及華南地區多個房地產發展項目的進度良好。上海現代廣場及廣州
展望數碼廣場的商業投資物業為集團帶來穩定的租金收入。另外，位於江蘇省
昆山的上海裕花園預售成績理想，該住宅發展項目總投資金額約為五億八千
萬人民幣，到目前為止已預售約八成單位，截至今年六月底，項目預售回收資
金逾八億人民幣，相關項目的收益將於下一個財政年度入賬。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集團之綜合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維持穩健。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流
動資產淨值約為一百一十四億六千八百二十萬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九十五億二千零二十萬港元），流動比率則為2.07（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05）。

淨營運資金週期由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八十一日減少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的六十七日，細分如下：

－ 由於回顧期內營業額增加，消化了二零零九年策略性增加低成本的庫存，
存貨週轉期減少至五十七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六十七日）。

－ 貿易應收款項週轉期減少至六十一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六十八
日）。

－ 貿易及票據應付賬款週轉期減少至五十一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五十四日）。

集團之淨負債比率（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後之附息借貸與資本總額比率）約
為23%（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短期與長期借貸比例為30%：70%（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70%）。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所持有的
現金及獲銀行承諾且未動用之融資貸款額度分別為五十二億港元及四十七億
港元。憑藉雄厚的資產負債表及充裕的備用資金，集團能夠靈活應對市場上各
項挑戰及機遇。銀行借貸中約 6%為人民幣，其餘的則為港元和美元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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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繼續採取審慎的理財政策，其中包括利用利率掉期合約，以減低利率波動
所帶來的風險。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底，集團與具良好信譽之金融機構簽訂面值
為三十九億港元之利率掉期合約，有關利率掉期合約之加權平均年期及息率
分別為0.82年及2.98%。集團亦訂立商品遠期合約，以減低商品價格波動所帶來
的風險，該等合約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為三十萬四千港元。除了
上述與集團日常經營相關之衍生金融工具外，集團在回顧期間並無訂立任何
其他種類的衍生金融工具。集團期內並無面對重大的外匯風險。集團的收入主
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結算，與營運開支的貨幣要求比例大致相符。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在全球聘用員工約49,000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5,400人），員工人數增加主要由於集團於今年上半年的業務量較去
年上升。集團除了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外，亦會根據集團的財務狀況及個
別員工的表現，發放優先購股權及特別獎金予合資格員工。

前景

集團覆銅面板的付運量於二零一零年五、六月因客戶調整庫存而有所回落，然
而客戶訂單數量已於七月底開始出現強勁反彈，現時集團大部分的覆銅面板
廠房產能已達到滿負荷。各電子品牌生產商紛紛推出新產品，集團覆銅面板的
業務量將繼續保持正面的增長動力。為應付與日俱增的需求，集團位於江蘇省
江陰廠第一期的擴產計劃將於今年下半年增加複合基材（「CEM」）覆銅面板及
環氧玻璃纖維覆銅面板之月產能各四十萬張，集團覆銅面板的總產能將於年
底增加至每月九百八十萬張。集團計劃於未來數年在華東地區開拓上游物料
如玻璃纖維布及玻璃紗之產能，以配合華東地區覆銅面板的產能拓展。

二零一零年第三季首兩個月印刷線路板部門的訂單數量持續理想，尤其 3G通
訊儀器及各類高科技電子產品持續普及，推動HDI成為印刷線路板部門的主要
增長亮點之一，集團將可透過旗下兩間生產HDI的廠房增加產能而進一步提升
市場佔有率。位於江蘇省揚州儀征工業園區的印刷線路板廠房的建廠計劃第
一期現正進行，預計明年年中試產，至明年年底月產能可達一百萬平方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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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繼續推行刺激本土消費的政策，加上國內市民生活水平持續改善，有
助帶動化工產品的需求。在本年第三季首兩個月，集團主要化工產品的價格維
持平穩。此外，廣東省惠州苯酚╱丙酮廠的產能優化計劃將於本年年底完成，
藉此捕捉市場對該產品的熾盛需求。

集團將會投放更多的資源，以配合房地產業務之長遠發展。現時集團在中國江
蘇省昆山、上海及廣州等地已擁有總建築面積逾二百二十萬平方米的優質土
地儲備，其中約七萬五千平方米為已完成投資的出租物業，其餘為發展中項
目，未來集團會繼續積極捕捉發展機遇，為股東增值。位於廣州的東照大廈將
於下半年開始招租，預計下年度會為集團帶來額外的租金收入。此外，集團正
就發展深圳龍華廠房「城市更新計劃」之可行性與當地政府繼續積極商討，目
前進度良好。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集團各股東、客戶、銀行、管理人員及員工於報告期間
內對本集團毫無保留的支持，致以衷心感謝。

暫停辦理股份及認股權證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星期一）至二零一零年九月八日（星期三）（包括
首尾兩天）暫停股東及認股權證持有人登記，期間不會辦理股份或認股權證過
戶登記手續。為符合取得中期股息之資格，公司股東須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日
（星期五）下午四時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或如為認股權證持有人，
則所有認購表格連同有關認股權證及認購款項 )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
記處香港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二十八號
金鐘匯中心二十六樓，方為有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
聯交所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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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並就審核、內
部監控及財務報表事宜進行磋商，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資料。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根
據守則第 A.4.1條按特定任期委任之偏離情況之外，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
儘管有上述偏離情況，所有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均遵照本公司組織章程
細則輪值退任，並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重選連任。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
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守則不會寬鬆於上市規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不寬鬆於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規定標準（「標準守則」）之有關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確認，
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
準及本公司所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

承董事會命
建滔化工集團

主席
張國榮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張國榮先生、陳永錕先生、張
廣軍先生、鄭永耀先生、何燕生先生、張偉連女士、莫湛雄先生及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鄭維志先生、陳亨利先生、黎忠榮先生及謝錦洪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