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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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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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BOARD LAMINATES
HOLDINGS LIMITED HOLDINGS LIMITED
建滔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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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8） （股份代號：1888）

聯合公告

關於一間附屬公司未經審核綜合季度業績之公告

建滔銅箔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七日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公布其截
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第 705及第 920(1)(a)(ii)條，Kingboard 
Copper Foil Holdings Limited（「建滔銅箔」或「本公司」）（一間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
限公司上市之公眾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七日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
司網站www.sgx.com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有關業績乃根據新加坡財務申報
準則及財務申報準則詮釋編製。

建滔銅箔為一間由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建滔積層板」）間接擁有87.90%權
益之附屬公司，而建滔積層板為建滔集團有限公司（「建滔集團」）擁有70.73%權
益之附屬公司。建滔集團及建滔積層板均為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主板上市之公司。

本公告乃依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之規定作出，僅供參考。建滔銅
箔業績公告轉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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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BOARD COPPER FOIL HOLDINGS LIMITED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財務報表及股息公告

第一部分 季度（第一季、第二季及第三季）、半年及全年業績公告所需資料

1(a) 損益表（本集團）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報表。

本集團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44,172 150,120 –3.96%
銷售成本 (123,783) (129,055) –4.09%   

   
毛利 20,389 21,065 –3.21%
其他經營收入 676 660 2.42%
分銷成本 (5,395) (5,179) 4.17%
行政支出 (5,801) (6,384) –9.13%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
之虧損 (1,488) (1,110) 34.05%   

   
除稅前溢利 8,381 9,052 –7.41%
所得稅支出 (2,057) (2,423) –15.11%   

   
期內溢利 6,324 6,629 –4.60%   

期內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5,918 5,670 4.37%   

非控股權益 406 959 –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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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乃經（計入）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本集團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經營收入（包括
利息收入） (676) (660) 2.4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9,968 21,642 –7.73%
預付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270 270 0.00%

1(b)(i) 財務狀況表（發行人及本集團）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終結時之比
較報表。

本集團 本公司
於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及銀行結餘 1,713,223 1,691,732 –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
預付款項 72,666 78,331 166 166

應收票據 45,780 42,476 – –
其他流動資產 656,619 – – –
預付土地使用權 1,020 1,074 – –
存貨 24,627 24,273 – –    

   
總流動資產 2,513,935 1,837,886 166 166    

非流動資產：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 – 393,775 393,775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投資 32,532 36,571 12,326 12,326
應收一間附屬公司
之賬款 – – 882,093 884,038

投資物業 5,777 6,081 – –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4,390 327,928 – –
預付土地使用權 33,498 36,068 – –
其他非流動資產 – 691,213 – –
商譽 238 238 – –    

    
總非流動資產 336,435 1,098,099 1,288,194 1,290,139    

總資產 2,850,370 2,935,985 1,288,360 1,2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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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
於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及資本
流動負債：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
之賬款 – – 2,713 2,713

應付票據 1,521 2,290 – –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3,309 104,344 2,435 2,435
應付所得稅 9,616 9,619 38 38    

    
總流動負債 124,446 116,253 5,186 5,18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4,793 4,793 – –    

總非流動負債 4,793 4,793 – –    

總負債 129,239 121,046 5,186 5,186    

股本及儲備及
非控股權益：

股本 560,200 560,200 560,200 560,200
儲備 2,134,264 2,227,441 722,974 724,919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2,694,464 2,787,641 1,283,174 1,285,119
非控股權益 26,667 27,298 – –    

   
資本總額 2,721,131 2,814,939 1,283,174 1,285,119    

總負債及資本 2,850,370 2,935,985 1,288,360 1,2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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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ii) 本集團借款及債務證券總額。

須於一年或以內或按要求償還之金額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 – –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金額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有抵押 無抵押 有抵押 無抵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 – – 

任何附屬抵押之詳情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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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現金流量表（本集團）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報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
除稅前溢利 8,381 9,052
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9,968 21,642
預付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270 270
利息收入 (523) (477)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1,488 1,110  

  
未計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29,584 31,597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3,123) (9,063)
應收票據 (4,566) (1,083)
存貨 (3,405) (1,385)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461) 2,405
應付票據 (1,107) 166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 15,922 22,637
已付所得稅 (1,827) (2,341)
已收利息 523 477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14,618 20,773  

投資業務：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3,523) (1,399)  

  
投資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3,523) (1,399)  

融資業務 : 
向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支付之股息 (701) 0  

融資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701) 0  

現金及銀行結餘增加淨額 10,394 19,374
期初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1,720,910 1,602,548
匯率變動對所持外幣現金及
銀行結餘之影響 (18,081) 17,773  

  
期末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1,713,223 1,63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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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綜合全面收益表（發行人及本集團）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
比較報表。

本集團 本公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虧損） 6,324 6,629 (1,028) (1,259)

其他綜合全面收入（支出）：
或會於其後被重新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
因換算海外業務之
匯兌差額 (63,982) 43,529 – –    

期內綜合全面收入（支出）
總額 (57,658) 50,158 (1,028) (1,259)    

綜合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57,673) 48,606 (1,028) (1,259)
非控股權益 15 1,552 – –    

(57,658) 50,158 (1,028)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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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i) 列示 (i)所有股東權益變動或 (ii)並非因資本化發行及股東分派所產生
股東權益變動之報表（發行人及本集團）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
期之比較報表。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外幣換算

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資本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二零一八年
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八年
七月一日之結餘 560,200 296,573 7,287 399,008 1,489,069 2,752,137 27,353 2,779,490        

期內綜合全面
收入（支出）總額
期內溢利 – – – – 5,918 5,918 406 6,324
期內其他綜合
全面支出 – – – (63,591) – (63,591) (391) (63,982)        

總計 – – – (63,591) 5,918 (57,673) 15 (57,658)        

與擁有人進行交易，於資
本直接確認入賬

向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
權益支付之股息 – – – – – – (701) (701)        

於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560,200 296,573 7,287 335,417 1,494,987 2,694,464 26,667 2,721,131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
（「二零一七年
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七年
七月一日之結餘 560,200 296,573 7,287 362,388 1,471,052 2,697,500 27,220 2,724,720        

期內綜合全面
收入總額
期內溢利 – – – – 5,670 5,670 959 6,629
期內其他綜合
全面收入 – – – 42,936 – 42,936 593 43,529        

        
總計 – – – 42,936 5,670 48,606 1,552 50,158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560,200 296,573 7,287 405,324 1,476,722 2,746,106 28,772 2,77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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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保留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560,200 296,573 6,275 421,154 1,284,202

期內綜合全面支出總額
期內虧損 – – – (1,028) (1,028)     

於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560,200 296,573 6,275 420,126 1,283,174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560,200 296,573 6,275 417,972 1,281,020

期內綜合全面支出總額
期內虧損 – – – (1,259) (1,259)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560,200 296,573 6,275 416,713 1,279,761     

1(e)(ii) 自上一段報告期結束後，本公司股本因供股、紅股發行、股份購回、
行使購股權或認股權證、轉換其他已發行股本證券、發行股份以換取
現金或作為收購或任何其他用途之代價而產生之任何變動詳情。另
請註明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及於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
時因轉換全部未行使可換股證券而可予發行之股份數目，以及已發
行股份總數中持作庫存股份（如有）之股份數目（不包括發行人之庫存
股份）。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於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並無
變動。於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及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結束時，本
公司並無擁有任何可換股證券或庫存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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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iii) 列示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緊接上一個年度結束時之已發行股份（不包
括庫存股份）總數。

股本

於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股 千股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美元
之普通股數目

法定 2,000,000 2,000,000 1,550,000 1,5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722,500 722,500 560,200 560,200    

1(e)(iv) 列示本報告財政期間結束時所有銷售、轉讓、出售、註銷及╱或動用
庫存股份之報表。

不適用。

2 數字是否已經過審核或審閱，並註明須遵循之核數準則或慣例。

數字並未經核數師審核或審閱。

3 倘若數字已經過審核或審閱，請提供核數師報告（包括任何保留意見
或重點事項）。

不適用。

4 發行人是否已應用與最近期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相同之會計政策及
計算方法。

除採納與本集團業務相關且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財政
年度生效之財務申報準則（「財務申報準則」）外，本集團在財務報表已
應用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最近期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
相同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5 倘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包括會計準則所規定者）有任何轉變，則註明
已轉變之範疇以及轉變之原因及影響。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財務申報準則對本集團及本公司之會計政策並無
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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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及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在扣除任何
優先股息撥備後每股普通股之盈利。

二零一八年
七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七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按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0.82港仙 0.78港仙

按全面攤薄基準 0.82港仙 0.78港仙

7 按發行人於下列期間結束時已發行股本計算之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
（發行人及本集團）：

(a) 本報告財政期間；及

(b)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按報告期間結束時
已發行股本計算之
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 372.94港仙 385.83港仙 177.60港仙 177.87港仙

8 本集團表現回顧，須涵蓋足以合理瞭解本集團業務之資料。回顧必須
討論下列各項：

(a) 任何影響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之營業額、成本及盈利之主要
因素，包括（如適用）季節性或週期性因素；及

(b) 任何影響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之現金流量、營運資金、資產
或負債之重要因素。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欣然提呈Kingboard Copper Foil Holdings Limited（「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連同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
度（「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之財務業績。本季度之營業額包括 (i)根據
持續的授權使用收取之授權使用費用三千萬港元；及 (ii)銷售聚乙烯醇
縮丁醛（「PVB」）樹脂一億一千四百萬港元，此乃生產PVB薄膜之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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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PVB薄膜可用來生產汽車業及樓宇之強化玻璃。本集團的營業額較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減少4%至一億四千四百
萬港元。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純利為五百九十萬
港元。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的毛利率為 14.0%，而二零一八年第三季
度的毛利率則為 14.1%。

分銷成本由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的五百二十萬港元增加4%至二零一八
年第三季度的五百四十萬港元，主要由於運費增加，與原油價格增加
一致。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的六百四十萬港元減少9%至
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的五百八十萬港元，主要由於二零一八年第三
季度的匯兌虧損大幅減少五十萬港元。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流動資產淨
值及流動比率分別約為二十三億八千九百萬港元及20.2。流動資產主
要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十七億一千三百萬港元、貿易及其他應收賬
款及預付款項七千三百萬港元、應收票據四千六百萬港元以及存貨
二千五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度結束時，本公司於聯發投資控
股有限公司（「聯發」）（於薩摩亞註冊成立之私人公司）之權益為29.67%。
非上市股本股份於報告期結束時按成本減累計減值虧損入賬。

9 如早前已向股東披露預計或預測陳述，請列明預計或預測陳述與實
際業績之任何差別。

不適用。

10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所從事行業之主要趨勢及競爭條件以及於下一
個報告期及未來十二個月可能影響本集團之任何已知因素或事宜之
註釋。

授權使用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股
東否決就准許本集團與建滔集團有限公司（「建滔集團」）及其聯繫人（統
稱「利益人士」）進行涉及利益人士交易之授權（「股東授權」）更新。本公
司訂立授權使用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
八月二十八日續期及修訂函所修訂），將過往用作生產銅箔之物業、
存貨及機器，由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止授權予獨立第三方威擘投資有限公司使用，以確保本集團取得穩
定授權使用費用來源。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授權使用協議再重
續兩年，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底到期。本集團將遵守上市手冊於適當情
況下作出有關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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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B業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濟增長率持續維持於低水平。部分行業（如
出口業）因中美貿易糾紛而進一步受壓。此外，中國一、二線城市對住
宅單位實施限購令，影響地產業及因此影響建造業。因此，PVB業務
亦受影響。本集團將繼續提升生產效能、減低缺陷率、降低生產成本
及縮短交貨週期，從而為股東帶來更大回報。

11 股息。

(a) 本報告財政期間

本報告財政期間有否宣派任何股息？無。

(b)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

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有否宣派任何股息？無。

(c) 派付日期

不適用。

(d)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日期

不適用。

12 倘並無宣派╱建議派發股息，則提供與此有關之陳述。

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並無擬派或宣派股息。

13 確認根據上市規則第720(1)條取得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作出的書面承
諾

本公司確認已取得所有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根據上市手冊上市規則
第720(1)條作出的書面承諾（按附錄7.7所載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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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全年公告所需之額外資料
（此部分不適用於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及半年業績）

14 按發行人最近期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形式，載列按（本集團）業
務或地區分部劃分之分部收入及業績，連同緊接上一個年度之比較
資料。

不適用。

15 於業績回顧中，提述導致按業務或地區分部劃分之營業額及盈利貢
獻造成任何重大變動之因素。

不適用。

16 銷售分析。

不適用。

17 發行人最近期整個年度及對上整個年度之全年股息總額（以幣值計）
分析。

不適用。

18 根據第704(13)條，為發行人之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之親屬並擔
任發行人或其任何主要附屬公司管理職位之人士以下列方式披露。
倘無該等人士，發行人必須作出恰當之否認陳述。

不適用。

19 根據上市手冊第 920(1)(a)(ii)條之涉及利益人士交易。

本公司並無任何涉及利益人士交易授權或並無任何需要根據上市手
冊第920(1)(a)(ii)條披露之涉及利益人士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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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確認

吾等林家寶及張國平為Kingboard Copper Foil Holdings Limited之兩名董事，謹此代
表本公司董事確認，就吾等所深知，本公司董事會概無得悉任何事件可導致二
零一八年第三季度財務業績於各重大方面變成虛假或誤導。

代表Kingboard Copper Foil Holdings Limited董事會

董事 董事
林家寶 張國平」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建滔集團有限公司 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公司秘書
羅家亮 林廷軒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建滔集團之董事會（「董事會」）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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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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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

於本公告日期，建滔積層板之董事會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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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亮先生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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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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