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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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9,035.5 7,522.9 +20%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
溢利 2,826.6 1,403.8 +101%

除稅前溢利 2,505.7 1,030.3 +143%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純利 2,009.0 840.2 +139%
每股基本盈利 65.2港仙 28.0港仙 +133%
每股中期股息 32.6港仙 13.5港仙 +141%
中期派息比率 50% 48%
每股特別中期股息 – 50.0港仙 不適用

每股資產淨值 5.23港元 4.45港元 +18%
淨現金1,363.4 淨負債比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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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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5,509 7,522,873
銷售成本 (6,171,087) (6,088,656)  

毛利 2,864,422 1,434,217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5 53,329 33,132
分銷成本 (170,040) (144,774)
行政成本 (308,632) (250,189)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98,011 5,136
融資成本 6 (31,376) (47,214)  

除稅前溢利 2,505,714 1,030,308
所得稅開支 8 (493,294) (186,574)  

本期間溢利 2,012,420 843,734  

本期間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2,008,981 840,198
非控股權益 3,439 3,536  

2,012,420 843,734  

每股盈利 10
基本 0.652港元 0.280港元  

攤薄 不適用 0.28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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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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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420 84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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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381 (351,461)

商譽儲備：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權益 (263,140) –  

159,241 (35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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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29 12,990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益（支出）總額（除稅後） 220,470 (338,471)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2,232,890 505,263  

本期間全面收益（支出）總額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2,657,726 522,766
非控股權益 (424,836) (17,503)  

2,232,890 50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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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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782 1,235,755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4,462,741 4,117,744
預付租賃款項 411,748 387,967
可供出售投資 1,884,363 2,290,068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訂金 189,751 16,144
遞延稅項資產 2,439 2,480
商譽 238 238  

8,193,062 8,050,396  

流動資產
存貨 1,118,421 740,719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12 4,183,323 3,994,993
應收票據 12 2,779,433 2,721,444
待發展物業 3,656,759 4,503,194
其他流動資產 665,720 645,931
預付租賃款項 8,842 8,129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551,421 471,984
可收回稅項 7,181 9,145
銀行結餘及現金 5,370,858 4,518,270  

18,341,958 17,613,80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2,217,169 2,581,122
應付票據 13 201,303 135,785
預售物業所收訂金 2,941,314 4,336,411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3,627 44,907
應繳稅項 417,760 359,182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437,500 1,572,172  

6,258,673 9,029,579  

流動資產淨值 12,083,285 8,584,23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0,276,347 16,63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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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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35 91,896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3,570,000 1,195,598  

3,661,435 1,287,494  

16,614,912 15,347,13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08,100 300,000
儲備 15,792,454 14,107,373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16,100,554 14,407,373

非控股權益 514,358 939,759  

資本總額 16,614,912 15,34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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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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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
製。

編製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
算方法，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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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者
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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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的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的新修訂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
額及╱或對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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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物業、來自於物業投資之
收入及授權經營使用費收入所收及應收金額，減折扣、退貨及相關銷售稅項後的淨額。
期內營業額的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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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環氧玻璃纖維覆銅面板 4,859,647 3,819,223

銷售紙覆銅面板 926,600 919,635

銷售上游物料 921,987 682,449

銷售物業 1,614,626 1,511,983

物業投資收入 57,227 55,144

其他 655,422 534,439  

9,035,509 7,52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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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銅面板的銷售包括符合客戶指定要求所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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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特種樹脂及其他物料及授權經營使用
費收入。銷售物業包括銷售住宅單位。物業投資收入包括租賃投資物業的租金收入、酒
店住宿收入以及酒店業務的餐飲及其他附帶服務的收入。

4. 分部資料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要求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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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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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8號下，本集團之經營及須予
呈報之分部分為兩個主要經營分部－(i)製造及銷售覆銅面板及 (ii)物業。在達致本集團須
予呈報之分部時，並無綜合主要營運決策者所識別的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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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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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之公司收入及支出以及融資成本）。

分部營業額及業績

根據經營分部之本集團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覆銅面板 物業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營業額 7,363,656 1,671,853 9,035,509   

分部業績 2,024,823 437,900 2,462,723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98,011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53,329

未分配之公司支出 (76,973)

融資成本 (31,376) 

除稅前溢利 2,50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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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覆銅面板 物業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營業額 5,955,746 1,567,127 7,522,873   

分部業績 885,886 212,835 1,098,721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5,136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18,721
未分配之公司支出 (45,056)
融資成本 (47,214) 

除稅前溢利 1,030,308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本集團其中一名客戶的營業額總值為941,606,000

港元，佔本集團的期內營業額超過 10%。該客戶的相應之營業額並沒有超過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營業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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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251 8,024
可供出售投資之利息收入 38,747 10,516
其他利息收入 9,756 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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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40 49,410
減：在建工程的資本化金額 (4,764) (2,196)  

31,376 47,214  

所借資金整體加權平均資本化率為每年 2.2%（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
年2.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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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21,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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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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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 750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 491,905 185,889  

493,755 186,639
遞延稅項
本期間撥回 (461) (65)  

493,294 18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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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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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股息

本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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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 32.6
港仙（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每股13.5港仙及特別中期股息每股
50港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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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二）左右寄發。

10. 每股盈利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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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 2,008,981 840,198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股數 3,081,000,000 3,000,000,000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並無假設行使本公司的優
先購股權，因該等優先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市場
平均價。由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並沒有潛在尚未發行之普通股，因而截至二零一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並沒有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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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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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5,500,000港元）。

12.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及應收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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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0,368 3,281,141

預付供應商之款項 406,666 325,760

應收利息收入 23,777 19,272

預付開支及按金 169,702 247,625

可退回增值稅（「增值稅」） 52,537 61,997

預售物業之土地增值稅 58,814 30,270

其他應收賬款 31,459 28,928  

4,183,323 3,994,993

應收票據 2,779,433 2,721,444  

6,962,756 6,716,437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最長為 120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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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各自收
益確認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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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0日 2,496,062 2,398,254

91至180日 894,113 828,563

180日以上 50,193 54,324  

3,440,368 3,281,141  

本集團應收票據之賬齡均為報告期間結束當日起的90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0日）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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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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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付賬款 726,985 803,311

預提費用 300,859 343,146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賬款 88,483 57,775

預收款 199,779 345,551

其他應付稅項 673,833 681,210

增值稅應付款 150,193 283,080

其他應付賬款 77,037 67,049  

2,217,169 2,581,122

應付票據 201,303 135,785  

2,418,472 2,716,907  

貿易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間結束當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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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0日 593,845 663,081

91至180日 103,904 109,828

180日以上 29,236 30,402  

726,985 803,311  

本集團應付票據之賬齡均為報告期間結束當日起的90日之內（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9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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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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內業
績理想。根據Prismark Partners LLC（獨立第三方顧問公司）的最新研究報告，集團
連續十二年穩踞覆銅面板市場行業第一位，全球市場佔有率為14%。回顧期內，
通信網絡設備、汽車及電子消費品等各大行業板塊均有可觀增長，市場對覆銅
面板需求明顯增加，令覆銅面板及其上游物料中的銅箔、玻璃絲及玻璃布出現
供應短缺，集團覆銅面板部門各產品平均價格因而較去年同期大幅上漲，利潤
率亦隨之擴大。

集團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上升20%，至九十億三千五百五十萬港元，未扣除利息、
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溢利較去年同期顯著提升101%，至二十八億二千六百六十
萬港元，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純利則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139%，至二十億零九百
萬港元。董事會決定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32.6港仙，較去年同期上升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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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5.5 7,522.9 +20%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溢利 2,826.6 1,403.8 +101%

除稅前溢利 2,505.7 1,030.3 +143%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純利 2,009.0 840.2 +139%
每股基本盈利 65.2港仙 28.0港仙 +133%
每股中期股息 32.6港仙 13.5港仙 +141%
中期派息比率 50% 48%
每股特別中期股息 – 50.0港仙 不適用

每股資產淨值 5.23港元 4.45港元 +18%
淨現金1,363.4 淨負債比率7%

業務表現

回顧期內由於玻璃絲及玻璃布供應出現短缺，令集團覆銅面板生產量有所下
降，出貨量亦因而回落。集團上半年整體覆銅面板出貨量下降 8%，月平均出
貨量為九百零九萬平方米。其中，複合基材覆銅面板（「CEM」）及環氧玻璃纖維
覆銅面板（「FR4」）佔集團營業額 54%，紙覆銅面板佔營業額 10%。然而物料短缺
亦大幅推高覆銅面板產品價格，覆銅面板部門營業額不降反升，增加 24%至
七十三億六千三百六十萬港元。部門利潤率顯著提高，未扣除利息、稅項、折
舊及攤銷前之溢利提升 98%，至二十三億七千九百一十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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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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營業額為十六億七千一百九十萬
港元，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溢利達四億四千七百五十萬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

集團的綜合財務及流動資金狀況繼續保持穩健。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流
動資產淨值約為一百二十億八千三百三十萬港元（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八十五億八千四百二十萬港元），流動比率則為2.93（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95）。

淨營運資金週轉期由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八十日增加至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的八十四日，細分如下：

－ 存貨週轉期增加至三十三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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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轉期縮短
至八十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八十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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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轉期縮短至二十九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淨現金為十三億六千三百四十萬港元（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七億五千零五十萬港元）。短期與長期借貸的比例為11%：
89%（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7%：43%）。

集團繼續採取審慎的財務政策，於回顧期內並無訂立任何衍生金融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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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合共聘用員工約九千九百人（二零一六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九千九百人）。集團除了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亦會根據公司
的財政狀況和個別員工的表現，不時發放優先購股權及特別獎金予合資格員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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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進入下半年，市場上銅箔、玻璃絲及玻璃布等產品均見未見有明顯的新增產
能投產，供應短缺狀況持續。覆銅面板亦步入市場之銷售旺季，需求量穩步攀
升。集團已再次上調各產品售價，並預料未來售價仍有提升空間。同時，集團
加大研發方面之投入，取得理想成效，薄板、無鹵素覆銅面板及耐高溫等高附
加值覆銅面板之銷售不斷增加。隨著產品組合升級，深信集團將能繼續擴大覆
銅面板市場佔有率，銷售回報率亦會跟隨升高。

覆銅面板、玻璃絲及玻璃布的各項產能拓展計劃均按預期時間表推進，預期將
在今年年底前完工投產。新增的玻璃絲及玻璃布一方面可紓緩集團現時原料
供應緊絀之狀況，另一方面可增加集團對外銷售的數量，為營業額帶來多元化
的增長動力。現時，集團亦正與全球多家知名電池生產商加強鋰電池銅箔之合
作，大力研發更具經濟效益之電池銅箔產品，並將適時增加相應產能。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籍此機會向各位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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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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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22樓，方為有效。

購買、出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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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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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期財務報告資料。



– 15 –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除非執行董事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根據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第
A.4.1條所載按特定任期委任之偏離情況之外，本公司一直遵守守則之適用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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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退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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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則條文。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條款不寬鬆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之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
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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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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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敏先生及周培峰先生、非執行董事羅家亮先生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梁體超先生、葉澍堃先生、張魯夫先生及劉炳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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