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
全期業績公告

 

主席報告 - 回顧

 

為能更好地配合業務發展的需要，集團決定自二零一零年開始年結日採取公曆制，因此本期的回顧，本人

只能欣然地向集團全體股東們呈報二零一零年四月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共九個月的業務概況。期內集團

產品總銷量和營業額分別錄得536,000噸和5,654,783,000港元。比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分別是28%和39%，

此亦雙雙地創下了集團的歷史新高記錄。

不過，期內集團股東應佔溢利僅錄得264,509,000港元，較去年同比下跌21%，但較之上半年度的同比下跌

25%已有輕微的改善。期內集團的營業額不斷大幅攀升，營運資金的需求也隨之增加，並且為配合未來更平

穩和持續的增長，集團在增加產能方面作出更多和長遠的部署和投資，但集團堅守一貫審慎理財原則，透

過嚴格的各項內控指標，使集團的財務狀況繼續保持在十分健康的水平。年結日集團的借貸比率僅在14.9%

的預算水平內，因此董事會建議向全體股東們派發期末股息每股10港仙，連同已派發的中期股息，九個月

期內合共每股派發22港仙。

概要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
9個月(經審核)

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
9個月(未經審核) *

營業額 5,654,783,000港元 4,072,555,000港元

股東應佔純利 264,509,000港元 333,082,000港元

每股盈利 48港仙 62港仙

期末股息 10港仙 (3個月) 20港仙 (6個月) 
+

全期股息 22港仙 (9個月) 32港仙 (12個月) +

負債比率 14.9% (於2010年12月31日) 2.1% (於2010年3月31日)

* 由於集團於2010年將財政年度結算日由三月三十一日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因此在

   此提供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9個月未經審核的數字以作比較。

+ 截至2010年3月31日止年度。

1



回顧期內，集團絕對是面對一個非常不明朗與極富挑戰的經營大環境。環球經濟依然疲弱，金融風暴後的

經濟復甦不如預期。歐洲方面，多國深受債務危機的困擾。另一方面，雖然中國國內的經濟仍維持不俗的

增長，但期內政府為壓抑通脹，預防經濟過熱，推出多番措施，造成短暫的市場震動，加上多個省份大面

積的自然災害等均對集團的核心業務造成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然而，中國在環球金融風暴後立下更大的

決心，調整國策，通過逐步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深化和刺激內需市場的成熟，以達致經濟平穩持續增長的

目標。集團有賴及時與準確地掌握了國情，迅速部署，積極在重要戰略城市和地區籌建新廠，增加產能，

建立更完善的銷售與物流網絡，加大市場推廣力度和品牌投放，更明確訂立要在五年內倍翻銷售的中期規

劃。因此集團內各核心業務均以激增銷售，爭取時間搶佔市場份額為首務。過去兩年多以來集團的業務拓

展策略實是取得了遠較預期為佳的成功，期內的銷售增長較上年同期大幅增長39%。除令人深受鼓舞外，

更為集團有望提前在2013年完成百億銷售的中期目標奠下基石。

集團期內的股東應佔溢利未能與銷售增長同步，反較去年同期下跌兩成。去年同期的經營環境特殊良好，

今年難作比較是原因之一；此外期內集團的各項前期性的資本性投資特別多，品牌和市場推廣費用驟增是

原因之二；但影響最大的則是期內多種主要原材料價格出現極不正常的、多次性的暴漲和暴跌，對集團核

心業務的邊際利潤構成了沉重的影響，令期內集團的純利率下跌至極不合理的低水平。集團端視此為有極

大改善空間的挑戰，因此已凝聚共識訂明降低成本、提昇邊際利潤為今年工作的首務和要務。集團有決心

和信心，透過各部門的協調和共同努力，制定可行有效的措施，減輕原料波動的影響，爭取集團整體業務

在兩至三年的時間內回升至合理的盈利率水平。

展望

集團近年來業務的急速發展，全拜中國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內需市場的不斷深化所賜，集團對此種良好

發展勢頭持續充滿信心。中國由今年開始將實施新的五年規劃，雖降低經濟增長在7%水平，但明確指明將

改變經濟發展模式，加快農村人口城鎮化，釋放廣大農民購買力，以內需的強勁增長，帶動經濟的持續增

長。集團並決心乘著中國經濟騰飛的東風，可讓集團早日壯大、早日擠身知名化工企業行列。集團有望在

二零一三年內完成百億銷售目標的同時，將會隨時緊貼市場、緊貼國情，及時作出前瞻性的部署，預期在

二零一五年，集團將可全部完成已落實的新增廠房配置，銷售網絡也將更闊更廣，企業與品牌的知名度更

高，集團的規模將攀上另一高峰當可預期。近日中東北非等國政局不穩，引起國際油價波動，預期也將會

對部份石化原料的波動帶來不明朗的因素，集團會密切關注局勢變化，及時制定可行的應變措施。

另一方面，中國市場之龐大，中國市場之吸引，以及市場汰弱留強的速度之快，亦令這個市場的同業競爭

將會更加激烈，也是可以預期的。集團除繼續秉持做大做強、發揮規模效應、加大前期投放、悉心栽培、

發揮品牌效應的既定策略外，並更進一步已落實在上海成立集團研發中心，計劃用五年的時間打造成國內

的知名研發基地，不斷地為提昇集團核心產品的競爭力和研發超前產品，配合業務拓展作出持久的貢獻。

同時集團將不斷地加大在人力資源方面的投放，吸引更多元化人材加入集團服務，與加強人材發展規劃並

重，集團堅信機會永遠只留給有準備的人。集團將在這方面不斷地作出不懈的努力，也將是毫無疑問的。

今年是集團步入創辦40周年的紀念年，我們專為此設計了一個標誌和把過去40年以來集團賴以不斷發展和

壯大的要素總結為－『人和、渴才、專注』六字。日後，我們將更加謙卑、重信用、守承諾；我們將更加

尊重、關注我們的員工，更加樂於與員工們分享。我們確信這是人和的最重要元素，它將引領我們走向更

豐盛的未來。

藉此本人僅代表董事會對全體員工們的努力和貢獻，對各商業夥伴們的信任和支持致以最深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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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報告 - 業務回顧

溶劑

溶劑業務於期內(九個月)錄得營業額新高達3,445,50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56%。期內毛利率跌幅已較上

半年度收窄，經營溢利錄得244,31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輕微下降3%，但已較上半年度之跌幅23%有顯著改

善。期內，該業務仍受惠於產能擴充、華東市場的持續拓展與及塗料業務的增長所帶動的混合溶劑銷售上

升，令整體溶劑業務銷量較去年同期上升28%，其中單體溶劑銷量升至38.2萬噸，同比增長達30%。期內，

溶劑成本出現的不尋常波動，令毛利率下跌，踏入下半年度，原料波動對毛利率的壓力已有所紓緩，令整

體溶劑毛利率跌幅收窄，以致經營溢利在銷量增長下可保持接近去年的盈利水平。

預期集團整體溶劑業務仍持續保持平穩的增長。面對國內經濟之持續發展和龐大的市場商機，整體溶劑業

務可在未來5年內倍增是當可預期。其中為配合未來銷售增長之產能需求，單體溶劑醋酸酯目前已擁有每年

50萬噸產能，可於今年底前，通過在原生產設施上進行改建工程，令產能增至60萬噸。另在華東泰興廠旁

規劃擴建的30萬噸產能亦正按計劃籌建中，第一期15萬噸產能預期可在二零一三年前投產，餘下第二期之

工程將在二零一五年前完成，令新規劃的整體單體溶劑產能可擴至年產90萬噸水平，可進一步擴大規模效

益和競爭優勢。混合溶劑方面，仍會隨著塗料業務之發展而持續增長。

塗料

該業務期內結算，錄得營業額1,947,83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0%，但由於受到毛利率下跌影響，經營

溢利僅錄得109,836,000港元，較去年同期下跌43%。期內無論是油墨、樹脂、工業和民用塗料的銷售增長

均較上半年的增幅進一步擴大，整體銷量達至111,400噸，同比增長達17%。惟由於期內塗料上游原材料價

格的異常波動，令集團面對持續上升的成本壓力，整體塗料的毛利率從去年的特殊高位有較大幅下跌。雖

然，集團於下半年已採取一定措施改善邊際利潤，惟塗料幾種主要原料在下半年再異常地進一步飇升，抵

銷了有關優化成本效應，加上期內資本性前期投資和市場費用的增加，合令期內經營溢利自去年同期錄得

較大幅增長後，於今年出現倒退。

展望未來，面對外圍政治和經濟環境的不明朗因素，油價和通脹趨升，塗料行業仍然會面對原材料成本上

升的壓力，市場競爭愈趨激烈，塗料行業汰弱留強的洗牌效應會進一步加速。面對成本壓力，集團會通過

優化配方和整合採購效益去努力改善產品的邊際利潤，同時會研究通過垂直整合，增加某些主要原材料品

種的直接生產，令長線可進一步提升產品成本的競爭力，提升邊際利潤。我們相信，集團整體塗料業務可

憑藉多年積累的競爭優勢，把握目前機遇積極擴大市場份額，有信心可在二零一四年前達致銷售倍增的目

標。廠房產能擴充之佈局方面，中山廠30畝地之油墨擴產、桐鄉廠旁90畝地的油墨和高分子產品新生產車

間、和上海金山新廠330畝地等的工程項目進度均按計劃進行，可配合未來業務增長的產能發展需求。

工業塗料方面，平版油墨、數碼塗料、水性和特種上光油等產品系列會成為未來的增長亮點。而民用建築

塗料方面，已基本完成了現有紫荊花專賣店的店舖改裝工程，且店舖數目已擴展至1,500多間，連同計劃中

拓展的二、三綫城市營銷網絡，未來的民用塗料銷售網絡會更為完備，有利於捕捉內地各鄉鎮城市化帶來

的龐大商機。同時，集團仍會持續投放資源，在互聯網、電視媒體和建材市場投放廣告，加大「紫荊花」

塗料的品牌效應。整體而言，集團對整體塗料業務的持續增長和發展，仍然是充滿信心。

潤滑油

回顧期內，潤滑油業務錄得營業額共283,742,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7%，經營溢利則為5,799,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虧損已有明顯改善。期內，工程用特種潤滑油和汽車潤滑油兩業務銷售均錄得不錯增長，其中

防凍液的銷量已於三年內增長超過三倍以上，預期集團整體潤滑油業務通過積極的市場銷售策略和整合效

益的優化下，經營情況可不斷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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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集團在業務不斷向前發展的同時，秉持「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理念，以肩負企業社會責任為己任，並

視之為一項長期和具意義的工作。集團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把「可持續發展」理念融入營運和管理措

施中，並推廣至員工及其家屬、客戶、合作夥伴以至公眾，致力促進經濟、社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為

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貢獻力量。

安全至上

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初改組集團安全架構，成立「集團健康安全環保部」，進一步統籌集團的健康、安全及

環保事宜和改善工作環境。部門成立後迅即為集團旗下廠房進行安全檢查。直至本年年底，集團健康安全

環保部已為全部十七間廠房進行安全檢查，並且提出各項改善措施，進一步提升其安全標準。

社會責任

自二零零八年開始，集團專注發展其旗艦企業社會責任活動，進一步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集團繼二

零零八年透過本地非牟利團體亞洲防盲基金會，向中國寧夏回族自治區捐贈第一台流動眼科手術車後，於

本年八月為江蘇省捐贈第二台流動眼科手術車「復明三號」，幫助江蘇省的白內障病人復明。該流動眼科

手術車捐贈項目成效顯著，目前該兩台流動眼科手術車已成功為超過一千九百多名內地貧困的白內障患者

提供白內障晶體摘取及人工晶體植入手術。繼寧夏回族自治區及江蘇省後，集團將於二零一一年三月捐贈

第三部流動眼手術車至山東省。該手術車是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與中國殘疾人聯合

會及亞洲防盲基金會簽署「流動眼科手術車十年計劃」中的首部手術車。因此，未來將最少有十二部由集

團捐贈的手術車在內地不同省份行走，協助內地貧困及居住於偏遠地區的白內障患者復明，讓他們重新認

識多彩的世界，並重新投入工作，走出貧窮。

肩承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不只局限於集團的層面，各子集團亦積極在內地不同區份舉辦關懷弱勢社群的活

動。集團旗下品牌紫荊花漆一直以為中國人帶來希望，展現生命色彩為己任。於本年十月，紫荊花漆以義

工、捐贈塗料等方式幫助上海青聰泉兒童智慧訓練中心進行翻新工程，全程捐贈新址的裝修塗料，為一班

有發展障礙的小朋友們創造出一個健康環保的康復訓練環境。

經濟貢獻

集團業務迅速發展，共聘用約四千八百名員工，為他們提供具晉升前景和培訓發展的就業機會。集團在中

國經營業務多年，一直為營運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環境保護

集團去年積極參與環保活動，包括由本地環保組織「地球之友」舉辦的植樹活動。此外，集團亦致力在辦

公室減少使用能源，包括逐步把光管轉換至較環保的T5節能光管，現時已有約一成的香港辦公室光管為T5

光管；另外，集團亦把傳統石英射燈轉換為較省電的發光二極體（LED）射燈，減少用電的同時，亦減低

室內溫度。

除集團外，不同子公司亦在其營運、生產及產品研發上，加入環保元素。以民用塗料紫荊花漆為例，為配

合消費者注重環保及健康的趨勢，紫荊花漆於二零一零年推出了一系列環保型的新產品，例如其「凈佳暢

享系列」，主要特點為超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並且不添加苯、汞和鉛等有害物質，確保消費者使用產品

時的健康和安全，亦為環境保護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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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

《FinanceAsia》─ 「2010年度亞洲最佳管理公司」選舉香港組別之五大殊榮

集團於本年四月於《FinanceAsia》雜誌舉辦的第十屆亞洲最佳公司 – 香港組別的投票選舉中於五個不同範

疇中名列前茅，分別獲得以下排名：

─「最佳公司管理」第九位；

─「最佳企業社會責任」第八位；

─「最佳投資者關係」第九位；

─「最佳企業管治」第九位；

─「最致力維持優厚派息政策」第十位

集團已是連續三年在這項選舉中獲得殊榮，反映集團在企業管治、投資者關係及社會責任各方面所作出的

努力，備受投資各界認同。

《亞洲企業管治》雜誌 ─ 第六屆「2010年亞洲企業管治大獎」

集團於本年六月榮獲由《亞洲企業管治》雜誌頒發第六屆「2010年亞洲企業管治大獎」。集團一直致力維

持高企業管治水平，確保集團的透明度、問責性和誠信。得獎企業必須在過去十二個月內在企業管治方面

推行了重大改革，並積極參與改善企業管治標準的公開活動。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二零一零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 — 製造業優異証書」

集團於本年十一月榮獲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頒發之首屆「二零一零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 — 製造業優異証

書」。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設立是次選舉，主要是為了表揚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工商企業，把企業公民

理念融入其營運和管理措施中，促進經濟、社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財資》雜誌 ─「最佳企業管治、社會責任及投資者關係鈦獎」

集團於本年十二月於《財資》雜誌舉辦的二零一零年度《財資》雜誌企業大獎榮獲「最佳企業管治、社會

責任及投資者關係鈦獎」。集團已連續兩年取得「《財資》雜誌企業大獎」的殊榮，獲得是次獎項除了表

彰集團在企業管治及投資者關係的成就外，亦對我們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所作的努力給予了認可。

《亞洲貨幣》雜誌 ─「最佳股東權益及公平待遇」第三名

集團於本年十二月於《亞洲貨幣》雜誌舉辦的二零一零年度最佳企業管治選舉中位列「最佳股東權益及公

平待遇」第三名。 此類別乃根據股東權益保障及所有股東的公平待遇而評選得獎公司，獲獎反映集團致力

履行對股東的承諾，尊重他們的權利及應得的公平待遇。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集團會繼續審慎理財，既努力開拓業務，同時亦盡力維持合理的負債水平。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集團的借貸比率(以淨銀行借貸佔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為計算基準)為14.9%(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1%)

。集團為開拓新市場及激增銷售而建設新廠房和生產設備，因而增加銀行貸款，令借貸比率上升。此外，

與華南相比，華東市場的信貸期較長，銀行承兌匯票(即應收票據)亦較流行；集團會緊密監察其流動資金及

採取必需措施以應付因華東業務之擴張而減慢的現金回籠速度。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的銀行總欠款為1,237 , 261 , 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1,051,141,000港元)，其中須於一年內清還之短期貸款為945,42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823,141,000港元)，該等貸款以三種貨幣定值，包括616,226,000港元以港幣定值、315,828,000港元以美元

定值和13,374,000港元以人民幣定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82,337,000港元以港幣定值、378,367,000港

元以美元定值和62,437,000港元以人民幣定值)。另外，一年後到期的長期貸款為291,83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228,000,000港元)，全以港幣定值。上述長期及短期貸款按浮動或固定利率計算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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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有11間銀行於香港、澳門及國內向集團提供合共2,819,013,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413,621,000港元)的銀行額度，足夠應付目前營運及發展所需資金。銀行額度中69%以

港元定值、20%以人民幣定值及11%以美元定值。為了配合集團預期未來發展對固定資產及流動資金的需求, 

正與多間銀行協商安排約15億港元之五年長期雙邊貸款。

集團的借貸以浮動利率定息，部份借貸成本會受利率波動影響。隨著美國推出新一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外國熱錢持續湧入香港，三個月及以下的港幣銀行同業拆息持續偏低，有利集團降低借貸成本。由於預期

增加長期銀行貸款及現有利息處於偏低水平，集團可因應貸款的幣值、金額和期限考慮以利率掉期對沖利

率波動的風險。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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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中國的經濟會持續旺盛，人民幣將穩步升值。故此，管理層認爲現在無需就人民幣匯率採取對沖措

施，但會緊密監察其變化。集團將繼續在降低借貸成本及控制匯兌風險間取得平衡，以港幣、美元或人民

幣構建最優惠的銀行貸款組合。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人數合共為4,873人，其中142人來自香港及澳門，而4,731人來

自中國其他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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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領域

經過不斷的磨練而晉身管理層，負起領導集團發展的責任。除積極在內部提升優秀的員工外，集團亦會從

外間直接聘用一些卓越的管理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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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剛畢業開始便加以培育。集團推行多年的「管理培訓生計劃」部份表現優越的培訓生已晉身公司的管理

層，成為年輕的子集團總經理或功能部門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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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合理及具競爭力的薪酬與福利，包括

底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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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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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之兩大集團目標。在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本公司

均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附錄（「守

則」）內的所有守則條文。

進一步之詳情將載於二零一零年度年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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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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主要職責包括審閱本集團財務資料、監控本集團財務申報制度及內部控制程序和

監察本集團與外聘核數師的關係。審核委員會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之審核委員會會議上審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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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董事會建議集團所有董事與高級管理層之薪酬政策及結構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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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司已特別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內董事是否有任何未遵守標準守則作出查

詢，而全體董事亦確認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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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及去年比較數字。

綜合全面收益表

二零一零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9個月) (12個月)

(已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三 5,654,783 5,455,742 
銷售成本 (4,718,268) (4,175,282)

毛利 936,515 1,280,460
其他收入 56,668 59,190
其他收益及虧損 44,048 778
銷售及經銷費用 (256,764) (294,752)
行政費用 (409,536) (519,903)
利息費用 (12,735) (9,175)

除稅前溢利 四 358,196 516,598 
稅項 五 (41,357) (82,008)

本期/年度純利 316,839 434,590 

其他全面收益 (支出)

    因折算至呈報貨幣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107,101 4,098
    現金流量對沖之公允值轉變 (2,007) (283)

本期/年度全面收益總計 421,933 438,405 

本期/年度純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股東 264,509 378,064 
非控股權益  52,330  56,526

316,839 434,590 
本期/年度全面收益應佔份額：

本公司股東 356,472 381,403 
非控股權益  65,461  57,002

421,933 438,405 
每股盈利 七

- 基本 48.0 港仙 70.3 港仙

- 攤薄  47.6 港仙  69.2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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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已重列)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83,340 885,848 
預付土地租金 119,922 97,533
商譽 71,462 71,462 
無形資產 25,178 21,060 
可供出售投資 22,200 12,387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訂金 28,225 28,234
其他非流動資產 4,600 4,600 

1,254,927 1,121,124 

流動資產

存貨 765,643 800,867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八 1,976,265 1,358,645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232,305 191,503 
預付土地租金 2,926 2,411 
短期銀行存款

  - 於三個月內到期 13,155 52,456
  - 多於三個月後到期 336,599 387,666
銀行結餘及現金 545,737 566,196 

3,872,630 3,359,744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九 1,185,201 1,016,825 
應付稅款 94,310 78,096 
應付股息予少數股東 3,496 -
衍生金融工具 7,777 730 
銀行借貸 - 一年內到期 944,369 823,024 
銀行透支 1,059 117

2,236,212 1,918,792 

流動資產淨值 1,636,418 1,440,95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891,345 2,562,076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 一年後到期 291,833 228,000 
遞延稅項負債 6,557 6,838

298,390 234,838 

2,592,955 2,327,23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55,304 54,413 
儲備 2,241,843 2,031,566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297,147 2,085,979
非控股權益 295,808 241,259 

2,592,955 2,327,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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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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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應用多項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及已生效的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修訂及詮釋（「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經修訂) 集團現金結算以股份形式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於二零零八年經
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經修訂) 供股之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經修訂)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經修訂) 作為對二零零八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善對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5 號作出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經修訂) 對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善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分配給擁有人的非現金資產

詮釋第17號

香港詮釋第5 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包含隨時要求償還條文之

定期貸款之分類

除以下所述外，採納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
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預先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以處理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
一日或之後之業務合併。本集團亦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或之後預先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
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對在取得附屬公司控制權後有關擁有權權益改變或失去附屬公司控制權
進行會計處理。

於本期間沒有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之交易，
故此，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及由此產生對其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並無影響本集團本期及過往會計期間之綜合財務報告。此外，香港會計準
則第27號（經修訂）規定，附屬公司之全面收益及開支總額歸屬於本公司股東及非控股權益，即使此
舉會導致非控股權益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期間產生虧損結餘。是項修訂不會影響本集團之綜
合財務報告。

倘將來進行之交易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及由此
產生對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則可能影響本集團未來期間之業績。

作為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改進其中部份，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約」中有關租賃
土地之分類經已修訂。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前，承租人須把租賃土地分類為經營租賃，並在綜
合財務狀況表中呈列為預付土地租金。該等修訂刪除此項規定，而規定租賃土地須根據香港會計準則
第17號之一般原則分類，亦即根據租賃資產附帶之風險及回報屬於出租人還是承租人。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約」之過渡條文，本集團對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尚未到期之租賃土地
部份按照訂立該等租約時存在之資料重新評估。符合融資租賃分類之租賃土地已按追溯應用基準由預
付土地租金重新分類至物業、廠房及設備。因此，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賬面值分別為11,878,000港元及11,567,000港元之預付土地租金，被重新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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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符合融資租賃分類且賬面值為11,334,000港元之預付土地租金，被分類
為物業、廠房及設備。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修訂本不會影響本期間及過往年度之呈報損益。

上述會計政策變動對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影響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原來編列) 調整 (已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874,281 11,567 885,848
預付土地租金 111,511 (11,567) 99,944

985,792 - 985,792

上述會計政策變動對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之財務狀況影響如下：

於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

於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

(原來編列) 調整 (已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775,543 11,878 787,421
預付土地租金 114,311 (11,878) 102,433

889,854 - 889,854

誠如上文所披露，會計政策變動僅對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預付土地租金之
分類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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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經修訂)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經修訂) 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3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經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4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連人士之披露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項5

詮釋第14號(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抵銷金融負債6

詮釋第19號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引進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
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修訂）增加金融負債規定及解除確
認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所有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疇之隨• 
後已確認金融資產將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具體而言，根據業務模式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
目的所持有，及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之利息而產生合約現金流量之債務投資於隨後會計期
間末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於隨後會計期間末乃按公平值計量。董
事預計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將影響本集團可供出售投資之分類及計量，並可能影響其他金
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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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金融負債而言，重大變動與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有關。具體而言，根據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而言，金融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引起之
金融負債公平值金額變動乃呈列作其他全面收入，惟於其他全面收入確認該項金融負債信貸風險
變動之影響將會導致或擴大損益之會計錯配除外。由金融負債之信貸風險引起之公平值變動其後
不會於損益重新分類。而之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規定，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
負債之所有公平值變動金額均於損益中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准予提早應用。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的準則、修訂或詮釋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三、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

  營業額代表於期內向客戶銷售貨物之已收或應收之款項, 並扣除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

業務分類

從管理角度，本集團目前將業務分為以下業務類別，即溶劑、塗料、潤滑油及其他。本集團乃按該等
業務呈報其主要分類資料。

集團呈列之主要業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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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溢利指各分類在未有分配利息收入、股息收入、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值之變化、出售集團資產之盈
虧、中央行政費用及利息費用。此為向行政總裁（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之資料，旨在作出
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

 
 分類營業額及業績

本集團於回顧期/年內按經營分類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呈列

 溶劑  塗料  潤滑油 分類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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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9個月)

分類營業額

對外銷售 3,356,111 1,947,839 283,742 5,587,692 67,091            - 5,654,783
分類間銷售        89,391 - - 89,391 - (89,391)  - 

總額     3,445,502 1,947,839 283,742 5,677,083 67,091 (89,391) 5,654,783

業績

分類業績     244,312     109,836     5,799 359,947 4,979     4,099 369,025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值之變化 (5,954)
未分配收入 23,780 
未分配費用 (15,920)
利息費用 (12,735)
除稅前溢利     35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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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列

 溶劑  塗料  潤滑油 分類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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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2個月)

分類營業額

對外銷售 2,939,274 2,088,019 292,475 5,319,768 135,974            - 5,455,742
分類間銷售        89,719 - - 89,719 - (89,719)  - 

總額     3,028,993 2,088,019 292,475 5,409,487 135,974 (89,719) 5,455,742

業績

分類業績     327,044     181,534     7,568 516,146 14,039     (7,402) 522,783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值之變化 (384)
未分配收入 17,931 
未分配費用 (14,557)
利息費用 (9,175)
除稅前溢利     516,598 

業務間之銷售與給予外界人士的條款相近。
      

四、 除稅前溢利

二零一零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9個月) (12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無形資產攤銷 4,318 4,522 
核數師酬金
- 本年度 4,071 4,236
- 往年少(多)提撥備 150 (27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56,408 67,78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120 991
租賃物業之營業租約支付款項 12,425 16,540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2,178 2,684

       顧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363,056 425,376
並經已計入：

利息收入 10,701 11,000
已確認之政府補助金 9,987 1,371
淨委託加工收入 965 6,400 
可供出售投資的股息收入 - 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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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稅項

二零一零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9個月) (12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利得稅－ 香港
本期/年度 801 1,689 
往年少提撥備 - 2,528

801 4,217
所得稅－ 中國大陸   

本期/年度 61,568 78,630
往年多提撥備 (20,729) (502)

40,839 78,128
41,640 82,345

遞延稅項
香港 242 220
中國大陸 (525) (557)

(283) (337)

41,357 82,008 

本期及上年度之香港利得稅均以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計量。

根據中國大陸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自
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為25%。

於中國大陸經營之本集團附屬公司享有若干免稅期及稅務寬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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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業務錄得溢利之年度起計兩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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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年多提撥備主要包括本集團於中國大陸之若干附屬公司於期內成功申請自二零零九年起成為高新技
術企業，所得稅稅率因而降至15%。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六、 股息

二零一零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9個月) (12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年內確認為派發之股息: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中期股息: 每股12港仙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期股息每股12.0 港仙) 66,353 64,831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期末股息: 每股20.0港仙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末股息每股17.0 港仙) 110,211 91,262
176,564 156,093 

董事會建議派發有關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期末股息每股10港仙，總金額不少於
55,000,000港元，並待股東在股東周年大會上投票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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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每股盈利

本公司股東每股基本及攤薄後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二零一零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9個月) (12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年度本公司股東應佔純利及計算每股基本及
        攤薄後盈利之盈利 264,509 378,064 

股份數目
千股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550,582 538,009 

可能對股份產生之攤薄影響：
    購股權 5,403 8,448 

計算每股攤薄後盈利之加權平均股數 555,985 546,457 

八、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 1,365,243 1,047,072 
減：呆壞賬準備 (24,850) (29,581) 

1,340,393 1,017,491
應收票據 635,872 341,154 

1,976,265 1,358,645 

於結算日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個月 1,148,182 853,311 
四至六個月 183,425 150,717 
六個月以上 8,786 13,463 

1,340,393 1,017,491 

本集團容許向其賒銷客戶提供由30天至90天之信貸期。較長的信貸期可授予付款紀錄良好之長期或規
模大之客戶。

應收票據為國內銀行發行之銀行承兌匯票，集團按個別情況接受客戶以銀行承兌匯票償還應收賬款。

此類發行或背書給集團之銀行承兌匯票於發行日六個月內到期。發行此類票據之銀行為國內具資質之
國有銀行或商業銀行，並於銀行承兌匯票之到期日為主要負責支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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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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80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703,231,000港元)及收購資產或附屬公司應付之代價3,19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5,550,000港
元)，其餘金額主要包括客戶預付款、應付員工薪金及福利、銷售佣金、倉儲及運輸等費用。

於結算日按發票日期之應付貨款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三個月 823,007 680,469 
四至六個月 35,529 20,429 
六個月以上 5,265 2,333 

863,801 703,231 

期末股息

董事會議決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之期末股息每股10港仙(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

一日: 每股20.0港仙) 。上述期末股息將待股東在本次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八日派發予於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名列於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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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遲須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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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佈全期業績及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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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二零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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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葉志成先生、葉子軒先生、黃金熖先生、李偉民先生、何世豪先生、吳紹平先生、丁漢欽先
生及楊民儉先生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唐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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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