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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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ICAL KINGBOARD LAMINATES
HOLDINGS LIMITED HOLDINGS LIMITED
建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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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滔銅箔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公布其截
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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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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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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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2%權
益之附屬公司，而建滔積層板為建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建滔化工」）擁有69.30%
權益之附屬公司。建滔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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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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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50,120 162,243 –7.47%
銷售成本 (129,055) (143,684) –10.18%   

   
毛利 21,065 18,559 13.50%
其他經營收入 660 585 12.82%
分銷成本 (5,179) (5,566) –6.95%
行政支出 (6,384) (5,298) 20.50%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
之虧損 (1,110) (1,788) –37.92%   

   
除稅前溢利 9,052 6,492 39.43%
所得稅支出 (2,423) (2,045) 18.48%   

   
期內溢利 6,629 4,447 49.07%   

期內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5,670 3,411 66.23%   

非控股權益 959 1,036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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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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經營收入（包括
利息收入） (660) (585) 12.8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1,642 27,196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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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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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9,695 1,556,470 –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
預付款項 76,260 84,453 166 176

應收票據 49,350 27,138 – –
其他流動資產 – 645,931 – –
預付土地使用權 1,056 1,003 – –
存貨 24,650 22,371 – –    

    
總流動資產 1,791,011 2,337,366 166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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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
於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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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95 40,516 13,656 13,656
應收一間附屬公司
之賬款 – – 877,346 882,039

投資物業 5,983 5,683 – –
物業、廠房及設備 326,213 360,478 – –
預付土地使用權 35,749 34,709 – –
其他非流動資產 680,027 – – –
商譽 238 238 – –    

    
總非流動資產 1,084,405 441,624 1,284,777 1,289,470    

總資產 2,875,416 2,778,990 1,284,943 1,289,646    

負債及資本
流動負債：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
之賬款 – – 2,721 2,721

應付票據 3,953 11,481 – –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88,122 104,527 2,423 2,423
應付所得稅 8,463 8,366 38 38    

    
總流動負債 100,538 124,374 5,182 5,182    

股本及儲備及
非控股權益：

股本 560,200 560,200 560,200 560,200
儲備 2,185,906 2,068,980 719,561 724,264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2,746,106 2,629,180 1,279,761 1,284,464
非控股權益 28,772 25,436 – –    

    
資本總額 2,774,878 2,654,616 1,279,761 1,284,464    

總負債及資本 2,875,416 2,778,990 1,284,943 1,289,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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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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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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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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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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
除稅前溢利 9,052 6,492
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1,642 27,196
預付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270 270
利息收入 (477) (463)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1,110 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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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計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31,597 35,28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9,063) 2,533
應收票據 (1,083) (11,800)
存貨 (1,385) 4,120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2,405 546
應付票據 166 (209)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 22,637 30,473
已付所得稅 (2,341) (1,627)
已收利息 477 463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20,773 29,309  

投資業務：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399) –  

  
投資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1,399) –  

現金及銀行結餘增加淨額 19,374 29,309
期初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1,602,548 1,464,390
匯率變動對所持外幣現金及
銀行結餘之影響 17,773 (6,170)  

  
期末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1,639,695 1,48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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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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虧損） 6,629 4,447 (1,259)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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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29 (15,921) – –    

期內綜合全面收入（支出）
總額 50,158 (11,474) (1,259) (1,118)    

綜合全面收入（支出）總額
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48,606 (12,306) (1,259) (1,118)
非控股權益 1,552 832 – –    

50,158 (11,474) (1,259)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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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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度
（「二零一六年
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六年
七月一日之結餘 560,200 296,573 7,287 355,169 1,465,016 2,684,245 27,395 2,711,640        

期內綜合全面
（支出）收入總額
期內溢利 – – – – 3,411 3,411 1,036 4,447
期內其他綜合
全面支出 – – – (15,717) – (15,717) (204) (15,921)        

        
總計 – – – (15,717) 3,411 (12,306) 832 (11,474)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560,200 296,573 7,287 339,452 1,468,427 2,671,939 28,227 2,700,166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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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度
（「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度」）
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一日之結餘 560,200 296,573 6,275 419,401 1,282,449

期內綜合全面支出總額
期內虧損 – – – (1,118) (1,118)     

於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560,200 296,573 6,275 418,283 1,28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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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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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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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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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與於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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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七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六年
七月一日至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按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0.78港仙 0.47港仙

按全面攤薄基準 0.78港仙 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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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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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8港仙 363.90港仙 177.13港仙 177.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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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第三季
度（「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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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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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丁醛（「PVB」）樹脂一億二千萬港元，此乃生產PVB薄膜之基本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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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六年第三季度（「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度」）減少 7%至一億五千萬港
元。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純利為五百七十萬港元。
二零一六年第三季度的毛利率為 11.4%，而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的毛
利率則為14%。

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的分銷成本減少7%至約五百二十萬港元，與營
業額的減少一致。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的行政成本與二零一六年第
三季度相比增加21%，與二零一七年三月至五月開展的自願有條件現
金要約的相關專業費用有關。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流動資產淨
值及流動比率分別約為十六億九千萬港元及17.8。流動資產主要包括
現金及銀行結餘十六億四千萬港元、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七千六百萬港元、應收票據四千九百萬港元以及存貨二千五百萬港
元。於二零一七年第三季度結束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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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及其聯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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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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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此而言，PVB業務亦受影響。然而，本集團成功進軍印度。印度為其中
一個新興市場，在PVB市場有巨大機遇及潛力。銷售印度所產生的金
額佔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PVB銷售額約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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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慕達訴訟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日，Annuity & Re Life Limited（本公司少數股東）就
本公司壓榨或不公平的損害行為在百慕達高等法院（「法院」）遞交呈請
書。本公司及其多名主要股東在該等訴訟被列為答辯人。本公司在該
等訴訟為中立一方。呈請書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審理。法院於二零一五
年十一月十日頒下裁決。法院發現先前涉及利益人士交易銷售的條
款構成損害少數股東權益的優惠轉讓定價的指控並不成立，而授權
使用協議條款完全不符合商業原則及╱或授權使用屬虛假的指控亦
不成立。然而，法院亦作出裁決，本公司管理層須及時舉行真誠的公
開磋商，公開提出商業上合理的建議，以期說服非控股股東按稍為有
利的條款批准涉及利益人士交易授權。主要股東答辯人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就一審的不利判決發出上訴通知。上訴聆訊已於二零
一七年三月六日至七日在百慕達上訴法院舉行。百慕達上訴法院已於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發出書面裁決，主要股東答辯人上訴得直。
Annuity & Re Life Limited隨後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三日向樞密院提出上
訴許可的動議通知書，並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六日獲得上訴許可。本
公司將於必要時另行刊發公告，以便股東知悉該事件之重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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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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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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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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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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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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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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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公司秘書
羅家亮 梁宇軒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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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建滔化工之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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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