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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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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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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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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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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營業額約為人民幣�,���,�0�,000元（截

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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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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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000元）。按年比較錄得
約��.�%之升幅。

�. 董事會決議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第二季度不派付中期股息（本公司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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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二零一零年第二季度並無宣派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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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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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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 995,740  ���,���  1,694,902  �,0��,���
銷售成本  (945,900 ) (���,��� ) (1,594,326 ) (���,��� )
        

毛利  49,840  ��,���  100,576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1,068  �,���  1,600  �,���
分銷成本  (4,239 ) (�,��� ) (6,679 ) (�,��� )
行政費用  (10,932 ) (��,��� ) (21,308 ) (��,��� )
        

營運利潤 � 35,737  ��,���  74,189  ��,���
融資成本 � (11,426 ) (�,0�� ) (23,550 ) (��,���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利潤  (512 ) ���  (1,122 ) (�,��� )
        

除所得稅前利潤  23,799  ��,��0  49,517  ��,���
所得稅費用 � (7,140 ) (�,��0 ) 13,705  (�,�0� )
        

期間利潤  16,659  �,��0  35,812  ��,00�
        

應佔利潤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2,720  �,���  28,126  ��,���
 －非控股權益  3,939  (��� ) 7,686  (��� )
        

  16,659  �,��0  35,81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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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14  0.0��  0.030  0.0��
        

股息 � –  –  –  �0,���
        



�

上海棟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中期業績報告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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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1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8,143  ���,���

 在建工程  1,645  �,���

 無形資產  148,457  ���,���

 於聯營公司權益  56,241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800  �0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0 225,712  ���,���

 遞延稅項資產  10,608  �0,���
    

總非流動資產  620,767  ���,���
    

流動資產
 存貨 � 108,029  ��,���

 可收回稅項  2,579  �,���

 應收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238,381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0 1,218,624  �,0��,��0

 限制銀行存款  126,020  ��,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0,818  ��,���
    

總流動資產  1,864,451  �,��0,���
    

總資產  2,485,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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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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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38,341  ���,���
 應付客戶合約工程款項  2,099  ��,���
 銀行借款 �� 906,508  �0�,0��
 本期稅項負債  27,845  ��,���
    

總流動負債  1,774,793  �,���,���
    

流動資產淨值  89,658  �0�,��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10,425  ���,0��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 20,000  ��,000
 遞延稅項負債  34,958  ��,���
    

總非流動負債  54,958  ��,���
    

總負債  1,829,751  �,���,���
    

資產淨值  655,467  ���,0��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93,619  ��,���
 儲備  272,933  ���,���
 保留盈利  187,919  ��0,���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554,471  ���,���
    

非控制權益  100,996  �0�,��0
    

總權益  655,46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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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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  ���,���  ��,���  ��,���  (�,��0 ) ���,�0�  ��,���  ���,���

貨幣換算差額 –  –  –  –  (��� ) –  –  (��� )

期間利潤 –  –  –  –  –  ��,���  (��� ) ��,00�

就二零一零年度第一季度宣派
 之股息 –  –  –  –  –  (�0,��� ) –  (�0,��� )

少數股東權益-少數股東注資 –  –  –  –  –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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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 93,619  221,766  39,928  17,912  (5,821 ) 180,389  108,280  656,073

貨幣換算差額 –  –  –  –  (852 ) –  –  (852 )

期間利潤 –  –  –  –  –  28,126  7,686  35,812

就二零一零年度宣派之股息 –  –  –  –  –  (20,596 ) –  (20,596 )

進一步收購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
 ��.��%之股本權益 –  –  –  –  –  –  (4,970 ) (4,970 )

註銷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 –  –  –  –  –  –  (10,000 ) (10,000 )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93,619  221,766  39,928  17,912  (6,673 ) 187,919  100,996  655,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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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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運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89,846 ) (��,��� )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淨現金 (14,970 ) �,�00

融資所得現金淨額 286,479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額增加 81,663  �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9,155  ��,���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70,8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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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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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
財務報表與本公司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年度財務報表的會計政策一致。

2. 營業額

營業額指扣減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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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額：
 銷售瀝青 153,040  ���,�0�

 銷售燃料油 1,152,643  ���,���

 物流收入 28,609  ��,���

 路橋建設 360,610  ���,���
   

 1,694,902  �,0��,���

其他收益：
 非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  �,�00

 補貼收入 433  –

 利息收入 68  ��

 其他 1,099  �,���
   

 1,600  �,���
   

總收益 1,696,5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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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a) 主要申報模式－業務分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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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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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217  1,152,643  31,256  360,610  1,787,726

分部間收益 (90,177 ) –  (2,647 ) –  (92,824 )
         

收益 153,040  1,152,643  28,609  360,610  1,694,902
         

營運利潤╱分部業績 6,569  24,347  3,545  39,728  74,189

財務費用         (23,550 )

應佔聯營公司利潤 (795 ) –  (327 ) –  (1,122 )
         

除所得稅前利潤         49,517

所得稅開支         (13,705 )
         

期內利潤         3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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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a) 主要申報模式－業務分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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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  ���,���  �,0�0,���

分部間收益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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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運利潤╱分部業績 ��,���  �,0�0  ���  ��,���  ��,���

財務費用         (��,��� )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 –  –  –  (�,��� )
         

除所得稅前利潤         ��,���

所得稅開支         (�,�0� )
         

期內利潤         ��,00�
         

計入綜合損益表的其他分部項目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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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7  58  3,136  4,718  11,029  �,���  ��  �,�0�  �,���  ��,���

攤銷 28  –  –  8  36  ��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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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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續）

(a) 主要申報模式－業務分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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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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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766  169,242  120,804  1,538,406  2,485,218
         

總負債 453,396  99,743  6,985  1,269,627  1,829,751
         

於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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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總負債 ���,���  ��,�0�  �,���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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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棟華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中期業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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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扣除：
固定資產折舊 11,029  ��,���

員工成本 12,42�  �0,���

存貨成本 1,258,513  ���,���

下列各項之經營租賃租金開支
－土地及樓宇 3,037  �,���

－運輸設備 2,783  �,���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利息 23,550  ��,���
   

6. 所得稅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企業所得稅 13,705  �,�0�

香港利得稅 –  –
   

 13,7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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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費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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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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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該稅率於二零一二年將調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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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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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香港利得稅。

7.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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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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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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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第二季度不派付中期股息（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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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二零一零年度第二季並
無宣派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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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存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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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55  ��,��0
轉售燃料油 5,315  �,���
建築工程用瀝青 1,720  �,���
其他建築材料 27,139  �0,���
   

 108,029  ��,���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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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849  ���,��0
應收商業票據 115,674  ���,0��
工程合約預留款項 255,223  ���,���
   

 1,091,746  �,���,���
減：應收減值撥備 (52,775 ) (��,��� )
   

 1,038,971  �,���,��0
預付款項及按金 264,295  ���,���
其他應收款 141,070  �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  �0,�0�
   

 1,444,336  �,���,���
   

分類為：
非流動資產 225,712  ���,���
流動資產 1,218,624  �,0��,��0
   

 1,444,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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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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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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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220,234  ���,���

��至�0日 107,073  ��,���

��日至�0日 47,828  ��,���

��日至少於一年 82,256  ��,��0

一年至少於兩年 9,427  �,���

兩年至三年 645  �,��0

三年以上 6,489  �,���
   

 473,952  ���,�0�
   

路橋建設（附註(b)）：
少於六個月 164,670  ���,�0�

六個月至一年 73,807  ��,���

一年至兩年 351,410  ���,���

兩年至三年 21,658  ��,���

三年以上 6,249  ��,���
   

 617,794  ���,���
   

總計 1,091,7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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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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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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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333  ���,���

應付票據 244,505  ���,���
   

 499,838  ���,0��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  �,���

已收按金 159,066  ��,���

其他應付款 158,841  ��,���

應付股息 20,596  –
   

總計 838,3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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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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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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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5  ��,���

��至�0日 58,463  ��,0��

��日至�0日 12,197  ��,��0

��日至少於一年 26,869  ��,���

一年至少於兩年 728  ���

兩年至三年 120  ���

三年以上 81  �
   

 120,413  ���,���
   

路橋建設：
少於六個月 317,949  ���,0��

六個月至少於一年 6,996  ��,���

一年至少於兩年 44,418  ��,���

兩年至三年 3,091  �,���

三年以上 6,971  �,���
   

 379,425  �0�,���
   

總計 499,8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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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銀行借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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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000

 －信託收據貸款 73,008  ��,���

無抵押 －計息銀行貸款 803,500  ���,�00
   

  926,50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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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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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508  �0�,0��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20,000  –

二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  ��,000
   

 926,508  ��0,0��

計入流動負債之一年內到期款項 (20,000 ) (�0�,0�� )
   

非流動部分 906,50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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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及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本集團根據年初制定的策略性計劃，繼續拓展各項業務。受惠於各項業
務單位的協同效益，本集團的營業額較去年同期錄得穩定增長。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燃料油
貿易業務錄得理想業績，營業額及銷售量分別增加約���.�%及���.�%，使燃料油貿易業務
成為推動本集團整體盈利能力造好的主要因素。瀝青貿易業務方面，銷售量較去年同期錄得的
水平為低，主要原因二零一零年上海世博會之建設工程趕工，使瀝青市場需求量出現短暫的明
顯上升。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雖然平均市價維持於相同水平，瀝青銷售量則已回復到正常水
平。路橋建設業務方面，由於施工團隊正集中執行合同金額約人民幣十億元的已中標項目專
案，故路橋建設業務持續取得穩步增長。物流業務盈利供獻受惠於燃料油銷售的提高及本集團
拓展瀝青倉儲業務而錄得相應的增長，該業務毛利比去年同期上漲了約��.�%。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營業額約人民幣�,���,�0�,000元，同比增長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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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瀝青貿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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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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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元（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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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瀝青貿易業務的收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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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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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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0元），比去年同期減少約��.�%。

本期瀝青貿易業務的收入及毛利減少主要是由於去年同期上海世博會道路工程趕工促使上海瀝
青市場短期需求急升，因此本期瀝青的銷售量比去年同期下跌約��.�%。

燃料油貿易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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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0元），比去年
同期上升約���.�%，燃料油業務於本報告期內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0%。燃料油銷售量同
比去年大幅上升約���.�%。燃料油貿易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在今年上半年新開發
了數個重大客戶，為本集團帶來了可觀的銷售額。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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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0�,000元），比去年同期的上升了約
�0�.�%，而毛利率約則由�.0%下降至�.�%。毛利率下降符合本集團對於新開發的重大客戶
採取簿利多銷的銷售策略。

物流服務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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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元（截
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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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物流業務佔本集團總營額約�.�%。物流收入上升主要是受惠於本期燃料油之銷售量大幅上升
及積極開拓瀝青倉儲業務所致。

物流業務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0.0%上升至本報告期內的��.�%。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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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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橋建設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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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約�.�%。
路橋建設業務的收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

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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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00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約
��.0%,毛利率則由去年同期約�0.�%上升至本報告期內的約��.�%。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約為人民幣�,�00,000元（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0元），比去年同期減少約��.�%。其他
收入及收益減少主要由於去年同期有非上市股息收入有約人民幣�,�00,000元而本報告期則未
有相闞的收入。

分銷成本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分銷成本約為人民幣�,���,000元（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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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成本下降所致。

行政費用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行政費用約為人民幣��,�0�,000元（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00元）。比去年同期減少約��.�%。行政費用
下降主要是由於去年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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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折現減期值撥備，而本報告期由於部份應收款已收回，因此相應地有約人民
幣�,000,000元之回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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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溢利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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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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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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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為約人民幣��0,���,000元（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元），當中包括非流動資產約人民幣��0,���,000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元）、流動資產淨值約人民幣��,���,000元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0,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總額分別約
為人民幣��0,���,000元及人民幣��,���,000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銀行貸款總額則分別約為人民幣
���,�0�,000元及人民幣��0,0��,000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產負債比率分別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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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賬面淨值約人民幣��,�0�,000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000元），已抵押作為本集團銀行借款之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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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約人民幣��,00�,000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約人民幣�0�,���,000元）已抵押，作為本集團取得銀行借款之擔保。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就若干第三方作出多項對外借款約人民幣��,�00,000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0,000,000元）出任擔保人。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人數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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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約人民幣��,���,000元。僱員薪酬乃按照彼等之表現及工作經驗
釐訂。

展望
今年上半年瀝青銷售不如去年同期，原因主要是去年同期上海世博會對瀝青需求的拉動作用影
響，使得去年同期瀝青需求明顯比本期旺盛。相信隨着本集團在上海以外地區不斷開發新瀝青
客戶，下半年的瀝青銷售有望回歸正常。

燃料油貿易方面，本集團將積極開發上海周邊市場，繼續爭取更多的市場份額，預計下半年燃
料油銷售量將如上半年般維持強勁的勢頭。

路橋建設方面，該業務發展勢頭良好，今年已獲得數個中標項目，截止本期末，尚有工程合同
總值約人民幣十億元待完工，相當一部份合約將於今年內完成，預計將為本集團帶來可觀收
益。

本集團將繼續發揮「一站式」物流管理的優勢，結合瀝青貿易和燃料油貿易業務的協同效應，預
計物流業務將為本集團帶來長期穩定的盈利收入。

本集團在今後的發展中，將致力於各業務的市場拓展，同時力爭使四大業務協同效益的最大
化，以求為股東爭取更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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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監事須予披露之權益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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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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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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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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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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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益擁有人 ��,���,000 ���,�0�,000 ���,��0,000 – ��.�� ��.��
  （內資股） （附註�）
   （內資股）

姚培娥 實益擁有人 ��,���,000 – ��,���,000 – �.�0 �.��
  （內資股）

中塑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0 – ��,���,��0 – �.�� �.��
  （H股）

Credit Agricole Securities 所控制公司權益 ���,000,000 – ���,000,000 – ��.�� ��.��
 Asia B.V.（前稱Calyon   （H股）  （附註�）
 Capital Markets Asia B.V.）

Calyon Capita Markets 所控制公司權益 ���,000,000 – ���,000,000 – ��.�� ��.��
 International SA  （H股）  （附註�）

Credit Agriole Corporate 所控制公司權益 ���,000,000 – ���,000,000 – ��.�� ��.��
 and Investment Bank  （H股）  （附註�）
 （前稱Calyon S.A.）

CLSA B.V. 所控制公司權益 ���,000,000 – ���,000,000 – ��.�� ��.��
  （H股）  （附註�）

CLSA Capital Partners 所控制公司權益 ���,000,000 – ���,000,000 – ��.�� ��.��
 Limited（前稱CLSA Funds   （H股）  （附註�）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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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須予披露的權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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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股）  （附註�）
 (“Aria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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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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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miya Limited 所控制公司權益 ��,000,000 – ��,000,000 – �.�� �.��
  （H股）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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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須予披露的權益（續）
附註�：  劉惠萍為錢文華之妻子。

附註�：  Mumiya Limited及Babylon Limited分 別 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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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之投票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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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之投票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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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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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Rue la Boetie於Credit 
Agricole S.A.的股東大會上控制超過三分一之投票權；Credit Agricole S.A.於Credit 
Agricole Corporate and Investment Bank（前稱Calyon S.A.）的股東大會上控制超過三
分一之投票權；Credit Agricole Corporate and Investment Bank（前稱Calyon S.A.）
於Calyon Capital Markets International SA的股東大會上控制超過三分一之投票權；
Calyon Capital Markets International SA於Credit Agricole Securities Asia B.V.（前稱 
Calyon Capital Markets Asia B.V.）的股東大會上控制超過三分一之投票權；Credit 
Agricole Securities Asia B.V.（前稱Calyon Capital Markets Asia B.V.）於CLSA B.V.的
股東大會上控制超過三分一之投票權；CLSA B.V.於CLSA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的股東
大會上控制超過三分一之投票權，CLSA Capital Partners Limited於CLSA Private Equity 
Management Ltd.的股東大會上控制超過三分一之投票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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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被視為於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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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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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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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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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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李立先生、葉明珠女士及朱生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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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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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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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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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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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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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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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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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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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八月九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六名執行董事：錢文華、陸勇、張金華、金曉華、李鴻源及 
莫羅江；兩名非執行董事：陳焯榮及許群敏；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立、葉明珠及朱生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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