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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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STARCH	HOLDINGS	LIMITED
中國澱粉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8）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中期業績

中國澱粉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連同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述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 	 1,146,108	 8�0,���
銷貨成本  (994,243	) (7�9,��9 )    
毛利  151,865	 9�,�0�
其他收入  13,434	 �,9�7
分銷及銷售費用  (37,119	) (��,597 )
行政費用  (25,904	) (�9,6�� )    
經營利潤  102,276	 5�,800
融資收入  2,370	 �,�85
融資成本  (1,092	) (�77 )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87	 �,955    
除稅前利潤 � 103,641	 57,56�
所得稅（支出）╱抵免 5 (14,913	) �,�67    
本期間利潤  88,728	 59,7�0    
以下各項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7,876	 60,5��
非控股股東權益   852	 (80� )    
  88,728	 59,7�0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人民幣） 7 0.0154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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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38,037		 5�8,0��
 預付租賃款  50,116		 ��,56�
 於一家聯營公司的權益  39,397		 �9,09�
 遞延稅項資產  4,830		 6,0�9    

  632,380		 6�6,69�    

流動資產
 存貨  231,735		 �9�,���
 預付租賃款  469		 �,�7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8 294,595		 ���,�06
 已抵押銀行存款  2,070		 �,00�
 三個月以上銀行存款  350,00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6,193		 �9�,�96    

  1,035,062		 70�,80�    

總資產  1,667,442		 �,��9,�95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權益
 股本  515,234		 ��7,76�
 其他儲備  434,674		 �05,6�5
 留存盈利  416,356		 ��8,�75    

  1,366,264		 97�,88�
非控股股東權益  17,227		 �6,�75    

權益總額  1,383,491		 98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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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874		 75
 借款  6,869		 7,���
 遞延收入  18,855		 �9,60�    

  27,598		 �6,98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9 169,712		 ��7,98�
 應付所得稅  12,635		 �0,�75
 員工房屋保證金  26,381		 �6,�8�
 借款  47,625		 69,509    

  256,353		 ���,��9    

總負債  283,951		 �5�,��8    

權益及負債總額  1,667,442		 �,��9,�95    

流動資產淨額  778,709		 �78,55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411,089		 �,0�5,��6    

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
會計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簡明中期財務報告應與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編製）一併閱讀。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預期於二零一零年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內反映之會計政
策變動除外。此等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載於附註�。

除另有說明外，簡明中期財務報告以人民幣（「人民幣」）列賬。

簡明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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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之變動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應用以下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重大變動，有關變動於本集團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

採用該等修訂準則並無對本集團即期或過往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財務影響。

3. 分部資料

期內本集團的營業額分析如下：

	 		 		 電力		 		 可報告
	 玉米澱粉		 賴氨酸		 及蒸汽		 澱粉糖		 分部		 未分配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營業額	
 銷售總額 856,08�  �0�,880  ��6,998  �7,��6  �,���,�76  –  �,���,�76
 分部間銷售 –  –  (76,068 ) –  (76,068 ) –  (76,068 )             

對外銷售 856,08�  �0�,880  70,9�0  �7,��6  �,��6,�08  –  �,��6,�08
             

分部業績 95,�97  ��,0��  �5,���  (��� ) �5�,���  (50,9�5 ) �0�,�76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營業額	
銷售總額 57�,668  �8�,5��  ���,588  –  887,800  –  887,800
分部間銷售 –  –  (67,577 ) –  (67,577 ) –  (67,577 )             

對外銷售 57�,668  �8�,5��  67,0��  –  8�0,���  –  8�0,���
             

分部業績 �9,789  �7,���  �5,�79  –  8�,���  (�7,��� ) 5�,800
             

總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588,���  �6�,�09  �6�,7�5  55,0��  967,�96  695,��6  �,66�,6��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0��  �5�,�9�  �99,7�0  5�,�70  880,5��  �5�,96�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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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報告分部業績與除稅前利潤總額的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報告分部業績 153,211		 8�,���
未分配收入 12,087		 �,7��
未分配開支 (63,022	)	 (��,�5� )   

分部總業績 102,276		 5�,800
融資收入 2,370		 �,�85
融資成本 (1,092	)	 (�77 )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87		 �,955   

除稅前利潤 103,641		 57,56�
   

可報告分部的資產與總資產的對賬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報告分部資產 967,396		 880,5��
未分配： 
 預付租賃款 50,585		 ��,7�9
 於一家聯營公司的權益 39,397		 �9,09�
 已抵押銀行存款 2,070		 �,00�
 三個月以上銀行存款 350,000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56,193		 �9�,�96
 其他未分配資產 96,971		 75,8�0   

分部總資產 1,662,612		 �,���,�76
遞延稅項資產 4,830		 6,0�9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下的總資產 1,667,442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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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利潤

除稅前利潤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056		 �0,559
預付租賃款攤銷 416		 ��6   

折舊及攤銷總額 28,472		 �0,97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 (6	)	 (�9� )
匯兌虧損淨額 1,474		 ��7
確認為支出的存貨成本 935,959		 666,5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32,834		 ��,7�6
研究及開發費用 1,203		 70�
   

5.	 所得稅支出╱（抵免）

由於本集團於兩段期間均無在香港產生或賺取利潤，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海外
利得稅則就期內估計應課稅利潤按本集團經營業務國家的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11,924		 �,98�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5,�85 )
遞延稅項 2,989		 ��6   

 14,913		 (�,�67 )
   

6.	 股息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每股�.�6港仙，已於二零一零年六
月二十四日派付。已派付末期股息金額約為人民幣�9,�5�,000元（二零零八年：人民幣
�6,�5�,000元）。

董事不另行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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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利潤） 87,876		 60,5��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721,932		 5,��5,000
   

用以計算二零零九年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四日發
行的紅股作出調整。

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無具攤薄效用的潛在普通股，故
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 128,565	 57,�87
銀行承兌票據 139,280	 �5�,05�
其他應收款 26,750	 �,865   

 294,595	 ���,�06
   

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零至六十日的信貸期。

以下為於結算日貿易應收款的賬齡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零至三十日 91,843	 �9,008
三十一至六十日 25,751	 9�8
六十一至九十日 3,042	 689
九十日以上 7,929	 6,56�   

 128,565	 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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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包括應收一家關連公司及一家聯營公司款項人民幣�0,696,000元（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000元）。

銀行承兌票據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貼現票據 44,744	 67,07�
背書票據 21,942	 �7,555
其他票據 72,594	 58,��8   

 139,280	 �5�,05�
   

銀行承兌票據一般到期期限為一百八十日（二零零九年：一百八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應收款的賬齡介乎零至三十
日。

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附註(a)） 
零至六十日 57,329	 6�,055
六十一至九十日 5,560	 6,7��
九十日以上 18,176	 �6,750   

 81,065	 85,5�8
應付票據（附註(b)） 2,065	 �,7��
客戶墊款 34,712	 60,�89
其他 51,870	 69,�55   

 169,712	 ��7,98�
   

附註︰

(a) 貿易應付款包括應付關連公司及一名少數股東的款項人民幣5,0�7,000元（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66,000元）。

(b) 應付票據以已抵押銀行存款人民幣�,070,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00�,000元）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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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覽

於回顧期內，玉米澱粉及賴氨酸市場較去年好轉。玉米澱粉市場價格錄得本集團貿易業
務的歷史新高。賴氨酸市場仍正在復甦，而動物飼料市場的狀況對其影響甚大。透過嚴
格控制成本並持續改善生產效率（特別是電力及蒸汽生產），本集團成功保持各項產品的
競爭優勢。

我們的新產品澱粉糖於二零零九年最後一季推出。於回顧期內，該等生產廠房的使用率
為約�8.7%。此產品亦吸引了一些新客戶群。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總營業額約為人民幣�,��6,�08,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9.7%（二
零零九年：人民幣8�0,���,000元）。毛利率急升66.7%至約人民幣�5�,865,000元（二零零
九年：人民幣9�,�0�,000元）。根據加權平均數5,7��,9��,000股計算，本公司的每股基本
盈利為每股人民幣0.0�5�元（二零零九年：根據加權平均數5,��5,000,000股計算，每股人
民幣0.0��6元）。

業務回顧

按產品劃分的營業額

玉米澱粉及玉米深加工副產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  噸  噸  +/(-) %

玉米澱粉 614,819		 �87,�98  58.7%  264,757		 ��9,�65  �5.5%
玉米蛋白粉 90,368		 7�,8�9  ��.�%  20,669		 �8,650  �0.8%
玉米糠麩 50,415		 �7,��0  �5.�%  44,660		 �8,08�  (7.�% )
玉米胚芽 98,691		 7�,090  �6.9%  35,733		 �8,��7  �5.7%
玉米漿 1,789		 9��  90.�%  10,643		 6,9�7  5�.�%           

 856,082		 57�,668  �9.8%  376,462		 ���,�70  ��.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平均售價（每噸） 人民幣 		 人民幣  +/(-) %

玉米澱粉 2,322		 �,690  �7.�%
玉米蛋白粉 4,372		 �,958  �0.5%
玉米糠麩 1,129		 776  �5.5%
玉米胚芽 2,762		 �,5�6  8.9%
玉米漿 168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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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的玉米澱粉及玉米深加工副產品銷售上升�9.8%至約人
民幣856,08�,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57�,668,000元）。此業務分部佔本集團總營業額
約7�.7%（二零零九年：69.7%）。

玉米澱粉的銷售增加58.7%至約人民幣6��,8�9,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87,�98,000
元）。於回顧期內，玉米澱粉的平均售價大幅增加至每噸人民幣�,���元（二零零九年：每
噸人民幣�,690元）。玉米澱粉的銷售量增加至�6�,757噸（二零零九年：��9,�65噸）。董事
相信玉米澱粉市場將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蓬勃發展。

玉米蛋白粉及玉米糠麩為生產動物飼料的原材料。玉米蛋白粉的銷售量及銷售額分別
增加至�0,669噸（二零零九年：�8,650噸）及約人民幣90,�68,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7�,8�9,000元）。錄得增幅乃由於海外市場需求強勁。

玉米糠麩的銷售增加�5.�%至約人民幣50,��5,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7,��0,000元）。
銷售增加主要是由於平均售價大幅飆升。然而，由於在回顧期內中國南部水災影響玉米
糠麩的分銷，故銷售量輕微下跌7.�%至��,660噸（二零零九年：�8,08�噸）。

玉米胚芽為生產食用油的原材料。回顧期內，玉米胚芽的銷售約為人民幣98,69�,000元
（二零零九年：人民幣7�,090,000元）。玉米胚芽的銷售增加乃由於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臨
清德能金玉米生物有限公司（「德能金玉米」）的使用率增加。

玉米漿的銷售急升90.�%至人民幣�,789,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9��,000元）。玉米漿
的銷售額上升主要由於德能金玉米於回顧期內的產出率增加。

賴氨酸及肥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  噸	 噸  +/(-) %

賴氨酸 195,712		 �7�,060  ��.�%  22,357		 ��,68�  (9.�% )
肥料 6,168		 7,�8�  (�7.6% ) 13,098		 ��,�88  7.5%           

 201,880		 �8�,5��  ��.�%  35,455		 �6,87�  (�.8% )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平均售價（每噸） 人民幣	 人民幣  +/(-) %

賴氨酸 8,754		 7,05�  ��.�%
肥料 471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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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氨酸及相關產品的銷售為約人民幣�0�,880,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8�,5��,000
元），相當於本集團總營業額約�7.6%（二零零九年：��.�%）。

賴氨酸為生產動物飼料的原材料。賴氨酸的銷售量減少9.�%至��,�57噸（二零零九年：
��,68�噸），而平均售價則增加��.�%至每噸人民幣8,75�元（二零零九年：每噸人民幣
7,05�元）。於回顧期內，董事注意到市況正逐漸好轉，其中在出口銷售方面尤為顯著。
銷售量減少主要由於本集團進行維修和保養所致。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肥料銷售由約人民幣7,�8�,000元減少至約人民幣
6,�68,000元。肥料銷售減少主要由於平均售價較二零零九年同期較低所致。

電力及蒸汽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

電力 27,700		 �6,�89  5.�%
蒸氣 43,230		 �0,7��  6.�%     

 70,930		 67,0��  5.8%     

電力及蒸汽的銷售為約人民幣70,9�0,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67,0��,000元），相當於
本集團營業額約6.�%。

澱粉糖

澱粉糖的銷售為約人民幣�7,��6,000元（二零零九年：無），相當於本集團營業額約�.5%。
澱粉糖為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十月推出的新產品。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澱粉糖廠房的
使用率為�8.7%。董事認為澱粉糖廠房的使用率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在完成試產及建立澱
粉糖的新客戶基礎後將進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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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銷售分析

   玉米
出口銷售額 玉米澱粉  蛋白粉  玉米糠麩  賴氨酸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31,833		 43,386		 14,517		 51,057		 140,793
	（出口銷售佔	
	 銷售總額）	 (2.8%)		 (3.8%)		 (1.3%)		 (4.4%)		 (12.3%)

二零零九年 ��,568  ��,0�9  7,079  8,5��  70,��9
 （出口銷售佔 
 銷售總額） (�.�%)  (�.6%)  (0.9%)  (�.0%)  (8.6%)

玉米澱粉的出口銷售較二零零九年同期為低，是由於國內玉米澱粉的需求於回顧期內大
幅增加。董事認為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五日起取消玉米澱粉出口銷售出口退稅的影響有
限，原因為本集團目前主要專注於國內銷售。

玉米蛋白粉、玉米糠麩及賴氨酸為動物飼料的原材料。動物飼料的海外市場已於二零零
九年的金融危機中復甦。

銷貨成本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玉米粒 742,370		 74.7%	 5��,�7�  7�.8%
煤炭及水電 138,984		 14.0%	 ��5,005  �5.8%
其他材料 29,458	 3.0%	 �8,9��  �.0%
直接勞工 19,440		 2.0%	 ��,8�8  �.0%
生產間接成本 21,349		 2.1%	 �0,�67  �.8%
折舊 19,461		 2.0%	 �9,5�9  �.7%
其他 23,181		 2.2%	 7,�87  0.9%       

合計 994,243		 100.0%	 7�9,��9  �00.0%       

玉米粒、煤炭及水電為本集團的主要成本。該等成本佔回顧期內銷貨成本總額88.7%（二
零零九年：87.6%）。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玉米粒平均價格上升�5.6%至每噸人民幣�,69�
元（二零零九年：每噸人民幣�,��9元）。與此同時，煤炭平均價格增加��.0%至每噸人民
幣8�7元（二零零九年：每噸人民幣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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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分析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

玉米澱粉及玉米深加工副產品 95,397	 �9,6�5  ���.�%
賴氨酸及肥料 43,023	 �8,�6�  ��.�%
電力及蒸氣 13,885	 ��,��7  (�0.�% )
澱粉糖 (440	) –  –     

 151,865	 9�,�0�  66.7%     

玉米澱粉及玉米深加工副產品

於回顧期內，毛利大幅增加���.�%至約人民幣95,�97,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
�9,6�5,000元）。玉米澱粉及其相關產品的平均售價增幅超過玉米粒成本上漲的壓力。因
此，本集團於此業務分部的毛利率增加至��.�%（二零零九年：5.�%）。

賴氨酸及肥料

於回顧期內，毛利增加��.�%至約人民幣��,0��,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8,�6�,000
元）。受惠於對生產所用電力及蒸汽的嚴格控制，此業務分部的毛利率為約��.�%，與二
零零九年同期相若（二零零九年：��.�%）。

電力及蒸汽

於回顧期內，電力及蒸汽的毛利率由��.7%大幅減少至�9.6%。有關減幅主要由於煤炭價
格上升所致。

澱粉糖

本集團的澱粉糖業務錄得輕微虧損約人民幣��0,000元。澱粉糖表現令人滿意，而盈利將
於使用率在下半年增加後有所提升。

其他業務回顧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約人民幣�,9�7,000元大幅增加至約人民幣��,���,000元。其他收入增加主要由
於回顧期內所收的政府補助及廢油和煤屑銷售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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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費用

分銷費用增加7�.9%至約人民幣�7,��9,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597,000元）。增幅
主要由於運輸費用增加所致。

行政費用

行政費用增加��.0%至約人民幣�5,90�,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9,6��,000元）。增幅
主要由於回顧期內的員工薪酬及人數增加所致。

稅項

於回顧期內，稅項開支為約人民幣��,9��,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67,000元）。稅項
開支增加主要由於就過往年度產生的虧損攤銷遞延稅項資產所致。我們的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山東壽光巨能金玉米開發有限公司（「金玉米」）為最後一年享有中國企業所得稅減半
優惠。

由於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或賺取任何應課稅收入，故本集團毋須繳納香港所得稅。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用約�,�90名全職員工（二零零九年：�,���名）。本集
團的員工總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8��,000元（二零零九年：人民幣��,7�6,000
元）。

本集團以本集團董事及僱員的經驗、責任及表現釐定其各自的薪酬待遇。本公司已採納
一項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主要目的是激勵本集團僱員及該計劃下所界定的其他合資
格人士繼續積極為本集團作出貢獻，並對彼等為本集團所作出的貢獻予以獎勵。此外，
薪酬委員會獲董事會委派審閱及釐定薪酬待遇的條款、花紅及應付予董事及高級管理層
的其他報酬。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財務回顧

財務管理及庫務政策

本集團對並無指定用途的資金採取保守的現金管理及投資策略。任何尚未動用的資金擬
存放於香港及╱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認可財務機構作短期╱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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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董事認為，由於本集團的營運主要在中國進行，因此本集團承受的外匯風險有限。買賣
主要以人民幣結算，而與出口銷售有關的外匯風險並不重大。由於外匯風險極微，故本
集團只密切監察匯率而不訂立任何外匯對沖安排。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可提用及未動用銀行信貸約為人民幣��0,000,000
元。董事認為，本集團可動用的營運資金足以應付其現有需要。

主要財務數據及關鍵財務比率概述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借款： 
 －一年以內  47,625	 69,509
 －一年至兩年  886	 886
 －兩年至五年  2,659	 �,659
 －超過五年  3,324	 �,767    

總計   54,494	 76,8��    

包括： 
 定息借款 
 －政府補助  9,750	 9,750
 －貼現票據的現金墊款   44,744	 67,07�    

  54,494	 76,8��    

應收賬款週轉（天數）  38	 �0
應付賬款週轉（天數）  16	 �5
存貨週轉（天數）  39	 ��
流動比率  4.0	 �.�
速動比率  3.1	 �.6
槓桿比率－借款除以總資產  3.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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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增加主要由於貼現票據產生的利息所致。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應付票據以銀行存款約人民幣�,070,000元作抵押。於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並無將任何租賃土地及樓宇抵押以擔保銀行信貸，
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配售的所得款項淨額用途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本集團以每股�.�港元配售�77,��0,000股新股份，並從股票市場募集
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5,678,000元。所得款項淨額將會用作擴展生產能力及作為一般
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就德能金玉米擴展�00,000噸玉米澱粉產能及興建有
關污水設施動用約人民幣�,�00,000元。

未來計劃及前景

誠如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本公司的公佈所披露，金玉米在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與壽
光市政府（「市政府」）簽署項目發展備忘錄（「備忘錄」）。根據備忘錄的條款，市政府會向
金玉米提供一個面積不少於約�00,000平方米的土地作為本集團的新生產廠址，並會提供
其他優惠政策。本集團有意利用該新廠址以方便推行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九日本公
司的公佈（「首份公佈」）所披露的擴充計劃。本集團計劃於新廠址（根據備忘錄）設立年度
產能分別約為�00,000噸及50,000噸的玉米澱粉及賴氨酸生產廠房。為免除疑問，本集團
首份公佈所披露將其玉米澱粉、賴氨酸及澱粉糖的年度產能由每年850,000噸、55,000噸
及�00,000噸分別提升至每年�,650,000噸、�05,000噸及�00,000噸的擴充計劃仍在進行中，
惟可能因需時尋找合適新生產廠址等因素而令達致建議年度產能的建議時間表有變。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不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
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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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整個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中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其自訂的證券買賣守則（「買賣守則」），其條款不比上市規則附錄�0所載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寬鬆。買賣守則適用於已收到該守則的所有董事
及所有獲通知須遵守該守則規定的僱員。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
於整個回顧期內一直遵守買賣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與本公司管理層討論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由余季華先生（主席）、董延豐女士、余淑敏女士及曹增功先生組成。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綜合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

刊登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在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網頁(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頁(www.chinastarch.com.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中國澱粉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田其祥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田其祥先生、高世軍先生、于英全先生及劉象剛先生；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董延豐女士、余淑敏女士、曹增功先生及余季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