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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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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05）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和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8年 2017年 變動
未經審核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入 2,145.2 1,531.5 40.1%
EBITDA 1 1,015.8 838.5 21.2%
經調整EBITDA 2 1,322.9 680.7 94.3%
股東應佔溢利 529.1 185.0 186.0%

1 除稅前溢利 + 融資成本 + 折舊 + 攤銷 + 資產減值虧損

2 EBITDA + （應佔一間合資企業的融資成本、折舊、攤銷、所得稅支出和非控股股東權益） – 按公允價值列值入賬

損益的金融資產的除稅前公允價值收益

本期間內本集團所有分類和投資均錄得溢利。

• 受惠於相對較高的平均原油實現價格和嚴格的持續成本控制，本集團的原油業務（包
括在哈薩克斯坦的Karazhanbas油田）營運業績改善

• 因鋁銷量上升（由於Portland Aluminium Smelter（「電解鋁廠」）在2017年第四季度恢復
至電力中斷前的產能）和鋁的平均售價上漲，令本集團電解鋁分類業績實現扭虧為盈

• 本集團在CITIC Dameng Holdings Limited（「中信大錳」）和Alumina Limited（「AWC」）
的權益錄得應佔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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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簡明綜合利潤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2018年 2017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2,145,175 1,531,516

銷售成本  (1,615,840) (1,453,104)
   

毛利  529,335 78,412

其他收入和收益 4 54,740 522,008
銷售和分銷成本  (13,022) (10,641)
一般和行政費用  (195,586) (165,618)
其他支出淨額  (56,024) (62,458)
融資成本 5 (132,756) (164,571)
應佔的溢利：
 聯營公司  214,524 23,459
 一間合資企業  254,139 90,484
   

  655,350 311,075

物業、廠房和設備的減值撥備  (86,814) —
其他資產的減值撥備  (13,026) —
   

除稅前溢利 6 555,510 311,075

所得稅支出 7 (164) (123,421)
   

期間溢利  555,346 187,654
   

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529,125 185,022
 非控股股東權益  26,221 2,632
   

  555,346 187,654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9 港仙 港仙

 基本  6.73 2.35
   

 攤薄  6.73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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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利潤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 555,346 187,654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將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按公允價值列值入賬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工具：
  公允價值變動 — (214)
  所得稅影響 — 64
  

 — (150)
  

 現金流量對沖：
  期間內產生的對沖工具公允價值變動的有效部份 (421,463) 713,399
  所得稅影響 126,438 (214,020)
  

 (295,025) 499,379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41,445) 127,932
  

 應佔聯營公司的其他全面虧損 (21,989) —
  

 應佔一間合資企業的其他全面虧損 (810) —
  

將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淨額 (359,269) 627,161
  

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虧損：

 按公允價值列值入賬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工具：
  公允價值變動 (337) —
  所得稅影響 101 —
  

不會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虧損淨額 (236) —
  

期間除稅後的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359,505) 627,161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95,841 814,815
  

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173,655 800,786
 非控股股東權益 22,186 14,029
  

 195,841 81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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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和設備  3,522,614 3,860,246
預付土地租賃款  15,574 16,411
商譽  24,682 24,682
其他資產  255,931 268,600
在聯營公司的投資  4,317,595 4,327,686
在一間合資企業的投資  1,169,269 915,940
衍生金融工具  217,903 496,054
按公允價值列值入賬其他全面收入的權益工具  508 845
預付款項、按金和其他應收款  24,736 52,910
遞延稅項資產  57,569 —
   

非流動資產總額  9,606,381 9,963,374
   

流動資產
存貨  649,108 642,719
應收貿易賬款 10 575,104 546,212
預付款項、按金和其他應收款  1,158,982 1,168,261
按公允價值列值入賬損益的金融資產  2,190 3,029
衍生金融工具  239,264 403,649
現金和現金等值項目  1,678,266 1,405,672
   

流動資產總額  4,302,914 4,169,54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127,303 167,093
應付稅項  165 73
應計負債和其他應付款  735,998 604,982
衍生金融工具  3,046 9,553
銀行借貸  142,362 386,206
應付融資租賃款  5,773 8,970
撥備  44,118 46,312
   

流動負債總額  1,058,765 1,223,189
   

流動資產淨額  3,244,149 2,946,353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2,850,530 12,90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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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2,850,530 12,909,727
   

非流動負債
銀行和其他借貸  6,608,839 6,602,069
應付融資租賃款  913 3,020
遞延稅項負債  — 67,365
撥備  294,744 290,323
   

非流動負債總額  6,904,496 6,962,777
   

資產淨額  5,946,034 5,946,950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392,886 392,886
儲備  5,648,185 5,671,287
   

  6,041,071 6,064,173

非控股股東權益  (95,037) (117,223)
   

權益總額  5,946,034 5,94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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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
（「HKAS」）34「中期財務報告」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此等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和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截至 
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採納自2018年1月1日起生效的新訂和經修訂準則（詳情載於下文附註2）外，編製此等財務
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和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 
採用者一致。

此等財務報表在2018年7月27日獲董事會批准和授權發佈。

2. 會計政策和披露的變動

本集團已就此等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和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HKFRS」）（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HKAS和詮釋）。

HKFRS 2修訂本 股份支付交易的分類和計量
HKFRS 4修訂本 應用HKFRS 9金融工具和HKFRS 4保險合約
HKFRS 9 金融工具
HKFRS 15 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
HKFRS 15修訂本 釐清HKFRS 15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
HKAS 40修訂本 投資物業轉撥
HK(IFRIC) – 詮釋22 外幣交易和預付代價
2014年至2016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HKFRS 1和HKAS 28的修訂本

採納新訂和經修訂HKFRS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3. 經營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產品和服務劃分業務單位，並擁有以下四類報告經營分類：

(a) 電解鋁分類，包括經營電解鋁廠，其在澳洲從事採購氧化鋁和生產鋁錠業務；

(b) 煤分類，包括在澳洲營運煤礦和銷售煤；

(c) 進出口商品分類，包括在澳洲出口多種商品，例如鋁錠、煤、鐵礦石、氧化鋁和銅；
和進口其他商品和製成品，例如鋼和汽車和工業用電池和輪胎；和

(d) 原油分類，包括在印尼和中國經營油田和銷售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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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續）

管理層對本集團各經營分類的業績分別進行監控，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的決策和表現評估。
分類表現乃根據用於計量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的報告分類溢利╱（虧損）評估。經調
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乃與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計量一致，惟有關計量不包括利息收入、按
公允價值列值入賬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收益、股息收入、融資成本、應佔聯營公司和
一間合資企業的溢利、資產減值撥備，以及總部和企業的支出。

分類資產不包括在聯營公司的投資、在一間合資企業的投資、按公允價值列值入賬其他全面
收入的權益工具、遞延稅項資產、按公允價值列值入賬損益的金融資產、現金和現金等值項
目，和其他未分配總部和企業資產，原因是該等資產乃按集團基準管理。

分類負債不包括銀行和其他借貸、應付融資租賃款、遞延稅項負債，和其他未分配總部和企
業負債，原因是該等負債乃按集團基準管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電解鋁 煤 進出口商品 原油 總計

2018年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635,191 420,924 439,142 649,918 2,145,175
 其他收入 2,052 — 2,302 28,926 33,280
     

 637,243 420,924 441,444 678,844 2,178,455
     

分類業績 24,926 98,373 29,476 305,348 458,123

對賬：
利息收入和未分配收益     21,460
物業、廠房和設備的減值撥備     (86,814)*
其他資產的減值撥備     (13,026)*
未分配開支     (160,140)
未分配融資成本     (132,756)
應佔的溢利：
 聯營公司     214,524
 一間合資企業     254,139
     

除稅前溢利     555,510
     

2017年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209,453 333,630 472,791 515,642 1,531,516
 其他收入 675 27 2,050 27,886 30,638
     

 210,128 333,657 474,841 543,528 1,562,154
     

分類業績 (153,200) 50,775 14,429 67,325 (20,671)

對賬：
利息收入和未分配收益     423,932
股息收入     67,438
未分配開支     (108,996)
未分配融資成本     (164,571)
應佔的溢利：
 聯營公司     23,459
 一間合資企業     90,484
     

除稅前溢利     311,075
     

* 與煤分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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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續）

千港元 電解鋁 煤 進出口商品 原油 總計

分類資產

 2018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1,077,156 598,672 651,868 3,247,356 5,575,052
     

 2017年12月31日（經審核） 1,499,505 769,864 641,366 3,469,620 6,380,355
     

分類負債

 2018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336,992 223,560 65,632 247,757 873,941
     

 2017年12月31日（經審核） 346,647 240,463 64,551 310,858 962,519
     

4. 其他收入和收益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和收益分析如下：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4,829 8,951
按公允價值列值入賬損益的金融資產的股息收入 — 67,438
服務手續費 2,104 1,814
按公允價值列值入賬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收益 * — 411,278
出售廢料 2,678 3,106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回撥 10,929 24,082
出售石油分成合同部分參與權益的收益 15,870 —
其他 8,330 5,339
  

 54,740 522,008
  

* 本集團經過重新評估後認為，本集團已證明對AWC具有重大影響，自2017年6月30日
起生效。因此，在2017年6月30日，該投資由按公允價值列值入賬損益的金融資產重新
分類為在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在重新分類前，該投資按AWC股份在2017年6月29日 
的收市價計算其公允價值。因此，本集團就其在AWC的權益於簡明綜合利潤表確認除
稅前公允價值收益411,278,000港元，代表該公允價值超出於2016年12月31日的賬面
值的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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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和其他借貸的利息支出 131,525 159,601
融資租賃的利息支出 338 937
  

非按公允價值列值入賬損益的
 金融負債的利息支出總額 131,863 160,538

其他融資費用：
 撥備貼現值因時間流逝所產生的增加 893 4,033
  

 132,756 164,571
  

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224,682 359,219
其他資產攤銷 2,392 3,007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631 584
出售物業、廠房和設備的虧損 * 309 3,743
物業、廠房和設備的減值撥備 86,814 —
其他資產的減值撥備 13,026 —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虧損淨額 * 18,602 41,022
匯兌虧損淨額 * 25,651 7,076
  

* 此等數額已包括在簡明綜合利潤表的「其他支出淨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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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支出

 2018年 2017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 – 香港 — —
期間 – 其他地區
 期間支出 172 —
 過往期間的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8) 38
遞延 — 123,383
  

期間稅項總支出 164 123,421
  

用於在香港產生估計應評稅溢利的香港利得稅法定稅率為16.5%（2017年：16.5%）。由於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在香港並無應評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2017年：無）。

在其他地區的應評稅溢利稅項已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的適用稅率計算。

澳洲：本集團在澳洲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須繳付澳洲利得稅，稅率為30%（2017年：30%）。

印尼：適用於在印尼營運的附屬公司的企業稅率為30%（2017年：30%）。本集團一間附屬 
公司須就其擁有在印尼的油氣資產的參與權益按14%（2017年：14%）的實際稅率繳付分公司稅。

中國：本集團在中國註冊的附屬公司須繳付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2017年：25%）。

根據HKAS 12「所得稅」，遞延稅項資產和負債乃按預期在實現資產或清償負債期間適用的 
稅率計算。

8. 股息

董事會決議就本期間不派發中期股息（2017年：無）。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50港仙（共196,443,000港元） 
已在2018年6月22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須在2018年7月17日或 
前後派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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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數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529,125,000港元 
（2017年：185,022,000港元）和本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7,857,727,149股 
（2017年：7,857,727,149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數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計算。計算所用的普通股加權 
平均股數為本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股數（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者相同），加上所有具攤薄 
效應的潛在普通股當被視為行使或轉換為普通股時假設以無償代價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 
股數。

本期間和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呈列的每股基本盈利數額並無作出任何攤薄調整。
由於本期間和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平均股價並沒有超過當時尚未行使購股
權的行使價，並無因購股權產生具攤薄效應的潛在普通股。

10. 應收貿易賬款

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為基準並扣除撥備）如下：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356,169 324,727
一至二個月 44,231 74,532
二至三個月 73,978 45,716
超過三個月 100,726 101,237
  

 575,104 546,212
  

本集團一般給予認可客戶的賒賬期由30日至120日不等。

11.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為基準）如下：

 2018年6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109,330 148,125
一至三個月 — —
超過三個月 17,973 18,968
  

 127,303 167,093
  

應付賬款為不計息和一般按30日至90日數期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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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和展望

回顧

石油和商品價格大幅上漲，營造有利的市場條件，令本集團實現較過去幾年為佳的財務業
績。布倫特原油價格創下三年半以來的新高，本期間內平均每桶約70美元。

本期間內本集團所有業務均錄得溢利。中國月東油田、哈薩克斯坦Karazhanbas油田和
AWC均為本集團表現作出重大貢獻。由於在2017年第四季度恢復至電力中斷前的產能，
電解鋁廠為本集團作出正面貢獻。基於上述理由，本集團在本期間內溢利大幅增加。

原油

受惠於平均實現原油售價上升和嚴格的持續成本控制，本集團整體原油業務的經營業績大
幅增長。

本期間內，本集團繼續實施最佳維護計劃，使現有油井持續自然遞減對石油產能的負面影
響減至最小。就產量而言，Karazhanbas油田輕微上升，月東油田維持在穩定水平，而印
尼Seram區塊因現有油井自然遞減程度加大而大幅下降。本期間本集團整體平均每日產量
為49,450桶（100%基準），較2017年上半年的50,190桶（100%基準）輕微下降。

在2018年5月，本集團完成出售石油分成合同（授予其在Seram區塊勘探、開發和生產石
油的權利）（「石油分成合同」）的10%參與權益予一個獨立第三方，以及石油分成合同成功
自2019年11月1日起續期20年。本集團保留石油分成合同的41%參與權益，並仍為Seram
區塊的運營商。

金屬

電解鋁廠自2017年第四季度起恢復至電力中斷前的產能，回復正常營運。因此，本期間
產量和銷量均有所增加，加上鋁平均售價上升，本集團電解鋁分類業績實現扭虧為盈。

在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在AWC的股權由按公允價值列值入賬損益的金融資產重新分
類為在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就本集團在AWC的權益而言，本期間按權益法錄得應佔溢
利，而2017年上半年則錄得公允價值收益。

本期間，由於部分主要錳產品的平均售價和銷量下降，中信大錳的日常營運錄得溢利下
跌。



– 13 –

煤

由於銷量增加、煤平均售價持平和成本降低，本期間本集團的煤分類錄得較佳的經營溢
利。然而，若干資本性工程和採礦資產的減值撥備抵銷了部分正面影響。因此，本期間本
集團的煤分類錄得的溢利較2017年上半年有所下降。

進出口商品

本期間內，本集團進一步加強營銷策略，以應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和交易行為。由於商
品價格上漲，該分類錄得的溢利有所增加。

展望

本集團認為，石油和商品價格將至少維持穩定在現有水平，讓本集團繼續受惠。本集團將
利用當前有利市況以促進業務發展。由於全球經濟和政治環境為石油和商品價格帶來不確
定性，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察急速變化的市場環境，並採取適當措施為股東創造回報。

隨著石油分成合同續期，本集團將考慮恢復對Seram區塊內Lofin區的勘探。本集團亦將致
力促進新技術的應用，以改善月東油田的產能，並計劃按管控式鑽探計劃鑽探新井。

本集團亦將繼續物色優質投資機會，以加強其業務組合、釋放投資價值並推動可持續增
長。最後，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續支持將有助本集團實現目標。

流動現金、財務資源和資本結構

現金

在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現金和現金等值項目為1,678,300,000港元。

借貸

在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總債務為6,757,900,000港元，其中包括：

• 無抵押銀行借貸2,851,200,000港元；
• 無抵押其他借貸3,900,000,000港元；和
• 應付融資租賃款6,700,000港元。

本集團進出口商品業務的大部份交易是透過借貸融資。然而，與有期貸款比較，該等借貸
乃屬自動償還、與特定交易有關，且為短期，以配合相關交易的條款。當完成交易並收取
銷售款項時，相關借貸即予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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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12月，本公司與一組金融機構就一項310,000,000美元（2,418,000,000港元）的 
無抵押有期貸款（「A貸款」）訂立一份信貸協議。A貸款的款項已用於償還本公司在2014年
3月訂立的310,000,000美元無抵押有期貸款。A貸款的貸款期由2016年12月30日開始為
期三年。在2018年6月30日，A貸款的未償還結餘為310,000,000美元。

在2017年5月，本公司與一間銀行就一項40,000,000美元（312,000,000港元）的無抵押有
期貸款（「B貸款」）訂立一份信貸協議。B貸款的款項已用於償還本公司在2012年9月訂
立的40,000,000美元無抵押有期貸款當時的未償還結餘和本公司的一般企業資金需求。 
B貸款的貸款期由2017年5月15日開始為期三年。在2018年6月30日，B貸款的未償還結
餘為40,000,000美元。

在2017年6月，本公司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與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一名主
要股東）的一間附屬公司就一項500,000,000美元（3,900,000,000港元）的無抵押有期貸款 
（「C貸款」）訂立一份信貸協議。C貸款的款項已用於償還本公司在2015年6月訂立的

490,000,000美元（3,822,000,000港元）無抵押有期貸款和本公司的一般企業資金需求。C貸
款的貸款期由2017年6月29日開始為期五年。在2018年6月30日，C貸款的未償還結餘
為500,000,000美元。

本集團為其煤礦業務租賃若干廠房和機器，該租賃分類為融資租賃。

在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淨債務與淨總資本比率為45.7%（2017年12月31日：
48.0%）。總債務中，148,100,000港元須在一年內償還，包括貿易融資和應付融資租賃款。

股本

本公司的股本在本期間內並無變動。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多元化業務承受多類風險，例如市場風險（包括外幣風險、價格風險、利率 
風險和通脹風險）、信貸風險和流動性風險。該等風險的管理由一系列內部政策和程序 
所規定，旨在把該等風險對本集團的潛在負面影響減至最低。該等政策和程序已證實有效。

本集團進行衍生工具交易，主要包括遠期貨幣合約、遠期商品合約、利率掉期合約、內含
衍生工具和電力對沖協議，其目的為管理由本集團業務和融資來源所產生的外幣風險、價
格風險、利率風險和通脹風險。

意見

經考慮現時可動用借貸額度和內部資源，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已有充足資源以滿足可預見的
營運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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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和酬金政策

在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約有310名全職僱員，包括管理和行政人員。

本集團的酬金政策致力在形式和價值方面提供公平市場薪酬以吸引、保留和激勵高質素 
員工。薪酬待遇所設定水平為確保在爭取類似人才方面可與業內和市場其他公司比較和 
競爭。酬金亦根據個人的知識、技能、投入時間、責任和表現並參考本集團的溢利和 
業績而釐定。本集團提供免費宿舍予印尼的部份員工。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在本期間內一直採用和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載列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和適用 
守則條文，並已遵守其若干建議最佳常規。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載列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或按照不比標準守則寬鬆的條文）採納一套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
（「證券交易守則」）。

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在本期間內一直遵守證券交易守則的要求
標準。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在本期間內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閱賬目

審核委員會已連同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審閱此等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郭炎

香港，2018年7月27日

在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郭炎先生、索振剛先生、孫陽先生和李素梅女士，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

為陳健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達先生、高培基先生和陸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