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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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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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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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 320,476  262,443  552,927  415,417
銷售成本  (278,317 ) (226,990 ) (486,327 ) (349,717 )        

毛利  42,159  35,453  66,600  65,700
其他收入 2 2,830  1,093  15,468  12,788
分銷成本  (10,618 ) (14,749 ) (18,547 ) (22,255 )
行政費用  (5,923 ) (5,558 ) (11,036 ) (11,186 )
其他虧損  (631 ) (66 ) (4,671 ) (578 )        

營運利潤 4 27,817  16,173  47,814  44,469
融資成本淨額 5 (5,951 ) (3,768 ) (11,504 ) (7,663 )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467  953  (1,809 ) 687        

除所得稅前利潤  22,333  13,358  34,501  37,493
所得稅費用 6 (4,743 ) (2,196 ) (5,763 ) (4,505 )        

期間利潤  17,590  11,162  28,738  32,988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7,316  11,412  27,630  33,417
少數股東權益  274  (250 ) 1,108  (429 )        

  17,590  11,162  28,738  32,988        

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利潤的每股基本
 及攤薄盈利
 （以人民幣每股計） 7 0.018  0.017  0.030  0.049        

股息 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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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於  於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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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14  10,4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1,733  149,741
 在建工程  16,753  12,555
 無形資產  320  377
 於聯營公司投資  56,501  45,66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600  1,6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2,272  2,272    

  254,593  222,613    

流動資產
 存貨 9 118,774  9,79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0 498,975  404,626
 限制銀行存款  44,495  14,5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7,872  275,455    

  730,116  704,379    

總資產  984,709  92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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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於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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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2 2,850  3,75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336,367  289,105
 當期所得稅可回收款項  (101 ) (2,359 )
 借款 12 140,842  166,027    

  477,108  452,773    

總負債  479,958  456,523    

權益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
 股本及儲備
 股本  93,619  93,619
 儲備  381,065  369,471    

  474,684  463,090
少數股東權益  30,067  7,379    

總權益  504,751  470,469    

總負債及權益  984,709  926,992    

流動資產淨值  253,008  251,60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07,601  47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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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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  保留  少數股東
 股本  儲備  公積金  換算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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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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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間利潤 －  －  －  －  33,417  (429 ) 32,988
就二零零六年度
 宣派及支付之股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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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
 一月一日 93,619  221,766  25,227  (3,363 ) 125,841  7,379  470,469
貨幣換算差額 －  －  －  (1,993 ) －  －  (1,993 )
期間溢利 －  －  －  －  27,630  1,108  28,738
就二零零七年度
 宣派之股息 －  －  －  －  (14,043 ) －  (14,043 )
少數股東權益
 －收到少數股東對
 附屬公司的增資款 －  －  －  －  －  21,580  21,580             

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93,619  221,766  25,227  (5,356 ) 139,428  30,067  50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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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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運活動（所使用）╱所得現金淨額 (21,805 ) 33,517
投資活動所使用淨現金 (159,693 ) (35,967 )
融資（所使用）╱所得現金淨額 (26,085 ) 56,58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額（減少）╱增加 (207,583 ) 54,132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5,455  43,256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7,872  9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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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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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

收益指扣減稅項、折扣、回報及津貼（如適用）後瀝青和燃料油之銷售及物流
之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銷售瀝青 262,136  367,516
 銷售燃料油 268,642  －
 物流收入 22,149  47,901   

 552,927  415,417

其他收益：
 非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6,393  9,808
 補貼收入 940  2,284
 代理收入 4,745  －
 利息收入 778  291
 其他 2,612  405   

 15,468  12,788   

總收益 568,395  428,205   



– � –

上海棟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業績報告

3. 分部資料

(a) 主要申報模式－業務分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業務分為三個主要業務分部：

(1) 銷售瀝青收益；

(2) 銷售燃料油收益；及

(3) 瀝青、燃料油運輸及相關的物流服務收益。

營業額包括銷售瀝青、燃料油及物流服務分部收益，截至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分別合共人民幣
552,927,000元及人民幣415,417,000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分部業績如下：

 銷售瀝青  銷售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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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總額 375,903  307,190  23,204  －  706,297
分部間收益 (113,767 ) (38,548 ) (1,055 ) －  (153,370 )         

收益 262,136  268,642  22,149  －  552,927         

經營溢利╱分部業績 25,862  9,639  4,980  7,333  47,814
財務費用         (11,504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75 ) －  －  (1,734 ) (1,809 )         

除所得稅前溢利         34,501
所得稅開支         (5,763 )         

期內溢利         2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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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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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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總額 420,854  －  50,068  －  470,922
分部間收益 (53,338 ) －  (2,167 ) －  (55,505 )         

收益 367,516  －  47,901  －  415,417         

經營溢利╱分部業績 24,307  －  7,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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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入綜合損益表的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截至二零零八年 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銷售瀝青  銷售燃料油  物流服務  本集團  銷售瀝青  銷售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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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2,306  10  3,675  5,991  2,431  －  2,257  4,688
攤銷 57  －  －  57  5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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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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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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銷售瀝青  銷售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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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資產 646,344  72,808  205,184  3,872  928,208
聯營公司 11,806  －  15,000  29,695  56,501         

總資產 658,150  72,808  220,184  33,567  984,709         

負債 306,021  3,267  26,978  143,692  479,958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銷售瀝青  銷售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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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資產 746,922  23,730  106,800  3,872  881,324
聯營公司 14,239  －  －  31,429  45,668         

總資產 761,161  23,730  106,800  35,301  926,992         

負債 270,883  3,905  11,958  169,777  45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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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扣除：
固定資產折舊 5,991  4,688
員工成本 8,171  6,108
存貨成本 467,003  318,531
下列各項之經營租賃租金開支
－土地及樓宇 3,602  5,061
－運輸設備 3,255  14,906   

5. 融資成本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11,504  7,663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5,563  3,221
香港利得稅 200  1,284   

 5,763  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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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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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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棟華（香港）有限公司 17.5%
上海神華物流有限公司 25%
鄭州華盛石油製品有限公司 25%
全椒浦興石化產品有限公司 25%
武漢神隆物流有限公司 25%
騰華船務有限公司 17.5%
泛華船務有限公司 17.5%
上海泰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5%
上海華揚船舶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25%
泰州恒華瀝青銷售有限公司 25%
泰州華業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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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另一份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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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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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16,000元及人民幣27,630,000元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
以936,190,000股股份（截至二零零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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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 �� –

上海棟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業績報告

9. 存貨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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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17  4,420
轉售燃料油 5,257  5,378   

 118,774  9,798   

並無存貨以可變現淨值列值。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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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860  256,949
應收商業票據 82,133  83,003   

 365,993  339,952
減：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5,852 ) (6,934 )   

 360,141  333,018

預付款項及按金 46,223  53,169
其他應收款項 91,766  12,341
其他資產 845  6,098   

 498,975  40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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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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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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71  130,197
31至60日 72,048  58,331
61日至90日 20,236  50,574
91日至一年 166,429  85,871
一年至兩年 12,560  13,393
兩年至三年 1,249  1,586   

 365,993  339,952   

11. 應付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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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11  107,644
票據應付款 184,310  145,000
客戶墊款 17,009  7,168
其他應付款 5,871  14,242
應計費用 8,923  15,051
應付股息 14,043  －   

 336,367  28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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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付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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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10  153,352
31至60日 28,741  62,302
61日至90日 17,423  14,168
91日至一年 65,807  18,415
一年至兩年 11,340  4,124
兩年至三年 －  283   

 290,521  252,644   

12. 銀行貸款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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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0  3,750
即期 140,842  166,027   

總借款 143,692  169,777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有銀
行貸款乃以人民幣計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款包括：

(a) 由 一 獨 立 第 三 方 上 海 建 浦 進 出 口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擔 保 之 人 民 幣
3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按年利率6.57%計息；

(b) 由一獨立第三方中建材集團進出口上海公司及本公司附屬公司擔保以
及本公司執行董事錢文華個人擔保之人民幣2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
按年利率7.227%計息；

(c) 由本公司擔保向一間本公司附屬公司借貸之人民幣10,000,000元短期
銀行貸款，按年利率7.29%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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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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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短期銀
行借款，按利率7.67%至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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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計息；

(f) 以本公司賬面淨值人民幣17,231,000元（原成本人民幣19,123,000元）之
辦公室物業作抵押之人民幣4,6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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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0,000元之長期銀行借款），按年利率
5.85%計息；及

(g) 附追索權已貼現予商業銀行之人民幣69,1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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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款包括：

(a) 由 一 獨 立 第 三 方 上 海 建 浦 進 出 口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擔 保 之 人 民 幣
5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按年利率6.43%至7.34%計息；

(b) 由一獨立第三方中建材集團進出口上海公司及本公司附屬公司擔保以
及本公司執行董事錢文華個人擔保之人民幣2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
按年利率7.227%計息；

(c) 由本公司擔保向一間本公司附屬公司借貸之人民幣10,000,000元短期
銀行貸款，按年利率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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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00元短期銀
行貸款，按年利率7.67%至9.36%計息；

(e) 以本公司附屬公司之儲存設施作為抵押之人民幣3,000,000元短期銀行
貸款，按年利率9.36%計息；

(f) 以本公司賬面淨值人民幣17,685,000元（原成本人民幣19,123,000元）之
辦公室物業作抵押之人民幣5,5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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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0,000元之長期銀行借款），按年利率
5.85%計息；及

(g) 附追索權已貼現予商業銀行之人民幣75,22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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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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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借款之還款期如下︰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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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42  166,027

一至兩年 1,800  1,800

二至五年 1,050  1,950   

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143,692  169,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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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營運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是在中國透過其物流體系為客戶提供集採購、倉儲及
運輸於一體的一站式瀝青和燃料油銷售及物流服務，業務範圍主要集中
於長江中下游及部分內陸地區，包括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
江西省、湖北省和河南省。

本集團目前營運的瀝青和燃料油儲存設施包括：10個瀝青倉儲中心，總
容量達到152,000噸；一個容量為10,000噸的燃料油倉儲中心。另外，本
集團正在江蘇省泰州市興建一個容量為20,000噸的瀝青倉儲中心。

在運輸設施方面，本集團目前營運海運船舶2艘、內河船舶6艘和瀝青專
用車輛32輛，總載重量達11,118噸。

財務及業務回顧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環球經濟和金融市場表現較為波動，但中國經濟仍
能維持平穩的速度增長。期內，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人民幣13.06萬
億元，較去年同期上升10.4%，增速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回落1.8個百分
點；期內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保持快速增長，達到人民幣6.84萬億元，較
去年同期增加26.3%，增幅較二零零七年上半年上升0.4個百分點。

由於中國廣大地區在上半年接連出現自然災害，加上政府繼續實施宏觀
調控政策，令本集團的三項主營業務，包括瀝青貿易、燃料油貿易和物
流均受到一定影響。不過，董事會預期，本集團下半年的業務表現有望
趨於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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瀝青貿易業務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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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136,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367,516,0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8.7%。瀝青貿易業務的收入佔本集團
總營業額約47%。根據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瀝青市場數
據顯示，全國產量只有約380萬噸左右，比去年同期下降約28%。合共超
過本集團瀝青貿易量50%的江蘇省和上海市，進口瀝青數量分別約為46
萬噸和3萬噸，比去年同期分別下降約21%和50%。瀝青銷售收入下降，
主要是由於自然災害和宏觀調控引起的瀝青需求不足所造成。二零零八
年上半年內地接連發生天災，包括雪災及水災，使路橋工程開工時間推
遲，令期內施工量減少；同時，政府加強宏觀調控，金融機構收緊對企
業的信貸，以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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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北京奧運會的舉辦和原油價格的持續上升也對瀝青需求造成一定
的影響。奧運會期間，上海等幾個主要城市實施了施工管治，致使上海
原本計劃在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約為300公里的道路工程推遲至北京奧運
會之後施工，該等道路的瀝青需求量約為7.5萬噸或約為人民幣2.8億元
之銷售金額。而國際原油價格的持續上升，致使不含增值稅之平均瀝青
價格也由二零零七年六月的人民幣2,320元╱噸上升至二零零八年六月
的人民幣3,900元╱噸。瀝青價格的上漲，導致有關施工單位對瀝青的
需求持觀望態度。

瀝青貿易業務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約13.3%上升至本報告期內的約
18.9%。毛利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自去年底起瀝青價格不斷攀升，而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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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銷售價格的增長高於成本漲幅。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取得銷售瀝青的毛利約為人民幣49,631,000元，與去年同期相約。

為拓展瀝青貿易業務，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進行了下列項目投資：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達成協定，合資設立了江蘇棟
華交通材料有限公司（「江蘇棟華」），本公司將出資人民幣5,500,000元，
持有江蘇棟華55％的股權。江蘇棟華主要業務是在江蘇省銷售瀝青。合
作方在江蘇瀝青市場具有多年的行業經驗，是項投資能進一步加大本集
團在江蘇地區的市場佔有率。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上海浦東路橋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該公司於上海証券交易所上市，為上海地區主要路橋建設承包商）
達成協議，共同增資上海浦東路橋瀝青材料有限公司（「浦東材料」），其
中本集團出資人民幣17,050,000元。增資完成後，本集團持有浦東材料
49％的股權。浦東材料主要是生產及銷售改性瀝青。是項投資將增加本
集團瀝青品種，提升其競爭力及進一步挖掘改性瀝青市場潛力。

物流業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物流業務營業額約
人民幣22,149,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47,901,0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3.8%。物流業務的收入佔本集團總營
額約4％。物流業務收入減少主要原因是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受雪災及水
災的影響較大，導致物流業務量減少。另外，由於租賃成本較高，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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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八年一月份起，本集團原租賃的兩艘遠洋運輪船不再續租，令物流
業務收入大幅減少。

物流業務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34.9%下降至本報告期內的12.8%。毛
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物流業務量減少的同時，燃油成本持續上升，而
物流設施的折舊、租賃費等固定成本沒有相應減少。截至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物流業務毛利約為人民幣2,825,000元，比
去年同期下降83.1%。

燃料油貿易業務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燃料油貿易業務營業額約
人民幣268,642,000元（本集團在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
未開始經營燃料油貿易業務）。燃料油貿易業務的收入佔本集團總營業
額約49％。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燃料油貿易
業務毛利率約為5.3％，毛利約為人民幣14,145,000元。

本集團燃料油貿易業務集中於中國主要燃料油消費地之一的華東地區，
主要客戶為電廠、玻璃廠、建材及鋼鐵等行業用戶，雖然本集團進入燃
料油行業不久，但燃料油與瀝青同屬原油煉制的下游產品，公司現有的
多數瀝青生產和供應商同時也是燃料油生產和供應商，確保了公司具有
穩定的燃料油供應渠道。加上燃料油貿易業務將從二零零八年七月開始
利用本集團現有的物流系统，因此估計此舉有望進一步降低燃料油業務
的綜合成本，增强該業務在同行業的競爭力。



– �� –

上海棟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業績報告

其他收益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益約為人
民幣15,468,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2,788,000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1.0%。其他收益增加主要來自於物流
業務中的一筆代理費用收入約人民幣4,745,000元及出售本集團的一項
物業所賺取的約人民幣2,375,000元收入。

分銷成本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銷成本約為人
民幣18,547,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22,255,000元）。分銷成本比去年同期減少16.7%。

行政費用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行政費用約為人
民幣11,036,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
11,186,000元）。與去年同期相約。

其他虧損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虧損約為人民幣
4,671,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578,000元）。
其他虧損上升主要是由於人民幣升值，導致二零零七年配售及公開發售
所募集的資金以港元計算時在二零零八年第一季度產生的匯兌損失約
人民幣3,577,000元。本集團已於二零零八年第一季結清所有之港幣，於
二零零八年之剩餘季度將不再產生此類虧損。

股東應佔溢利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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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30,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
民幣33,417,000元），比去年同期減少約17.3%。而報告期內本公司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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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人民幣0.03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49元），比去年同期减少約38.8％。每股盈
利下降幅度大於股權持有人應佔利潤之原因為本公司之發行股數二零
零七年十一月完成配售及公開招股後，由原來的686,000,000股增加至
936,190,000股。

資本架構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為約人民幣
507,601,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74,219,000元），當
中包括非流動資產約人民幣254,593,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222,613,000元）、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253,008,000元（二零零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51,606,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
及銀行結存總額分別約為人民幣67,872,000元及人民幣275,455,000元；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貸款總
額則分別約為人民幣143,692,000元及人民幣169,777,000元。於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負債權益比率分別為
30.3%及36.7%。本集團認為營運資金足以支持業務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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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貿易應收款約人民幣283,860,000元（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幣256,949,000元），上升10.47%，而二零零八年
前六個月及二零零七年之應收賬款週轉率均為92天。由於二零零八年
中國整體瀝青市場受宏觀調控影響較大，市場之流動資金較為短缺，為
此本集團已採取應對措施，以確保資金及時回籠，減低集團之壞賬風險，
維持正常之現金流。該等應對措施主要包括密切監控市場及客戶之情況，
篩選具有良好信譽及與本集團有較長歷史及良好還款記錄之客戶供貨，
而針對其他小型客戶，本集團則採取款到發貨的方式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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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暫時並無重大外幣匯兌風險。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暫時並無實
施對沖或其他相關策略的需要。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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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就附屬公司取得之信貸額人民幣
50,000,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0,000,000元）向銀行
出具擔保，其中已動用人民幣10,000,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1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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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就聯營公司取得之信貸額人民幣
35,000,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0,000,000元）向銀行
出具擔保，其中已動用人民幣35,000,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50,000,000元）。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人數約為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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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1,000
元。

僱員薪酬乃按照彼等之表現及工作經驗厘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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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

雖然上半年的經營環境出現一些不穩定因素，包括接連發生雪災及水災，
加上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以致本集團在上半年的經營業績同比有所下
降。但管理層相信，自然災害只會帶來暫時的影響，同時國內經濟發展
有放緩趨勢，預期政府會適度調整宏觀調控政策，確保中國經濟能保持
穩定健康的發展。隨著道路工程陸續恢復，加上2010年上海世博會逐漸
臨近，上海及周邊地區新建及維修道路的工作將在奧運會後加快進行。
中長期而言，中國經濟持續而快速發展，對公路等基礎建設需求將不斷
加大，因此國內對道路瀝青的需求將保持穩定增長。本集團將會抓緊此
良好機遇，為投資者創造合理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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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八月開始，本集團的業務已擴展至燃料油貿易，相信這項
新業務將有助提升本集團今年的收入及盈利。燃料油貿易業務受季節性
因素的影響較小，同時也有助推動物流業務的發展，相信將成為我們未
來的收入和盈利增長動力來源。

另外，本集團原持有南通路橋工程有限公司（「南通路橋」）25%股權，計
畫進一步收購南通路橋37.44%股權，收購完成後，將直接持有南通路橋
62.44%股權。此項收購計劃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一日舉行的特別股
東大會上獲得股東通過，並預計在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之前完成整
項收購計畫。此項收購計畫完成後，南通路橋的帳目將改以本集團之附
屬公司入賬。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南通路橋之未完成工程合約約
為人民幣740,000,000元，預計該等合約大部分將於二零零八年內完成。
本集團相信，路橋業務與現有的瀝青銷售、物流業務和燃料油貿易業務
能產生協同效益，提升本集團之整體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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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15至17.21條作出之披露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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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須予披露之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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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倉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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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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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
 （執行董事）  （內資股） （內資股）

李鴻源 實益擁有人 18,400,000 － 18,400,000 3.83 1.96
 （執行董事）  （內資股）

張金華 實益擁有人 15,152,000 － 15,152,000 3.16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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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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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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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益擁有人 35,854,000 191,792,000 227,646,000 － 47.43 24.32
 （附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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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內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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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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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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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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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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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SA Capital Partners  所控制公司 175,000,000 － 175,000,000 － 38.36 18.69
 Limited（前稱CLSA   權益 (H股）  （附註2)  
 Funds Limited） 

CLSA Private Equity  投資管理人 175,000,000 － 175,000,000 － 38.36 18.69
 Management Limited  （H股）  （附註2） 

Credit Agricole S.A. 所控制公司 175,000,000 － 175,000,000 － 38.36 18.69
  權益 （H股）  （附註2） 

SAS Rue la Boetie 所控制公司 175,000,000 － 175,000,000 － 38.36 18.69
  權益 （H股）  （附註2） 

Aria Investment  所控制公司 140,000,000 － 140,000,000 － 30.69 14.95
 Partners III, L.P.  權益 （H股）  （附註2） 
 (“Aria III”) 

Babylon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40,000,000 － 140,000,000 － 30.69 14.95
  （H股）  （附註2）

Aria Investment  所控制公司 35,000,000 － 35,000,000 － 7.67 3.74
 Partners II, L.P.   權益 （H股）  （附註2)
 (“Aria II”) 

Mumiya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35,000,000 － 35,000,000 － 7.67 3.74
  （H股）  （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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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劉惠萍為錢文華之妻子。

2. Mumiya Limited及Babylon Limited分別持本公司35,000,000股及14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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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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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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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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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00,000股H股中擁有權益。

董事及監事收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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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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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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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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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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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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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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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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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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設立了執
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由6名成員組成，涵蓋各個業務的負責人及負責
財務和企業管治的人員。

執行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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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成員組成，分別富有財務、合
同管理、工程管理、法律方面的工作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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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上海棟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八年中期業績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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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審組定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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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管理層及僱員在過去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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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報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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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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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