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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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36）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增長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1,286,614 1,088,854 +18.2%

營運盈利 869,834 694,152 +25.3%

毛利率 75.5% 75.5%

EBITDA率 † 70.3% 67.1%
EBIT率 67.6% 63.8%

除稅前盈利 880,931 700,789 +25.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752,266 610,927 +23.1%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基本 23.94 19.75 +21.2%
　－攤薄 23.75 19.47 +22.0%

每股中期股息 7.2 6.0 +20.0%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儘管全球經濟形勢撲朔迷離，中國經濟仍然實現了11.1%的高速增
長。強勁的內需使得中國消費品市場再次成為全球的閃亮點。作為中國香精香料行業的
領頭羊以及中國內需消費品市場的重要成員之一，本集團繼續堅持同心多元化的發展策
略，順利完成了各項業務發展目標，並大大推進了新業務的發展，保持了持續快速增長
勢頭。

† 等於「除稅前盈利加利息、折舊、攤銷及購股權報酬費用」除以「營業額」。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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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或「華寶」）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
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本集團未經審核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並經本公司
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審
閱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核數師之審
閱報告將載於本公司致各股東之中期報告內。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3 1,286,614 1,088,854
銷售成本 (314,810) (266,587)

毛利 971,804 822,267

其他收益 52,772 17,756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4 (38,738) (37,471)
行政費用 4 (116,004) (108,400)

營運盈利 869,834 694,152

財務收入 13,131 6,701
融資成本 (2,357) (337)
財務收入－淨額 10,774 6,364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323 273

除稅前盈利 880,931 700,789

所得稅 5 (116,095) (79,814)

半年度盈利 764,836 620,975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52,266 610,927
　非控制性權益 12,570 10,048

764,836 620,975

港仙 港仙
半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的每股盈利
　基本 6(a) 23.94 19.75
　攤薄 6(b) 23.75 19.47

每股中期股息 7 7.2 6.0
每股特別股息 7 無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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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半年度盈利 764,836 620,975

其他全面收益：
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61,287 3,518

半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826,123 624,493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811,113 614,347
　非控制性權益 15,010 10,146

826,123 62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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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310,508 301,798
　土地使用權 68,681 67,684
　無形資產 1,612,779 1,602,659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6,604 6,236
　遞延所得稅資產 54,837 50,544

2,053,409 2,028,921

流動資產
　存貨 326,701 235,29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010,177 660,117
　短期定期存款 235,092 230,88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95,476 1,678,640

3,667,446 2,804,937

總資產 5,720,855 4,833,858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314,646 312,882
　儲備 543,610 410,403
　保留盈利
　　－擬派中期╱末期股息 226,545 212,134
　　－擬派特別股息 – 172,085
　　－其他 3,201,141 2,682,600

4,285,942 3,790,104
非控制性權益 138,872 128,103

總權益 4,424,814 3,918,207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貸款 3,474 –
　遞延所得稅負債 114,167 108,870

117,641 108,870

流動負債
　貸款 250,423 250,23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846,938 486,242
　當期所得稅負債 81,039 70,303

1,178,400 806,781

總負債 1,296,041 915,651

總權益及負債 5,720,855 4,833,858

流動資產淨值 2,489,046 1,998,15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542,455 4,02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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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之主板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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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編制。本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資料應與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的截至二零
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外，編制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中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一致，並已詳列於該財務報表內。

中期所得稅乃按照預期年度的總盈利所適用之稅率予以預提。

下列的新訂及修訂準則首次強制應用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務年度：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業務合併」，以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和獨立
財務報表」、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司之投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合營
中的權益」的其後修改，將適用於收購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首個
年度報告期間開始之時或之後的業務合併。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修訂本）「營運分部」（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開始之年度
期間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修訂本）「無形資產」（由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開始之年度期
間生效）。

下列新訂準則、準則的修訂及詮釋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強制應用，
但現與本集團業務無關或無重大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交易」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本）「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或處置組）的計量」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財務報表之呈列」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配股的分類」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合資格套期項目」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對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17「向所有者分派非現金資產」
• 香港會計師公會在二零零八年十月公佈了第一個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8)的年度改

進計劃。
• 香港會計師公會在二零零九年五月公佈了第二個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09)的年度改

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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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經營分為兩項主要營運分部：

－ 食用香精香料；及

－ 日用香精香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明確為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審閱本集團的內部報告以評估
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按照此報告以決定營運分部。

執行董事從經營活動角度考慮業務及評估食用香精香料及日用香精香料之分部業務表現。
食用香精香料業務包括研發、生產及銷售食用香精香料產品。日用香精香料業務包括研
發、生產及銷售日用香精香料產品。執行董事根據營運盈利的計量評估營運分部的表現。
該計量乃按採納的會計政策而確定於此財務資料內。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食用
香精香料

日用
香精香料 分部總計 總部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總營業額 1,249,389 37,514 1,286,903 – 1,286,903

分部間銷售 (281) (8) (289) – (289)

淨營業額╱分部收入 1,249,108 37,506 1,286,614 – 1,286,614

分部業績 869,741 6,324 876,065 (6,231) 869,834

財務收入 13,131

融資成本 (2,357)

財務收入－淨額 10,774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323

除稅前盈利 88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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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食用
香精香料

日用
香精香料 分部總計 總部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5,445,515 190,488 5,636,003 84,852 5,720,855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食用
香精香料

日用
香精香料 分部總計 總部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總營業額 1,061,176 27,728 1,088,904 – 1,088,904
分部間銷售 (50) – (50) – (50)

淨營業額╱分部收入 1,061,126 27,728 1,088,854 – 1,088,854

分部業績 703,676 4,777 708,453 (14,301) 694,152

財務收入 6,701
融資成本 (337)

財務收入－淨額 6,364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273

除稅前盈利 700,789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食用
香精香料

日用
香精香料 分部總計 總部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3,982,370 137,170 4,119,540 50,559 4,170,099

分部業績是代表各分部之盈利，當中並沒有包括未分類支出、融資成本、財務收入及應佔
聯營公司業績。此分部業績主要是為分配資源和評估各分部之表現而向主要營運決策者呈
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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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性質分類的開支

費用包括銷售成本、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及行政費用，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不包括計入研究及發展的金額） 13,869 11,764
攤銷 14,574 13,826
僱員福利開支（不包括購股權報酬費用及
　計入研究及發展的金額） 52,897 41,184
租金 3,940 3,260
差旅開支 11,219 9,888
應酬開支 7,712 9,737
購股權報酬費用 2,914 8,120
研究及發展
　－僱員福利開支 16,543 13,887
　－折舊 2,997 2,992
　－其他 23,107 18,220

5. 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稅項
　－香港所得稅 (a) 8,610 6,488
　－中國企業所得稅 (b) 105,582 64,086
遞延所得稅資產 (3,329) 2,360
遞延所得稅負債 5,232 6,880

116,095 79,814

(a) 香港所得稅按本期間估計應課稅盈利以稅率16.5%（二零零九年：16.5%)撥備。

(b)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按本集團在中國之企業於本期間估計應課稅盈利以其適用的稅
率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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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

(a)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
加權平均數目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港幣千元） 752,266 610,927

已發行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計） 3,141,665 3,093,403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仙） 23.94 19.75

(b)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假設所有可攤薄的潛在普通股被轉換後，根據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
均股數計算。在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有一類可攤薄的潛在
普通股，即購股權。

至於購股權，根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的認購權的貨幣價值，釐定按公允價值（釐定為
本公司股份的平均年度市價）可購入的股份數目。按以上方式計算的股份數目，與假
設購股權行使而應已發行的股份數目作出比較。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港幣千元） 752,266 610,927

用以確定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計） 3,141,665 3,093,403
調整：
　－行使購股權（千計） 26,276 43,882

每股攤薄盈利的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計） 3,167,941 3,137,285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仙） 23.75 19.47

7. 股息

於結算日後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港幣7.2仙（二零零
九年：港幣6.0仙及特別股息每股港幣2.8仙），共約港幣226,545,000元（二零零九年：港幣
187,469,000元及特別股息港幣87,485,000元）。由於中期股息乃於結算日後宣派，因此並
未確認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的應付股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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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 (b) 566,525 519,895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2,240) (2,215)

貿易應收款項－淨額 564,285 517,680
應收票據 157,208 89,487
就建議收購項目存放的托管資金 (c) 231,618 –
其他預付及應收款項 34,449 36,727
員工墊款 7,268 4,404
應收股息及利息 15,349 11,819

1,010,177 660,117

(a)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賬面值與公允價值相若。

(b) 授予客戶的信貸期一般為0至180日。於結算日，貿易應收款項（包括關聯人士的貿易
應收款項）乃按發票日期以分析其賬齡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510,040 457,936
91至180日 31,193 44,546
181至360日 16,720 10,535
360日以上 8,572 6,878

566,525 519,895

(c)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四日，本公司透過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買方與獨立第三方簽
署一份合作框架協議，內容有關可能收購（「建議收購」）廣東省金葉煙草薄片技術開
發有限公司及其關聯及聯營公司。根據該合作框架協議，建議收購之代價及待重組
的資產的範圍將須待與賣方進一步討論及磋商釐訂。本公司的一間附屬公司已存入
人民幣200,000,000元於一托管資金賬戶內，倘各方就建議收購訂立正式買賣協議，
此款項將被當作收購代價之部份付款和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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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 (a) 207,664 237,303
非貿易應付關聯人士款項 133,985 133,985
應付股息 (b) 405,542 11,979
應付工資 10,324 8,913
其他應付稅項 46,271 42,153
應計開支 3,124 4,732
客戶預付款 1,402 1,915
其他應付款項 38,626 45,262

846,938 486,242

(a) 於結算日，貿易應付款項（包括關聯人士的貿易應付款項）乃按發票日期以分析其賬
齡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160,210 185,073
91至180日 28,346 33,744
181至360日 3,683 1,094
360日以上 15,425 17,392

207,664 237,303

(b) 應付股息

乃指：

(i)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和特別股息；及

(ii) 向一名非控制性股東派付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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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實現銷售收入為港幣1,286,614,000元，同
比增長約18.2%，主要為有機增長。綜合毛利率約75.5%，與去年同期持平。營運盈利
為港幣869,834,000元，同比增長約25.3%。EBIT率約67.6%，較去年同期提升了3.8個百
分點。除稅前盈利為港幣880,931,000元，同比增長約25.7%。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
利為港幣752,266,000元，同比增長約23.1%，每股基本盈利為港幣23.94仙，同比增長約
21.2%。

業務回顧

食用香精香料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食用香精香料銷售收入為港幣
1,249,108,000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1,061,126,000元增長了約17.7%。食用香精香料的
板塊EBIT率達69.6%，較去年同期的66.3%提高了3.3個百分點。主要得益於用於煙草和
食品及飲料的香精香料業務的快速有機增長並進一步提高了運營效益。

上半年，集團在煙用業務的運營上再次獲得良好成績。期間中式卷煙感官評價方法項目
評吸研討會在上海召開，與會方就建立卷煙感官風格特徵評價體系這一國家級項目進行
了研究和探討。此次研討對未來中式卷煙風格的發展方向具有重要意義。華芳煙用香料
有限公司成功承辦全國卷煙調香技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暨行業首期卷煙調香師學院畢
業典禮，國家煙草專賣局的有關領導出席了典禮，並對該項目給予高度重視。本集團通
過引進國際人才，正在逐步建立了一套與國際接軌的卷煙產品分析及監測體系，並積極
參與中國卷煙行業相關標準的制定。此外，華寶食用香精香料（上海）有限公司一項《可
可香料的製備方法、採用該方法所得到的產品及其用途》的發明專利喜獲國家知識產權
局授權。無錫華海香料有限公司申報專利兩項，開發天然新品4項；無錫嘉華香精香料
有限公司自主研發的「利用酶法製備的煙草浸膏或煙末浸膏生產反應型香料」產品，目
前分別通過了無錫市及江蘇省專家組的評審，被江蘇省科技廳授予「江蘇省重點新產品」
稱號。這些殊榮充分展示了本集團各主要下屬公司在上半年在煙用業務上的優秀運營狀
況，體現了管理團隊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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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游行業方面，中國政府在二零一零年初宣佈了中國煙草行業後續整合方案並提出
了「532」和「461」的品牌發展目標；同時規定了二零一五年卷煙焦油最高含量每根10毫
克的新標準。中國煙草行業將向品牌集中度更高、檔次更高、產品更健康方向發展。從
目前市場消費的情況來看，煙草行業繼續保持了穩步增長的勢頭。二零一零年上半年，
中國煙草行業的銷量增長了約3.5%，市場對國產名優煙的需求持續旺盛。重點骨幹品
牌中前15大品牌，其銷售量同比增長10.6%，有9個品牌銷量增幅超過10%，其中4個品
牌超過20%；批發銷售收入前15個品牌銷售收入同比增長37.0%，有12個品牌增長超過
20%，其中5個品牌增長超過30%。行業消費檔次的升級使得行業盈利能力不斷提高。二
零一零年上半年，中國煙草行業實現工商利稅約人民幣3,253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約
17.3%。降焦減害方面，卷煙產品的焦油量平均值為每根11.7毫克，一氧化碳量平均值
為每根12.3毫克，同比分別下降每根0.4毫克和每根1.2毫克。這些利好因素再次成為本
集團源源不斷地增長的動力。〔以上資料來源：煙草在線〕

在用於食品、飲料及餐飲配料的產品方面，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
團在乳製品、飲料、糖果、休閒食品、餐飲配料方面獲得了高速有機增長，運營效率和
效益進一步提高。期間，上海華寶孔雀香精香料有限公司（「華寶孔雀」）成功開發多款
新品獲得市場認同，其中天然乳脂增香劑榮膺食品飲料配料類增香技術獎，華寶孔雀還
作為首發聯盟成員單位出席了食品添加劑產業技術創新聯盟。廣州華寶香精香料有限公
司（「廣州華寶」）推出超過百種新品，在休閒食品、肉製品、調味品以及方便食品中拓
展了新的客戶並進一步加大在現有客戶中的市場佔有率；此外，廣州華寶新建的7,000
吨清真食用香精香料以及食品配料生產線正式投入運營，為下一步的增長打下基礎；在
餐飲配料方面，漢方廚寶項目的市場推進十分順利，以川渝、雲貴、華南、華中為核心
目標市場進行拓展，形成了主流產品定位於中高檔，8大類64個產品的體系。目前以上
地區已經有超過300家餐廳使用漢方旗下的產品。廣東省肇慶香料廠有限公司（「廣東肇
慶」）實施了多項技改，大大提高了運營效率，降低了生產成本。青島青大物產股份有限
公司（「青島青大」）整合推進十分順利，目前正在對原有生產設施進行改造以進一步擴
充產能以配合本集團咸味香精香料業務的發展。改造後的生產設施將採用新的技術和新
的生產工藝，產品質量和營運效率將進一步提升；同時本集團又對青島青大各級業務骨
幹召開香精香料知識的培訓，對其管理結構進行評審，真正做到和華寶現有的體系實現
無縫對接。此外，華寶孔雀、廣州華寶、廣東肇慶和青島青大四家企業聯合參展第十二
屆亞洲食品配料中國展(FIA)、第十二屆健康原料、天然原料中國展、食品安全和食品
添加劑研討會暨上海國際食品添加劑和配料展覽會(FIS)，通過展台的精心設計、應用產
品展示、現場諮詢與交流等，充分展現了本集團一流的企業形象和服務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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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香精香料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日用香精香料銷售收入為港幣37,506,000
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27,728,000元增長了約35.3%，佔整個集團的收入約2.9%。日
用香精香料的板塊營運盈利達港幣6,324,000元，同比增長高達約32.4%，EBIT率及
EBITDA率分別約為16.9%及19.6%，與去年同期水平基本持平。

期間，廈門琥珀香料有限公司（「廈門琥珀」）突出自身在熏香類、洗滌類香精的優勢，
圍繞重點大客戶開發多款新品，繼續獲得了高速增長，目前廈門琥珀的主要客戶包括：
立白、欖菊、浪奇、納愛斯。此外，廈門琥珀光榮成為福建省日用化學品進出口商會的
理事單位，並入圍2010中國中小企業100強。此外，廈門琥珀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增資擴
股獲得了雲南華香源香料有限公司（「雲南華香源」）的股權。雲南華香源是一家在國內
註冊的從事香料油生產的企業，主要產品包括：桉葉油、香茅油、冬青油、香葉油等。
其創始團隊在業內具有多年的豐富經驗。收購雲南華香源符合集團同心多元化、打造核
心一體化產業鏈的整體戰略，為日用香精香料板塊下一步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研究及發展（「研發」）和創新能力

本集團擁有中國香精香料行業頂級的研發平台和具有國際水平的團隊。位於上海的國家
級企業技術中心、國家級博士後科研工作站以及在德國的海外研發中心和一支具有國內
外頂尖人員組成的研發團隊，在國內同行中遙遙領先。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在研發和創新方面成績突出，其中申報專
利十餘項；開發新品超過100種。一些行業性的重點研發項目已經展開，為將來華寶的
發展奠定長遠的基礎。期間，中式卷煙感官評價方法項目評吸研討會在上海召開，紅雲
紅河煙草集團、湖南中煙、江西中煙、鄭州煙草研究院和我司等項目承擔單位的專家學
者以及相關負責人就建立卷煙感官風格特徵評價體系這一國家級項目進行了研究和探
討。此次研討對未來中式卷煙風格的發展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期內，集團在海外人才引進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績。本集團通過從國際市場引入高端技
術人才建立了一支一流的香精香料和卷煙新材料技術和開發團隊。結合本集團同心多元
化的發展方針，經過幾年的辛勤努力，在卷煙新材料的研發、生產技術以及產品等方面
迅速填補國內相關行業的空白，技術水平達到了國際標準，並充分結合國內卷煙市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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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高等級的新型產品。在此基礎之上，本集團又適時地收購了國內大型煙草薄片生產
企業，廣東省金葉煙草薄片技術開發有限公司及其關聯及聯營公司（「廣東金葉集團」），
構建集團在卷煙新材料的發展平台，下一步將全面推進卷煙新材料的發展。目前，該團
隊正在緊鑼密鼓地參與到廣東金葉集團的後續整合的發展之中。未來華寶將繼續、不斷
地加大在人才方面的投入和引進，為華寶的長遠發展提供堅實的後盾。

另外，食品添加劑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期間在北京成立，新聯盟旨在整合食品添加劑產業
相關科技資源，建立產學研緊密結合機制，加快推動食品添加劑產業跨越式發展，保障
食品安全和推進食品產業創新發展。華寶孔雀作為首發聯盟成員單位代表出席成立大
會。

在研發投入方面，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研發費用佔銷售收入比重約
3.3%，比去年的比例約3.2%略有上升。研發費用的持續增加保證了集團的持續創新能
力，為集團的長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兼併與收購（「併購」）及整合效益

收購廣東金葉集團－建立發展卷煙新材料的戰略平台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本集團以人民幣11.47億元的代價與獨立第三方訂立收購協議，
收購廣東金葉集團100%的股權。具體收購內容見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之公
告，下文用語釋義亦與該公告內容相同。

廣東金葉集團是國家煙草專賣局定點許可的專業從事煙草薄片生產基地之一，也是國內
目前最大的煙草薄片生產商之一。廣東金葉集團成立於1999年，是國內首批從事煙草薄
片的研發、生產以及銷售企業之一。廣東金葉集團也是廣東省企業技術中心，累計獲得
及正在申請的專利超過10項，在目前國內煙草薄片的研發和生產領域具有較強的技術優
勢和實力。目前該集團自身並通過旗下的多家和國內大型煙草集團的合資企業，擁有每
年45,000噸的煙草薄片生產許可指標，在目前國內煙草薄片方面佔有重要的市場份額。

收購理由：管理層認為未來幾年，隨著中國煙草行業實施新的焦油含量新標準，以煙草
薄片為代表之一的卷煙新材料領域將迎來巨大的發展。廣東金葉集團在目前國內煙草薄
片市場中佔有重要的市場份額，其主要合作的煙草集團亦為本集團在香精香料業務的部
分重點客戶。煙草薄片的生產和原料採購，需要專門的特許證，行業進入的門檻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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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的主要理由是為下一步發展卷煙新材料的平台，實質性地推進了煙草薄片項目的發
展，把握中國卷煙行業降焦減害發展帶來的巨大商機。憑藉華寶在中國煙用香精香料主
導地位以及在開發卷煙新材料方面的優勢，管理層對廣東金葉集團未來的整合充滿信
心，並能夠為股東帶來很好的回報！

未來整合計劃：未來本集團將充分利用在香精香料技術優勢和市場主導地位，進一步提
升廣東金葉集團產品的品質，為重點客戶提供更高品質、更個性化的產品和全方位的技
術服務。據廣東金葉集團管理層提供的資料顯示，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國家煙草專賣
局科技司就其煙草薄片創新技術進行評審，下一步將興建一條20,000噸薄片生產線。此
外，亦擬在貴州合資新建一條10,000噸生產線，廣東金葉集團將佔40%股權。同時，本
公司將與廣東金葉集團下屬企業其他現有合資合作夥伴也在就下一步的擴展積極協商。
在管理方面，本公司將使廣東金葉集團與本集團現有體系實現全面接軌，進一步提高運
營效率。管理層相信通過實施全面整合，將為本集團進一步帶來規模經濟效益，能夠為
本公司及股東帶來良好的回報。詳情請參考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就收購廣東
金葉集團之公告。

收購雲南華香源－發展特色香原料業務，打造核心一體化的產業鏈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本集團以約港幣4,314,000元的代價與獨立第三方雲南華香源訂立協
議，通過增資擴股收購雲南華香源60%的股權。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又進一步增資約港
幣925萬元，擴大生產規模，提升產能。雲南華香源是一家在國內註冊的從事天然香料
油生產的企業，主要產品包括：桉葉油、香茅油、冬青油、香葉油等。其創始團隊在業
內具有多年的豐富經驗。收購雲南華香源符合華寶同心多元化、打造核心一體化產業鏈
的整體戰略，未來本集團將雲南華香源作為香原料板塊的發展平台，進一步加大在香原
料領域的投入，以更高的角度實施其發展。

雲南省是中國乃至全球重要的香原料產地之一，據了解，政府計劃將香料產業作為該省
的重要產業之一，正加緊建設我國重要的香精香料生產基地。管理層認為雲南華香源將
作為本集團香原料發展的平台，充分利用華寶的香精香料和提取技術優勢、應用技術優
勢、銷售管道優勢、品牌優勢和資金優勢，大力拓展天然香料業務，構建集團的香原料
板塊，為華寶的發展帶來新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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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科比香精香料有限公司（「茂名科比」）、青島青大的整合順利推進效益明顯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本集團以約港幣117,209,000元的代價向獨立第三方收購茂名科比
100%的股權。收購後，本集團對茂名科比的業務實施了全面整合，其業務的盈利能力
得到大幅提高。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完成了對青島青大的收購，收購代價為港幣11,600,000元。青
島青大為國內一家專業從事天然提取物的生產商，目前的主要產品為天然辣椒精華。該
收購符合集團發展特色香原料板塊，打造核心一體化產業鏈的整體策略。收購後，青島
青大整合推進十分順利，目前正在對原有生產設施進行改造以進一步擴充產能以配合本
集團鹹味香精香料業務的發展。改造後的生產設施將採用新的技術和新的生產工藝，產
品品質和運營效率將進一步提升；同時，本集團又對青島青大各級業務骨幹召開香精香
料知識的培訓，對其管理結構進行評審，真正做到和華寶現有的體系實現無縫對接。這
些措施表明，收購後的整合正在順利推進。

業務展望

目前，全球經濟雖已度過危機，但其復甦前景並不十分樂觀。中國經濟仍然保持了高速
增長，但人民幣升值、房價居高不下以及通脹的負面影響尚未消除。在此大環境下，中
國政府一方面採取各種措施，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內需；同時，又採取積極有效
的措施穩定物價水平。管理層相信，這些舉措將進一步促進國內消費市場。管理層對本
集團未來的經營環境持謹慎樂觀態度，對完成預訂的3年發展目標信心十足。

華寶的長期發展策略保持不變，繼續堅持同心多元化的戰略，以香精香料業務為核心，
積極拓展卷煙新材料、食品配料以及香原料等新領域，通過有機和併購的發展實現高速
增長。

管理層對華寶的長遠發展潛力充滿信心！我們將繼續努力，為股東創造更大的投資價值
和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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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分析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營業額達到港幣1,286,614,000元，較上
年同期的港幣1,088,854,000元，增長18.2%。營業額的快速增長，主要是由於食用和日
用香精香料銷售額的增加所致。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食用香精
香料的營業額增加了17.7%至港幣1,249,108,000元，而日用香精香料的營業額則增加了
35.3%至港幣37,506,000元。

銷售成本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為港幣314,810,000元，較上年
同期的港幣266,587,000元，增加18.1%。銷售成本同銷售收入相比漲幅基本持平，主要
是由於本集團毛利率穩定所致。

毛利和毛利率

本集團的毛利由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港幣822,267,000元增加至截至二
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港幣971,804,000元，增長18.2%，而本集團上半年的毛
利率則保持穩定於75.5%，與上一財政年度上半年持平。本集團毛利的增加主要是本集
團銷售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其他收益為港幣52,772,000元，較截至
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港幣17,756,000元增加了港幣35,016,000元。其他收入
的增加主要是由於人民幣匯率波動以及政府補貼所致。

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

本集團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主要包括差旅費、運輸成本、薪金及辦公費用等。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為港幣38,738,000元，較上年
度的港幣37,471,000元，增加了約3.4%。本期間及去年同期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所佔銷
售總額的比例從去年的3.4%下降至3.0%。銷售及市場推廣開支比例的下降，主要是由於
食用香精香料板塊收入的快速增長帶來規模效應以及更好的費用管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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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在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港幣116,004,000元，較上年
度同期的港幣108,400,000元，增加7.0%。行政開支主要包括薪金、研發開支、仲介顧問
費、購股權報酬費、折舊及攤銷開支、辦公行政費用、公共設施費用等。行政開支佔銷
售總額比例從去年的約10.0%下降至約9.0%，主要是由於銷售收入快速增長帶來規模效
應以及更好的費用管理所致。

營運盈利

本集團營運盈利在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港幣869,834,000元，較上年同
期的港幣694,152,000元，增長了約25.3%。而本集團的營運盈利率則由上一年度同期的
約63.8%增加至本年度同期的約67.6%。營運盈利的增加主要是由於銷售收入的增加及營
運效益的提高所致。

稅務開支

本集團的稅務開支在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港幣116,095,000元，而上年
同期則為港幣79,814,000元。所得稅開支的顯著增加，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的盈利增長以
及因部份國內附屬公司兩免三減半之稅務優惠屆滿而使所得稅率上升所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在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為港幣752,266,000
元，較去年同期的港幣610,927,000元，增長23.1%。

流動資產淨值和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港幣2,489,046,000元（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港幣1,998,156,000元）。本集團主要透過經營業務提供營運資金，維持穩
健財務狀況。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短期定期存款為港幣235,092,000元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230,886,000元），而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港幣
2,095,476,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1,678,640,000元）。

本集團無持有任何外匯對沖產品、結構性投資產品及財務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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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貸款及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貸總額為港幣253,897,000元（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港幣250,236,000元），其中港幣2.4億元為信用貸款，按港元銀行同業拆借
息率作基礎，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信用貸款的平均年息率為1.71厘
（二零零九年：無）並於一年內到期償還。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
（總貸款（包括流動及非流動貸款）除以總權益，不含非控制性權益）為5.9%（二零一零
年三月三十一日：6.6%）。

應收賬周轉期

應收賬周轉期乃通過將有關財政年度期初及期末經扣除撥備的應收貿易賬款平均金額除
以相應期間的營業總額再乘以180天計算。本集團一般給予客戶約0至180日的信貸期，
根據客戶業務量的大小和業務關係時間長短而定。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本集團的平均應收賬周轉期為76日，比較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上一財政
年度的71日上升了5日，基本穩定。

應付賬周轉期

應付賬周轉期乃通過將有關財政年度期初及期末的應付貿易賬款平均金額除以相應期間
的銷售成本再乘以180天計算。供應商給予本集團的信貸期介乎0日至180日。截至二零
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的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平均應付賬周轉期為127日，比較截至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上一財政年度的121日上升了6日。應付賬周轉期上升是因為配
合存貨管理調整了供應商的賬期所致。

存貨和存貨周轉期

本集團的存貨結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為港幣326,701,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
一日：港幣235,294,000元）。本集團不斷加強存貨管理、優化存貨結構，存貨金額明顯
上升。在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存貨周轉期（將有關財政年度期初
及期末的存貨平均結餘除以相應期間的銷售成本總額再乘以180天計算）為161日，比較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上一個財政年度的139日增加了22日，存貨和存貨周轉
期上漲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本集團為了應對通脹預期而適當地增加了部份可能會受到通脹
影響的原材料的儲存量所致。主要受此影響，本集團的經營性現金流也相應受到影響，
但管理層認為這些調整有利於保持本集團的毛利率的穩定，同時對本集團整體財務穩健
性沒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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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及匯率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均在中國，絕大部分業務都以人民幣結算，故董事會認為本集團的外
匯風險不高。而人民幣並無重大貶值壓力，因此本集團所承擔之匯率風險也較低。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抵押貸款約為港幣13,897,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港幣10,236,000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已訂約購買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但並未於財務報表
撥備的資本承擔約港幣6,677,000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港幣4,234,000元）。

或然負債

根據可供董事會查閱的資料，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大陸、香港及德國共聘用員工1,403人。本集團
良好的發展勢頭吸引了大批業界優秀人士的加盟，此外，根據在業務上的需要，期內本
集團繼續引進人才，同時，本集團在收購時保持了被收購企業骨幹員工的穩定並融入集
團文化。董事會非常重視僱員的發展，給予他們充分的空間。同時在待遇方面我們及時
地研究市場情況保持充分的競爭力。

為了配合集團實現技術和管理國際化發展規劃，本集團十分注意員工的培養和人才引進
工作，提高員工具積極性並培養員工的創造力。本集團定期對中高層及管理層人員進行
培訓，樹立共同的價值觀，加強團體精神。另外，集團還建立了多個級別的人才庫，從
根本上解決了企業長期發展所需之人才儲備問題。

在薪酬待遇方面，本集團向員工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和退休供款計劃等其他福利，並根
據員工的表現給予適當的獎勵。本集團亦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份實行購股權計劃，以嘉
獎為本集團業務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員工及董事，並於二零零六至二零零八年期間向包
括董事、高層管理人員、技術和業務人員共79人授出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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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向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八日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冊之股東宣派截至二零一零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現金中期股息每股港幣7.2仙（二零零九年：每股港幣6.0仙和
特別股息每股港幣2.8仙），預期中期股息約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派發。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八日止（首尾兩日包括在內），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獲派中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
須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四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
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

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董事會重視良好企業管治的重要性及其所帶來的益處，並已採納若干企業管治及
披露常規，致力提高透明度和問責水平。

董事會定期討論本集團表現和經營策略，並與相關高層管理人員接受本公司法律顧問定
期提供的上市規則和法規要求的培訓。財務部亦定期向董事會成員匯報和提供本集團重
要的管理會計資料。本公司已建立集團內部匯報制度以監控本公司營運和業務發展的情
況，以便按月記錄潛在股價敏感資料，監察持續披露責任。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建議之守
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A.4.1條除外：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須有指定任期，且
須膺選連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但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其上
次獲委任或重選後不超過第三屆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合乎資格膺選連
任。因此，本公司認為，本公司已採取充分措施，確保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不比企業管
治守則所載之規定寬鬆。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規範守
則。經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
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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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在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已根據上市規則成立了審核委員會，以履行檢討及監察本公司財務匯報程序及內
部監控之職責。審核委員會成員目前由本公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麥建光先生、麻雲燕
女士及李祿兆先生擔任。審核委員會連同董事會已審閱並確認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刊登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登載於「披露易」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
huabao.com.hk)。二零一零╱一一年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交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內刊
載。

董事會

於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六名執行董事包括朱林瑤女士（主席）、劉志德先生（總
裁）、潘昭國先生、王光雨先生、夏利群先生、熊卿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麥建光
先生、麻雲燕女士及李祿兆先生組成。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朱林瑤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