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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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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
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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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ICAL KINGBOARD LAMINATES 
HOLDINGS LIMITED HOLDINGS LIMITED
建滔化工集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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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公布

關於一間附屬公司未經審核綜合季度業績之公布

建滔銅箔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公布其截至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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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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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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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7%權
益之附屬公司。建滔積層板則為建滔化工集團（「建滔化工」）擁有66.80%權益之
附屬公司。建滔化工及建滔積層板兩者均為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主板上市之公司。

本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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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箔業績公布轉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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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BOARD COPPER FOIL HOLDINGS LIMITED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之財務報表及股息公布

第一部分 季度（第一季、第二季及第三季）、半年及全年業績公布所需資料  

1(a) 收益表（本集團）連同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比較報表。

 本集團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16,639 954,538 -87.78%
銷售成本 (105,350) (874,709) -87.96%   

毛利 11,289 79,829 -85.86%
其他經營收入 1,761 2,958 -40.47%
分銷成本 (2,679) (11,698) -77.10%
行政支出 (3,580) (15,733) -77.25%
其他經營支出 (228) (2,163) -89.46%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2,973) – NM
融資成本－支付予非有關連
公司之利息支出 – (1,504) -100.00%   

除稅前溢利 3,590 51,689 -93.05%
所得稅支出 (3,202) (10,292) -68.89%   

期內溢利 388 41,397 -99.06%   

期內溢利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1,354) 40,340 NM   

非控股權益 1,742 1,057 64.81%   

NM： 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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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溢利乃經（計入）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本集團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經營收入
（包括利息收入） (1,761) (2,958) -40.47%
衍生金融工具之
已變現收益 – (1,984) -100.00%

銀行借款利息 – 1,504 -100.0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3,301 45,521 -4.88%
預付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260 236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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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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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159 553,415 –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
預付款項 81,963 132,357 585 585

應收票據 43,833 248,347 – –
預付土地使用權 1,053 1,107 – –
存貨 29,397 33,573 – –    

總流動資產 979,405 968,799 585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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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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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41 82,314 31,000 31,000
應收一間附屬公司之賬款 – – 858,450 859,595
投資物業 6,271 6,270 –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44,203 1,086,326 – –
預付土地使用權 43,664 43,870 – –
非流動訂金 – 5,245 – –
非流動其他應收賬款 712,707 712,707 – –
商譽 238 238 – –    

總非流動資產 1,886,424 1,936,970 1,283,225 1,284,370    

總資產 2,865,829 2,905,769 1,283,810 1,28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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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8 3,886 – –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45,580 89,893 – 363
應付所得稅 3,246 1,773 38 38    

總流動負債 54,944 95,552 2,759 3,122    

股本及儲備及非控股權益：
股本 560,200 560,200 560,200 560,200
儲備 2,213,224 2,214,307 720,851 721,633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2,773,424 2,774,507 1,281,051 1,281,833
非控股權益 37,461 35,710 – –    

資本總額 2,810,885 2,810,217 1,281,051 1,281,833    

總負債及資本 2,865,829 2,905,769 1,283,810 1,284,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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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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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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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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
除稅前溢利 3,590 51,689
調整：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3,301 45,521
預付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260 236
利息支出 – 1,504
利息收入 (460) (39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28 497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2,973 –
衍生金融工具之已變現收益 – (1,984)  



– 6 –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計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49,892 97,06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55,652 (348,501)
應收票據 204,514 (74,378)
存貨 4,268 (17,919)
結算衍生金融工具所付款項 – (31,509)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44,308) 52,348
應付票據 2,232 (5,379)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 272,250 (328,272)
已付所得稅 (1,729) (9,216)
已付利息 – (1,504)
已收利息 460 397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270,981 (338,595)  

投資業務：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1,276) (1,328)  

投資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1,276) (1,328)  

融資活動：
償還銀行借款 – (133,104)
新增銀行借款 – 498,855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 365,751  

現金及銀行結餘增加淨額 269,705 25,828
期初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553,415 265,108
匯率變動對所持外幣現金及
銀行結餘之影響 39 3,265  

期末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823,159 29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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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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溢利（虧損） 388 41,397 (782) (78)

其他綜合全面收入：
因換算海外業務之
匯兌差額 280 20,886 – –    

期內綜合全面收入（虧損）
總額 668 62,283 (782) (78)    

綜合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應佔份額：
本公司持有人 (1,083) 60,921 (782) (78)
非控股權益 1,751 1,362 – –    

668 62,283 (782)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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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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控股權益 資本總額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擬派股息
外幣換算

儲備 累計溢利 總計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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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560,200 296,573 6,275 – 465,734 1,445,725 2,774,507 35,710 2,810,217
期內綜合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 271 (1,354) (1,083) 1,751 668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結餘 560,200 296,573 6,275 – 466,005 1,444,371 2,773,424 37,461 2,810,885         

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
（「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560,200 296,573 6,275 7,225 366,003 1,388,810 2,625,086 29,457 2,654,543
期內綜合全面收入總額 – – – – 20,581 40,340 60,921 1,362 62,283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結餘 560,200 296,573 6,275 7,225 386,584 1,429,150 2,686,007 30,819 2,716,826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擬派股息 累計溢利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之
結餘 560,200 296,573 6,275 – 418,785 1,281,833

期內綜合全面虧損總額 – – – – (782) (782)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結餘 560,200 296,573 6,275 – 418,003 1,281,051      

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
（「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之
結餘 560,200 296,573 6,275 7,225 416,959 1,287,232

期內綜合全面虧損總額 – – – – (78) (78)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結餘 560,200 296,573 6,275 7,225 416,881 1,287,154      



– 9 –

1(e)(ii) 自上一段報告期結束後，有關本公司之股本因供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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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變
動之詳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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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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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
並無變動。

1(e)(iii) 列示本財政期間結束時及緊接上一個年度結束時，已發行股份（不
包括庫存股份）之總數。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股本 三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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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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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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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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已應用與於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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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包括會計準則所規定者）有所轉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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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本集團於本報告財政期間及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在扣除優先
股息撥備後每股普通股之盈利。

二零一二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二零一一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按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0.19港仙 5.58港仙

按全面攤薄基準 -0.19港仙 5.58港仙

7 按發行人於下列期間結束時已發行股本計算，每股普通股之資產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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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按照報告期間結束時之
已發行股本計算之
每股普通股資產淨值 383.86港仙 384.01港仙 171.31港仙 177.4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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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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第
一季度（「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之財務業績。由於本公司已自二零
一一年九月一日起終止其銅箔生產及銷售業務，本季度之營業額主
要來自 (i)二零一一年九月一日起開始實行授權使用收取的授權使
用費用及 (ii)銷售聚乙烯縮丁醛（「PVB」）樹脂，此乃生產PVB薄膜之
基本原料，PVB薄膜可用來生產汽車及樓宇之強化玻璃。因此，於
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本集團之營業額較二零一一年第一季度（「二
零一一年第一季度」）下降 88%至一億一千七百萬港元，而二零一二
年第一季度本公司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為一百三十五萬港元。

由於本季度僅銷售PVB導致付運量下降，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之分
銷成本減少77%至約二百六十八萬港元。由於全數銀行借款已於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償付，故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並
無任何融資成本。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流動資產淨
值及流動比率分別約為九億二千四百萬港元及17.8。流動資產主要
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八億二千三百萬港元、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及預付款項八千二百萬港元、應收票據四千四百萬港元，以及存貨
二千九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度結束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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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值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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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際業績之差別。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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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本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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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之股東否決就准許本集團與建滔化工集團（「建滔化工」）及其聯繫
人進行涉及利益人士交易之授權（「股東授權」）之更新。本公司採取
臨時措施，將過往用作生產銅箔之物業、存貨及機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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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來源。
授權使用預期將於二零一二年全年（「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持續實
行。由於本集團之收入將包括授權使用費用收入每月一千萬港元以
及PVB業務之營業額，故預期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之營業
額及盈利將較二零一一年大幅減少。

本集團將繼續積極考慮採取適當行動，以解決不獲批准更新股東授
權，並將遵守上市手冊，於有需要時作出相關披露。

PVB業務

承如上文所述，PVB乃生產PVB薄膜之基本原料，PVB薄膜可用來生
產汽車及樓宇之強化玻璃。由於中國政府繼續推動內需及改善中國
居民之生活水平，本集團相信汽車及樓宇需求將持續增加，繼而拉
動PVB產品之需求。本集團將專注於提升生產設施及產品組合，符
合客戶要求，以進一步增加本集團在中國市場之市場份額。

百慕達訴訟

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日，Annuity & Re Life Limited已向本公司及其關
連公司建滔化工、Jamplan (BVI) Limited、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
及卓先投資有限公司送達在百慕達高等法院遞交之呈請書（「呈請
書」）。該案件正在審議，而本公司正對指控作出抗辯及申辯，並將
採取一切必須步驟對此呈請書作出抗辯。本公司與百慕達律師認為
該等指控毫無根據，且呈請書是基於錯誤理解，缺乏充分證據。本
公司將於必要時另行刊發公布，以便股東知悉該事件之重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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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發之權益

承如上文所述，本公司目前擁有聯發 29.67%之權益。聯發主要從事
投資控股業務，其主要投資與清遠索菲特麗豪大酒店（「索菲特」）相
關。索菲特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廣東省。

本公司相信，在聯發的投資為本集團提供絕佳契機，以進一步擴展
本集團的業務範圍。本公司亦認為，作為聯發之重要資產，索菲特
具有雄厚的長期發展潛力，有助本公司業務之多元化發展。

本公布可能載有前瞻性聲明，當中涉及風險及不明朗因素。未來實
際表現、成果及結果或會基於多種風險、不明朗因素及假設而與前
瞻性聲明所表達者有重大出入。該等因素之代表性例子包括（但不
限於）一般行業及經濟狀況、客戶需求轉變、客戶及夥伴、政府及政
策變動。 閣下切勿過份依賴基於管理層目前對未來事件之觀點而
作出之前瞻性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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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提供就此有關之陳述。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期間並無擬派或宣派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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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全年業績公布所需之額外資料
（此部分不適用於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及半年業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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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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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造成任何重大轉變之因素。

不適用。

15 銷售分析。

不適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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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期 對上
整個年度 整個年度
千港元 千港元

普通股 – –
優先股 – –  

總計 –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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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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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根據上市手冊第 920(1)(a)(ii)條之涉及利益人士交易。

由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進行涉及利益
人士交易之總值。

涉及利益人士名稱

於回顧財政期間
所有涉及利益人士

交易之總值
（不包括低於

100,000新加坡元之
交易及根據第920條

獲股東授權
進行之交易）

根據第920條
獲股東授權進行之
所有涉及利益人士

交易之總值
（不包括低於

100,000新加坡元之
交易）

千港元 千港元

總計 –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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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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導致二零
一二年第一季度財務業績於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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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公司秘書
羅家亮 蔡建龍

香港，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

於本公布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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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湛雄先生及陳茂盛先生；非執
行董事陳永錕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黎忠榮先生、鄭維志先生、謝錦洪先生
及陳亨利先生組成。

於本公布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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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姿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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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裕光先生、梁體超先生、莫耀強先
生及葉澍堃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