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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中期業績中期業績中期業績 

 
Burwill Holdings Limited（寶威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謹此提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如下： 
 
簡明簡明簡明簡明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表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2 2,218,441  2,976,205 
銷售成本  (2,201,215)  (2,934,392) 
     
毛利  17,226  41,813 
     
其它收入及(虧損)/收益淨額 3 3,039  (22,634) 
銷售及分銷費用  (27,601)  (29,718) 
一般及行政費用  (25,956)  (26,611) 
購股權支出  (5,137)  - 
     
經營虧損 4 (38,429)  (37,150) 
融資成本 5 (10,865)  (17,014) 
所佔聯營公司(虧損)/盈利  (8,426)  5,349 
     
除所得稅前虧損  (57,720)  (48,815) 
     
所得稅貸項 6 2,572  943 
     
期內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55,148)  (47,872) 
     
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盈利  14,588  17,414 
     
期內虧損  (40,560)  (30,458) 

     
(虧損)/盈利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3,658)  (34,424) 
非控股權益  3,098  3,966 

     
  (40,560)  (3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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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損益表簡明綜合損益表（續）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虧損)/盈利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來自：    

持續經營業務  (53,152) (46,292) 
已終止經營業務  9,494 11,868 
    

  (43,658) (34,424)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

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7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港仙)  (1.14) (1.0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港仙)  0.20 0.26 
    
  (0.94) (0.75)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港仙)  (1.14) (1.0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港仙)  0.20 0.26 
    
  (0.94)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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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期內虧損 (40,560) (30,458) 
   
其它全面收入：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公平值變更 (19,505) - 
貨幣匯兌差額 (1,854) (29,724) 

   
期內其它全面支出，扣除稅項 (21,359) (29,724)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61,919) (60,182) 

   
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64,990) (55,408) 
非控股權益 3,071 (4,774)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 (61,919) (60,182) 

   
全面支出總額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來自：   
持續經營業務 (74,614) (54,656) 
已終止經營業務 9,624 (752) 
   

 (64,990) (5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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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8,853  9,018 
物業、機器及設備  213,625  216,587 
聯營公司投資  55,826  64,254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7,850  - 
會籍債券  1,473  1,473 
預付款及其它應收款  38,565  39,158 
遞延所得稅資產  56,611  54,351 
     
總非流動資產  392,803  384,841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55,603  43,032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  1,638  1,455 
應收票據及應收帳項 8 1,013,403  1,357,569 
按金、預付款及其它應收款  188,743  157,662 
聯營公司欠款  37,621  33,784 
關連公司欠款  1,751  1,751 
可收回所得稅  87  87 
現金及銀行結餘  152,797  128,992 

     
  1,451,643  1,724,332 
     
分類為待售集團資產 9 1,113,819  1,113,973 
     
總流動資產  2,565,462  2,838,305 

     
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總資產  2,958,265  3,22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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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0 477,621  458,671 
其它儲備  1,008,424  983,580 
累計虧損  (246,417)  (202,759) 
     
  1,239,628  1,239,492 
非控股權益  242,527  243,292 
     
總權益  1,482,155  1,482,784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貸款  56,807  56,807 
遞延所得稅負債  -  5 
土地復原及環境成本撥備  4,279  4,279 

     
總非流動負債  61,086  61,091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貸款  463,693  576,885 
欠關連公司款項  23,315  23,315 
應付票據及應付帳項 11 295,382  429,111 
其它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203,745  212,870 
應付所得稅  147  214 
     

  986,282  1,242,395 
     
分類為待售集團負債 9 428,742  436,876 

     
總流動負債  1,415,024  1,679,271 

     
總負債  1,476,110  1,740,362 

     
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總權益及負債  2,958,265  3,223,146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1,150,438  1,159,0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43,241  1,54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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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本公司權益本公司權益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持有人應佔持有人應佔持有人應佔 

非控股權非控股權非控股權非控股權益益益益 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其它儲備其它儲備其它儲備其它儲備 累計虧損累計虧損累計虧損累計虧損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結餘  458,671 983,580 (202,759) 243,292 1,482,784 

       
期內總全面支出  - (21,332) (43,658) 3,071 (61,919) 
       
發行股份  18,950 41,350 - - 60,300 
股份發行支出  - (311) - - (311) 
員工購股權計劃：       

- 員工服務價值  - 5,137 - - 5,137 
股息  - - - (3,836) (3,836) 
       
權益持有人交易總額  18,950 46,176 - (3,836) 61,290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結餘  477,621 1,008,424 (246,417) 242,527 1,482,155 

 
 
  未經審核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股本 其它儲備 保留盈利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結餘  458,671 985,351 76,369 321,816 1,842,207 

       
期內總全面支出  - (20,984) (34,424) (4,774) (60,182) 
       
股息  - - - (64) (64)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結餘  458,671 964,367 41,945 316,978 1,78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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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截截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活動產生的淨現金  167,443  81,750 
投資活動所用的淨現金  (79,440)  (6,380) 
融資活動所用的淨現金  (64,642)  (87,42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23,361  (12,056)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2,440  142,331 
匯率變動之影響  (548)  (697)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5,253  129,57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銀行及庫存現金  165,561  129,578 
短期銀行存款  -  20,321 
     
  165,561  149,899 
減： 抵押銀行結餘   (308)  (20,321) 
     
  165,253  129,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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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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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跟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財務報表一

同閱覽。 
 
編製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一致，除卻本集團已採納新準則和詮釋，此等新準則和詮釋於截

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必須遵從。採納該等新準則和詮釋對本財務報表

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納任何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但未生效的新準則和詮釋。 

 
(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 

 
本六個月期內確認之營業額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   
銷貨 2,218,441 2,976,205 
   
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   
租金收入 27,120 28,083 
服務收入 11,781 11,295 
   
 38,901 39,378 
   
 2,257,342 3,015,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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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續） 
 

分部業績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 

集團集團集團集團 
  

鋼鐵貿易鋼鐵貿易鋼鐵貿易鋼鐵貿易 鋼鐵加工鋼鐵加工鋼鐵加工鋼鐵加工 礦產資源礦產資源礦產資源礦產資源 未分配未分配未分配未分配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分部銷售總額分部銷售總額分部銷售總額分部銷售總額 2,144,833 73,608 - - 2,218,441 
分部間銷售分部間銷售分部間銷售分部間銷售 - - - - - 
      
銷售予外部客戶銷售予外部客戶銷售予外部客戶銷售予外部客戶 2,144,833 73,608 - - 2,218,441 

      
未計下述項目的經營虧損未計下述項目的經營虧損未計下述項目的經營虧損未計下述項目的經營虧損 (16,169) (1,285) (3,574) (13,929) (34,957)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之公平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之公平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之公平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之公平
值收益值收益值收益值收益 1,190 157 - 318 1,665 

購股權支出購股權支出購股權支出購股權支出 - - - (5,137) (5,137) 
      
經營虧損經營虧損經營虧損經營虧損 (14,979) (1,128) (3,574) (18,748) (38,429)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10,273) (345) - (247) (10,865) 
所佔聯營公司虧損所佔聯營公司虧損所佔聯營公司虧損所佔聯營公司虧損 - - - (8,426) (8,426) 
      
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 (25,252) (1,473) (3,574) (27,421) (57,720) 

      
所得稅貸項所得稅貸項所得稅貸項所得稅貸項     2,572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55,148) 
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盈利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盈利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盈利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盈利     14,588 
      
期內虧損期內虧損期內虧損期內虧損     (40,560)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集團 
  

鋼鐵貿易 鋼鐵加工 礦產資源 未分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銷售總額 2,874,776 101,429 - - 2,976,205 
分部間銷售 - - - - - 
      
銷售予外部客戶 2,874,776 101,429 - - 2,976,205 

      
未計下述項目的經營盈利/(虧損) 10,870 (1,736) (6,784) (12,989) (10,639) 
衍生金融工具公平值虧損 - - - (28,991) (28,991)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之公平
值收益 2,057 106 - 317 2,480 

      
經營盈利/(虧損) 12,927 (1,630) (6,784) (41,663) (37,150) 
融資成本 (13,119) (521) (3,146) (228) (17,014) 
所佔聯營公司盈利 - - - 5,349 5,349 
      
分部業績 (192) (2,151) (9,930) (36,542) (48,815) 

      
所得稅貸項     943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47,872) 
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盈利     17,414 
      
期內虧損     (3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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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分部資料（續） 

 
營業額按顧客地區統計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港幣港幣港幣千元千元千元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持續經營業務    
亞洲 (不包括中國及香港) 653,084  1,166,925 
歐洲 525,280  410,019 
中國 336,733  428,009 
香港 291,356  703,979 
其它 411,988  267,273 
    
 2,218,441  2,976,205 
    
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已終止經營業務    
中國 38,901  39,378 
    
 2,257,342  3,015,583 

    
 

(3) 其它收入其它收入其它收入其它收入及及及及(虧損虧損虧損虧損)/收益淨額收益淨額收益淨額收益淨額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公平值收益/(虧損)：   

-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帳的財務資產 1,665 2,480 
- 衍生金融工具 - (28,991) 

利息收入：   
- 銀行存款 44 229 
- 其它應收款 84 228 
- 聯營公司欠款 129 123 

股息收入 5 108 
出售會籍債券之收益 - 650 
其它 1,112 2,539 

   
 3,039 (2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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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虧損經營虧損經營虧損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2,974 3,359 
預付營運租賃款項攤銷 166 166 
無形資產攤銷 - 3,543 
營運租賃租金 1,052 947 
其它應收款撇銷 2,745 - 
匯兌淨虧損 134 1,435 

 
(5)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年五年五年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利息：   

- 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貸款 10,857 16,912 
- 其它貸款 - 82 
- 融資租賃負債 8 20 

   
 10,865 17,014 

 
(6)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貸項貸項貸項貸項 

 
本公司可免繳百慕達稅項直至二零三五年。於英屬處女群島成立之附屬公司可免繳英屬處

女群島所得稅。香港利得稅按本六個月期間預計產生或源自香港的應課稅盈利之 16.5%（二

零一四年：16.5%）撥備。本集團於中國之附屬公司須繳交中國企業所得稅，按中國稅法

確定應課稅所得之 25%（二零一四年：25%）計算。其它海外盈利之稅項已根據估計六個

月期間應課稅盈利按本集團經營業務國家之現行稅率計算。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重列) 

本期間稅項：    
- 中國稅項 252  281 

    
以前年度調整：    

- 中國稅項 71  47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轉回 (2,895)  (1,271) 
    

所得稅貸項 (2,572)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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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虧損虧損虧損虧損)/盈利盈利盈利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盈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的加權平均數目計算。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經重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港幣千元) (53,152) (46,29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盈利

(港幣千元) 9,494 11,86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港幣千元) (43,658) (34,424) 

    
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千計) 4,643,182 4,586,712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14) (1.0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0.20 0.26 
   
 (0.94) (0.75)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對每股基本虧損存有反攤薄作

用。 
 

 

(8) 應收票據及應收帳項應收票據及應收帳項應收票據及應收帳項應收票據及應收帳項 
 
本集團普遍就銷貨收入給予其客戶三十日至一百八十日之信用期。 

 
應收票據及應收帳項帳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一五年一五年一五年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 865,985 1,234,957 
超過三個月而不超過六個月 74,299 121,399 
超過六個月而不超過十二個月 72,009 1,175 
超過十二個月 1,110 38 
    
 1,013,403  1,35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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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類為待售集團資產及負債分類為待售集團資產及負債分類為待售集團資產及負債分類為待售集團資產及負債 
 

(a) 分類為待售集團資產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994 994 
物業、機器及設備 13,246 13,214 
投資物業 1,064,988 1,064,988 
聯營公司投資 3,009 3,986 
按金、預付款及其它應收款 9,403 11,131 
現金及銀行結餘 12,764 16,161 
其它資產 9,415 3,499 
   
 1,113,819 1,113,973 

 
(b) 分類為待售集團負債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貸款 172,950 182,950 
其它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37,188 35,647 
遞延所得稅負債 215,580 214,108 
其它負債 3,024 4,171 
   
 428,742 43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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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類為待售集團資產及負債分類為待售集團資產及負債分類為待售集團資產及負債分類為待售集團資產及負債（續） 
 

(c) 於全面收入中，已確認及歸類為待售集團之累計收入及支出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換算調整 61,026 60,898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待售集團經重新計算，分析結果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40,682 41,575 
費用 (20,523) (18,352) 
   
除所得稅前已終止經營業務之盈利 20,159 23,223 
所得稅支出 (5,571) (5,809) 
   
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盈利 14,588 17,414 

   
期內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盈利歸屬於：   

-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494 11,868 
- 非控股權益 5,094 5,546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盈利 14,588 17,414 

 
(d) 現金流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9,048 (16,419)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1,391 3,239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13,836) (9,613) 
   
總現金流量 (3,397) (2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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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面值面值面值面值 
 (千計千計千計千計)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法定股本  
每股港幣 0.1 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6,800,000  68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港幣 0.1 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4,586,712 458,671 
發行股份(附註) 189,500 18,95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4,776,212 477,621 

 
附註: 根據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之股份認購協議（經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四日補充協議修

訂），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六日，按每股港幣 0.325 元的價格配發及發行

138,000,000 股本公司新普通股，並且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八日獲本公司

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已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按每股港幣 0.3
元的價格配發及發行 51,500,000 股本公司新普通股。 

 
(11) 應付票據及應付帳項應付票據及應付帳項應付票據及應付帳項應付票據及應付帳項 
 

應付票據及應付帳項帳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三個月內 274,494  409,877 
超過三個月而不超過六個月 204  54 
超過六個月而不超過十二個月 1,010  974 
超過十二個月 19,674  18,206 
    
 295,382  42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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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聯方交易關聯方交易關聯方交易關聯方交易 
 

期內與關聯方進行以下交易：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收聯營公司租金收入 2,362 2,390 
已收聯營公司服務收入 363  349 
已收聯營公司利息收入 129  123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11,388  12,148 

 
(13) 比較數字比較數字比較數字比較數字 
 

若干比較數字經重列以呈現本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局不擬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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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本集團營業額較去年同期下降 25.46%，至約港幣 22.18 億元；毛利

較去年同期下降 58.8%，至約港幣 1,700 萬元；股東應佔虧損約港幣 4,366 萬元。  
 
鋼鐵貿易鋼鐵貿易鋼鐵貿易鋼鐵貿易 
 
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全球經濟疲弱，國內經濟放緩，鋼材需求低迷，產能供大於求，鋼

鐵價格延續去年以來的跌勢繼續下行。雖然期間曾出現短暫的小幅反彈，但不久價格很

快再度回落，一直延續至年中。從年初的高位至年中的低位，大部份鋼材品種的價格下

跌近 30%。  
 
進口鐵礦石方面，同樣受海外各大礦山持續增加供應及市場需求疲弱的影響，上半年鐵

礦石價格依然持續下跌，62%普氏指數曾從最高的每噸 71.75 美元一直下跌至每噸 47.75
美元，跌幅更大於鋼材，達 35%之多。 
 
出口鋼材方面，年初中國政府取消部份鋼材的出口退稅，但國內出口價格仍具有優勢。 
據海關總署資料顯示，二零一五年一至五月，我國累計出口鋼材 4,352 萬噸，同比增長

28.2%。 
 
本集團鋼鐵貿易在上述嚴峻的環境下，交易數量保持了跟去年同期的相約水平。期間我

們適時依據市場發展趨勢，不斷調整業務經營方向，謹慎選擇經營一些具效益及需求較

殷切的鋼鐵品種，致力維護和拓展具持續發展的市場。同時，繼續為長期合作的供應工

廠及客戶提供融資安排，以增值服務取得更緊密的合作關系，提高效益。惟回顧期內有

個別合同分別因進口國家改變進口政策以及供應商貨物品質問題導致了虧損，現階段正

向有關方追討損失。 
 
下半年，我們相信中國鋼鐵產量仍供過於求，實體經濟疲弱態勢較難扭轉，國內鋼材價

格仍將低位運行。但即使市場存在種種不利因素，國內出口價格仍然較其他主要鋼材供

應國具有競爭力。如土耳其是中國以外另一螺紋鋼主要供應國，上半年到亞洲區的到岸

價，平均比國內同類產品高出 20%之多；烏克蘭的螺紋鋼，是中東國家和地區的傳統供

應方，具區域優勢，但其到中東的到岸價，上半年大部分時間也較國內的同類產品價格

高出 10%之多。另外，有不少海外國家為刺激經濟，推出多項基建項目，市場對建築類

鋼材仍需求殷切，如新加坡、香港對螺紋鋼的需求將持續至 2020 年，因此我們對中國

鋼材出口業務始終保持審慎樂觀態度，同時我們深信，儘管國內經濟持續放緩影響鋼鐵

價格屢創新低，但本集團專業團隊依托海外各主要市場的網路，加上具快速的應變能力

和敏銳的市場判斷，通過配合國家「一帶一路」政策，把內地過剩以及具競爭優勢的相

關類鋼材產品推銷至海外合適的市場，可以努力取得回報，爭取好的經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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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回顧與展望（續） 
 
鋼鐵加工鋼鐵加工鋼鐵加工鋼鐵加工 
 
回顧期內，受困於國際經濟持續低迷及大宗商品價格的不斷下降，本集團在廣東省東莞

的鋼鐵加工業務數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約 19%，但平均售價毛利上升，令上半年實際虧

損比去年同期收窄，減少近港幣 70 萬元，惟仍錄得虧損約港幣 150 萬元。 
 
預計下半年工作仍將相對艱難。但隨著傳統加工生產旺季的來臨，本集團仍將嚴控成

本，積極爭取訂單，保持噸鋼加工毛利率，以力爭進一步減少虧損。 
 
 

商業地產投資和承租經營商業地產投資和承租經營商業地產投資和承租經營商業地產投資和承租經營 
 
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召開股東大會，通過有關出售本集團擁有的大型購物

中心—揚州時代廣場予聯營公司新港資產有限公司的決議。該項交易目前仍在進行中。 
於回顧期內，揚州時代廣場租金收益超出預期，經營狀態令人滿意。 
 
哈薩克斯坦鉀鹽哈薩克斯坦鉀鹽哈薩克斯坦鉀鹽哈薩克斯坦鉀鹽 
 
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及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八日，本集團宣佈出資

約港幣 2.318億元，透過認購及收購入股澳大利亞證交所（ASX）上市的Kazakhstan Potash 
Corporation Limited（哈鉀）約逾 20%股權，從而投資成為哈鉀第一大股東。 
 
哈鉀是一家專業鉀鹽礦業公司，主要從事勘探和開發位於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鉀鹽礦，

以最終生產農用氯化鉀、硫酸鉀和硫酸鉀鎂複合肥。哈鉀現已擁有哈薩克斯坦西部兩大

高品味鉀鹽礦日良礦（Zhilyanskoe）和切爾卡礦（Chelkar）95%權益。 
 
鉀鹽是生產鉀肥的天然原材料，是糧食的糧食。中國是農業大國，鉀資源十分貧乏，50%
以上的鉀肥依賴進口，故而鉀資源是關係到中國糧食安全的國家戰略資源。 
 
隨著國家「一帶一路」政策的出臺，預計上述投資入股完成後，本集團將積極尋找可結

成戰略合作的大型國有企業夥伴，在互惠互利，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前提下，以推動

相關項目的穩健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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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流動性及財務資源資產流動性及財務資源資產流動性及財務資源資產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本集團之權益總額並無重大變動。於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的負債比率及流動比率分別為 0.36（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45）
及 1.81（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9）。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總貸款減至約港幣 6.93 億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港幣 8.17 億元），已與貸款人協議之還款期如下：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一年內 413 
一至二年內 34 
二至五年內 152 
超過五年 94 
  
 693 

 
外匯兌換風險外匯兌換風險外匯兌換風險外匯兌換風險 
 
本集團之收入、支出、資產及負債均主要為美元、歐元、人民幣及港元。本集團認為其

外匯風險不大，除卻歐元。為減低外匯風險，於有需要時，會利用遠期外匯合同，尤其

是歐元。 
 
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或然負債 
 
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本集團之或然負債並無重大變動。 
 
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資本承擔 1,400 萬澳元，以認購 Kazakhstan Potash 
Corporation Limited 普通股股份。 
 
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資產抵押 
 
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本集團之資產抵押並無重大變動，除卻應收票據及應

收帳項。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若干應收票據及應收帳項約港幣 96,889,000 元（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285,979,000 元）已予抵押。 
 
僱員僱員僱員僱員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僱用 433 名員工。僱員薪酬一般乃參考市場條件及

根據個別表現制定及檢討。本集團並為僱員提供其它福利，包括年終雙糧、需供款之公

積金及醫療保險。此外，本集團亦根據公司經營業績按員工個別表現而授出購股權及發

放花紅，並會視乎需要為僱員提供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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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一年六月八日獲本公司採納之購股權計

劃（「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仍有效而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股份數目為 224,900,000 股。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購股權計劃項下之購股權股份變動如下： 
 

 授出日期授出日期授出日期授出日期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 
行使價行使價行使價行使價 

 購股權股份數目購股權股份數目購股權股份數目購股權股份數目 
 

行使期行使期行使期行使期 01/01/2015
結存結存結存結存 期期期期內授出內授出內授出內授出 

期內行使期內行使期內行使期內行使 
(附註 1) 期內註銷期內註銷期內註銷期內註銷 期內失效期內失效期內失效期內失效 

30/06/2015 
結餘結餘結餘結餘 由由由由 至至至至 

  港幣         
(i)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陳城 
 

07/11/2014 0.3 01/12/2014 
01/12/2015 

30/11/2016 
30/11/2016 

2,250,000 
2,250,000 

- 
- 

- 
- 

- 
- 

- 
- 

2,250,000 
2,250,000 

           
薛海東 07/11/2014 0.3 01/12/2014 

01/12/2015 
30/11/2016 
30/11/2016 

11,000,000 
11,000,000 

- 
- 

(1,000,000) 
- 

- 
- 

- 
- 

10,000,000 
11,000,000 

           
劉婷(附註 2) 07/11/2014 0.3 01/12/2014 

01/12/2015 
30/11/2016 
30/11/2016 

2,250,000 
2,250,000 

- 
- 

- 
- 

- 
- 

- 
- 

2,250,000 
2,250,000 

           
董佩珊(附註 2) 07/11/2014 0.3 01/12/2014 

01/12/2015 
30/11/2016 
30/11/2016 

11,000,000 
11,000,000 

- 
- 

(3,000,000) 
- 

- 
- 

- 
- 

8,000,000 
11,000,000 

           
郭偉霖 07/11/2014 0.3 01/12/2014 

01/12/2015 
30/11/2016 
30/11/2016 

11,000,000 
11,000,000 

- 
- 

- 
- 

- 
- 

- 
- 

11,000,000 
11,000,000 

           
岑啟文 07/11/2014 0.3 01/12/2014 

01/12/2015 
30/11/2016 
30/11/2016 

11,000,000 
11,000,000 

- 
- 

(1,000,000) 
- 

- 
- 

- 
- 

10,000,000 
11,000,000 

           
崔書明 07/11/2014 0.3 01/12/2014 

01/12/2015 
30/11/2016 
30/11/2016 

2,250,000 
2,250,000 

- 
- 

(2,250,000) 
- 

- 
- 

- 
- 

- 
2,250,000 

           
黃勝藍 07/11/2014 0.3 01/12/2014 

01/12/2015 
30/11/2016 
30/11/2016 

2,250,000 
2,250,000 

- 
- 

(2,250,000) 
- 

- 
- 

- 
- 

- 
2,250,000 

           
陳明輝 07/11/2014 0.3 01/12/2014 

01/12/2015 
30/11/2016 
30/11/2016 

2,250,000 
2,250,000 

- 
- 

(1,250,000) 
- 

- 
- 

- 
- 

1,000,000 
2,250,000 

           
蔣斌(附註 2) 07/11/2014 0.3 01/12/2014 

01/12/2015 
30/11/2016 
30/11/2016 

2,250,000 
2,250,000 

- 
- 

- 
- 

- 
- 

- 
- 

2,250,000 
2,250,000 

           
(ii) 連續合約僱員連續合約僱員連續合約僱員連續合約僱員 07/11/2014 0.3 01/12/2014 

01/12/2015 
30/11/2016 
30/11/2016 

81,150,000 
81,150,000 

 
- 

(40,750,000) 
- 

- 
- 

(450,000) 
(450,000) 

39,950,000 
80,700,00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77,300,000 - (51,500,000) - (900,000) 224,900,000 

 
附註： 
 
1.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購股權股份獲行使之詳情如下： 
 

行使行使行使行使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每股每股每股每股 
行使價行使價行使價行使價 於行使日之每股收市價於行使日之每股收市價於行使日之每股收市價於行使日之每股收市價 獲獲獲獲行使行使行使行使購股權股份購股權股份購股權股份購股權股份數目數目數目數目 

 港幣 港幣  
    
16/04/2015 0.3 0.370 14,450,000 
22/04/2015 0.3 0.385 5,900,000 
23/04/2015 0.3 0.400 4,500,000 
27/04/2015 0.3 0.395 300,000 
28/04/2015 0.3 0.375 3,000,000 
05/05/2015 0.3 0.370 600,000 
19/05/2015 0.3 0.420 800,000 
22/05/2015 0.3 0.410 150,000 
28/05/2015 0.3 0.425 750,000 
02/06/2015 0.3 0.530 4,950,000 
09/06/2015 0.3 0.495 4,450,000 
16/06/2015 0.3 0.480 5,850,000 
23/06/2015 0.3 0.480 3,550,000 
30/06/2015 0.3 0.430 2,250,000 

 
2. 劉婷女士、董佩珊女士及蔣斌先生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辭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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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中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中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中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擁有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
條所規定須予備存的登記冊所載，或如依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通

知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本公司各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中擁有或

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詳情如下：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 

 
 普通股股份及相普通股股份及相普通股股份及相普通股股份及相關股份數目關股份數目關股份數目關股份數目 

約佔本公司已發行約佔本公司已發行約佔本公司已發行約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百份比股本百份比股本百份比股本百份比 

 
董事姓名董事姓名董事姓名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個人權益個人權益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家族權益家族權益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公司權益公司權益公司權益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陳城 
 

214,674,521 (L) 
(附註1) 

108,542,601 (L) 
(附註1及2) 

670,598,149 (L) 
(附註3及4) 

993,815,271 (L) 
(附註 4) 

20.81% (L) 

      
薛海東 26,413,869 (L) 

(附註5) 
- - 26,413,869 (L) 0.55% (L) 

      
劉婷(附註6) 108,542,601 (L) 

(附註1) 
214,674,521 (L) 

(附註1及7) 
670,598,149 (L) 

(附註3及4) 
993,815,271 (L) 

(附註 4) 
20.81% (L) 

      
董佩珊(附註6) 42,925,226 (L) 

(附註8) 
110,000 (L) 7,104,000 (L) 

(附註9) 
50,139,226 (L) 1.05% (L) 

      
郭偉霖 22,000,000 (L) 

(附註10) 
- - 22,000,000 (L) 0.46% (L) 

      
岑啟文 22,000,000 (L) 

(附註5) 
- - 22,000,000 (L) 0.46% (L) 

      
崔書明 4,500,000 (L) 

(附註11) 
- - 4,500,000 (L) 0.09% (L) 

      
黃勝藍 4,500,000 (L) 

(附註11) 
- - 4,500,000 (L) 0.09% (L) 

      
陳明輝 4,500,000 (L) 

(附註12) 
- - 4,500,000 (L) 0.09% (L) 

      
蔣斌(附註6) 4,500,000 (L) 

(附註10) 
- - 4,500,000 (L) 0.09% (L) 

 
附註： 

 
1. 此等權益當中 4,500,000 股相關股份屬購股權股份。 
 
2. 此等權益由劉婷女士擁有。劉婷女士為陳城先生之配偶。 
 
3. 458,231,336 股由 Favor King Limited（「Favor King」）全資附屬公司 Glory Add Limited

（「Glory Add 」）持有。211,900,848 股由 Strong Purpose Corporation（「Strong Purpose 」）
持有。陳城先生及劉婷女士全資擁有 Favor King 及 Strong Purpose。465,965 股由劉婷女士

全資擁有的公司Orient Strength Limited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Hang Sing Overseas Limited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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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中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中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中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中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擁有的權益及淡倉（續）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續） 
 
附註： 
 
4. 由於陳城先生及劉婷女士之權益被視為彼此的權益，故所列數字指相同的股份。 
 
5. 此等權益當中 21,000,000 股相關股份屬購股權股份。 
 
6. 劉婷女士、董佩珊女士及蔣斌先生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辭任董事。 
 
7. 此等權益由陳城先生擁有。陳城先生為劉婷女士之配偶。 
 
8. 此等權益當中 19,000,000 股相關股份屬購股權股份。 
 
9. 7,104,000 股由董佩珊女士全資擁有的公司 Focus Cheer Consultants Limited 持有。 
 
10. 此等相關股份屬購股權股份。 
 
11. 此等權益當中 2,250,000 股相關股份屬購股權股份。 
 
12. 此等權益當中 3,250,000 股相關股份屬購股權股份。 
 
13. 「L」表示好倉；「S」表示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各董事或行政總裁概無於本公司或

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證中擁有或

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記錄在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 條所規

定須備存之登記冊內，或須如依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通知本公司及

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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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益益益及淡倉及淡倉及淡倉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 條所規定須予備存之

登記冊所載，以下人士（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

權益及淡倉： 
 
股份及相關股份權股份及相關股份權股份及相關股份權股份及相關股份權益益益益 
 

股東名稱股東名稱股東名稱股東名稱 權權權權益益益益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普通股股份及普通股股份及普通股股份及普通股股份及 
相關股份數目相關股份數目相關股份數目相關股份數目 

約佔本公司約佔本公司約佔本公司約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百份比已發行股本百份比已發行股本百份比已發行股本百份比 附註 

     
Favor King Limited 公司 458,231,336 (L) 9.59% (L) 1 
     
張軍 實益擁有及公司 994,000,000 (L) 20.81% (L) 2 
     
Vision Capital (Asia) Limited 公司 550,000,000 (L) 11.52% (L) 3 
     
China-Asia Resources Fund 實益擁有 550,000,000 (L) 11.52% (L) 3 

 
附註： 
 
1. 此等權益由Favor King全資擁有的公司Glory Add擁有。陳城先生及劉婷女士全資擁有Favor 

King。 
 
2. 321,000,000 股由張軍女士直接持有。123,000,000 股由張軍女士全資擁有的公司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nvestment Ltd.持有。550,000,000 股相關股份由張軍女士全資擁有的公司 Vision 
Capital (Asia) Limited 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 China-Asia Resources Fund 持有。 

 
3. 此等相關股份權益由張軍女士全資擁有的公司 Vision Capital (Asia) Limited 透過其全資附屬

公司 China-Asia Resources Fund 持有。 
 
4. 「L」表示好倉；「S」表示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

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記錄於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 條

所存置的登記冊內，及/或直接或間接地持有已發行股本面值的 5%或以上權益，並可於

任何情況下，有權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權益。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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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新股份認購新股份認購新股份認購新股份 
 
根據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本公司與China-Asia Resources Fund（「認購方」）簽訂的股份認

購協議（經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四日補充協議（「補充協議」）修訂），本公司同意根據股東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之一般性授權，按每股港

幣0.325元的價格發行及配發合共688,000,000股本公司新普通股（「認購股份」），並且認購

方同意以該協定條款認購或促使其代理人認購認購股份。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即

簽訂補充協議日期前最後交易日）聯交所所報的本公司股份收市價為每股港幣0.4元。 
 
繼於二零一五年五月六日配發及發行138,000,000股認購股份（「首認購」）以後，尚餘

550,000,000股認購股份供認購方最多分三個批次於完成首認購後180日或以前進行認

購。所得款項總額及淨額為約港幣2.236億元及港幣2.232億元，將用於日常營運資金或於

合適機會時用於未來可能之新收購業務。 
 
認購認購認購認購及收購及收購及收購及收購 KAZAKHSTAN POTASH CORPORATION LIMITED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及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Hillot Limited
（「Hillot」）與 Kazakhstan Potash Corporation Limited（「KPC」）簽訂了兩份股份認購協議，

據此，Hillot 有條件地同意認購或促使認購並且 KPC 有條件地同意發行於 KPC 股本中分

別 100,000,000 股及 30,000,000 股普通股股份，價格為每股 0.2 澳元。30,000,000 股及

15,000,000 股 KPC 股份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及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完成發行

予 Hillot。支付認購之款項由本集團內部資源籌資。經修訂二零一五年五月五日股份認購

協議條款後，尚餘 85,000,000 股 KPC 股份可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分批（以每

1,000,000 股 KPC 股份或其倍數）認購。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八日分別與八位 KPC 股東簽訂協議（「股份購買協議」）收購

合計 65,660,576 股 KPC 股份（「KPC 出售股份」），總代價為港幣 81,813,077.70 元，將通

過根據股東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之一般性授

權，按每股港幣 0.36 元的價格配發及發行合共 227,258,550 股本公司新普通股（「代價股

份」）之方式支付。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八日（即簽訂股份購買協議日期）聯交所所報的

本公司股份收市價為每股港幣 0.33 元。代價股份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發行。於

本公佈日期，已完成收購 47,729,836 股 KPC 出售股份並已轉至 Hillot 名下，餘數轉讓正

進入最後完成階段。 
 
KPC 為一間於 ASX Limited（Australian Securities Exchange（澳洲證券交易所）由 ASX 
Limited 營運）上市之公眾公司。KPC 之主營業務為收購、勘探及開發位於哈薩克斯坦

共和國之鉀鹽礦資源。本集團於本公佈日期持有 92,729,836 股 KPC 股份，佔 KPC 股權

16.06%，並擬透過認購及收購入股 KPC 逾 20%股權，從而成為 KPC 第一大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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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附屬公司權出售附屬公司權出售附屬公司權出售附屬公司權益益益益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本公司、Charm Best Investments Inc.（「Charm Best」）與本公

司聯營公司新港資產有限公司（「新港資產」）簽訂有條件買賣協議（經二零一四年八月

十九日補充協議所修訂及補充）（「出售協議」），據此，(i)本公司有條件地同意出售並且

新港資產有條件地同意購買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Burwill China Portfolio Limited（「目標公

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出售事項」），代價為人民幣 199,780,000 元，及(ii) Charm Best
有條件地同意出售並且新港資產有條件地同意購買 Dynamic Gain Holding Limited 之全部

已發行股本（「Charm Best 出售」），代價為人民幣 60,000,000 元。出售事項及 Charm Best
出售完成後，本公司及 Charm Best 將分別透過新港資產間接持有目標公司的 45%及 55%
股權。出售事項詳情已列載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本公司通函內。 
 
出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預計約為人民幣 198,180,000 元。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已收到現

金人民幣 55,000,000 元。鑒於需要額外時間以達成出售協議項下之先決條件，本公司與

Charm Best 及新港資產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簽訂補充協議以延遲於二零一五年十月

三十日或以前完成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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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辭任董事辭任董事辭任董事辭任 
 
由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起，劉婷女士及董佩珊女士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蔣斌先生辭

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崔書明先生、黃勝藍先生及陳

明輝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及討論本集團採用之會計政策及慣例，以及

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之本集團未

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由執行董事兼副總經理薛海東先生及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崔

書明先生及黃勝藍先生組成。薪酬委員會負責考慮和審閱本公司董事及高層管理人員的

薪酬待遇。 
 
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提名委員會，由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陳城先生、執行董事兼副總經理薛海東

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崔書明先生、黃勝藍先生及陳明輝先生組成。提名委員會負

責檢討董事局的架構、人數及組成，並擬對董事局作出的變動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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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下述偏離除外： 
 
- 守則條文第A.1.1條訂明，董事局應定期開會，董事局會議應每年召開至少四次，大

約每季一次，並有大部份有權出席會議的董事親身出席，或透過其它電子通訊方法

積極參與。由於本公司並無宣佈其季度業績，期內召開了一次董事局定期會議，以

審閱及批准本集團二零一四年年度業績，故此本公司未完全遵守有關守則條文。董

事局將會按其它需要董事局作出決定的事宜召開董事局會議。     
 

 
- 守則條文第 A.2.1 條訂明，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本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陳城先生，現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鑒於本集

團之業務性質要求相當的市場專門認知，董事局認為陳先生同時兼任兩職可為本集

團提供更穩健及一貫的領導，利於集團更有效率地策劃及推行長遠商業策略。董事

局將不時檢討此架構之成效，以確保董事局及管理層間之權力及權責之平衡。 
 
- 守則條文第 A.4.2 條當中訂明，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輪流退任，

至少每三年一次。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公司細則」）並無規定董事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然而，

根據公司細則第 85 條，於每屆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按當時在任董事人數計三

分之一董事（或倘數目並非三之倍數，則為最接近但不超過三分之一之數目）必須

輪值告退，惟主席或董事總經理者則無須輪值告退。董事局將會確保每位董事（惟

擔任主席或董事總經理職務者除外）至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以符合守則條文第

A.4.2 條之規定。董事局認為主席任期之連續性可予集團強而穩定的領導方向，乃對

集團業務之順暢經營運作極為重要。 
 
- 守則條文第 E.1.2 條訂明董事局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董事局主席陳城先生未

能出席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然而已安排執行董事兼

副總經理薛海東先生代其主持會議並解答股東問題。 
 
董事局不時審閱企業管治架構及常規，並於適當時候作出合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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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上市上市上市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本公司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行為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均

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董事局代表 
主席 
陳城陳城陳城陳城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城先生、薛海東先生、郭偉霖先生及

岑啟文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崔書明先生、黃勝藍先生及陳明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