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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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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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18,665.6 18,320.8 +2%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
盈利* 4,545.8 3,599.3 +26%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純利
－基本純利* 2,183.3 1,621.2 +35%
－賬面純利 2,180.2 1,506.0 +45%
每股基本盈利
－以基本純利計算* 2.103港元 1.581港元 +33%
－以賬面純利計算 2.100港元 1.468港元 +43%
每股中期股息 0.60港元 0.30港元 +100%

每股資產淨值 39.3港元 35.0港元 +12%
淨負債比率 20% 32%

* 不包括：

(1) 以股份形式付款三百一十萬港元（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一千三百五十萬港元）。

(2)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就可供出售投資確認之減值虧
損一億零一百七十萬港元（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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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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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
業績及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18,665,562 18,320,841
銷售及提供服務成本 (14,187,713) (14,726,243)  

毛利 4,477,849 3,594,598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5 200,999 208,988
分銷成本 (519,576) (489,534)
行政開支 (840,869) (838,051)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246,220 113,027
以股份形式付款 (3,136) (13,513)
就可供出售投資確認之減值虧損 – (101,681)
融資成本 6 (157,693) (212,03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2,201 (7,205)  

除稅前溢利 3,445,995 2,254,597
所得稅開支 7 (611,605) (533,505)  

本期間溢利 2,834,390 1,721,092  

本期間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2,180,202 1,505,974
非控股股東權益 654,188 215,118  

2,834,390 1,721,092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盈利 9
基本 2.100 1.468  

攤薄 2.083 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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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報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溢利 2,834,390 1,721,092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支出）：

不會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匯兌儲備：
因折算至呈報貨幣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892,731 (812,780)

或會於其後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投資重估儲備：
可供出售投資之變動淨值 558,098 63,916

匯兌儲備：
因折算外地經營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4,466) (23,527)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支出）（除稅後） 1,446,363 (772,391)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4,280,753 948,701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3,465,076 897,327
非控股股東權益 815,677 51,374  

4,280,753 94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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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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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98,288 15,368,824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3,630,245 13,545,102
預付租賃款項 899,609 874,668
商譽 2,288,149 2,288,14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063,883 1,959,874
可供出售投資 7,150,548 6,537,266
委托貸款 11 815,042 882,944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訂金 358,838 90,940
遞延稅項資產 3,315 3,347  

42,907,917 41,551,114  

流動資產
存貨 2,105,350 1,779,065
待發展物業 16,052,128 15,810,227
貿易及其它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11 7,817,405 6,946,775
應收票據 11 3,453,892 3,182,724
其他流動資產 665,720 645,931
預付租賃款項 21,663 21,809
可收回稅項 10,383 10,294
銀行結餘及現金 6,534,187 6,472,614  

36,660,728 34,869,43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它應付賬款 12 6,791,170 6,809,624
應付票據 12 301,908 170,224
預售物業所收訂金 6,585,210 7,334,955
應繳稅項 602,268 528,938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4,767,181 7,849,588  

19,047,737 22,693,329  

流動資產淨值 17,612,991 12,176,11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0,520,908 53,727,224  



– 5 –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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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466 759,988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11,617,478 9,014,564  

12,463,944 9,774,552  

48,056,964 43,952,67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03,840 103,840
儲備 40,732,231 37,483,164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40,836,071 37,587,004
非控股股東權益 7,220,893 6,365,668  

資本總額 48,056,964 43,95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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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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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
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且已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
效的香港財務申報準則（「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的若干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7號的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的修訂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12號的修訂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年

度改進

於本中期期間採納上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的新修訂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呈列之金額
及╱或載於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披露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要求以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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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門之內部報告作為
確定經營分部之基準。具體而言，在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8號下，本集團之經營及申報分
部分為五個主要經營分部－(i)製造及銷售覆銅面板、(ii)製造及銷售印刷線路板（「印刷線
路板」）、(iii)製造及銷售化工產品、(iv)銷售及出租物業（「物業」）及 (v)其他（包括服務收入、
製造及銷售磁電產品及酒店業務）。在達致本集團申報分部時，並無綜合主要營運決策
者所識別的其他 經營分部。

根據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 8號，分部資料乃根據內部管理呈報資料。該等資料由本集團
之執行董事，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本集團用以根據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 8號作
分部呈報之計量政策，與其用於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之財務報表一致。主要營運決策者以
經營溢利之計量來評估分部之溢利或虧損。當中若干項目並未有包括在達致經營分部之
分部業績內（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就可供出售投資確認之減值虧損、以股份形式付
款、未分配之公司收入及公司支出、融資成本以及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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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按呈報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及業績如下呈列：

覆銅面板 印刷線路板 化工產品 物業 其他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額 6,381,047 3,844,857 6,252,840 1,995,133 191,685 – 18,665,562
分部間之銷售額 1,101,100 – 280,086 – 2,654 (1,383,840) –       

合計 7,482,147 3,844,857 6,532,926 1,995,133 194,339 (1,383,840) 18,665,562       

業績
分部業績 2,104,522 277,345 304,334 672,251 12,583 3,371,035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246,220
以股份形式付款 (3,136)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101,558
未分配之公司支出 (154,190)
融資成本 (157,69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2,201 

除稅前溢利 3,445,995 

覆銅面板 印刷線路板 化工產品 物業 其他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分部收益
對外銷售額 5,316,154 3,659,096 4,411,165 4,738,694 195,732 – 18,320,841
分部間之銷售額 764,976 – 239,601 – 2,075 (1,006,652) –       

合計 6,081,130 3,659,096 4,650,766 4,738,694 197,807 (1,006,652) 18,320,841       

業績
分部業績 899,731 143,024 94,425 1,376,050 983 2,514,213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113,027
就可供出售投資確認之減值虧損 (101,681)
以股份形式付款 (13,513)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110,322
未分配之公司支出 (148,534)
融資成本 (212,03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7,205) 

除稅前溢利 2,254,597 

分部間之銷售價格經雙方同意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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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折舊

於報告期間內，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約為 926,814,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一月一
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005,307,000港元）。

5.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包括：
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 6,622 68,974
可供出售投資之利息收入 88,676 40,404
銀行結餘及現金之利息收入 8,491 22,665
委託貸款之利息收入 38,659 40,639  

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貸之利息 176,531 230,963
減：合資格資產成本的資本化金額 (18,838) (18,931)  

157,693 212,032  

報告期間內之銀行借貸利息成本包括特定用於房地產發展項目之銀行借貸利息成本
14,074,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5,097,000港元）及一般借
貸產生之銀行借貸利息成本，以合資格資產開支加權平均資本化年利率 2.3%（二零一六
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1.0%）計算。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項包括：
香港利得稅 2,665 750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 606,561 530,979  

609,226 531,729
遞延稅項
本期間支出 2,379 1,776  

611,605 533,505  

兩個期間的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之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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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開支－續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由二零零八年一
月一日開始，適用於中國附屬公司之企業所得稅率為25%。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通用稅率計算。

8. 中期股息

董事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為每股0.60港元（二零一六
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每股 0.30港元）予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星
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股息單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三）左右寄
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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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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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0,202 1,505,974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38,400,136 1,025,600,236

加上：具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
－於 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九日發行而尚未行使之

優先購股權 8,333,064 1,543,069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046,733,200 1,027,143,305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考慮本公司及
本集團在香港之一間上市附屬公司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建滔積層板」）於二零一一
年發行而尚未行使之優先購股權，因該期間本公司及建滔積層板於二零一一年發行而尚
未行使之優先購股權之行使價，都較其股份的市場平均價為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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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9,115,000港元（二零一六年一月一
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402,29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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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它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委托貸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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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9,436 5,237,066

預付供應商款項 608,416 447,831

委托貸款（附註） 870,051 942,536

預付款項及按金 908,808 662,346

可退回增值稅 200,388 184,569

預售物業之土地增值稅 127,159 145,260

其他應收賬款 288,189 210,111  

8,632,447 7,829,719

減：委托貸款非流動部分 (815,042) (882,944)  

7,817,405 6,946,775  

附註：

委托貸款 870,051,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42,536,000港元）為應收若干買家
透過中國四家（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四家）商業銀行（「放貸代理人」）向本集團購
買由本集團發展之物業的款項。委托貸款以年利率介乎3.92厘至5.39厘（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92厘至5.39厘）計息，利息每月繳付，本金金額須於二零三四年（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三四年）或以前償還。本集團物業買家已將其各自購入的物業押
予放貸代理人。該等物業位於中國昆山。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賬期最長為120日，視乎所銷售的產品而定。於報告期間結束
為止（與收入確認日期相若），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基於發票日期的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90日 4,269,451 4,069,593

91–120日 816,422 733,053

121–150日 335,432 260,167

151–180日 112,762 81,751

180日以上 95,369 92,502  

5,629,436 5,237,066  

本集團所有應收票據賬齡均為報告期間結束後的 90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

日）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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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它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間結束為止，基於發票日期的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90日 1,589,556 1,995,590

91–180日 396,878 375,710

180日以上 217,075 211,159  

2,203,509 2,582,459  

本集團所有應付票據賬齡均為報告期間結束後的 90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

日）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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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欣然向股東匯報，建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內取得理想業
績。回顧期內，各核心部門均有上佳表現。受惠於市場需求提升，覆銅面板及
其上游物料供應出現短缺，覆銅面板部門各產品價格因而大幅提升，利潤率亦
隨之顯著擴大。印刷線路板部門不斷增加高附加值產品之生產，加大在汽車電
子、高端通訊設備及智能家電等領域的銷售，盈利貢獻錄得突破。隨著國內「去
產能」政策顯現成效，集團生產的焦炭、燒鹼及甲醇等主要化工產品價格皆有
明顯升幅，化工部門盈利全面回升。集團在倫敦及上海的新增商用物業開始帶
來租金貢獻，房地產部門租金收入穩步增長。

集團整體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2%，至一百八十六億六千五百六十萬港元，未
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大幅上升26%，至四十五億四千五百八十
萬港元，基本純利大幅上漲35%，至二十一億八千三百三十萬港元。董事會決
定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60.0港仙，較去年同期增加100%。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18,665.6 18,320.8 +2%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
前盈利* 4,545.8 3,599.3 +26%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純利
－基本純利* 2,183.3 1,621.2 +35%
－賬面純利 2,180.2 1,506.0 +45%
每股基本盈利
－以基本純利計算* 2.103港元 1.581港元 +33%
－以賬面純利計算 2.100港元 1.468港元 +43%
每股中期股息 0.60港元 0.30港元 +100%

每股資產淨值 39.3港元 35.0港元 +12%
淨負債比率 20% 32%

* 不包括：

(1) 以股份形式付款三百一十萬港元（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一千三百五十萬港元）。

(2)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就可供出售投資確認之減值虧
損一億零一百七十萬港元（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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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表現

集團覆銅面板業務連續十二年穩踞全球覆銅面板市場第一位。回顧期內，銅
箔、玻璃絲及玻璃布等產品供應緊絀，推動覆銅面板價格提升，覆銅面板部門
營業額（包括分部間之銷售）大增23%，至七十四億八千二百一十萬港元，憑藉垂
直整合生產模式，部門嚴控成本，有效地將價格的升幅轉化為利潤的增幅，因
此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提升95%，至二十三億九千二百一十
萬港元。

印刷線路板部門的高階產品銷售比重提升，訂單組合持續升級。來自汽車、高端
通訊及智能電子消費品等方面的訂單明顯增加，產品平均價格得以提升，部門
營業額上升5%，至三十八億四千四百九十萬港元。儘管因覆銅面板價格上升而
需面對較高原材料成本，但現時產品附加值顯著提升，生產效益增長迅猛。因
此，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大幅上升33%，至五億三千一百五十
萬港元。

隨著國內「去產能」政策逐步落實，化工產品價格普遍上揚。其中，受惠於鋼鐵、
房地產及汽車的熾熱銷情，焦炭、甲醇及燒鹼等化工部門主要產品之價格升幅凌
厲，帶動化工部門營業額（包括分部間之銷售）上升40%至六十五億三千二百九十
萬 港 元，未 扣 除 利 息、稅 項、折 舊 及 攤 銷 前 之 盈 利 則 大 幅 上 升34%，至
六億七千六百九十萬港元。

期內，房地產部門錄得昆山開發區建滔裕花園二期及三期、江陰建滔裕花園一
期及花橋建滔裕花園四期之部分銷售入賬，共十五億九千五百四十萬港元。租
金收入增加28%，至三億九千九百七十萬港元，增幅主要來自去年年底集團購
入位於英國倫敦的商用物業Moor Place及新落成的上海建滔廣場一期之租金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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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
流動資產淨值約為一百七十六億一千三百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一百二十一億七千六百一十萬港元），流動比率則為1.92（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54）。

淨營運資金週期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四十一日增加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的五十日，細分如下：

－ 存貨週轉期為二十七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三日）。

－ 貿易應收款項週轉期為五十五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五十三日）。

－ 貿易及票據應付賬款週轉期為三十二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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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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短期與長期借貸比例為 29%：71%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53%）。回顧期內，集團投資了約8.5億港元
添置新的生產設備及11.5億港元於房地產發展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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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繼續採取審慎的理財政策，於回顧期內並無訂立任何的衍生金融工具。集
團在回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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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在全球聘用員工約43,200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1,800人），員工人數增加主要為配合公司業務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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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下半年，電子產品市場步入傳統銷售旺季，覆銅面板需求顯著增加，供應
短缺之狀況更趨明顯，集團因而已再次上調產品售價。同時，集團正加大薄板、
無鹵素覆銅面板及LED相關覆銅面板等高附加值覆銅面板之銷售，新增產能亦
將逐步釋放，運營效益可望持續提升。

受惠於汽車、手機及家電等行業旺季的來臨，印刷線路板部門訂單數目有可觀
增幅，高階線路板產能呈現供不應求。部門下游業務分佈多元化，增長動力持
續強勁。憑藉在汽車線路板及通訊設備線路板的深厚經驗，部門將有針對性地
提升研發能力，增添高精密度、自動化設備以優化現有生產線，提高部門核心
競爭力。

國內正加速落實供給側改革政策，一批運營效益低及環保標準落後的化工企
業將退出市場，供求狀況有望穩步改善。化工部門的主要產品如焦炭、甲醇及
燒鹼等之價格均有上升空間。部門將善用現有產能，致力嚴控生產成本，著力
以高效低碳模式創造更大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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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等地政府在去年下半年實行樓市調控措施，其影響週期在下半年即將屆
滿，市場購買力預計會再次湧現，房地產部門已部署多個項目準備推售。同時，
隨著免租期陸續結束，上海建滔廣場一期將為部門租金收入帶來增幅。

此外，集團在6月隆重推出具有革命性發熱技術的石墨烯地暖產品，產品深受
市場歡迎。目前，第一家體驗銷售中心已在上海開幕，在下半年全國主要城市
將另有11家體驗銷售中心陸續開幕。集團計劃投資興建兩間工廠，以增加石墨
烯發熱芯片及地暖地板之產能。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集團各股東、客戶、銀行、管理人員及員工於回顧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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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一）至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星
期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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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東須於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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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一百八十三號合和中心二十二
樓，方為有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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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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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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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除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4.1條條文按特定任
期委任之偏離情況之外，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項下之企業管
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列之適用守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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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企業管治常規不會寬鬆於企業管治守則。

遵守標準守則

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方面，本公司已採納條款不寬鬆於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
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之操守守則。經作出
特定查詢後，各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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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國榮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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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耀先生、張
廣軍先生、何燕生先生、張偉連女士、張家成先生及陳茂盛先生、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張明敏先生、莊堅琪先生、梁體超先生及陳永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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