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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72）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的
中 期 業 績 公 佈

中國包裝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零七年同期的比較數字載列如下。中期業績已經
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之核數師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410,240 307,383
銷售成本 (285,634) (210,778)

毛利 124,606 96,605
其他收入 4,735 1,969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調整 11 (7,578) (28,710)
銷售費用 (11,684) (8,953)
行政費用 (12,188) (12,186)
融資成本 (2,934) (3,265)

除稅前溢利 4 94,957 45,460
所得稅支出 5 (19,282) (11,064)

期間溢利 75,675 34,396

確認為期內派發的股息 6 24,190 22,726

每股盈利 7
　－基本 人民幣0.125元 人民幣0.068元

　－攤薄 人民幣0.125元 人民幣0.0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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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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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292,508 277,845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按金 81,547 81,253
　預付租金 104,244 82,868
　作抵押銀行存款 35,701 4,678

514,000 446,644

流動資產
　存貨 33,335 29,170
　應收貿易賬款 9 258,282 179,681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3,839 3,452
　預付租金 48 48
　作抵押銀行存款 2,841 12,283
　銀行結存及現金 413,160 400,060

711,505 624,69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46,375 32,470
　應付票據 — 14,080
　預收款項、其他應付
　　賬款及應計費用 13,326 20,350
　欠董事款項 117 154
　應付稅項 13,536 9,853
　應付股息 24,190 —
　銀行貸款－一年內到期金額 107,592 88,382
　衍生金融工具 11 109,052 113,656

314,188 278,945

流動資產淨值 397,317 345,749

911,317 792,39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3,144 62,516
　儲備 777,133 718,962

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840,277 781,478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一年後到期金額 71,040 10,915

911,317 79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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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適用披

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

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平值列賬（如適用）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

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部份新詮釋（「香港（國際

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一詮釋」），有關準則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

計期間生效。

採納該等新詮釋對本集團本個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

因此，毋須就過往期間作出調整。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以下已頒佈但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列1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第1號 可沽售金融工具及清盤時產生的責任1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歸屬條件及註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類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客戶忠誠度計劃3

　委員會）－詮釋第13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興建房地產的協議1

　委員會）－詮釋第15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對沖海外業務的淨投資4

　委員會）－詮釋第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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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可能影響收購日期為首次年度申報期間於二
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業務合併會計。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將
影響母公司於附屬公司的權益變動（而不導致失去控制權）之會計處理方式，將計
入作股本交易。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納其他新或經修訂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
績及財務資料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就管理申報方式而言，本集團現由兩個分部組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a)
製造及銷售馬口鐵罐；及(b)提供馬口鐵塗黃及印刷服務。該等分部為本集團申報
其主要分部資料的基準。

本集團的營運按業務分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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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外來
　製造及銷售馬口鐵罐 376,668 276,317
　馬口鐵塗黃及印刷服務 33,572 31,066

410,240 307,383

分類業績
　製造及銷售馬口鐵罐 93,197 70,629
　馬口鐵塗黃及印刷服務 16,492 15,413

109,689 86,042

利息收入 1,474 1,969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調整 (7,578) (28,710)
未分配公司支出淨額 (5,694) (10,576)
融資成本 (2,934) (3,265)

除稅前溢利 94,957 45,460
所得稅支出 (19,282) (11,064)

期間溢利 75,675 3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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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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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5,143 7,764

以下項目的最低租賃付款：

　－土地及樓宇 524 528

　－機器及設備 1,000 1,180

撥回預付租賃付款 24 24

並經計入：

利息收入 1,474 1,969

5. 所得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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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項支出包括：

按中國現行稅率計算的所得稅

　－本期 19,282 11,064

由於本集團的收入並非產生或源自香港，故此並無為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根據中國國家主席令63號頒布中國企業所得稅法

（「新稅法」）。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中國國務院頒布新稅法實施條例。

新稅法及實施條例使中國附屬公司（位於福建省的沿海城市及經濟發展區）的優惠

稅率由二零零七年的15%改為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的18%。現有優惠稅率預計

將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二年的五年過渡期內逐步增加至適用中國企業所得稅率

25%。新稅法載列出優惠稅率於二零零八年至二零一一年的每年升幅為2%，並於

二零一二年逐步增加至標準稅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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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間在山西省營運的中國附屬公司的中國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為15%，在根據

於二零零五年開始的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豁免首兩個獲利年度後，自二零零七年

起三個獲利年度獲豁免稅率50%。該附屬公司的適用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於豁免

本地企業所得稅稅率3%後為30%，根據新稅法，寬免期後將逐漸減至標準稅率為

25%。

由於期內或於結算日並無重大暫時性差額，故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確認遞延

稅項撥備。

6. 股息

在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三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已批准派付截至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0.045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042

元），合共人民幣24,190,000元。

在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五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已批准派付截至二零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0.045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044元），

合共人民幣22,726,000元。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董事並無就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下列資料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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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的期內溢利 75,675 3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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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04,898,773 506,878,915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購股權 2,855,991 12,828,165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用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07,754,764 519,707,080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行使價高於

本公司在該等期間內的平均市價，故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無假設本公司尚未行

使的認股權證獲行使。

8.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內，本集團購置人民幣29,806,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25,273,000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平均信貸期三個月。以下為於結算日貿易應收賬款的賬齡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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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逾期 241,600 176,237

已逾期但不超過三十日 16,682 3,444

258,282 17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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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

以下為於結算日的應付貿易賬款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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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內 46,092 32,343

三個月以上但不超過六個月 204 20

六個月以上 79 107

46,375 32,470

11. 衍生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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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股權證 1,016 4,319

掉期衍生工具 108,036 109,337

109,052 113,656

認股權證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九日公佈，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與一名獨

立認購人（「認購人」）訂立認股權證契約（「契約」）。根據契約，本公司同意發行及

認購人同意認購附有權利的認股權證（「認股權證」），可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一

日起至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八日止（首尾兩日包括在內）任何時間按初步認購價每股

0.88港元（可予調整）認購最多38,000,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新普通股。

於認股權證發行日期至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八日，每股股份的初步認購價為0.88港

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82元），而其後將為0.88港元，惟可由本公司於認股權證發行

日期第一週年向下調整。經調整認購價將為相等於認股權證發行日期第一週年所

釐定股份市價的港元價格，惟無論如何將不會低於0.71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0.692

元），於發行認股權證當日後首個週年之認購價並無作出調整。

概無認股權證自發行日期起已獲行使，而認股權證已按公平值列賬。於該等尚未

行使認股權證獲全數行使後，將導致額外發行38,000,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

元的普通股。期內，公平值變動產生的收益人民幣3,303,000元（截至二零零七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公平值變動產生的虧損人民幣13,241,000元）已於簡明綜合收

益表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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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期衍生工具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集團與一間商業銀行（「銀行」）訂

立兩項五年期結構性利率掉期（「掉期」），作為其財務管理策略的一部分。於相關

掉期的生效日，本集團從銀行收取首次費用合共約78,000,000港元。掉期於結算日

之公平值由銀行提供。掉期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名義金額 首次費用 生效日期 到期日 掉期 公平值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390,000,000港元 39,000,000 二零零七年 二零一二年 本公司收取﹕首六個月： 50,856,000港元 48,830,000港元

港元 二月二十八日 二月二十八日 半年7.0%，其後：

7.0% x n/m*（附註 i）

本公司支付﹕半年9.0%

50,000,000美元 5,000,000 二零零七年 二零一二年 本公司收取﹕半年8.0% 57,180,000港元 60,507,000港元

美元 四月二十三日 四月二十三日 本公司支付﹕首六個月：

半年10.0%，其後：

10.0% p.a. - 5 ＊

（指數同比

回報  - 1.0%#）（附註 ii）

最高為每年13.0%及

下限為每年0%

附註﹕

(i) n: 計算期內港元10年固定期限掉期利率# －  港元2年固定期限掉期利率
^ ≥ 0%的營業日數目

m: 計算期的營業日總數

＃ 港元10年固定期限掉期利率指10年港元  - 國際掉期及衍生工具協會

(ISDA)- 掉期利率，該利率於計算期各日香港時間早上11時正在路透

社即時資訊螢幕(Reuters Screen) ISDAFIX5頁面上釐定。

^ 港元2年固定期限掉期利率指2年港元  -  國際掉期及衍生工具協會

(ISDA)- 掉期利率，該利率於計算期各日香港時間早上11時正在路透

社即時資訊螢幕(Reuters Screen) ISDAFIX5頁面上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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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指數*同比回報： 票息付款日前五個營業日（即相關票息付款日兩個票息付

款期間前減1）指數的收市水平。

* 指數指於彭博 (Bloomberg)頁面BDFRASI3 <Index>載列的「Deutsche Bank

Pan-Asian Forward Rate Bias Index」（「指數」）

期內，已於簡明綜合收益表內確認公平值變動虧損人民幣10,881,000元（截至二零零

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人民幣15,469,000元）。

本集團需每半年向銀行為掉期合約結算付款。期內，本集團已向銀行繳付合共人民

幣12,182,000元。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未經審核營業額約人民幣

410,200,000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307,400,000元），較去年同期

增長33.5%。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營溢利，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36%至約人民幣105,500,000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77,400,000

元）。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純利及純利率分別較去年同期增

加約120%及約64%至約人民幣75,700,000元及約18.4%。

業務回顧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包裝製品用途日趨廣泛，促進了包裝行業的市場需求不斷

劇增，每年以雙位數的複合增長率快速成長。行業的高速增長成為了集團持續

快速成長的源動力，2008年上半年，集團在積極擴展原有產品業務之外、提高

新產品銷售額、細化內部管理、有效控制成本加強銷售網絡建設之外，並展開

新一輪產能擴張，各項工作均按計劃穩步推進，業務收入得以穩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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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業發展情況：

2007年中國食品工業增長率達32%，逾人民幣3萬億元，佔國內生產總值

12.5%，預期2010年將超過人民幣4萬億元。2007年包裝行業銷售收入達

人民幣5,100億元，年增長率達21%，其中，金屬包裝業銷售收入達人民

幣463億元，同比增長18%。

隨著中國飲料市場規模持續擴大，2008年1-6月，中國軟飲料產量為

5,203.51萬噸，同比增長13.83%。預計2008年國內軟飲料產量將達6,000

萬噸以上，增長速度同比約17%，軟飲料包裝製品的總量增長速度將保持

在15%左右。傳統碳酸飲料的銷售增長已明顯趨緩，非碳酸飲料領域，天

然、低糖、健康功能型飲料的需求不斷增加，2003-2007年，三片飲料罐

銷售收入年增長率為35.8%。但無論從總量還是人均佔有量而言，國內的

飲料消費量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較大差距。隨著中國食品製造工

業、飲料製造工業的急速發展，金屬包裝品的使用價值得到進一步擴

展，市場發展空間仍然龐大。

受惠於包裝農產品深加工、小包裝方便消費食品的帶動，2007年三片食

品罐消費需求已達65億罐，年同比增長14.9%，2003-2007年普通三片食

品罐銷售收入年增長率為23%。2008年1-5月罐頭產量全國合計220萬

噸，較去年同期增加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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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分析

1、 易拉罐產品產能提升　　增加競爭優勢

隨著三片易拉罐產品銷量的快速增長，集團的產能也進入同步擴張

期。2007年，福建福旺金屬製品有限公司（「福建福旺」）兩條新增高

速自動化飲料罐生產線投產，上半年營運情況良好，使三片易拉罐

產品年生產能力提升逾50%。該生產線的使用進一步提高產品的品

質及生產技術水平，使集團與客戶合作關係更趨密切，客戶產品訂

購數量同比增幅達30%左右。2008年初，集團對產品進行了適度的

提價，使其綜合毛利率水平仍保持在行業中上水平。

2、 兩片罐新產品的不斷推出，為利潤增長增添動力

罐頭食品行業中高檔兩片罐食品需求殷切，為集團產品提供了新的

市場機遇和技術空間。福清廠房新增了一條兩片食品罐生產線，設

備及多套新罐型模具於2007年7月投產，大大豐富兩片罐產品種

類，使集團成為國內食品包裝的龍頭企業，擁有年產兩片罐超過兩

億罐的生產能力，使兩片罐業績進入快速增長期，競爭優勢和規模

經濟效應更加突出。

2008年上半年兩片罐產品銷售量、銷售收入同比增幅分別為80%、

25%，主要是受惠於新產品的不斷推出及產能的同步擴大，並在管

理方面努力節支降耗，提高產品質量及成品率，令兩片罐產品的銷

售收入以及綜合毛利水平得到提升，成為新的利潤增長動力，從而

穩步提升整體盈利能力。同時，集團也加大了市場的推廣，重點開

拓毛利率高的目標客戶群，市場穩步增長。2008年上半年，新增1

家兩片罐產品客戶，該客戶是重點農業的翹楚，其主要產品包括金

槍魚、沙丁魚等水產類食品罐頭，未來業務發展潛力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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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山西生產基地銷售業績有力提升

集團加大山西生產基地的管理，全面提升銷售及生產能力。山西展

鵬金屬製品有限公司（「山西展鵬」）銷售受惠於一條新三片易拉罐生

產線的投入，生產規模及效率的整體提升，銷售數量同比增長約

20%，新增客戶數約10家。

4、 三片食品罐

於2008年上半年，上半年三片食品罐銷量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50 %，

銷售收入同比增加18%。增幅主要是由於產品質量穩定，集團在這

些年來在行業內積累了一定的品牌和技術的競爭優勢。另外，集團

在行業內先行採用了新型環保塗料技術，搶佔了市場競爭的先機。

5、 彩印加工

集團彩印加工技術的日趨創新進步，為客戶產品提高了附加值，令

對外彩印加工業務較2007年同期保持穩定。

三、 積極籌建西南地區的新加工基地

在成都註冊設立的子公司，四川省展旺金屬製品有限公司（「四川展

旺」），於5月與四川省廣漢市國土資源局正式簽訂《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

合同》購買土地，使集團的生產基地再度大幅度擴張，目前，已聘請專業

的公司對該地塊前期地質勘探工作，現廠房的規劃設計以及向政府機構

申請審批手續等工作正在進行中，同時平整土地、圍牆的搭建工作也正

在積極籌備中。計劃建成30000平方米的具有辦公、生產、銷售、服務一

體，西南地區最具規模的現代化三片飲料罐加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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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現已從福建福旺的生產基地搬遷一條三片易拉罐生產線及其它輔助

設備至成都租賃的新生產基地，目前該設備正在積極調試技術整改中。

該生產基地客戶資源十分豐富主要原因是集團的長期客戶多位於西南地

區開設分公司，目前已與多個客戶達成合作意向。集團在西南地區的新

基地的投產大大縮短了客戶到貨時間，提高交貨效率。

四、 基礎設施提升

為配合集團整體項目實施，一方面加強對供應鏈的精細化管理，降低採

購成本，另一方面加快產品、設備工藝改進，以獲得更大的產品附加

值。2008年上半年不斷對基礎設施進行提升：

1) 對福建福旺的生產基地的廢氣環保設施進行治理；

2) 購買溶劑再生機處理系統，可將使用過的廢溶劑回收再利用，達到

循環使用，降低生產成本，節能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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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2008年下半年，集團將按照年初制定的經營計劃，穩步推進各項工作，

開闢新產品市場，豐富公司的產品線，提高風險管理能力，並積極主動

尋找行業整合機遇，發展核心業務，重點實施以下計劃:

一、 籌建西南地區的新加工基地增強核心業務的競爭能力

2008年下半年，集團將抓緊四川新加工基地生產線調試、正式投產前的

各項準備工作及人員培訓，儘快發揮新生產線的效益，為新加工基地業

務的快速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同時，開展第一期工程建設，主要包括

場地平整，制罐、彩印生產車間、倉庫、環保設施、道路等輔助工程，

2009年進行第二期工程建設，主要包括辦公樓、宿舍樓、內部裝飾工

程、水電等工程的規劃和動工及完善的整體配套工程。

新加工基地項目是集團發展史上重大的投資項目，新基地的投產，在生

產能力效率、規模，設備的工藝技術水平，產品質量上都會有大幅度的

提升，對集團長遠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二、 新一輪的收購和新建計劃

2008-09年是三片易拉罐、兩片罐產品產能的集中釋放期。為了滿足集團

長遠發展的需要，集團未雨綢繆，正在著手新一輪的收購和新建計劃。

集團在福清下曹、山西汾陽的生產基地擬新購買土地手續正在辦理中，

預計年內可完成相關的批准手續。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廣漢和福清下曹

的生產基地建成投產後，集團整體產能將顯著擴張，並進一步增強集團

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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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快產品、設備工藝改進，以獲得更大的產品附加值

1) 環保設施投入

為適應彩印加工及新業務的開展，福清廠區於年內6月聘請專業技

術公司對福建福旺的生產基地的廢氣環保設施進行治理改建，新環

保系統採用了HT型高效脫硫創新技術，與傳統技術相比，該系統既

簡化了工藝，優化了性能，降低了運行費用，並營造了整潔的工作

生活環境。

2) 設備改造技術提升

為配合福建福旺不斷擴展的業務空間和客戶群體多樣化的需求，集

團對彩印加工生產線、底蓋生產線、剪鐵機、封口機等進行設備改

造技術提升，以保證設備的精度、性能，產品質量的穩定可靠，提

高設備利用率。

集團管理層相信以上各項發展計劃以及業務狀況的穩步開展，2008

年業績一定能夠保持良好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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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的業務以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及由其往來銀行提供的銀行

信貸應付。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413,200,000

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00,100,000元），而借款總額則約為人

民幣178,600,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9,300,000元）。其

中，人民幣29,000,000元為按年利率5.85厘至7.29厘計息的定息債項。餘下人

民幣149,600,000元銀行貸款須按每年高於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利率2厘至3.5厘的

浮動利率（二零零七年：高於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利率2厘至2.75厘）及每年高於

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利率1.75厘（二零零七年：高於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利率1.75

厘）計息。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107,600,000元須於一年內分期償

還，而餘下人民幣71,000,000元則須於一年以上分期償還。所有上述銀行貸款

均由本公司的公司擔保、已抵押銀行存款或本公司一名董事提供的抵押銀行存

款作擔保。

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的比率）約為2.3（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2.2），而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計息借款總額對資產總值的比率）則

約為14.6%（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3%）。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交易均以港元及為人民幣交收，故本集團就外匯波動承擔的

風險甚低，因此認為毋須利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由於本公司購股權持有人行使購股

權，已發行合共7,000,000股普通股。

因此，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本總數為608,791,081股普通股。

資產抵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向其銀行抵押銀行存款約人民幣38,500,000

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7,000,000元），以取得銀行融資，貸

款限額為銀行存款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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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二零零七

年：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七年：無）。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已訂約但未於財務報表撥備的購置物

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開支約為人民幣58,000,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66,000,000元）。

分類資料

本集團的分類資料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

重大收購／出售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及出售任何附屬公

司及聯營公司（二零零七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聘有468名（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50名）僱員，主要位於中國及香港。本集團按行業慣例及個別僱員表現制訂其

酬金政策。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

酬金）約為人民幣6,500,000元（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人民幣5,100,000元）。

本集團設立購股權計劃，藉以鼓勵及獎勵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作出之貢獻。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合共授出29,500,000份購股權。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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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二零零七年：無）。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標準守則作為其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操守準則（「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

董事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所需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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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質素之企業管治水平，本公司確信高質素之企業管治水平提

供一個架構及穩固的基礎，以提升對股東的高水平問責性、透明度及責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

錄14內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惟：(i)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並無劃

分，此兩職位均由楊宗旺先生擔任；及(ii)獨立非執行董事非按指定任期委任。

偏離有關守則條文的理由已於本公司二零零七年年報內載述。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成立薪酬委員會，並列明職權範圍。薪酬

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湯慶華先生、庄海峰先生及吳偉文先生組成，負

責定期審閱及評估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政策，並不時向董事會提供推薦意

見。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湯慶華先生、庄海峰先生及吳偉文先生組

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審

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等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的書面權責範圍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修訂，確保符合企管

守則。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宗旺（主席兼行政總裁） 湯慶華

薛德發 庄海峰

謝希 吳偉文

劉志強

承董事會命

中國包裝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楊宗旺

香港特區，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