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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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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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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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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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報告所載的資料在
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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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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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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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
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 415,726  320,476  691,406  552,927

銷售成本  (362,545 ) (278,317 ) (590,083 ) (486,327 )
        

毛利  53,181  42,159  101,323  66,600

分銷成本  (11,033 ) (10,618 ) (15,530 ) (18,547 )

行政費用  (20,424 ) (5,923 ) (35,019 ) (11,036 )

其他收入 2 1,773  2,830  6,108  15,468

其他虧損  (834 ) (631 ) (896 ) (4,671 )
        

營運利潤 4 22,663  27,817  55,986  47,814

融資成本淨額 5 (7,311 ) (5,951 ) (13,732 ) (11,504 )

應佔聯營公司
 利潤╱（虧損）  303  467  202  (1,809 )
        

除所得稅前利潤  15,655  22,333  42,456  34,501

所得稅費用 6 (4,882 ) (4,743 ) (12,483 ) (5,763 )
        

期間利潤  10,773  17,590  29,973  28,738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6,721  17,316  20,177  27,630

少數股東權益  4,052  274  9,796  1,108
        

  10,773  17,590  29,973  28,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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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  0.018  0.022  0.030
        

股息 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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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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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1  11,840
 土地使用權預付款  11,120  15,120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4,517  218,658
 在建工程  11,985  13,365
 無形資產  154,668  157,504
 於聯營公司投資  45,231  45,04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800  80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0 375,079  217,715
 遞延所得稅資產  3,207  3,076
    

  826,688  683,118
    

流動資產
 存貨 9 167,074  62,285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67,486  33,20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0 563,616  691,216
 限制銀行存款  49,032  74,1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7,421  38,964
    

  974,629  899,788
    

總資產  1,801,317  1,582,906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2 70,000  –
 遞延所得稅負債  24,405  24,405
    

  94,405  24,405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565,356  510,530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12,211  13,209
 當期所得稅負債  29,637  34,155
 借款 12 491,849  407,475
    

  1,099,053  965,369
    

總負債  1,193,458  989,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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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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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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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99  406,845
    

  510,318  500,464

少數股東權益  97,541  92,668
    

總權益  607,859  593,132
    

總負債及權益  1,801,317  1,582,906
    

流動資產淨值  (124,424 ) (65,581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02,264  617,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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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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    貨幣換算    少數股東

 股本  資本儲備  公積金  其他儲備  儲備  保留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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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間利潤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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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股東注資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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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93,619  221,766  28,767  17,912  (5,262 ) 143,662  92,668  593,132

貨幣換算差額 –  –  –  –  (25 ) –  –  (25 )

期間利潤 –  –  –  –  –  20,177  9,796  29,973

就二零零八年度宣派之股息 –  –  –  –  –  (10,298 ) –  (10,298 )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注資 –  –  –  –  –  –  3,600  3,600

少數股東權益－本集團收購

 附屬公司額外股本權益 –  –  –  –  –  –  (5,504 ) (5,504 )

少數股東權益－附屬公司

 派發股息 –  –  –  –  –  –  (3,019 ) (3,019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93,619  221,766  28,767  17,912  (5,287 ) 153,541  97,541  607,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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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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運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47,378 ) (21,805 )

投資活動所用淨現金  (18,539 ) (159,693 )

融資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154,374  (26,085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額增加╱（減少）  88,457  (207,583 )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8,964  275,455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7,421  67,872
    



上海棟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中期業績報告

7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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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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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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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銷售瀝青 274,409  262,136

 銷售燃料油 127,235  268,642

 物流收入 18,989  22,149

 路橋建設 270,773  –
   

 691,406  552,927

其他收益：

 非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3,778  6,393

 補貼收入 839  940

 代理收入 –  4,745

 利息收入 11  778

 其他 1,480  2,612
   

 6,108  15,468
   

總收益 697,514  56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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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a) 主要申報模式－業務分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業務分為四個主要業務分部：

(1) 銷售瀝青；

(2) 銷售燃料油；

(3) 提供物流服務；及

(4) 路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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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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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益總額 316,760  149,336  28,236  270,773  –  765,105

分部間收益 (42,351 ) (22,101 ) (9,247 ) –  –  (73,699 )
           

收益 274,409  127,235  18,989  270,773  –  691,406
           

經營溢利╱分部業績 11,413  3,634  (169 ) 36,491  4,617  55,986

財務費用           (13,732 )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136 ) 338  –  –  –  202
           

除所得稅前溢利           42,456

所得稅開支           (12,483 )
           

期內溢利           2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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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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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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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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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入綜合損益表的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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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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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舊 2,704  35  4,685  5,463  12,887  2,306  10  3,675  5,991

攤銷 38  25  –  4,424  4,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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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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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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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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撟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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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資產 535,993  61,916  145,070  1,009,231  3,876  1,756,086

聯營公司 30,356  –  14,875  –  –  45,231
           

總資產 566,349  61,916  159,945  1,009,231  3,876  1,801,317
           

負債 210,733  3,740  3,946  359,148  615,891  1,193,458
           

於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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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撟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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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資產 441,280  55,658  118,260  918,792  3,876  1,537,866

聯營公司 30,503  –  14,537  –  –  45,040
           

總資產 471,783  55,658  132,797  918,792  3,876  1,582,906
           

負債 149,906  1,298  8,818  363,717  466,035  989,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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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扣除：

固定資產折舊 12,887  5,991

員工成本 10,843  8,171

存貨成本 385,399  467,003

下列各項之經營租賃租金開支

－土地及樓宇 4,595  3,602

－運輸設備 548  3,255
   

5. 融資成本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13,732  11,504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12,343  5,563

香港利得稅 140  200

 12,483  5,763
   

本公司及神華物流均於上海浦東新區成立。根據新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指引，本公司及神華物流於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應課稅溢利須按20%繳稅（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18%）。該稅率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二年四年間將逐步調升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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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附屬公司的所得稅稅率列載如下：

 所得稅稅率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附屬公司名稱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武漢華隆公路物資有限公司 25%  25%

棟華（香港）有限公司 16.5%  16.5%

上海神華物流有限公司 20%  18%

鄭州華盛石油製品有限公司 25%  25%

全椒浦興石化產品有限公司 25%  25%

武漢神隆物流有限公司 25%  25%

騰華船務有限公司 16.5%  16.5%

泛華船務有限公司 16.5%  16.5%

上海泰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5%  25%

上海華揚船舶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25%  25%

泰州華業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5%  25%

江蘇棟華交通材料有限公司 25%  25%

南通九州高速公路機械化養護工程有限公司 25%  25%

南通九州建設實驗檢測有限公司 25%  25%

南通神州投資有限公司 25%  25%

南通路橋工程有限公司 25%  25%

就所得稅而言，蘇中油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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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收取。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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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1,000元及人民幣
20,177,000元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936,190,000股股份（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及六個月：936,1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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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決議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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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存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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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01  11,611
轉售燃料油 11,398  9,563
建築工程用瀝青 568  23,738
其他建築材料 15,507  17,373
   

 167,074  62,285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有存貨以成本列賬。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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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937  633,969
銀行及商業承兌匯票 78,224  82,547
工程合約頇留款項 124,606  149,171
   

 862,767  865,687

減：應收減值撥備 (34,348 ) (35,023 )
   

 828,419  830,664

預付款項及按金 80,139  42,293
其他應收款 29,687  32,676
其他資產 450  3,298
   

 938,695  908,931
   

非即期部份：
貿易應收款 262,008  111,535
工程合約頇留款項 112,696  98,719
預付款項及按金 375  7,461
   

非即期 375,079  217,715
   

即期 563,616  6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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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發票日之貿易應收款、應收商業票據及工程合約預留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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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至30日 67,563  77,259

31至60日 56,751  63,754

61日至90日 25,302  80,712

91日至一年 66,276  62,989

一年至兩年 22,817  34,598

兩年至三年 6,792  6,125

三年以上 841  1,092
   

 246,342  326,529
   

路橋建設（附註(b)）：

不足六個月 487,143  420,461

六個月至一年 82,024  56,247

一年至兩年 19,084  24,193

兩年至三年 21,530  26,542

三年以上 6,644  11,715
   

 616,425  539,158
   

總計 862,767  86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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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相關客戶之良譽而言。

(b) 差不多全部路橋建設均為中國政府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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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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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214  310,263
應付票據 110,420  82,920
   

小計 440,634  393,183
   

客戶墊款 58,273  39,922
其他應付款 56,471  70,064
應計費用 4,960  7,361
應付股息 5,018  –
   

總計 565,356  510,530
   

按發票日之貿易及票據應付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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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至30日 49,694  35,881
31至60日 23,970  4,108
61日至90日 58,978  3,600
91日至一年 44,198  61,579
一年至兩年 1,234  13,901
兩年至三年 84  137
   

 178,158  119,206
   

路橋建設：
不足六個月 215,423  200,934
六個月至一年 25,993  19,111
一年至兩年 6,284  13,698
兩年至三年 10,815  11,842
三年以上 3,961  28,392
   

 262,476  273,977
   

總計 440,634  39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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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貸款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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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  –

即期 491,849  407,475
   

總借款 561,849  407,475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乃以人民幣計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款包括：

(a) 由已出售附屬公司股東江蘇戴園建材集團有限公司擔保之人民幣55,000,000元短期銀行貸
款，按年利率5.31%至7.20%計息；

(b) 由本公司擔保之人民幣169,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及南通路橋執行董事高秀美女士、邢忠鋒
先生及張金華先生作出之個人擔保，按年利率5.31%至8.22%計息；

(c) 附屬公司借入之人民幣5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由附屬之如東S334應收工程款抵押，按
年利率5.31%計息；

(d) 附屬公司借入之人民幣70,000,000元長期銀行貸款，由附屬之如皋204應收工程款抵押，按
年利率5.40%計息；

(e) 由本公司辦公室物業及遠洋運輸船舶擔保之人民幣2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按年利率
6.99%計息；

(f) 由本公司擔保之人民幣1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按年利率6.13%計息；

(g) 附屬公司借入之人民幣1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由附屬公司土地使用權抵押及本公司擔
保，按年利率5.84%計息；

(h) 附屬公司借入之人民幣9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由附屬公司土地使用權及附屬公司辦公室物
業抵押，按年利率8.64%計息；

(i) 附屬公司借入之人民幣3,000,000元之短期銀行貸款，由附屬公司儲存設施及傢俱及裝置抵
押，按年利率8.64%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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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附追索權已貼現予商業銀行之人民幣64,029,000元應收商業承兌票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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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之抵押品；

(k) 有關購置存貨之短期銀行貸款人民幣109,920,000元。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款包括：

(a) 由附屬公司機器擔保之人民幣15,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按年利率4.78%至6.72%計息；

(b) 由已出售附屬公司股東江蘇戴園建材集團有限公司擔保之人民幣61,700,000元短期銀行貸
款，按年利率5.31%至8.22%計息；

(c) 由本公司擔保之人民幣5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及南通路橋執行董事高秀美女士、邢忠鋒
先生及張金華先生作出之個人擔保，按年利率5.58%至8.22%計息；

(d) 由本公司擔保之人民幣69,5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按年利率5.58%至8.22%計息；

(e) 由獨立第三方如皋市交通投資有限公司擔保之人民幣5,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按年利率
5.84%至8.22%計息；

(f) 由本公司辦公室物業及遠洋運輸船舶擔保之人民幣20,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按年利率
6.99%計息；

(g) 附屬公司借入之人民幣5,0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由附屬公司土地使用權抵押及本公司擔
保，按年利率5.84%至8.22%計息；

(h) 附屬公司借入之人民幣1,900,000元短期銀行貸款，由附屬公司土地使用權及附屬公司辦公室
物業抵押，按年利率10.44%計息；

(i) 附屬公司借入之人民幣3,000,000元之短期銀行貸款，由附屬公司儲存設施及傢俱及裝置抵
押，按年利率10.44%計息；

(j) 附追索權已貼現予商業銀行之人民幣69,105,000元應收商業承兌票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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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之抵押品；

(k) 有關購置存貨之短期銀行貸款人民幣107,27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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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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及本公司借款之還款期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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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849  407,475

二至五年 70,000  –
   

於五年內悉數償還 561,849  407,475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及業務回顧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經濟環境仍變化不定，縱然全球經濟於第二季有復甦跡象，惟整體經營環境仍
較金融海嘯前不穩定。加上國內多個行業在金融海嘯的影響下發展仍然較為緩慢，拖累本集團燃料
油的銷售表現。致使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業績有所下降。儘管如此，本集團在逆境中仍努力
維持穩中有升的局面，於報告期內，總銷售額達人民幣691,406,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25.0%；
毛利較去年同期增長52.1%，達人民幣101,323,000元；而整體的毛利率亦於報告期內增長至
14.7%。這主要是因為本集團於去年積極拓展路橋建設業務，並於報告期內錄得理想的營運業績，
從而抵銷了燃料油銷售額及毛利下滑的不利影響，亦突顯本集團四大業務所產生的協同效益，使本
集團於波動的經營環境中保持其營運優勢。

業務營運

本集團主要從事瀝青貿易、燃料油貿易、路橋建設及物流服務四大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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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及付運一站式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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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包括汽車運輸、水路運輸、內陸水路運輸
及儲存，有助本集團於國內分銷瀝青及燃料油。路橋建設則能進一步擴大本集團的業務規模，其中
南通路橋主營公路施工、橋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交通安全設施及公路養護，多元化業務發
展將有效提高本集團業務之綜合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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瀝青貿易業務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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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409,000元（截至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62,136,00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4.7%。瀝青貿易業
務的收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39.7%。

瀝青貿易業務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約18.9%下降至本報告期內約11.6%。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瀝青貿易業務毛利約人民幣31,846,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約人民幣49,631,0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約35.8%。

雖然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實現瀝青銷售量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約增長約
44.2%，但由於在報告期內，瀝青平均銷售價格的下降幅度大於瀝青平均採購成本的下降幅度，導
致瀝青貿易毛利金額及毛利率均有所下降。

燃料油貿易業務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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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35,000元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68,642,0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約52.6%，燃
料油業務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18.4%。

本集團的燃料油業務今年上半年收入下降的原因是由於國際市場油價走低的影響， 加上國內多個行
業在金融海嘯的影響下發展仍然較為緩慢，致使燃料油的需求量和平均價格都有明顯的下降。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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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4,000元（截至二
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約為人民幣14,145,0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約44.4%，而毛利
率約則由5.3%增長致6.2%。

毛利率上升是由於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度燃料油價格比二零零八年底的價格有所上升，集團於二零零
八年底之庫存及在二零零九年上半年度在油價較低時購入之燃料油在將之出售時價格已有較大之增
幅致使在銷售二零零八年底之庫存時有較大的毛利空間，毛利率因此較高。燃料油貿易業務毛利則
錄得下降，主要是由於全球金融危機導致電廠、玻璃廠、航運等行業對燃料油的需求有所減少，從
而導致本集團今年燃料油銷售量較去年同期下降了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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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服務業務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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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9,000元（截至二
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2,149,0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約14.3%，物流業務
佔本集團總營額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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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球金融危機令上海及
江蘇省的大部分道路工程於今年第一季度均處於半停工狀態，加上電廠、玻璃廠、航運等行業對燃
料油的需求有所減少，導致物流業務營業額下降。

物流業務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12.8%下降至本報告期內的5.2%。主要是由於物流業務量減少，
同時物流設施的折舊、租賃費等固定成本並沒有相應下調所導致。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集團之物流業務毛利約為人民幣990,0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約65.0%。

路橋建設業務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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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773,000元（本
集團在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未開始經營路橋建設業務）。路橋建設業務的收入佔
本集團總營業額約39.2％。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路橋建設業務毛利率約為
22.4％，毛利約為人民幣60,623,000元。

路橋業務分部於今年的收入中主要為兩個BT項目（建設-移交項目），該兩個BT項目的毛利率高於一
般的建設市場的平均毛利率水準，從而令上半年路橋業務對整個公司的業務錄得較大貢獻。

其他收益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益約為人民幣6,108,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5,468,000元），比去年同期減少約60.5%。其他收益減少主要由
於去年同期本集團共收取非上市股息收入約人民幣6,393,000元，而今年的非上市股息收入只有約
人民幣3,778,000元。另去年同期在物流業務中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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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年同期則沒有錄得同類收入，令其他收
益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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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成本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15,530,000元（截至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8,547,000元）。比去年同期減少約16.3%。減少主要由於今年
瀝青及燃料油的物流業務量下降導致。

行政費用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行政費用約為人民幣35,019,000元（截至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1,036,000 元）。比去年同期增加約217.3%。行政費用上升主
要是因為本集團今年合併了南通路橋集團的財務報表，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增持該集團之權益
由25%至62.44%。

其他虧損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虧損約為人民幣896,000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671,000元）。其他虧損減少主要是去年同期由於人民幣升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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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所致。

股東應佔溢利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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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7,000元（截
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7,630,000元），比去年同期減少約2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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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約人民幣0.030元），比去年同期減少約26.7％。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資本架構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為約人民幣702,264,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617,537,000元），當中包括非流動資產約人民幣826,688,000元（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683,118,000元）、流動負債淨值約人民幣124,424,000元（二零零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65,58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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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總額分別約為人
民幣127,421,000元及人民幣38,964,000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銀行貸款總額則分別約為人民幣561,849,000元及人民幣407,475,000元。於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負債權益比率分別為110.0%及8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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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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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0,081,000元（原成本為人民幣10,647,000元）（二零
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187,000元（原成本為人民幣10,647,000元））之土地使用權已抵
押作為本集團所獲銀行借款人民幣10,90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000,000

元）之擔保。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為人民幣42,886,000元（原成本為人民幣48,674,000元）（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7,371,000元（原成本為人民幣125,393,000元））之物業、廠房
及設備已抵押作為本集團所獲銀行借款人民幣23,000,000元（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9,900,000元）之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就若干第三方作出多項對外借款約人民幣43,000,000元（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5,000,000元）出任擔保人。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人數約為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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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43,000元。僱員薪酬乃按照彼等之表現及工作經驗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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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隨著全球經濟在各國政府的強力支持下於二零零九年下半年逐漸復甦，加上中國政府於去年推出
達4萬億元刺激經濟方案以擴大內需及投放於基建項目，國內不少的基建項目將重新展開及落實開
工。該等措施將有可觀的路橋投標項目推出市場，亦可帶動市場對瀝青及燃料油和相關物流服務的
需求增長。適值上海世博將於明年五月開幕，令上海區內大規模的交通網絡建設及翻新需於短期內
完成。加上第三及第四季度為傳統瀝青需求旺季，因此預計未來九個月上海市場之瀝青需求將非常
旺盛。本集團將發揮其在上海區內之領導地位與業內享譽之一站式瀝青及燃料油銷售、儲存及付運
的服務優勢，通過集團在上半年之籌劃準備，抓緊上述之機遇。

本集團一直堅守營業理念，藉業務之間所發揮的協同效益作為整體動力，而各項宏觀經濟亦顯示中
國的刺激經濟方案在振興經濟方面有顯著的成效。為此，本集團將抓緊此黃金機會努力拓展其業
務，為股東謀求最大利益：

瀝青貿易業務

由於上海世博會建設於報告期內的施工進展受金融風暴影響而有所延誒，現有大部份有關項目仍處
於路基建設階段，故瀝青業務未如預期般理想。但隨著環球經濟環境逐漸改善及世博會之開幕時間
迫近，預計世博會的各種建設工程項目均會於今年下半年加速建設，預期瀝青的需求亦因而出現較
大的增長。本集團將必緊抓此勢頭，把當前的機遇轉化成收入及盈利的新增長點，從而提升本集團
的毛利。隨著下半年將有更多的道路建設項目投產，本集團會按現有的業務基礎繼續積極投標，爭
取更多大客戶的訂單，強化目前的業務，務求提高營運效益。本集團於報告期內已有兩個項目成功
中標，當中包括浦東路橋之40,000噸瀝青用於世博會有關工程，以及江西武吉高速公路27,000噸
瀝青之項目。



上海棟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零九年中期業績報告

24

燃料油貿易業務

隨著中國政府對成品油價政策放寬控制，國內成品油價將與國際油價掛鈎，本集團可根據國際油價
的走勢預測而進行定價，並因應價格調整燃料油的採購比例及經營銷售方法，令本集團的利潤更有
保障。由於預期全球經濟於下半年將逐步回穩，本集團燃料油銷售料能有所提高，加上目前國內的
油價相比國際油價仍處於低位，在成品油價政策放寬控制下，預計下半年國內油價可略為提升，從
而拉動市場之需求，推動本集團燃料油銷售量。此外，本集團現在正在接洽幾家上海的高端燃料油
客戶，期望透過拓展高端客戶網絡提高燃料油的毛利率及銷售額，並加大燃料油貿易業務對本集團
整體收入的貢獻。

物流業務

儘管物流業務於今年上半年的表現未如理想，但本集團相信隨著經濟逐漸好轉，瀝青及燃料油的銷
售情況得以改善，預料有助推動物流業務，期望於今年下半年為本集團帶來更大的盈利貢獻。當
中，本集團的內河船業務運量及訂單數字自五月份持續增長，反映出本集團的內河船質素廣泛地得
到客戶認同，其安全規格、運量及服務質量均能滿足客戶要求，本集團更獲一個客戶達成今年代其
運輸10萬噸瀝青之意向，充份顯示出本集團物流業務的服務優勢。本集團將透過改良現有內河船的
規格，拓展長江中上游地區的業務範圍，從而提高經濟效益。

路橋建設業務

路橋建設業務為本集團主要發展業務之一，南通路橋於今年六月及七月成功中標兩項工程，中標總
額為人民幣1.6億元，預期在今年下半年能為本集團提供盈利進賬。隨著中國政府積極推動經濟並
投放大量資金於基建工程上，本集團會繼續參與利潤可觀項目的競投，憑借其擁有的「公路工程施
工總承包壹級」之中國資質並以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以及豐富的管理經驗等優勢，在國策配合及銀行
大力支持下爭取更多建設項目，令本集團的路橋業務更上一層樓。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集中鞏固及強化現有資源，以瀝青貿易業務及路橋建設業務為發展重點，
透過四大業務所產生的協同效益，提高整體的經濟回報，為本集團的持續發展建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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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須予披露之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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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司該 於本公司

  股份數目   類別股份所佔 註冊股本所佔

董事名稱 身份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好倉總額 之概約百分比 之概約百分比
      

錢文華 實益擁有人 225,706,000 35,854,000 261,560,000 54.49 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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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源 實益擁有人 50,254,000 － 50,254,000 10.47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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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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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益擁有人 35,854,000 225,706,000 261,560,000 – 54.49 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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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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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ital 所控制公司權益 175,000,000 － 175,000,000 – 38.36 18.69
 Markets  （H股）  （附註2）
 International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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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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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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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股）  （附註2）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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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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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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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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a Investment 所控制公司權益 140,000,000 － 140,000,000 – 30.69 14.95
 Partners III, 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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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控制公司權益 35,000,000 － 35,000,000 – 7.67 3.74
 Partners II, 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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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1：劉惠萍為錢文華之妻子。

附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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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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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收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於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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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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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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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敏先生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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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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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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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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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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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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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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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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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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非執行董事：許群敏及何敏；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朱生富、李立及葉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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