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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251）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其他在聯交所上市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而設的市場。有
意投資的人士應瞭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
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屬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在聯交所主板買賣的
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
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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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包括的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各董事願就
本公佈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
(�)本公佈所載的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分；(�)本公佈並無遺漏其
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本公佈所表達的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
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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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0��,���,000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0�,000元）。按年比較錄
得約��.�%之升幅。

�.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
��,���,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0,���,000元）。
按年比較錄得約��.�%之升幅。

�. 董事會決議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之第二季度不派付中期股息。另本公
司已於二零一零年第一季度宣佈派付第一季度中期股息人民幣幣�0,���,0�0元，每
股人民幣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第一季度及第二季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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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上海棟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 511,713  ���,���  1,073,953	 ���,�0�
銷售成本  (477,866	) (���,��� )	 (979,796	) (��0,0�� )        

毛利  33,847	 ��,���  94,157  �0�,���
其他收入及收益 � 7,288	 �,���  7,325	 �,�0�
分銷成本  (5,563	) (��,0�� ) (8,753	) (��,��0 )
行政費用  (16,194	) (��,��� ) (39,611	) (��,��� )        

營運利潤 � 19,378	 ��,���  53,118	 ��,���
融資成本 � (9,064	) (�,��� ) (16,575	) (��,���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利潤  896  (�0�)  (2,731	) �0�        

除所得稅前利潤  11,210	 ��,���  33,812	 ��,���
所得稅費用 � (1,550	) (�,��� ) (8,804	) (��,��� )        

期間利潤  9,660	 �0,���  25,008  ��,���        

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9,972	 �,���  25,235  �0,���
 －少數股東權益  (312	) �,0��  (227	) �,���        

  9,660	 �0,���  25,008	 ��,���        

期內本公司持有人
 應佔利潤的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
 （以人民幣每股計） � 0.011	 0.00�  0.027	 0.0��        

股息 � –	 –  10,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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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根據營運租賃持作自用租賃土地之款項  9,366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4,966	 ���,�00
 在建工程  1,689	 �,�0�
 無形資產  148,529  ���,���
 於聯營公司權益  45,518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800  �0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0 240,284	 ���,���
 遞延稅項資產  9,753  �,���    

總非流動資產  640,905	 ���,���    

流動資產
 存貨 � 269,270	 ���,���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04,586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0 829,747	 ���,���
 限制銀行存款  66,797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3,927	 ��,���    

  1,364,327	 �,���,�00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5,184	 �,���    

總流動資產  1,369,511	 �,���,���    

總資產  2,010,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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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 661,241	 �0�,���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0,574	 �,��0
 銀行借款 �� 612,478	 ���,���
 本期稅項負債  19,753	 ��,0��    

總流動負債  1,304,046	 �,���,���    

流動資產淨值  65,465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06,370	 ���,���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 70,000	 �00,000
 遞延稅項負債  35,230  ��,���    

總非流動負債  105,230	 ���,���    

總負債  1,409,276	 �,���,���    

資產淨值  601,140	 ���,���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93,619	 ��,���
 儲備  263,788  ���,���
 保留盈利  149,539	 ���,�0�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506,946	 ���,���    

少數股東權益  94,194	 ��,���    

總權益  601,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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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資本	 	 法定盈餘	 	 其他	 	 貨幣	 	 保留	 	 少數
	 股本	 	 儲備	 	 公積金	 	 儲備	 	 換算儲備	 	 盈利	 	 股東權益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  ���,���  ��,���  ��,���  (�,��� ) ���,���  ��,���  ���,���
貨幣換算差額 –  –  –  –  (�� ) –  –  (�� ) 
期間利潤 –  –  –  –  –  �0,���  �,���  ��,���
就二零零八年度宣派之股息 –  –  –  –  –  (�0,��� ) –  (�0,��� )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注資 –  –  –  –  –  –  �,�00  �,�00
少數股東權益-本集團收購
 附屬公司額外股本權益 –  –  –  –  –  –  (�,�0� ) (�,�0� )
少數股東權益-附屬公司派發
 股息 –  –  –  –  –  –  (�,0�� ) (�,0��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  ���,���  ��,���  ��,���  (�,��� ) ���,���  ��,���  �0�,���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93,619	 	 221,766	 	 29,797	 	 17,912	 	 (5,340	)	 134,602	 	 89,131	 	 581,487
貨幣換算差額 –	 	 –	 	 –	 	 –	 	 (347	)	 –	 	 –	 	 (347	)	
期間利潤 –	 	 –	 	 –	 	 –	 	 –	 	 25,235	 	 (227	)	 25,008
就二零一零年度第一季度宣派
 之股息 –	 	 –	 	 –	 	 –	 	 –	 	 (10,298	)	 –	 	 (10,298	)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注資 –	 	 –	 	 –	 	 –	 	 –	 	 –	 	 5,290	 	 5,29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93,619	 	 221,766	 	 29,797	 	 17,912	 	 (5,687	)	 149,539	 	 94,194	 	 60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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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運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18,864	) (��,��� )
投資活動所用淨現金 5,600	 (��,��� )
融資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13,765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額增加╱（減少） 501	 ��,���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3,426	 ��,���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3,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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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
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及創業板上市規
則而編製。

中期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而編製，並將可供銷售投資之公平值反映於損益表中。所
有公司間的重大交易及集團內之結餘已於綜合賬目時對銷。編製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與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年度財務報表的會
計政策一致。

2.	 收益

收益指扣減稅項、折扣、回報及津貼（如適用）及抵消集團對內銷售後瀝青和燃料油之銷
售、物流服務及路橋建設之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銷售瀝青 384,701	 ���,�0�
 銷售燃料油 311,576	 ���,���
 物流收入 25,551	 ��,���
 路橋建設 352,125	 ��0,���   

 1,073,953	 ���,�0�
其他收益：
 非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5,600	 �,���
 補貼收入 –	 ���
 利息收入 36	 ��
 其他 1,689	 �,��0   

 7,325	 �,�0�   

總收益 1,081,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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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a)	 主要申報模式－業務分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業務分為四個主要業務分部：

(�) 銷售瀝青；

(�) 銷售燃料油；

(�) 提供物流服務；及

(�) 路橋建設。.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分部業績如下：

	 		 銷售
	 銷售瀝青		 燃料油		 物流服務		 路撟建設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總額 399,580		 311,576		 27,195		 352,125		 1,090,476
分部間收益 (14,879	)	 –		 (1,644	)	 –		 (16,523	)         

收益 384,701		 311,576		 25,551		 352,125		 1,073,953
         

營運利潤╱分部業績 34,487		 5,050		 588		 12,993		 53,118
財務費用 		 		 		 		 (16,575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2,731	)	 –		 –		 –		 (2,731	)         

除所得稅前利潤        	 33,812
所得稅開支        	 (8,804	)         

期內利潤       		 2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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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分部業績如下：

   銷售
 銷售瀝青  燃料油  物流服務  路撟建設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總額 ���,��0  ���,���  ��,���  ��0,���  ���,�0�
分部間收益 (��,��� ) (��,�0� ) (�,��� ) –  (��,��� )         

收益 ���,�0�  ���,���  ��,���  ��0,���  ���,�0�
         

營運利潤╱分部業績 ��,0�0  �,���  (���)  ��,���  ��,���
財務費用         (��,��� )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  ���  –  –  �0�         

除所得稅前利潤         ��,���
所得稅開支         (��,��� )         

期內利潤         ��,���
         

計入綜合損益表的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銷售	          銷售
 銷售瀝青	 	 燃料油	 	 物流服務	 	 路橋建設	 	 本集團	  銷售瀝青  燃料油  物流服務  路橋建設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2,976	 	 58	 	 3,909	 	 5,879	 	 12,822	  �,�0�  ��  �,���  �,���  ��,���
攤銷 28	 	 36	 	 50	 	 –	 	 114	  ��  ��  –  �,���  �,���

分部間的轉撥或交易已按照與非關連第三方交易的一般商業條款及條件進行。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聯營公司投資、存貨、貿易及其他
應收款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未分配資產項目包括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及遞延稅項資
產。

分部負債包括經營負債。未分配負債主要包括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及借貸等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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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銷售
 銷售瀝青		 燃料油		 物流服務		 路橋建設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資產 654,827		 120,968		 142,908		 1,091,713		 2,010,416
         

總負債 444,554		 69,982		 10,913		 883,827		 1,409,276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銷售
 銷售瀝青  燃料油  物流服務  路橋建設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總資產 ���,��0  ��0,���  ��0,���  �,0��,��0  �,���,���
         

總負債 �00,���  ��,0��  �,���  ���,���  �,���,���
         

(b)	 次要申報模式－地區分部

由於本集團所有重大銷售額均來自位於中國的客戶，且絕大部分資產位於中國（視為
風險及回報相若的單一地區），故此並無呈列地區分部資料。

4.	 營運利潤

營運利潤乃經計入及扣除以下各項後列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扣除：
固定資產折舊 12,822	 ��,���
員工成本 10,851	 �0,���
存貨成本 741,559  ���,���
下列各項之經營租賃租金開支
－土地及樓宇 4,349	 �,���
－運輸設備 1,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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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16,575	 ��,���
   

6.	 所得稅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8,804	 ��,���
香港利得稅 –	 ��0   

 8,804	 ��,���
   

本公司及其中一家附屬公司上海神華物流有限公司（「上海神華」）均於上海浦東新區成立。
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指引，本公司及上海神華於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應課稅溢利須按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稅率��%繳稅（截至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0%）。該稅率於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二年二年間將逐步調升
至��%。

此外，就中國企業所得稅而言，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江蘇蘇中油運有限公司（「蘇中油運」）及
上海神華物流（東台）有限公司（「神華東台」）視為小規模納稅企業。根據江蘇省稅務局於二
零零三年十二月發出之通函，蘇中油運及神華東台之所得稅以其收入之�.�%收取。

中國成立其他附屬公司之利潤須繳納��%（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企
業所得稅。香港成立附屬公司之利潤須繳納��.�%（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利得稅。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每股盈利分別根據人民幣�,���,000元及人
民幣��,���,000元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0,000股股份（截至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0,000股股份）。

因為於各期間並無任何潛在可攤薄之股份，故並無計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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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之第二季度不派付中期股息。另本公司已於二
零一零年第一季度宣佈派付第一季度中期股息人民幣�0,���,0�0元，每股人民幣0.0��元（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之第一季度及第二季度︰無）。

9.	 存貨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轉售瀝青 221,905	 ���,���
轉售燃料油 22,160  ��,���
建築工程用瀝青 1,367	 �,���
其他建築材料 28,838	 �,���   

 269,270	 ���,���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 646,929	 ��0,���
應收商業票據 123,907  ���,���
工程合約頇留款項 216,009  ���,���   

 986,845  �,0��,���
減：應收減值撥備 (82,061	) (��,��� )   

 904,784  ���,0��
預付款項及按金 91,668  ���,���
其他應收款 73,579  ��,���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  �,���   

 1,070,031  �,���,0��
   

分類為：
非流動資產 240,284  ���,���
流動資產 829,747  ���,���   

 1,070,0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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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發票日及減值虧損前之貿易應收款、應收商業票據及工程合約預留款項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瀝青及燃料油及物流服務（附註(a)）
少於31日 127,688  118,847
31至60日 52,908  71,527
61日至90日 43,297  50,189
91日至少於一年 98,815  88,075
一年至少於兩年 7,610  14,809
兩年至三年 7,256  13,819
三年以上 4,625  5,045   

 342,199  362,311   

路橋建設（附註(b)）：
少於六個月 112,393  311,686
六個月至一年 277,688  97,393
一年至兩年 237,386  225,298
兩年至三年 6,992  10,888
三年以上 10,187  6,645   

 644,646  651,910   

總計 986,845  1,014,221
   

附註：

(a) 銷售瀝青及燃料油及物流服務方面，給予個別客戶之信貸期按個別客戶而定，乃由管
理層經考慮相關客戶之信譽而言。

(b) 絶大部分路橋建設之客戶均為中國政府機構。其貿易應收款按與客戶訂立之合約條款
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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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 275,426  ���,���
應付票據 191,695  ���,���   

 467,121  ���,���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  �,���
已收按金 133,315  �00,��0
其他應付款 50,507  ��,0��
應付利息 10,298  –   

總計 661,241  �0�,���
   

按呈報期間結束時發票日計入貿易及票據應付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瀝青及燃料油及物流服務：
少於��日 85,283  ��,���
��至�0日 112,891  �,���
��日至�0日 2,382  ��,�00
��日至少於一年 7,563  ��,��0
一年至少於兩年 836  ���
兩年至三年 81  ��   

 209,036  ���,���   

路橋建設：
少於六個月 168,713  �0�,�0�
六個月至少於一年 30,969  �0,��0
一年至少於兩年 41,332  ��,���
兩年至三年 10,238  �,���
三年以上 6,833  �,0��   

 258,085  �0�,���   

總計 467,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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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借款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有抵押 －計息銀行貸款 110,000	 ��0,000
 －信託收據貸款 63,431	 ���,���
無抵押 －計息銀行貸款 509,047	 ��0,��0   

  682,478	 ���,���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流動及非流動銀行
貸款須於如下年期償還：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要求時或一年內 612,478  ���,���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70,000	 �00,000   

 682,478	 ���,���
計入流動負債之一年內到期款項 (612,478	) (���,��� )   

非流動部分 7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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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及業務回顧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逐漸好轉，經營環境趨於穩定。集團緊抓時機，
於二零零九年底經過對四大業務的策略性調整後，業務逐漸穩步上升。截至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營業額約人民幣�,0��,���,000元，比去年同期增長��.�%。營
業額之明顯上升乃由於集團在燃料油業務新拓的水供油業務之銷售量大幅增長。於瀝青
業務上，雖然第二季度華東地區多雨的天氣狀況對道路施工造成一定影響，但受惠上海
世博大部分之道路建設工程於第一季度完工，使集團業績表現仍得以顯著上升。而瀝青
業務及燃料油業務之增長亦使物流業務的效益及使用率有所改善。至於路橋建設業務亦
在積極拓展江蘇周邊市場，本集團將致力於四大業務協同效益的最大化，繼續維持集團
穩健發展的步伐。

業務營運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在中國從事瀝青貿易、燃料油貿易、路橋建設及提供物流服務。本
集團透過國內外的採購，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瀝青及燃料油銷售、儲存及付運服務，其業
務遍佈長江流域及部份內陸地區。同時，本集團亦積極發展物流服務，業務主要是為瀝
青和燃料油貿易提供倉儲和運輸服務，有助本集團於國內分銷瀝青及燃料油。路橋建設
則進一步擴大本集團的業務規模，以及發揮集團的協同效益，降低綜合成本，從而擴展
公司的業務發展空間及為盈利注入新動力。

瀝青貿易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瀝青貿易業務營業額約人民幣
���,�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00元），比去年
同期上升�0.�%。瀝青貿易業務的收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

瀝青貿易業務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約��.�%上升至本報告期內約��.�%。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瀝青貿易業務毛利約人民幣��,���,000元（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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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本報告期內的瀝青銷售量與往年持平，但平均每噸銷售價比往年上升��.�%，平
均每噸之毛利比往年上升��.�%。此乃由於上海世博會之道路建設工程大部分於二零一零
年第一季度完工，所以上海的瀝青市場之需求比往年同期有明顯之上升所致。

燃料油貿易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燃料油貿易業務營業額約為人民幣
���,���,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0元），比去年
同期上升約���.�%，燃料油業務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0%。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燃料油貿易業務毛利約為人民幣
�,�0�,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000元），比去年同
期的上升了約��.�%，而毛利率約則由�.�%下降至�.0%。

燃料油貿易業務收入大幅上升主要是今年年初市場從金融危機中逐漸復甦，加上二零零
九年底新闢了水供油業務，本期的燃料油貿易銷售量比去年同期上升��.�%。但由於水供
油業務之市場仍處於開發的初期階段，為擴大市場份額，毛利率初步訂於徧低水平，相
信待水供油業務穩定後，毛利率將逐漸達至約為�%的水準。同時由於去年同期則因二零
零八年底購入一批成本較低的燃料油存貨，導致去年同期之毛利率偏高。

物流服務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物流業務營業額約為人民幣��,���,000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約
��.�%，物流業務佔本集團總營額約�.�%。

物流業務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上升至本報告期內的�0.0%。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物流業務毛利約為人民幣�,��0,00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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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物流業務主要是為瀝青貿易和燃料油貿易提供倉儲和運輸服務，物流收入上升
主要是受惠於本期瀝青及燃料油之銷售量大幅上升所致。而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年底出
售了一艘海運瀝青船亦成功減低了物流業務之固定成本，並提高了另一艘海運瀝青船之
使用率，從而增加對物流業務之毛利作出正面之影響。

路橋建設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路橋建設業務營業額約人民幣
���,���,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00元）。比去年
同期上升約�0.0%。路橋建設業務的收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路橋建設業務毛利約為人民幣��,���,000
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0,���,0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約
��.�%，而毛利率則由��.�%下降至�0.�%。

路橋建設業務去年同期收入中包括兩個BT（建設－移交）項目，該兩個BT項目的毛利率高
於一般的路橋建設市場的平均毛利率。雖然該兩個BT項目已於二零零九年內完結，且本
集團於本報告期內及未完工之工程皆沒有BT項目，但本集團將會通過增大一般工程之工
程量以維持路橋業務的毛利貢獻。

其他收益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益約為人民幣�,���,000元（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00元），比去年同期增加約��.�%。其他
收益增加主要由於今年的非上市股息收入有約人民幣�,�00,000元而去年同期則只有約人
民幣�,���,000元。

分銷成本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000元（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00元）。比去年同期減少約��.�%。減少
主要是由於本期內本集團之瀝青主要由國內採購而毋須支付海外採購之分銷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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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費用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行政費用約為人民幣��,���,000元（截至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0元）。比去年同期增加約�0.�%。行
政費用上升主要是由於本集團之路橋建設業務根據香港會計準則對工程應收款確認了約
人民幣��,000,000元之折現減值撥備，該等撥備將於工程應收款收回時沖回本集團之損益
表。

股東應佔溢利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約為人民幣
��,���,000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00元），比去年同
期增長約��.�%。而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人民幣0.0��元（截
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元），比去年同期增長約��.�%。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為約人民幣�0�,��0,000元（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元），當中包括非流動資產約人民幣��0,�0�,000
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元）、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
��,���,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總額
分別約為人民幣��,���,000元及人民幣��,���,000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貸款總額則分別約為人民
幣���,���,000元及人民幣���,���,000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率分別為�0.�%及
��.�%。乃以負債總額除以資產總值並以百分比列示。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以人民幣計值，國內外購置則以人民幣或美元計值。因此，本集
團暫時並無重大外幣匯兌風險。本集團管理層認為現時並無實施對沖或其他相關策略的
需要，但會密切留意有關外匯相對人民幣的匯率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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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根據營運租賃持作自用租賃土地之款項之賬面淨值為人民幣
�,���,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元），已抵押作為本集團銀行
借款之擔保。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賬面淨值為人民幣��,���,000元（二零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已抵押作為本集團銀行借款之擔保。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人民幣���,���,000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000元）已抵押，作為本集團取得銀行借款之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就若干第三方作出多項對外借款約人民幣�0,000,000元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元）出任擔保人。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人數約為���名。於回顧期間，僱員薪酬（包括董
事薪酬，以及強制性公積金供款）合共約達人民幣�0,���,000元。僱員薪酬乃按照彼等之
表現及工作經驗釐訂

展望

隨着全球經濟在各國政府的强力支持及推動下逐漸復蘇，中國政府亦為救市而大力開發
基建項目。同時政府亦對項目建設進度提出較進取之要求，集團預計此等利好因素將會
帶動市場對瀝青及配套物流服務的需求增長。適值下半年度為道路施工的傳統高峰期，
加上因上半年天氣原因而擱置的道路施工工程將相繼啓動，相信將為集團帶來良好的市
場契機。集團將緊抓拓展機遇，大力提高其經濟效益。

集團的燃料油業務在多元化發展下而拓展水供油業務後，銷售量得以穩定增長。集團將
繼續保持力爭優質客戶源，以不斷擴大市場份額的目標。同時，逐步提高該塊業務的毛
利率，以期對集團的業績作出較大貢獻。路橋建設業務上，集團將在國策配合的優勢下
繼續開發江蘇及其周邊市場，促進整體業務發展更為健康平穩。外加於去年底出售一艘
海運船後運作效率得以提高的物流業務，集團的一站式瀝青及燃料油銷售儲存及運輸服
務將得以更好的發揮。本集團將繼續利用四大業務間的協同效益為未來的發展及市場份
額奠定穩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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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須予披露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
券中持有須(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V部第�及�節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好倉或淡倉權
益（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該等條文被當作或被視為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b)
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條存置之登記冊內之好倉或淡倉權益；或(c)根據創業板
上市規則第�.��條所述之董事交易最低標準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之好倉或淡倉權益列載
如下：

於本公司股份好倉：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		 於本公司
	 	 		 		 		 該類別		 註冊股本
	 	 		 		 		 股份所佔之		 所佔之
	董事名稱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好倉總額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錢文華（執行董事） 實益擁有人 ���,�0�,000  ��,���,000  ���,��0,000  ��.��  ��.��
  （內資股）  （附註�)
    （內資股）

陸勇（執行董事） 實益擁有人 ��,���,000  –  ��,���,000  ��.0�  �.��
  （內資股）

李鴻源（執行董事） 實益擁有人 �0,���,000  –  �0,���,000  �0.��  �.��
  （內資股）

張金華（執行董事） 實益擁有人 ��,���,000  –  ��,���,000  �.��  �.��
  （內資股）

附註�：  該��,���,000股乃由劉惠萍個人持有。由於劉惠萍為錢文華之妻子，故該等股份乃視
作錢文華持有之家族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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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須予披露的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2及3節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8條
須置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被視作於附有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
會投票之任何類別股本之面值中直接及╱或間接擁有5%或以上之權益之人士（並非本公
司董事、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公司列載如下：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  於本公司
          該類別股份  註冊股本
           所佔之概約  所佔之概約
 股東名稱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好倉總額  淡倉總額  百分比  百分比

劉惠萍（附註1） 實益擁有人 35,854,000（內資股）  225,706,000  261,560,000  –  54.49  27.94
     （附註1）
    （內資股）

姚培娥 實益擁有人 34,546,000（內資股）  –  34,546,000  –  7.20  3.69
  

中塑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38,498,460（H股）  –  38,498,460  –  8.44  4.11
  

Calyon Capital 所控制公司權益 175,000,000  –  175,000,000  –  38.36  18.69
 Markets Asia B.V.  （H股）    （附註2）

Calyon Capita 所控制公司權益 175,000,000  –  175,000,000  –  38.36  18.69
 Markets International SA   (H股)    （附註2）

Calyon S.A.（前稱 所控制公司權益 175,000,000  –  175,000,000  –  38.36  18.69
 Credit Agricole Indosuez）  （H股）    （附註2）

CLSA B.V. 所控制公司權益 175,000,000  –  175,000,000  –  38.36  18.69
  （H股）    （附註2）

CLSA Capital Partners 所控制公司權益 175,000,000  –  175,000,000  –  38.36  18.69
 Limited（前稱CLSA Funds   （H股）    （附註2）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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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數目	 於本公司		 於本公司
	 	 		 		 		 		 該類別股份		 註冊股本
	 	 		 		 		 			所佔之概約		 所佔之概約
	股東名稱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好倉總額		 淡倉總額		 百分比		 百分比

CLSA Private Equity  投資管理人 ���,000,000  –  ���,000,000  –  ��.��  ��.��
 Management Limited  （H股）    （附註�）

Credit Agricole S.A. 所控制公司權益 ���,000,000  –  ���,000,000  –  ��.��  ��.��
  （H股）    （附註�）

\SAS Rue la Boetie 所控制公司權益 ���,000,000  –  ���,000,000  –  ��.��  ��.��
  (H股）    （附註�）

Aria Investment 所控制公司權益 ��0,000,000  –  ��0,000,000  –  �0.��  ��.��
 Partners III, L.P. (“Aria III”)  (H股）    （附註�）

Babylon Limited 所控制公司權益 ��0,000,000  –  ��0,000,000  –  �0.��  ��.��
  (H股）    （附註�）

Aria Investment
 Partners II, L.P. (“Aria II”) 所控制公司權益 ��,000,000  –  ��,000,000  –  �.��  �.��
  (H股）    （附註�）

Mumiya Limited 所控制公司權益 ��,000,000  –  ��,000,000  –  �.��  �.��
  (H股）    （附註�）

附註�：  劉惠萍為錢文華之妻子。

附註�：  Mumiya Limited及Babylon Limited分別持本公司��,000,000股及��0,000,000股H股。由
於Aria II於Mumiya Limited的股東大會上控制超過三份一之投票權，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Aria II被視為於Mumiya Limited持有的��,000,000股H股中擁有權益。由於Aria 
III於Babylon Limited的股東大會上控制超過三份一之投票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Aria III被視為於Babylon Limited持有的��0,000,000股H股中擁有權益。由於CLSA 
Private Equity Management Limited為Aria II及Aria III之投資管理人，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其被視為於合共���,000,000股H股中擁有權益。Credit Agricole S.A.於Calyon 
S.A的股東大會上控制超過三份一之投票權，Calyon S.A於Calyon Capital Markets 
International SA的股東大會上控制超過三份一之投票權，Calyon Capital Markets 
International SA於Calyon Capital Markets Asia B.V.的股東大會上控制超過三份一之投
票權，Calyon Capital Markets Asia B.V.於CLSA B.V.的股東大會上控制超過三份一之
投票權，CLSA B.V.於CLSA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的股東大會上控制超過三份一之
投票權，CLSA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於CLSA Private Equity Management Limited的
股東大會上控制超過三份一之投票權。故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Credit Agricole 
S.A.、Calyon S.A、Calyon Capital Markets International SA、Calyon Capital Markets 
Asia B.V.、CLSA B.V及CLSA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被視為於合共���,000,000股H
股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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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收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董事及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獲本公司或其
附屬公司授予權利或行使任何該等權利以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
券。

有關董事買賣證券之操守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買賣證券之操守守
則，其條款不寬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至�.��條所載之規定標準。本公司亦已向所有董
事作出個別查詢，據本公司所知悉，董事在買賣證券時並無違反買賣證券之標準守則及
有關董事買賣證券之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至�.��條成立審核委員會，並制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
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以及內部監控系統。審核委員會由
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葉明珠女士、朱生富先生及李立先生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陳
焯榮先生組成。李立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之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
表，認為該等業績乃根據適用之會計及申報準則編製。

購買、銷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董事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並無於任何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
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權益。

公司管治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惟並
未成立提名委員會以提名本集團董事會成員除外。本公司將於有需要時考慮成立提名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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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致力於健全、有效和透明的內部監控制度，以有效監管業務運作，並達致以下目
的：

• 達致本集團業務目標，並確保本公司的財產和股東的投資安全；

• 確保存續恰當會計記錄，提供可靠之財務資料予內部及刊發之用；及

• 確保遵守有關法例、法規及公司內部各項制度。

為此，公司特別設立了執行委員會和內審組以檢討營運和實施內部審核。

執行委員會

為研究本公司發展策略及重大營運事項，檢討日常業務表現及企業管治效果，發現並監
控主要業務風險，董事會設立了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由�名成員組成，涵蓋各個業務
的負責人及負責財務和企業管制的人員。

執行委員會每月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以討論重大事項、管理層報告、主要營運統計資料
及各業務單位的表現，並跟進實際業績與預算的差異。

內審組

為檢討內部監控制度的執行效果，公司在審核委員會項下專門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設立
了內審組。內審組有�名成員組成，分別富有財務、合同管理、工程管理、法律方面的工
作經驗。在本報告期內，內審組的工作主要包括：

• 監察營運程式及業務風險；

• 監察合同的簽約及執行情況；

• 監察管理程式及內部管理制度的執行情況，包括但不限於財務、授權、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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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察集團環保狀況；及

• 與管理層舉行會議以討論審核結果及作出推薦建議。

內審組每個月召開會議並形成內審報告，該報告為管理層回顧企業管制及業務營運提供
參考，管理層亦就業務策略及政策、風險及管理程式、操作方法、制度及資料等各方面
作出回應，並根據推薦建議實施改善措施以加強內部監控。

銘謝

最後，本人謹此感謝董事會各成員，本集團之管理層及雇員在過去半年不辭勞苦的工作
和無私奉獻，以及公司股東、各供應商、公司客戶對本集團工作的大力支持。

承董事會命
錢文華
主席

中國上海，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六名執行董事：錢文華、陸勇、金曉華、莫羅江、
張金華及李鴻源；兩名非執行董事：許群敏及陳焯榮；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朱生富、
李立及葉明珠。

本公佈將於刊登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日在創業板網頁http://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
告」頁內及於本公司網頁http://www.tonva.com供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