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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BOARD LAMINATES HOLDINGS LIMITED
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88）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6,432.3 6,311.2 +2%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溢利 1,111.3 1,084.4 +2%

除稅前溢利 689.8 655.7 +5%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純利 591.1 569.7 +4%

每股盈利 19.7港仙 19.0港仙 +4%

每股中期股息 6.0港仙 5.0港仙 +20%

派息比率 30% 26%

每股資產淨值 4.35港元 4.05港元 +7%

淨負債比率 22% 30%

主席
張國華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此公佈並不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法定公佈。
有關本公司業績公佈之全文，請參閱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
站www.hkexnews.hk或本公司之網站www.kblaminates.com。

KINGBOARD CHEMICAL HOLDINGS LIMITED
建 滔 化 工 集 團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8）

中期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營業額 17,558.0 17,080.9 +3%

未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前盈利 * 2,644.9 2,641.3 –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純利
－基本純利 * 944.5 958.9 -2%

－賬面純利 1,409.3 933.3 +51%

每股基本盈利
－以基本純利計算 * 0.921港元 0.935港元 -2%

－以賬面純利計算 1.374港元 0.910港元 +51%

每股中期股息 20.0港仙 10.0港仙 +100%

每股特別股息 – 20.0港仙 -100%

每股資產淨值 34.1港元 30.7港元 +11%

淨負債比率 43% 50%

* 不包括：

(1)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收益四億七千一百七十萬港元，已扣除遞
延稅項（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沒有）。

(2) 以股份形式付款六百九十萬港元（扣除非控股股東應佔份額）（二零
一三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二千五百六十萬港元）。

主席
張國榮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此公佈並不構成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法定公佈。
有關本公司業績公佈之全文，請參閱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
站 www.hkexnews.hk或本公司之網站 www.kingbo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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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新學年即將開始，在
許多幼稚園或小學門前，總會出現一幕幕「難捨難離」
的場面。年幼的子女不願上學，父母大多只會認為他們
是膽小或害羞，卻忽略他們面對的開學壓力。有醫生
指，年齡小不等於焦慮少，兒童也有機會患上不同的焦
慮症，若不及時發現及接受治療，或會影響身心發展。
兒童於正常發展中，會出現不同的焦慮，例如怕離
開父母、怕行雷閃電及怕黑等，但大多會隨年齡增長
而減少。然而，面對新學年，任何年齡的學生，也有
不同的開學壓力。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兒童及青
少年精神科副顧問醫生李明沖表示，幼稚園生多害怕
陌生環境及離開父母、小學生則害怕功課抄寫繁重，

而中學生則害怕被排擠或欺凌。

現焦慮正常 嚴重應求醫
李明沖指，兒童於成長期出現焦慮乃屬正常，父母

應多留意子女的情緒，了解他們擔憂所在，鼓勵他們
嘗試面對。「若子女的焦慮持續，甚至加劇，又出現
情緒低落、失眠、食慾下降及生理徵狀如頭痛、腹
痛，就應該向醫生求助。」
鄧小姐的女兒即將升讀小六，她曾於就讀幼稚園時

抗拒上學，更出現嘔吐及腹痛的情況，但醫生卻說她健
康良好，令鄧小姐百思不得其解。鄧小姐指，女兒上學
前會嘔吐，又怎樣也不肯踏校門，「我唯有為她準備多

套校服，讓她知道即使嘔吐後也要上學，這個情況約維
持了一個星期。」鄧小姐續指，「當時女兒只是就讀幼
稚園，突然有一天她問我如果天花板的燈掉下來，她會
不會死。那時我非常害怕，便決定和她去看醫生。」
結果發現，鄧小姐的女兒患上焦慮症並有讀寫障

礙，所以非常抗拒上學。幸好鄧小姐及時發現女兒情緒
及行為上的特徵，經過醫生的診治，與她進行認知行為
治療後，其焦慮症狀開始減退。鄧小姐稱：「她現時懂
得向我表達她的情緒，例如會向我說她的心口好像有石
頭，讓我懂得與她透過傾談紓緩她的壓力。」
李明沖表示，兒童最早於4歲至5歲便會出現焦
慮，他們通常會出現搣手指、肚瀉或嘔吐的特徵。他
又指，父母若發現子女有過分焦慮的情緒，應及早求
醫，避免子女造成失眠、抑鬱或社交問題。而父母之
間亦應互相支持，大家分工合作，以及用共同一套方
式去管教子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開學在即，
一批離開家鄉來港入學的中文大學內地尖
子，上周起參加為期約兩星期的迎新營，認
識在中大的大學生活。有一直憧憬來港升學
的內地生指，來到陌生的城市生活與學習，
需時適應，但相信只要積極學習廣東話、主
動交朋友，將可克服語言障礙，並衝破兩地
文化隔閡。

學兄學姐照顧助消除思鄉
中大今年通過全國統一招生計劃，在內地

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共錄取了306名內地
高考生。其中，來自內蒙古的楊玉婷獲中大
頒發全額獎學金，入讀社會科學院。首次離
開家鄉的她於父母陪同下來到中大報到，要
在香港這陌生的城市生活，對她而言是一大
挑戰，而在父母離港返回內蒙古那天，她更
禁不住落淚，「很不捨得，也非常想家。」
幸而，在迎新營中與同學相處融洽，並得到
學兄學姐照顧，助玉婷消除思鄉的愁緒。
玉婷坦言，父親因擔心適應問題曾一度反

對她來港升學，但她熱愛中大自由的學術氛
圍，最終成功說服父親。本身是回族的她又
笑言，曾擔心香港的食物不合口味，但得悉
中大新設一所清真餐廳，親身嘗試後發覺味
道不俗，「能做成這樣已經是很不錯了，味
道超出我的預期呢！」
至於來自湖南的李瑞誠是商學院新生，他

一直嚮往在中大的校園生活，通過上周迎生
營的不同「破冰」活動讓他嘗試融入同學的

圈子，「這些遊戲讓我放開自己，是個新開始。」

報讀粵語課「走出去」交友
談及因兩地文化差異所衍生的適應問題，來自雲南

省的李杭蔚指並不擔心。已在中大報讀粵語課的她相
信，只要積極學習粵語與主動「走出去」交朋友，便
可衝破當中的隔閡。她說：「第一年會遇到很多新事
物，這個過程可以培養出我們的獨立自主。」
即將在中大開展4年大學生活，3人均非常期待可度

過充實且愉快的校園生活。李瑞誠已計劃加入普通話
學會認識更多不同專業的同學，又會加入校內義工團
隊，服務社會有需要的人士，貢獻一己之力。

■■左起左起：：楊玉婷楊玉婷、、李瑞誠和李杭蔚是中大新生李瑞誠和李杭蔚是中大新生，，來來
自內地的三人指期待在中大度過充實且愉快的校園自內地的三人指期待在中大度過充實且愉快的校園
生活生活。。 鄭伊莎鄭伊莎攝攝

拒返學怕到嘔 幼園生患焦慮症

四成貧童趴床做功課
住蝸居八成無書桌 團體促納公屋輪候冊優先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袁楚雙) 社區組織協會

完成「劏房貧窮兒童住屋狀況」調查，昨日發

表報告指出，全港超過100萬名兒童當中，有

四分之一的兒童生活水平處於貧窮線以下，家

庭月入中位數約為8,000元，受訪者大多租住

在劏房、板間房、天台屋等，居住面積狹窄，

逾八成兒童指沒有自己的書桌做功課。社區組

織幹事施麗珊表示，兒童學習與成長需要適當

的環境，惟劏房居住環境惡劣，影響兒童學習

的效能及其社交生活，促請政府將兒童納入公

屋輪候冊裡的優先安置組別。

調查共訪問了125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有八
成受訪兒童為新來港人士，家庭月入中位數

8,421元，平均住所面積約100平方呎，但租金支出每
月平均3,000多元。四成受訪兒童指平日要在床上做
功課，否則便會留在學校、社區中心等地方學習；八
成半人表示沒有自己的書桌，家中也欠缺一個比較不
受騷擾的地方讀書。超過七成人表示頗不喜歡或非常
不喜歡現時的居所。

姊弟碌架床吃飯做功課玩耍
12歲的梁欣茵一家四口以月租1,500元住在深水埗一

間40呎的劏房，她與6歲弟弟暑假後分別升讀中一及小
一，但2007年來港至今無論吃飯、做功課、玩耍仍在
一張碌架床的上層進行。她透露，學校放學後不容許同
學留校太久，要學生馬上回家，只好回家到床上學習，
「有時隔離屋細路仔喊會嘈住我做功課。」有感到家中
非常擠迫，也很羨慕其他同學有自己的書枱。

趴床寫字歪斜會被老師鬧
升中一的佩儀同樣面對「趴床做功課」的問題，她

表示，「做功課同阿妹同一張枱，阿媽炒餸又係同一
張枱。」但由於家中只有約90呎，容得下枱便連坐的
空間都沒有，有時只好「趴」在床上做功課。她憶
述，小六時有部分專題研習要與其他同學合作，有同

學提議到她家做專題，惟家裡空間實在太少，只好拒
絕，卻被同學誤會她「小器」。「而且有時趴喺度寫
字，會寫到歪歪斜斜，老師睇到又會鬧。」加上住所
要與其他閒雜人等合夥租住，不時受到陌生人騷擾，
她直言不喜歡現時的居所。
社區組織幹事施麗珊指，兒童學習需要一個寧靜

的環境，劏房戶共用廚廁等設施環境較惡劣，會降
低兒童的學習效能，亦會影響他們的社交。協會建
議政府推出中短期措施，例如推行家居改善計劃協
助貧窮兒童添置書枱、開放學校課室供貧窮學生回
校做功課及延長圖書館自修室開放時間等，長遠而
言促請政府放寬公屋申請資格，容許有兒童的家庭
優先獲分公屋。

■■1212歲的梁欣茵一家四口以月租歲的梁欣茵一家四口以月租11,,500500元住在元住在
深水埗一間深水埗一間4040呎的劏房呎的劏房。。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施麗珊促請政府將兒童納
入公屋輪候冊裡的優先安置
組別。 劉國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