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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特點

創業板的成立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

的公司毋須有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或

會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的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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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作出投資決定。

創業板的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富經驗的投資者。

鑑於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屬於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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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確有高流通量的市場。創業板發佈資料的主要方法是在聯交所營運的互聯網

網頁上刊登。上市公司一般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因此，有意投

資者應注意，彼等須閱覽創業板網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的最新資料。

聯交所對本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

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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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包括之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之

資料，上海棟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各董事（「董事」）願就本

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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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分；(ii)本報告

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報告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 (iii)本報告所表達之

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發表，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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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列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

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六年同期

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

截至六月三十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重列）

營業額 2 262,443 256,188 415,417 448,521
銷售成本 (226,990) (229,131 ) (349,717) (389,620 )

毛利 35,453 27,057 65,700 58,901
其他收益 2 1,093 10,569 12,788 10,683
分銷成本 (14,749) (4,684 ) (22,255) (10,625 )
一般及行政開支 (5,558) (4,726 ) (11,186) (8,671 )
其他經營開支 (66) (5,855 ) (578) (6,415 )

經營溢利 4 16,173 22,361 44,469 43,873
財務費用 5 (3,768) (1,601 ) (7,663) (2,399 )
應佔聯營公司所佔溢利 953 288 687 157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358 21,048 37,493 41,631
所得稅開支 6 (2,196) (2,241 ) (4,505) (5,415 )

期間溢利 11,162 18,807 32,988 36,216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1,412 18,760 33,417 36,244
少數股東權益 (250) 47 (429) (28 )

11,162 18,807 32,988 36,216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溢利的每股
基本攤薄盈利
（以人民幣每股計） 7 0.017 0.027 0.049 0.053

股息 8 － － － 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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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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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權 2,252 2,275
物業、廠房及機器 124,340 103,942
在建工程 37,916 58,055
無形資產 433 490
於聯營公司投資 45,976 12,352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600 2,630

212,517 179,744

流動資產
存貨 9 119,181 61,99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0 341,007 190,58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7,388 43,256

557,576 295,828

總資產 770,093 475,57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2 4,650 5,55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390,977 175,386
現有所得稅負債 5,643 4,824
借款 12 159,134 96,920

555,754 277,130

總負債 560,404 282,680

權益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68,600 68,600
儲備 136,547 119,121

205,147 187,721
少數股東權益 4,542 5,171

總權益 209,689 192,892

總負債及權益 770,093 475,572

流動資產淨值 1,822 18,69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14,339 19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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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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 貨幣換算 保留 少數股東
股本 儲備 公積金 公益金 儲備 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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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34,300 34,117 9,428 4,714 (19 ) 57,444 1,935 141,919
紅股發行 34,300 (34,117 ) － － － (183 ) － －
貨幣換算差額 － － － － － (167 ) － (167 )
期間溢利 － － － － － 36,244 (28 ) 36,216
就二零零六年度宣派之
股息 － － － － － (13,583 ) － (13,583 )

就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起
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宣派之股息 － － － － － (5,008 ) － (5,008 )

少數股東權益－與新附屬
公司綜合入賬 － － － － － － 3,545 3,545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68,600 － 9,428 4,714 (19 ) 74,747 5,452 162,922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68,600 － 20,639 － (934 ) 99,416 5,171 192,892
貨幣換算差額 － － － － (899 ) － － (899 )
期間溢利 － － － － － 33,417 (429 ) 32,988
就二零零六年度宣派之股息 － － － － － (15,092 ) － (15,092 )
少數股東權益－就終結
一附屬公司退還少數
股東之款項 － － － － － － (200 ) (200 )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68,600 － 20,639 － (1,833 ) 117,741 4,542 209,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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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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運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33,517 (57,190)

投資活動所用淨現金 (35,967) (63,856)

融資所得現金淨額 56,582 117,77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額增加／（減少） 54,132 (3,27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3,256 97,886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7,388 94,6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結存及現金 97,388 9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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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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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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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營業額及收益

營業額指扣減稅項、折扣、回報及津貼（如適用）後瀝青之銷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重列）

營業額：
銷售瀝青 316,038 432,481
物流收入 99,379 16,0401

415,417 448,521

其他收益：
非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9,808 7,549
補貼收入 2,284 2,000
利息收入 291 403
其他 405 731

12,788 10,683

總收益 428,205 459,204

於二零零六年中期，物流服務並不符合成為獨立分部的資格。然而，於本集團於二
零零六年透過若干附屬公司擴充其物流服務業務後，物流服務業務於二零零六年
底前已合資格成為獨立的分部，並已重列二零零六年中期的相應數字。

1 二零零六年中期物流收入計入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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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a) 主要申報模式－業務分部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業務分為兩個主要業務分部：

(1) 銷售瀝青收益；及

(2) 瀝青運輸及相關的物流服務收益。

營業額包括銷售瀝青及物流服務分部收益，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六
月三十日止年度分別合共人民幣415,417,000元及人民幣448,521,000元。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分部業績如下：

銷售瀝青 物流服務 未分配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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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376 101,546 － 470,922
分部間收益 (53,338) (2,167) － (55,505)

收益 316,038 99,379 － 415,417

經營溢利／
分部業績 18,714 13,547 12,208 44,469

財務費用 (7,66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687 － － 687

除所得稅前溢利 37,493
所得稅開支 (4,505)

期內溢利 32,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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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分部業績如下：

銷售瀝青 物流服務 未分配 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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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590 17,748 － 585,338
分部間收益 (135,109 ) (1,708 ) － (136,817 )

收益 432,481 16,040 － 448,521

經營溢利／
分部業績 20,837 8,063 14,973 43,873

財務費用 (2,399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57 － － 157

除所得稅前溢利 41,631
所得稅開支 (5,415 )

期內溢利 36,216

計入綜合損益表的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截至二零零七年 截至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銷售瀝青 物流服務 本集團 銷售瀝青 物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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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舊 2,431 2,257 4,688 563 936 1,499
攤銷 57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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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和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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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資產包括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分部負債包括經營負債。未分配負債包括應付稅項及借款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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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銷售瀝青 物流服務 未分配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613,446 109,071 1,600 724,117
聯營公司 45,976 － － 45,976

總資產 659,422 109,071 1,600 770,093

負債 376,784 14,193 169,427 560,404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銷售瀝青 物流服務 未分配 本集團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372,843 87,747 2,630 463,220
聯營公司 12,352 － － 12,352

總資產 385,195 87,747 2,630 475,572

負債 152,714 22,672 107,294 28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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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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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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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扣除：
固定資產折舊 4,688 1,499
員工成本 6,108 4,412
存貨成本 272,596 378,197
下列各項之經營租賃租金開支
－土地及樓宇 5,061 1,565
－運輸設備 14,906 12,204

5. 融資成本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7,663 2,399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3,221 3,089
香港利得稅 1,284 2,326

4,505 5,415

本公司須遵守中國所得稅法。作為一家於上海浦東新區註冊成立之公司，有關中國
企業所得稅稅率為該期間之估計應稅溢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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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附屬公司的所得稅稅率列載如下：

附屬公司名稱 所得稅稅率

武漢華隆公路物資有限公司（「武漢華隆」） 33%

棟華（香港）有限公司（「棟華香港」） 17.5%

上海神華物流有限公司（「神華物流」） 15%
（於二零零七年

獲豁免50%所得稅）

鄭州華盛石油製品有限公司（「鄭州華盛」） 33%

全椒浦興石化產品有限公司（「安徽全椒」） 33%

武漢神隆物流有限公司（「武漢神隆」 18%

騰華船務有限公司（「騰華船務有限公司」） 17.5%

泛華船務有限公司（「泛華船務有限公司」） 17.5%

就所得稅而言，本公司附屬公司東台市蘇中油運有限公司（「蘇中油運」）乃分類為
小型公司。根據江蘇省稅務局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發出之通函，蘇中油運之所得稅
自二零零四年二月起以其收入之3.3%收取。

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重大遞延稅項。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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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2,000元及人民幣 33,417,000元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
686,000,000股股份（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68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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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決議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
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5,007,800元）。

9. 存貨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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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81 61,990

並無存貨以可變現淨值列值。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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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429 139,470
應收商業票據 59,039 28,746

271,468 168,216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1,439) (1,439 )

270,029 166,777

預付款項及按金 41,132 18,707
應收關連人士款項 － 488
其他應收款項 29,846 4,610

341,007 19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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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向客戶出售瀝青及提供物流服務所得之賒賬期為30日至60日之應收貿易賬款及
票據，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零至30日 110,173 62,223
31至60日 32,960 66,241
61日至90日 49,150 9,724
91日至一年 76,593 27,536
一年至兩年 2,592 2,492

271,468 168,216

11. 應付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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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071 145,472
客戶墊款 21,407 24,640
其他應付款 1,353 (521 )
應計費用 3,586 5,795
應付股息 10,560 －

390,977 175,386

貿易應付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零至30日 279,900 54,348
31至60日 48,869 67,747
61日至90日 3,788 11,148
91日至一年 21,157 12,123
一年至兩年 357 97
兩年至三年 － 9

354,071 145,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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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貸款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款︰
非即期 4,650 5,550
即期 159,134 96,920

總借款 163,784 102,470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年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
乃以人民幣計值。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款包括：

(a) 由一獨立第三方擔保之人民幣2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按年利率6.42%
至6.426%計息；

(b) 由一獨立第三方擔保之人民幣2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按年利率6.12%
計息；

(c) 由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擔保之人民幣3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按年利率
6.426%計息；

(d) 以本公司附屬公司之土地使用權作為抵押之人民幣6,900,000元短期年銀行
借款，按利率6.39%至8.1%計息；

(e) 由本公司附屬公司之固定資產作抵押之人民幣3,000,000元之短期銀行借款，
按年利率7.8%計息；

(f) 由本公司擔保一間附屬公司之人民幣10,000,000元短期銀行借款，按年利率
6.237%計息；

(g) 由本公司之存貨公允值作抵押之人民幣 20,480,000元作抵押之人民幣
15,000,000元之短期銀行借款，按年利率6.12%計息；

(h) 以本公司賬面淨值人民幣18,139,000元（原成本人民幣19,123,000元）之辦公
室物業作抵押之人民幣6,450,000元銀行借款（包括人民幣1,800,000元之短
期銀行借款及人民幣4,650,000元之長期銀行借款），按年利率5.85%計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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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附追索權已貼現予商業銀行之人民幣52,434,000元應收商業票據，該等票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為同等款項之短期銀行借款之抵押品。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款包括：

(a) 由一獨立第三方擔保之人民幣2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按年利率5.86%
至6.43%計息；

(b) 由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擔保之人民幣3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按年利率
6.43%計息；

(c) 由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擔保之人民幣2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按年利率
5.86%計息；

(d) 以本公司附屬公司之土地使用權作為抵押之人民幣1,900,000元短期銀行借
款，按年利率9.72%計息；

(e) 以本公司賬面淨值人民幣18,044,000元（原成本人民幣18,483,000元）之辦公
室物業作抵押之人民幣7,350,000元銀行借款（包括人民幣1,800,000元之短
期銀行借款及人民幣5,550,000元之長期銀行借款），按年利率5.85%計息；及

(f) 附追索權已貼現予商業銀行之人民幣23,220,000元應收商業票據，該等票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為同等款項之短期銀行借款之抵押品。

由於貼現影響並不重大，故借貸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借款之還款期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年內 159,134 96,920
一至兩年 1,800 1,800
二至五年 2,850 3,750

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163,784 10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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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瀝青貿易業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取得銷售瀝青營業額約人民幣

316,038,000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32,481,000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6.9%。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氣候原因，今年

雨季持續時間長，雨量多，降雨面積廣，使得道路建設遲遲未能大範圍開工，繼

而影響了瀝青銷售。二是宏觀調控原因，受宏觀調控的影響，各金融機構對道

路建設的資金投放量同比有所減少，從而影響了瀝青總體需求量。三是價格原

因，本報告期內，瀝青銷售價格同比下降了約17%，營業額因此受此影響。雖然

本報告期內營業額同比有所下降，但毛利率卻由去年同期的約11.1%上升至約

13.7%。毛利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集團進一步提升了物流系統的運營效率，同

時繼續貫徹大批量採購的政策，使得銷售成本下降幅度大於瀝青銷售價格的下

降幅度所致。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取得銷售瀝青的毛利

約為人民幣43,391,000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48,195,000元）。

物流業務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取得物流收入約為人民幣

99,379,000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6,040,000

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23.9%。物流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長約519.6%。物流業

務成本約為人民幣77,070,000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

民幣5,334,000元），佔本集團總銷售成本的22.0%。物流業務收入大幅增長主

要原因是本集團增加了物流運輸設備，拓展了物流業務。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本集團之物流毛利約為人民幣22,309,000元，毛利率約為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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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益約為人民幣

12,788,000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683,000

元）。其他收益增加的原因是於非上市公司投資所得的股息收入及來自中國地

方政府財政津貼增加所致。

分銷成本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

22,255,000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0,625,000

元）。分銷成本較上年同期上升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物流業務規模擴大所致。

一般及行政開支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一般及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

11,186,000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8,671,000元）。

增幅主要由於公司規模擴大，員工成本增加所致。

股東應佔溢利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

民幣33,417,000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6,244,000

元）較二零零六年上半年減少約7.8%。本集團利潤減少是由於本年度氣候異常、

宏觀調控及瀝青銷售價格下滑等原因致使瀝青貿易額較去年同期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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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營運

本集團主要從事透過其不斷改善的物流系統提供一站式瀝青銷售及物流服務，

包括採購、儲存及運輸服務。目前，銷售業務所涉及的產品為全部為瀝青，而物

流業務所涉及的服務主要包括汽車運輸、海洋運輸、內河運輸及瀝青倉儲。

本集團目前的市場遍佈長江流域及部分內陸地區。長江流域的市場主要有上海、

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及湖北省；內陸地區市場主要有河南省。本集

團目前經營十一個瀝青儲存中心，總容量約為114,000噸，另有兩處總容量分

別為38,000噸和22,000噸的瀝青倉儲中心正在建造之中。

為向客戶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本集團現營運汽車32輛，遠洋船4艘，內河船舶3

艘，總負載重量約為18,946噸。為提高付運能力及降低採購和分銷成本，本集

團或會收購更多汽車及船隻。

展望

雖然上半年經營業績同比有所下降，但本集團認為，氣候異常變化及宏觀調控

是導致業績暫時下滑的主要原因。但由於氣候變化和宏觀調控僅僅是暫時的，

因此業績下滑並未令本集團對未來瀝青市場的預期產生影響。相反，相對於中

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城市化規模和人口數量，中國的公路覆蓋率相當低，

而且公路總體品質差，公路分佈不平衡，遠未能滿足需要。因此，從長遠來看，

中國的公路建設將持續發展，瀝青需求將依舊強勁。

當然，在應對氣候變化及宏觀調控方面，本集團積極採取應對措施，使不利影

響降到最低。比如，通過提升物流規模和服務能力，一方面降低瀝青在流轉過

程中的成本，另一方面提高存貨周轉率，從而提升毛利率。

本集團認為，隨著宏觀控制等不利因素的逐漸消退，瀝青貿易將會得到快速發

展。對此，本集團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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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為約人民幣214,339,000

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98,442,000元），當中包括非流動資

產約人民幣212,517,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9,744,000

元）、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1,822,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

幣18,698,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

結存總額分別約為人民幣97,388,000元及人民幣43,256,000元；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貸款總額則分別約為人民幣

163,784,000元及人民幣102,470,000元。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負債權益比率分別為79.9%及54.6%。本集團認為營運資金

足以支持業務運作。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以人民幣計值，購置則以人民幣或美元計值。因此，本

集團並無重大外幣風險。本集團並無實施對沖或其他相關策略。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機器、土地使用權、存貨及應

收款項已抵押為授予本集團的銀行融資的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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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就附屬公司取得之信貸額人民幣

28,0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000,000元）向銀行出具

擔保，其中已動用人民幣10,000,000（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就聯營公司取得之信貸額人民幣

40,000,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5,000,000元）向銀行出具

擔保，其中已動用人民幣39,464,000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2,964,000元）。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人數約為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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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8,000元。

僱員薪酬乃按照彼等之表現及工作經驗釐訂。除基本薪金之外，合資格員工將

獲參考本集團業績及其個別表現授予酌情花紅。

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5至17.21條作出之披露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任何情況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7.15至17.21條予以披露。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本集團依舊貫徹既定發展目標，於長江沿岸、中部省份及沿海地區建立瀝青網

絡。同時，本集團將增加瀝青汽車、船隻及火車，務求為其客戶提供更加優質的

一站式瀝青銷售及付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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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三日在香港聯交所創業板上市。所得款項總額扣除

上市開支後，本公司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人民幣44,000,000元。

根據既定的用途，使用約人民幣7,090,000元與獨立第三方合作在上海外高橋

區域建造2個共計10,000噸的瀝青儲油罐。此2個儲油罐已於二零零六年建成並

運營。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刊發之公開發售及配售股份文件（「售股章程」）所述

的原定用途，包括以人民幣40,000,000元在上海購置若干土地使用權、碼頭及

儲油罐設施等，以擴充本集團在上海的中轉儲存能力。該等收購的預算乃根據

與獨立第三方簽訂的意向書而定。然而，由於獨立第三方表明不會按照意向書

的條款出售資產及土地使用權，因此本公司經周詳考慮後決定終止意向書，並

重新安排上述人民幣40,000,000元之用途。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本公司股東大會正式授權董事會按照其認為適當及合

適的方式使用上述款項。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使用人民

幣20,000,000元於河南省鄭州市興建容量為38,000噸的儲存中心，旨在開發內

陸市場。其他款項已用作 (1)人民幣6,400,000元用以增加武漢華隆的股本權益，

完成興建武漢的儲存中心。(2)人民幣7,200,000元已供神華物流用作購買瀝青

汽車作運輸之用。餘款則用作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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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的進展

本公司於招股章程中提及到業務目標及其預期達致長期業務目標的進度。於回

顧期間，計劃的實際進展為如下：

擴展儲存中心：

方案：上海泰和路

計劃進度 實際表現

收購碼頭、儲存槽及土地使用權設施及 本公司經過審慎考慮後，已終止此

營運升級 項交易，並重新安排所得款項的用

途（詳情載於本報告「上市所得款

項用途」）一段。

方案：上海外高橋

計劃進度 實際表現

收購儲存設施、設施升級及運營 該等設施於二零零六年第二季投入

運營。本公司對該項目投資人民幣

7,090,000元，較原先預期高出人民

幣2,090,000元。建造原材料成本上

漲，加上政府審批程式需時較預期

為長，導致設施投入運營時間延遲，

故令本公司的投資預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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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於長江沿岸地區興建儲存中心

計劃進度 實際表現

安徽省合肥市 完成興建、開始運營及 完成並符合預期計劃

發展安徽省之市場

浙江省嘉興市 完成興建、開始運營及 完成並符合預期計劃

發展浙江省之市場

江西省九江市 完成收購、設施升級及 完成並符合預期計劃

開始運營

湖北省武漢市 完成收購、設施升級及 完成並符合預期計劃

開始運營

方案：於內陸省份興建儲存中心

計劃進度 實際表現

山西省 由於第三方提供的條款 取消以前的項目，並在

不優惠，磋商結束 適當時機物色其他合適

項目

陜西省 由於第三方提供的條款 取消以前的項目，並在

不優惠，磋商結束 適當時機物色其他合適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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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成立「棟華香港」

計劃進度 實際表現

成立公司，並開始運營 完成並符合預期計劃

除上述業務目標之外，2007年以來本公司亦已實施以下項目：

收購南通路橋25%股權

於二零零七年第一季度，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就收購南通路橋工程有限公司

25%股權訂立收購協議，代價為人民幣32,680,000元。南通路橋工程有限公司

主要從事公路和橋樑建設，其持有公路工程施工總承包一級資格和市政公用工

程總承包一級資格。此項收購有助本公司拓展瀝青銷售業務。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須予披露之權益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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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及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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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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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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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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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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司 於本公司

該類別股份 註冊股本

股份數目 所佔之 所佔之

董事名稱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權益總額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錢文華 實益擁有人 191,792,000 35,854,000 227,646,000 47.23 33.18

　（執行董事） （內資股） （附註1）

（內資股）

陸勇 實益擁有人 62,618,000 － 62,618,000 13.05 9.13

　（執行董事） （內資股）

李鴻源 實益擁有人 18,400,000 － 18,400,000 3.83 2.68

　（執行董事） （內資股）

張金華 實益擁有人 15,152,000 － 15,152,000 3.16 2.21

　（執行董事） （內資股）

附註1： 該35,85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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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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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司 於本公司

該類別股份 註冊股本

股份數目 所佔之 所佔之

股東名稱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好倉總額 淡倉總額 概約百分比 概約百分比

劉惠萍（附註1） 實益擁有人 35,854,000 191,792,000 227,646,000 － 47.23 33.18

（內資股） （附註1）

（內資股）

姚培娥 實益擁有人 34,546,000 － 34,546,000 － 7.20 5.04

（內資股）

中塑油品股份 實益擁有人 28,204,000 － 28,204,000 － 13.69 4.11

　有限公司 （H股）

Shenyin Wanguo 所控制公司 30,720,000 － 30,720,000 － 14.91 4.48

　 (H.K.) Ltd. 　權益 （H股） 12,500,000 6.06 1.79

Mumiya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75,000,000 － 175,000,000 － 84.95 25.51

　和Babylon Limited 　（附註2） （H股）

附註：

1. 劉惠萍為錢文華之妻子。

2. 二零零六年十月，公司與Mumiya Limited和Babylon Limited簽署認購協議，按每股
1.10港元的價格向該兩名認購人配售175,000,000股新H股，同時以同樣的價格向
現有H股股東公開發售不超過75,190,000股新H股。CLSA Capital Partners乃認購
人之控股公司Aria Investment Partners II, L.P.及Aria Investment Partners III, L.P.
之一般夥伴之顧問。



– 26 –

上海棟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七年中期報告

董事及監事收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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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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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至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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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至5.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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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包括葉明珠女士、朱生富先生

及李立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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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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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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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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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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規顧問權益

根據本公司與申銀萬國融資（香港）有限公司（「申銀萬國融資」）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二日之合規顧問協議，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申銀

萬國融資獲委任為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七月十三日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期間之合規顧問。申銀萬國融資將就出任本公司之合規顧問收取費用。

本公司已獲申銀萬國融資通知，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申銀萬國融資之聯

屬公司Shenyin Wanguo Strategic Investments (H.K.) Ltd.持有本公司5,720,000

股H股。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申銀萬國融資就包銷本公司之公開招股與

本公司訂立協議，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一日的通函。除上述披露

者外，申銀萬國融資、其董事、僱員或聯繫人概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任何成員

公司之證券中擁有任何權益，且並無任何權利以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公司或

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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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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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文華

主席

中國上海，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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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錢文華、陸勇、莫羅江、張金華

及李鴻源；一名非執行董事：許群敏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朱生富、李立及葉

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