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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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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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BOARD LAMINATES HOLDINGS LIMITED
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88）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5,974.3 6,918.7 -14%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 1,078.8 1,438.4 -25%

除稅前溢利 661.3 998.6 -34%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純利 566.2 880.5 -36%
每股基本盈利 18.9港仙 29.4港仙 -36%
每股中期股息 5.0 港仙 10.0港仙 -50%
派息比率 26% 34%

每股資產淨值 3.72港元 3.48港元 +7%
淨負債比率 2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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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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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及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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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5,974,303 6,918,697
銷售成本 (4,955,497) (5,510,762)  

毛利 1,018,806 1,407,935
其他收入 66,142 32,378
分銷成本 (132,454) (145,886)
行政成本 (227,569) (233,051)
以股份形式付款 (18,587) (13,012)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業績 (4,303) –
融資成本 4 (40,700) (49,798)  

除稅前溢利 661,335 998,566
所得稅開支 6 (90,733) (99,106)  

本期間溢利 570,602 899,460  

本期間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566,160 880,515
非控股權益 4,442 18,945  

570,602 899,460  

每股盈利 8
基本 0.189港元 0.294港元  

攤薄 0.189港元 0.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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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 570,602 899,46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現金流對沖工具虧損 – (253)
就現金流對沖調動而作出之重新分類調整 – 7,590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虧損 (13,226) (3,341)
因折算至呈報貨幣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16,160) 217,14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29,386) 221,142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541,216 1,120,602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540,068 1,083,388
非控股權益 1,148 37,214  

541,216 1,12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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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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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325 87,650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5,570,457 5,212,256
預付租賃款項 409,133 396,987
可供出售投資 2,059,156 1,060,507
持有至到期投資 423,177 271,434
非流動訂金 404,952 162,139
其他非流動資產 712,707 712,707
遞延稅項資產 4,847 6,565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82,314
商譽 238 238  

9,805,992 7,992,797  
流動資產
存貨 1,328,494 1,390,73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10 4,016,660 3,838,121
應收票據 10 1,574,932 1,592,009
待發展物業 479,101 248,486
預付租賃款項 8,112 7,758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81,815 381,817
可收回稅項 7,063 7,063
銀行結餘及現金 2,252,110 2,602,674  

10,248,287 10,068,66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1,607,663 1,596,272
應付票據 11 247,887 207,168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2,537 31,061
應繳稅項 276,307 288,511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615,389 665,261  

2,779,783 2,788,273  
流動資產淨值 7,468,504 7,280,39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7,274,496 15,273,19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70,289 3,366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4,934,179 3,479,172  

5,004,468 3,482,538  
12,270,028 11,790,65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00,000 300,000
儲備 10,853,643 10,444,986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11,153,643 10,744,986
非控股權益 1,116,385 1,045,666  
資本總額 12,270,028 11,79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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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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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除若干財務工具是按公允值計量外，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業務合併－分階段達成

如業務合併乃分階段達成，本集團以往所持的被收購方股權於收購日期（即本集團取得
控制權當日）按公平值重新計量，所產生的盈虧（如有）在損益中確認。如出售於被收購方
權益，以往在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的從該等權益於收購日期前產生的金額重新分類至損
益（如此處理方法合適）。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之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轉讓財務資產；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報告金額及╱
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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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本集團來自對外客戶銷售貨品、提供鑽孔服務及授權經營使用費所收及應收金
額，減折扣、退貨及相關銷售稅項後的淨額。各期間的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
環氧玻璃纖維覆銅面板 3,409,512 4,039,025
紙覆銅面板 1,199,630 1,324,838
上游物料 907,641 1,127,770

其他 457,520 427,064  

5,974,303 6,918,697  

覆銅面板的銷售包括符合客戶指定要求的環氧玻璃纖維覆銅面板和紙覆銅面板的銷售。
上游物料的銷售包括銷售銅箔、環氧樹脂、玻璃纖維布和漂白木漿紙。其他包括根據客
戶的需求在覆銅面板鑽孔的鑽孔服務、銷售特種樹脂、其他物料及授權經營使用費。

3. 經營分部

本集團經營分部報告乃按符合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的會計政策來編製及以公司執行董事
即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在對分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其表現上所定期審閱的有關集團
內部報告作為基準。

執行董事以合計總額為基準定期審閱銷售貨品及提供鑽孔服務的營業額及經營業績並
視之為單一經營分部。（參見附註2的主要產品和服務營業額分析）。

其他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業務是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不包括香港）（本集團之所在地），營業額
及溢利均主要來自中國業務。

根據外部客戶所在地區來劃分之集團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本集團之所在地） 5,458,679 6,400,818
其他外地國家：
其他亞洲國家 449,126 424,916
歐洲 44,839 57,481
美洲 21,659 35,482  

5,974,303 6,918,697  

來自集團其中一客戶的營業額總值為881,19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1,170,283,000港元），佔集團本期間內的總營業額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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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 43,235 46,851

利率掉期合約之相關利息支出 – 5,821  

43,235 52,672

減：資本化為合資格資產成本的借貸利息 (2,535) (2,874)  

40,700 49,798  

所借資金整體加權平均資本化率為每年 2.0%（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
年2.1%）。

5. 折舊

於本報告期間內，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約為 373,8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85,800,000港元）。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包括：

香港利得稅 – 4,314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 92,451 94,937  

92,451 99,251

遞延稅項
本期間撥回 (1,718) (145)  

90,733 99,106  

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計算。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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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董事」）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 5港
仙（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港仙）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星期四）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股息單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左右寄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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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純利 566,160 880,515  

股份數目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股數 3,000,000,000 3,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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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84,511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000,000,000 3,000,584,511  

由於本公司優先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司股份於期內之市場平均價，故此於截至二零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並無就本公司之優先購股權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添置

於本報告期間內，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添置約為 183,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89,400,000港元）。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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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4,402 3,026,009

預付供應商款項 205,878 264,441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616,380 547,671  

4,016,660 3,83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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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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結束當
日，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基於發票日期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2,157,859 2,036,420

91至180日 980,714 942,227

180日以上 55,829 47,362  

3,194,402 3,026,009  

本集團應收票據之賬齡為報告期間結束當日起的 90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

日）之內。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賬款 985,132 966,122

應付費用 165,776 176,298

其他應付賬款 456,755 453,852  

1,607,663 1,596,272  

貿易應付賬款於報告期間結束當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781,860 767,426

91至180日 160,606 157,324

180日以上 42,666 41,372  

985,132 966,122  

本集團應付票據之賬齡為報告期間結束當日起的 90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

日）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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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欣然向各位股東匯報，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錄得
穩健業績。集團在覆銅面板市場維持領導地位。根據Prismark Partners LLC的最
新研究報告，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在全球覆銅面板市場之佔有率達 14.2%，連續
七年雄踞行業第一位。受到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及美國經濟復甦緩慢所影響，
整體電子產品需求下降，加上銅價比去年同期回落，集團營業額下降 14%至
五十九億七千四百三十萬港元。期內人民幣業務佔整體營業額之48%。本公司
持有人應佔純利下降36%至五億六千六百二十萬港元。面對環球營商環境惡化
的逆境，集團仍然維持盈利，正好突顯集團經驗豐富管理團隊的應變能力。董
事會決定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5港仙。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5,974.3 6,918.7 -14%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 1,078.8 1,438.4 -25%

除稅前溢利 661.3 998.6 -34%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純利 566.2 880.5 -36%
每股基本盈利 18.9港仙 29.4港仙 -36%
每股中期股息 5.0港仙 10.0港仙 -50%
派息比率 26% 34%

每股資產淨值 3.72港元 3.48港元 +7%
淨負債比率 27% 20%

業務表現

全球電子產品市場受整體經濟復甦放緩所影響，客戶調整庫存，導致覆銅面板需
求下降。加上銅價比去年同期回落，令覆銅面板尤其是環氧玻璃纖維覆銅面板
（「FR4」）的平均售價比去年同期下降。上半年整體覆銅面板出貨量比去年同期下
跌3%，每月平均出貨量為七百八十萬平方米。複合基材覆銅面板（「CEM」）及FR4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佔集團營業額比重為57%，紙覆銅面板之營業額比重則佔
20%，其餘為上游物料及其他產品之銷售。集團營業額為五十九億七千四百三十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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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經營環境充滿挑戰，加上覆銅面板產能使用率比去年同期下降，對集團盈利
構成影響。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下跌至十億零七千八百八十
萬港元，純利為五億六千六百二十萬港元。

由於期內出貨量有所下跌加上嚴格控制成本，因此分銷成本及行政成本較去
年同期分別下降9%及2%。融資成本下降18%，主要由於期內平均銀行借貸金額
較去年同期下降。集團部分內地子公司稅務優惠於回顧期內完結，因此實際稅
率上升至13.7%。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集團的綜合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於期內繼續維持穩健。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七十四億六千八百五十萬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七十二億八千零四十萬港元），流動比率為 3.69（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61）。

淨營運資金週轉期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一百日增加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的一百一十八日，細分如下：

－ 存貨週轉期增加至四十九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四十六日）。

－ 貿易應收款項（其中包括來自同系附屬公司之貿易應收款項）週轉期增加
至一百一十五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九十四日）。

－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其中包括來自同系附屬公司之貿易應付賬款）
週轉期增加至四十六日（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四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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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7%（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短期與長期銀行借貸比例為11%：89%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84%）。今年五月集團成功簽訂港幣三十億
元四年期之銀團貸款，進一步鞏固集團的備用財務資源去捕捉未來市場發展
的機遇。

集團繼續採取審慎的財務策略，集團於二零一二年首六個月並無訂立任何重
要的衍生金融工具。集團在回顧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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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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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合共聘用員工約九千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八千七百人），員工人數增加主要配合集團業務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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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經濟前景仍然不明朗。然而，中國政府積極推動內需，預料中國經濟發展
將維持穩定。二零一二年第三季首兩個月訂單理想，設備使用率亦較上季度為
高。

集團對覆銅面板市場前景充滿信心，面對當下困難多變的市場環境，集團卓越
的管理團隊將專注增強集團的競爭力，審慎執行量入為出的財務政策，不斷提
升營運效率，嚴控成本。集團將持續優化產品架構及繼續致力拓展客戶基礎，
以增加市場份額。集團新擴建廣東省江門之廠房已竣工，將於年底試產。另外，
江蘇省江陰廠亦將於年底增加產能以滿足客戶對高效能覆銅面板之需求。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藉此機會向各位股東、客戶、銀行、管理人員及員工於報告
期內對本集團毫無保留的支持致以衷心感謝。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日（星期四）
（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股東登記，期間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取得
中期股息之資格，各股東須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四時前將所
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卓佳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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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
在聯交所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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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之中期財務報告資料。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年報內企業管治報告所披露，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應用了當時有效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原則（「前守
則」），並於該財務期間遵守前守則之有關條文。

聯交所對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前守則作出多項修訂，而經修訂守則「《企業管
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經修訂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生效。董事認
為，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遵守前守則之
相關條文，並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遵守經修訂守
則之相關條文，除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根據前守則及經修訂守
則（視乎情況而定）第A.4.1條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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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適用守則條文。儘管有上述偏離情況，所有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
執行董事）均遵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輪值退任，並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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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寬鬆於前守則及經修訂守則（視乎情況而定）。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不寬鬆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之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經特定查詢
後，各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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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國華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國華先生、張國強先生、張國平先生、
林家寶先生、張家豪先生、陳秀姿小姐、劉敏先生及周培峰先生、非執行董事
羅家亮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裕光先生、梁體超先生、莫耀強先生及葉澍堃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