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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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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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二零二零年
財政年度

二零一九年
財政年度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17,301.2 18,384.0 -6%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溢利 * 4,307.3 4,142.8 +4%
除稅前溢利 * 3,635.8 3,408.2 +7%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純利
－基本純利* 2,776.0 2,493.3 +11%
－賬面純利 2,802.9 2,402.2 +17%
每股盈利
－以基本純利計算 * 89.8港仙 80.9港仙 +11%
－以賬面純利計算 90.6港仙 78.0港仙 +16%
每股全年股息 250.0港仙 80.0港仙 +213%
－每股中期股息 10.0港仙 10.0港仙 –
－每股特別中期股息 190.0港仙 – 不適用
－建議每股末期股息 35.0港仙 30.0港仙 +17%
－建議每股特別末期股息 15.0港仙 40.0港仙 -63%
每股資產淨值 4.59港元 6.07港元 -24%

淨現金3,756.1 淨負債比率0%

* 不包括

二零二零年： 投 資 物 業 公 平 值 變 動 之 虧 損 七 十 萬 港 元 及 出 售 一 間 附 屬 公 司 之 收 益 為
二千七百六十萬港元。

二零一九年：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收益五百六十萬港元及以股份形式付款九千六百六十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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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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
合業績及二零一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7,301,186 18,383,952
銷售成本 (12,594,178) (13,970,306)  

毛利 4,707,008 4,413,646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 119,488 32,435
分銷成本 (414,692) (391,448)
行政成本 (691,349) (718,17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權益工具之（虧損）收益 (95,723) 7,643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工具
之收益 87,667 99,465
出售一家附屬公司之收益 12 27,642 –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虧損）收益 (742) 5,600
融資成本 5 (76,634) (131,947)  

除稅前溢利 3,662,665 3,317,220
所得稅開支 7 (854,685) (908,490)  

本年度溢利 2,807,980 2,408,730  

本年度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2,802,885 2,402,247
非控股權益 5,095 6,483  

2,807,980 2,408,730  

每股盈利 9
－基本及攤薄 0.906港元 0.78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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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2,807,980 2,408,730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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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834 (342,623)
投資重估儲備：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之
公平值虧損 (6,918) (1,206)  

1,050,916 (343,829)  

或會於其後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投資重估儲備：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工具之
公平值（虧損）收益 (61,625) 530,478
因出售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債務工具而重新分類至損益 (87,667) (99,465)  

(149,292) 431,013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901,624 87,184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3,709,604 2,495,914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3,701,133 2,491,732
非控股權益 8,471 4,182  

3,709,604 2,495,914  



– 4 –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438,063 1,402,295
物業、廠房及設備 5,613,910 4,779,863
使用權資產 567,754 573,01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權益工具 88,583 376,092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 6,918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工具 611,231 3,559,196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訂金 97,201 398,195
遞延稅項資產 3,190 3,076
商譽 238 238  

8,420,170 11,098,884  

流動資產
存貨 1,739,106 1,818,69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10 4,743,914 4,236,656
應收票據 10 3,507,802 2,844,205
待發展物業 1,427,224 1,666,99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權益工具 776,904 5,442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債務工具 148,740 791,630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693,081 424,684
可收回稅項 9,009 7,868
銀行結餘及現金 4,909,965 2,908,117  

17,955,745 14,70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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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2,777,696 2,920,282
應付票據 11 347,631 272,604
合約負債 617,304 189,050
應付股息 6,240,000 –
租賃負債 553 549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7,582 47,203
應繳稅項 723,426 597,150
銀行借貸－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923,077 1,291,418  

11,677,269 5,318,256  

流動資產淨值 6,278,476 9,386,03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698,646 20,484,915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771 901
遞延稅項負債 78,095 81,089
銀行借貸－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230,769 1,653,846  

310,635 1,735,836  

14,388,011 18,749,07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12,000 308,100
儲備 14,021,065 18,393,322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14,333,065 18,701,422
非控股權益 54,946 47,657  

資本總額 14,388,011 18,74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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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的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的披露規定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亦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適用披露規定。

於本年度已強制生效之經修訂之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且已於2020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
度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經修訂概念框架指引及以下之經修訂香港財務申
報準則，以編製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的定義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7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經修訂概念框架指引及經修訂香港財務申報準則對本集
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載於綜合財務報表之披露並無重大影
響。

2. 營業額

年內營業額的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某一時點確認的營業額
銷售環氧玻璃纖維覆銅面板 11,166,932 10,598,388

銷售紙覆銅面板 1,855,539 2,035,661

銷售上游物料（附註 a） 2,453,947 2,283,051

銷售物業 683,986 1,581,184

其他（附註b） 889,537 1,185,567

隨時間確認的營業額（附註 c） 48,289 138,480  

客戶合約營業額 17,098,230 17,822,331

債務工具利息收入 125,888 417,848

租金及授權經營使用費收入 65,789 125,845

股息收入 11,279 17,928  

17,301,186 18,38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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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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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期限為
0至120日。

(b) 其他主要包括銷售特種樹脂為517,300,000港元（2019年：624,077,000港元）

(c) 隨時間確認的營業額包括鑽孔服務1,830,000港元（2019年：74,230,000港元）、及酒店住
宿收入46,459,000港元（2019年：64,250,000港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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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須予呈報之
分部分為三個主要經營分部－(i)製造及銷售覆銅面板 (ii)物業及 (iii)投資。管理層將物業
銷售，物業出租及酒店收入業務合併為一個可報告分部，因為這些業務的財務表現受到
物業市場變動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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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 8號用作分部呈報之會計政策，與其用於香港財務申報
準則之綜合財務報表一致。分部損益代表各分部賺取的利潤，但不包括某些項目（未分配
的公司收入和支出，以股份形式付款和融資成本），這是報告給主要營運決策者用於資
源分配和績效評估的措施。

分部營業額及業績

根據經營及可報告分部之本集團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覆銅面板 物業 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營業額 16,367,785 796,234 137,167 17,301,186    

分部業績 3,310,550 356,339 126,438 3,793,327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37,581

未分配之公司支出 (91,609)

融資成本 (76,634) 

除稅前溢利 3,662,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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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覆銅面板 物業 投資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營業額 16,236,897 1,711,279 435,776 18,383,952    

分部業績 2,160,346 862,386 538,923 3,561,655   

未分配之公司收入 63,322
未分配之公司支出 (79,201)
股份形式付款 (96,609)
融資成本 (131,947) 

除稅前溢利 3,317,220 

其他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業務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本集團之所在地）。

以下是本集團根據客戶或租戶的地點，或倘屬利息收入及股息收入則根據債務人或被投
資方的主要營業地點的外部客戶營業額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本集團之所在地） 16,034,691 17,387,696
其他外地國家：
其他亞洲國家 1,141,895 922,823
歐洲 88,899 45,883
美洲 35,701 27,550  

17,301,186 18,383,952  

來 自 本 集 團 覆 銅 面 板 分 部 其 中 一 名 客 戶 的 營 業 額 為2,703,185,000港 元（二 零 一 九 年：
2,223,204,000港元），佔本集團本年度的營業額超過10%。

4.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包括：
政府補助 55,531 36,748
銀行結餘及存款之利息收入 34,420 34,044
出售及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虧損） 2,439 (10,498)
其他 27,098 (27,859)  

119,488 3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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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利息 80,860 145,901
合約負債之估算利息 3,951 2,264
租賃負債利息 55 62
減：在建工程的資本化金額 (4,281) (14,016)

計入待發展物業的資本化金額 (3,951) (2,264)  

76,634 131,947  

於本年度已資本化的銀行及其他借貸成本包括合約負債的估算利息 3,951,000港元（2019
年：2,264,000港元）以及一般借貸池產生的銀行借貸成本，其計算方法是採用加權平均資
本化率1.90%（2019年：2.92%）

6. 折舊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約為581,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590,900,000
港元）。

7. 所得稅開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稅項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680,114 613,340
中國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 89,946 207,568
香港利得稅 5,040 3,842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 4,541 2,139
中國預提稅 78,152 85,567  

857,793 912,456

遞延稅項
本年度撥回 (3,108) (3,966)  

854,685 908,490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實施條例，兩個年度於中國附
屬公司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

根據企業所得稅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就在中國國內附屬公司所賺取的利潤所
宣派的股息徵收5%至10%的預提稅。

計提土地增值稅撥備是按有關中國稅法及規則要求估算。按土地增值金額（根據物業銷
售收入扣去指定直接成本）以累進稅率百分之三十至六十基準繳交土地增值稅。指定直
接成本界定為土地成本，發展及建築成本，及其他關於房產發展的成本。按照國家稅務
總局之官方公告，銷售物業時應暫繳土地增值稅，到房產發展完成後才確認所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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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了「二零一七年稅務（修訂）（第7號）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引入了利得稅兩級制。該法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簽署成為法律，並於次日在憲報刊登。根據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的首二百萬
港元利潤將按8.25%徵稅，而超過二百萬港元的利潤則須按16.5%徵稅。不符合利得稅兩
級制的集團實體的利潤將繼續按16.5%的固定稅率徵稅。

本公司董事認為，實施利得稅兩級制所涉及的金額與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關係。兩個
年度的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計算。

其他司法管轄區產生的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的現行稅率計算。

8. 股息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派股息

二零二零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0港仙 312,000 –
二零二零年度之特別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90.0港仙
（二零一九年度：沒有） 5,928,000 –  

6,240,000 –  

已宣派及派發股息

二零一九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0港仙 – 308,100
二零一九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0.0港仙
（二零一八年度：35.0港仙） 924,300 1,078,350
二零一九年度之特別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0.0港仙
（二零一八年度：沒有） 1,232,400 –  

2,156,700 1,386,450  

建議股息

建議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5.0港仙（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30.0港仙） 1,092,000 924,300
建議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特別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0港仙（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40.0港仙） 468,000 1,232,400  

1,560,000 2,156,700  

董事建議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5.0港仙
（二零一九年：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0.0港仙）及特別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0港仙（二零
一九年：特別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40.0港仙），金額為分別為1,092,000,000港元（二零一九
年：末期股息924,300,000港元）及468,000,000港元（二零一九年：特別末期股息1,232,400,000港
元）。惟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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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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溢利 2,802,885 2,402,247  

股份數目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 千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股數 3,092,792 3,081,000

因優先購股權導致的具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之影響 38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股數 3,092,830 3,081,000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股攤薄盈利的計算並無假設行駛公司的優先購股
權，因為該等優先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二零一九年的市場平均價格。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4,491,454 4,222,258
減：信貸虧損撥備 (579,750) (603,257)  

貿易應收賬款總額淨額 3,911,704 3,619,001
預付供應商之款項 350,161 203,997
預付開支及按金 193,758 112,547
可退回增值稅（「增值稅」） 203,561 208,155
其他應收賬款 84,730 92,956  

4,743,914 4,236,656
應收票據 3,507,802 2,844,205  

8,251,716 7,080,861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最長為120日（二零一九年：120日），視乎所銷售產品而定。
於報告期間結束為止，在扣除信貸虧損撥備後，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基於發票日期分析
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3,298,866 2,664,212
91至180日 572,483 912,064
180日以上 40,355 42,725  

3,911,704 3,619,001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結束為止的應收票據之賬齡均為發票日期起計 0至90日（2019年：0-90
日）內。本集團應收的所有票據均於一年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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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1,005,225 1,231,111
預提費用 508,512 510,884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賬款 159,175 142,351
其他應付稅項 649,342 528,770
應付增值稅 155,328 174,312
應付土地增值稅 43,238 182,863
其他應付賬款 256,876 149,991  

2,777,696 2,920,282
應付票據（附註） 347,631 272,604  

3,125,327 3,192,886  

附註：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票據包括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
18,420,000港元（二零一九：1,379,000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間結束為止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855,324 1,172,366
91至180日 73,474 20,682
180日以上 76,427 38,063  

1,005,225 1,231,111  

購買貨品的平均信貸期為 90日（二零一九年：90日）。本集團現行的財務風險管理政策確
保所有應付款項於信貸期限內清償。

本集團應付票據之賬齡均為報告期間結束後的90日（二零一九年：90日）之內。

12.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本集團以現金代價199,000,000人民幣（相當於約223,870,000港元）出
售其於一間附屬公司江陰國滔置業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權予獨立第三方，收益則為27,642,000
港元。該附屬公司持有於中國的發展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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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欣然向各位股東公佈，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回顧期」）之全年業
績。

二零二零年是極具挑戰的一年，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令全球經濟面臨下行壓
力。但儘管宏觀環境不利，整體電子行業表現仍然卓越。電腦及新型家電類消
費電子產品受惠於遠程辦公，居家時間增長等因素，需求蓬勃向上。過往的熱
門產品如汽車及手機等，需求亦於下半年回復升軌。電子產業正以較全球經濟
更先和更快的步伐回升。

回顧期內，集團覆銅面板部門於上半年著力推動復工復產，力求將疫情對生產
的衝擊降到最低。於下半年，緊握國內經濟復甦及消費回暖的良機，並憑藉垂
直整合產業鏈之優勢，一方面快速提高產能利用率，另一方面穩步提升產品價
格，多措並舉收穫顯著成效。覆銅面板單月出貨量創下新高，盈利能力亦進入
快速上升軌道。惟因集團房地產部門以銷售餘貨為主，入賬銷售較二零一九年
為低，集團全年營業額因此下降6%至一百七十三億零一百二十萬港元。覆銅
面板部門於下半年開始穩步提升產品價格，加上其出色的成本控制能力，推動
利潤率顯著提升，盈利貢獻大增，足以抵消房地產部門業務的下滑，因此集團
基本純利不降反升，增加11%，達到二十七億七千六百萬港元。集團財政狀況
穩健，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35港仙及特別末期股息每股15港仙。此派
息建議須待股東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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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二零二零年
財政年度

二零一九年
財政年度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17,301.2 18,384.0 -6%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溢利 * 4,307.3 4,142.8 +4%
除稅前溢利 * 3,635.8 3,408.2 +7%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純利
－基本純利* 2,776.0 2,493.3 +11%
－賬面純利 2,802.9 2,402.2 +17%
每股盈利
－以基本純利計算 * 89.8港仙 80.9港仙 +11%
－以賬面純利計算 90.6港仙 78.0港仙 +16%
每股全年股息 250.0港仙 80.0港仙 +213%
－每股中期股息 10.0港仙 10.0港仙 –
－每股特別中期股息 190.0港仙 – 不適用
－建議每股末期股息 35.0港仙 30.0港仙 +17%
－建議每股特別末期股息 15.0港仙 40.0港仙 -63%
每股資產淨值 4.59港元 6.07港元 -24%

淨現金3,756.1 淨負債比率0%

* 不包括

二零二零年： 投 資 物 業 公 平 值 變 動 之 虧 損 七 十 萬 港 元 及 出 售 一 間 附 屬 公 司 的 收 益 為
二千七百六十萬港元。

二零一九年：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收益五百六十萬港元及以股份形式付款九千六百六十
萬港元。

業務表現

回顧期內，覆銅面板部門緊握市場需求變化脈搏，一方面加大原有客戶的滲
透，另一方面全力拓展新的市場領域，提高包括薄板、高頻高速及無鹵素覆銅
面板等高階、高附加值產品的份額，取得理想的出貨量提升，全年月平均出貨
量為一千一百五十萬平方米。在下半年，銅箔、環氧樹脂、玻璃絲及玻璃布等
上游物料均因需求回升，出現不同程度供不應求的情況，價格持續攀升，同時
加速了覆銅面板產品提價速度。集團因有完善的垂直整合產業鏈，各上游物料
均可完全自給自足，所以能借此東風，享有上游物料及覆銅面板的雙重提價
紅利。加上出色的成本控制，令利潤率大幅提升。覆銅面板營業額上升 1%，至
一百六十三億六千七百八十萬港元，部門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
利潤則大幅上揚 43%，至三十八億六千九百六十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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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部門錄得主要來自位於中國華東花橋建滔裕花園四期及五期之部分銷售
入賬，部門營業額七億九千六百二十萬港元，下降53%。未扣除利息、稅項、折
舊及攤銷前之利潤隨之下滑之下滑 60%，至三億七千一百八十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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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六十二億七千八百五十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九十三億八千六百萬港元），流動比率為1.54（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76）。

淨營運資金週轉期由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八十八日上升至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一百零七日，細分如下：

－ 存貨週轉期為五十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四十八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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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轉期為九十七
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八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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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不包括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應付票據）週轉期為四十日（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四十日）。

集團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持有淨現金（即銀行結餘及現金扣除銀行借
貸）三十七億五千六百一十萬港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淨負債比率即
扣除銀行結餘及現金之銀行借貸除以資本之比率：0%）。二零二零年，集團投
資十一億二千六百萬港元添置新生產設施及一億三千二百萬港元於房地產業
務。憑藉專業管理團隊豐富的經驗、穩固的業務基礎及雄厚的財政實力，管理
層深信上述投資將為股東帶來長遠穩定的理想回報。短期與長期借貸的比例
為80%：20%（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56%）。集團的備用財務資源充
足，足以滿足未來市場發展的需求。

於回顧期內，集團繼續採取審慎的財務政策，並無訂立任何重要的衍生金融工
具，亦無面對重大的外匯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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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合共聘用員工約九千五百人（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一萬零二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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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優先購股權及特別獎金予合資格
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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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我們對集團二零二一年的發展充滿信心。集團於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度延續去
年底的強勢表現，根據初步未經審核的營運數據，集團首兩個月的營業額比去
年同期有大幅增長，利潤更較去年同期錄得數倍的增幅，管理層預計全年的業
務增長勢頭將保持強勁。踏入二零二一年，電子行業景氣度持續提升，海外市
場積累多時的消費需求也逐步釋放，覆銅面板行業供應緊張的情況愈加強烈，
而集團垂直整合產業鏈的優勢亦愈發明顯。目前，覆銅面板訂單延續二零二零
年下半年的強勁升勢，各工廠已保持長週期滿負荷生產，以滿足市場熾熱的需
求。集團覆銅面板產品質量穩定，交期準確定，獲得越來越多客戶的青睞，產
品的價格亦得以不斷提高。

隨著5G產品商用加速，汽車智能化操控升級，家電更新熱潮重臨，覆銅面板行
業將進入新的增長週期。因應市場的需求增長，集團亦計劃在產能和性能雙方
面著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產能方面，於廣東省韶關市將新增每月 80萬張覆
銅面板產能；在廣東省連洲市及佛岡縣新增生產設備，增加銅箔產能每月350
噸。同時，集團將加速玻璃絲及玻璃布的新廠房投建，力爭在年內達試產階段。
在產品品質上，要求市場、生產和研發部門緊密配合，加快薄板、高頻高速及
無鹵素覆銅面板等產品的升級。集團並與優質客戶強強聯合，進一步加大高階
產品的認證。發揮科技驅動能力，助力實現降本增效，邁向長期可持續增長的
發展道路。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籍此向各位股東、客戶、銀行、管理人員及員工過去一年對
集團毫無保留的支持以衷心感謝。

末期股息

建議派付的末期股息每股35港仙及特別末期股息每股15港仙，須待即將於二
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一）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
會」）上獲通過後，方可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日（星期四）派付予於二零二一年六
月一日（星期二）名列本公司股東登記冊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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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公司將於下列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i) 為確定股東有權出席並於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由二零二一
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二）至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
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有資格出席並於二零二一年股東
週年大會上投票，所有股票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一年五月
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四時前，送達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公司
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及

(ii) 為確定股東有權獲派是次建議之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股息，由二零二一年
五月二十八日（星期五）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一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確保獲派是次建議之末期股息及特別末期
股息，所有股票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星
期四）下午四時前，送達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公司之香港股
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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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內已採納並一直遵守守則之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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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於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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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於截至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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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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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或贖回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於年度內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購買、出
售或贖回其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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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審閱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之財務報告資料。

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疇

本公司已與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協定同意，本初步公佈截至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有關附註的數據，等同本年度本集團經審核之綜合
財務報表所呈列的金額。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的相關工作並不構
成按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港鑒證
業務準則而進行的鑒證業務約定，因此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亦不會就此初
步公佈作出具體保證。

承董事會命
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國華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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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豪先生及周培峰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羅家亮先生及本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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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