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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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Resources Group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51）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集團業績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

綜合損益報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利息收入 3 20,326 17,210
股息及分派收入 3 10,865 7,608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3 896 3,720
租金收入 3 2,186 1,585  

34,273 30,123
其它收入 10,443 10,389
行政開支 (13,924) (17,620)
出售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之收益 1,549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3,546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8,609 –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 6,860
撥回金融資產預期信貸虧損（扣除撥備） 268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93 –
可換股債券投資於贖回時重新計量衍生部分所確認之公平
值虧損 – (929)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 10,896 6,943
非金融資產減值之撥備 5 (7,138) (10,587)
其它收益 4,181 3,972
融資成本 (644) (12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31) (33)  
稅前利潤 48,375 32,536
稅項 4 (46) (374)  
年內利潤 5 48,329 32,162

  
下列人士應佔年內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48,208 31,249
非控股權益 121 913  

48,329 32,162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美仙） 7 0.18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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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它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內利潤 48,329 32,162

其它全面（開支）╱收入：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5,606) (7,852)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它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5,243) –  

(10,849) (7,852)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721 2,349

就出售一間附屬公司釋放之匯兌儲備 (93) –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收益 – 4,914

於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時重新分類 – (3,546)  

628 3,717  

年內其它全面開支 (10,221) (4,135)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38,108 28,027
  

下列人士應佔年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9,312 27,156

非控股權益 (1,204) 871  

38,108 28,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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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576 48,164
投資物業 94,095 83,384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60,612 –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它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 15,852 –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177,650 –
可供出售投資 – 379,728
其它應收賬款及按金 8 789 1,906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664 898
無形資產 1,746 515
商譽 17,972 1,469  

487,956 516,064  
流動資產
應收及其它應收賬款 8 27,669 14,037
應收貸款 1,185 15,266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4,147 –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57,189 –
持作買賣之投資 – 78,719
可收回稅項 – 79
銀行信託賬戶結餘 28,342 1,284
銀行結存及現金 887,070 780,142  

1,005,602 889,527
分類為待售的非流動資產 10,000 –  

1,015,602 889,527  
流動負債
其它借款 13,381 –
應付及其它應付賬款 9 44,213 15,395
應付稅項 490 474  

58,084 15,869  
流動資產淨值 957,518 873,65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45,474 1,389,722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88 64  

288 64  
1,445,186 1,389,65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 34,871 34,871
儲備 1,406,060 1,348,74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40,931 1,383,618
非控股權益 4,255 6,040  
權益總額 1,445,186 1,389,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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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
除稅前利潤 48,375 32,536

就下列項目作出調整：
利息收入 (28,290) (23,44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231 3,341

非金融資產減值之撥備 7,138 10,587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8,609) –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 (6,860)

出售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之收益 (1,549) –

撥回金融資產之預期信貸虧損（扣除撥備） (268)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93) –

融資成本 644 128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 (10,896) (6,943)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31 33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3,546)

可換股債券投資於贖回時重新計量衍生部分所確認之公平值虧損 – 929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8,914 6,761

其它應收賬款及按金增加 – (254)

應收及其它應收賬款（增加）╱減少 (523) 7,848

向放債人客戶墊付之貸款 (42,057) (93,448)

來自放債人客戶償還款項 56,042 93,929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減少 13,819 –

銀行信託賬戶結餘減少╱（增加） 691 (831)

應付及其它應付賬款（減少）╱增加 (146) 2,401

持作買賣之投資減少 – 117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 36,740 16,523

已付所得稅 – (82)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36,740 1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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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32) (18,871)

收購聯營公司之權益 – (934)

購買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40,820) –

購買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它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 (21,087) –

購買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38,898) –

出售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之所得款項 42,691 –

出售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所得款項 51,480 –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資本回報之所得款項 9,677 –

藉出售一間附屬公司所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12,148 –

出售附屬公司之所得款項淨額 37,490 –

收購附屬公司 (21,124) –

已收利息 28,988 23,523

收取有關出售採礦業務之遞延現金代價 1,703 11,635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 – (152,123)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所得款項 – 65,894

可供出售投資之資本回報之所得款項 – 14,821

購買可換股債券投資 – (9,230)

贖回可換股債券投資之所得款項 – 8,961

增設無形資產 – (64)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62,216 (56,388)  

融資活動
新增其它借款 28,070 23,099

償還其它借款 (14,696) (23,099)

已付利息開支 (562) (128)

已付股息予非控股股東 (447) –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12,365 (12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111,321 (40,075)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80,142 825,485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4,393) (5,268)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指銀行結存及現金 887,070 78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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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強制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會
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以下統稱「新
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及相關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2號
外幣交易及預付代價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交易之分類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一併應用的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4號「保險合約」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作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之年度改善

的一部分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 投資物業之轉讓

除以下所述之外，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
表現及狀況及╱或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1.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客戶合約之收益」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和變動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已取代香港會
計準則第18號「收益」、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及相關詮釋。

本集團按客戶合約所產生之來自金融服務的佣金收入及手續費確認收益。

有關因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而產生的本集團履約責任之資料於附註3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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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對會計政策的影響和變動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導致其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
相關後續修訂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引入適用於本集團之新規定為1）金融資產及金融負
債之分類及計量；及2)金融資產的預期信貸虧損（「預期信貸虧損」）。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載的過渡性條文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即是本
集團對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初始應用當日）未有終止確認的金融工具，追溯應用了分類和
計量（亦包括預期信貸虧損模型下之減值）的規定，但不會對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已經終止
確認的金融工具追溯應用此等規定。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及於二零一八年
一月一日之賬面值間之差額於期初保留盈利及權益內其它項目中確認，但並無重列比較資料。

因此，若干比較資料未必可用作比較用途，原因是該等比較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
融工具：確認及計量」而編製的。

1.2.1 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產生的影響概要

下表載述受預期信虧損影響之金融資產於初始應用當日（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分類及計量（包括減值）。

可供出售
投資

持作買賣
之投資

按公平值
計量且其
變動計入
損益之

金融資產

按攤銷
成本計量
之債務

工具投資

分類為
貸款及

應收賬款之
金融資產

投資重估
儲備 保留盈利

非控股
權益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期末結餘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379,728 78,719 – – 812,143 14,027 303,795 6,040

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所產生之影響：

重新分類
來自可供出售投資（附註a） (379,728) – 176,462 195,970 – (14,027) 6,731 –
來自持作買賣之投資（附註b） – (78,719) 78,719 – – – – –

重新計量
由成本扣除減值至公平值（附註a） – – 25,820 – – – 25,820 –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下之減值（附註c） – – – (121) (536) – (523) (134)        

(379,728) (78,719) 281,001 195,849 (536) (14,027) 32,028 (134)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期初結餘（重列） – – 281,001 195,849 811,607 – 335,823 5,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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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可供出售投資

由可供出售投資 – 上市債務證券重新分類為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於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當日，若干上市債券投資的公平值為
203,266,000美元，已由可供出售投資重新分類至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因為本集團持有該等投資的經營模式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而該等現金流量僅用
作償還本金及本金結欠所產生的利息。有關賬面值已獲調整為195,970,000美元之
攤銷成本，同時撥回以往已於投資重估儲備確認之公平值收益7,296,000美元。

由可供出售投資 – 非上市證券重新分類為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於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當日，非上市投資基金之公平值為48,107,000

美元，已由可供出售投資重新分類至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相關公平值收益6,731,000美元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由投資重估儲備轉移至保
留盈利。此外，價值為128,355,000美元之其它證券投資，已由可供出售投資重新分
類至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以往使用成本扣除減值列賬的
該等投資的公平值收益25,820,000美元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調整至按公平值計
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及保留盈利。

(b) 由持作買賣之投資重新分類為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本集團已經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分類為持作買賣之投資的股本證券投資重
新作出評估，猶如本集團於初始應用當日購買該等投資。根據初始應用當日之事
實及情況，本集團價值為78,719,000美元之投資乃持作買賣且繼續按公平值計量且
其變動計入損益。

(c) 預期信貸虧損模型下的減值

應收賬款、應收貸款、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及其它按攤銷成本列賬之
金融資產（主要包括其它應收賬款、銀行信託賬戶結餘以及銀行結存及現金）按
十二個月預期信貸虧損基準計量虧損撥備，因為在初始確認後其信貸風險並無顯
著增長。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已於保留盈利及非控股權益分別確認了523,000美元及
134,000美元之額外信貸虧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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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金融資產包括應收賬款、應收貸款、按攤銷成本計量之
債務工具投資及其它（包括其它應收賬款、銀行信託賬戶結餘以及銀行結存及現金）之全
部虧損撥備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之期初虧損撥備對賬如下：

根據產生虧損
模型計量的
減值撥備

（香港會計
準則第39號）

重新計量的
減值撥備

根據預期信貸
虧損模型計量的

減值撥備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貸款 – 536 536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以往分類為可供出售投資） – 121 121   

– 657 657   

2. 分類資料

為資源分配及分類表現評估為目的而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之資料側重於經營
業務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種類。本集團每一項業務分類均代表一個策略業務單位，該單位提
供的產品及服務所承擔之風險及回報與其它業務分類不同。

本集團擁有三個（二零一七年：三個）營運業務單位，分別代表三個（二零一七年：三個）營運分類，
即自營投資業務、金融服務業務及房地產業務。

(a) 分類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類分析收益及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自營投資

業務
金融服務

業務
房地產
業務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利息收入 17,950 2,376 – 20,326
股息及分派收入 8,355 2,510 – 10,865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 896 – 896
租金收入 – – 2,186 2,186    
分類收益 26,305 5,782 2,186 34,273    
分類業績 47,315 1,466 2,186 50,967   
未分配企業收入 3,311

未分配企業開支 (9,661)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 10,896

非金融資產減值之撥備 (7,138) 
除稅前利潤 4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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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自營投資

業務
金融服務

業務
房地產
業務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利息收入 13,436 3,774 – 17,210
股息及分派收入 7,608 – – 7,608
手續費及佣金收入 – 3,720 – 3,720
租金收入 – – 1,585 1,585    
分類收益 21,044 7,494 1,585 30,123    
分類業績 44,458 5,851 1,154 51,463   

未分配企業開支 (15,283)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 6,943

非金融資產減值之撥備 (10,587) 

除稅前利潤 32,536 

分類業績指各分類賺取或產生之利潤，當中未分配中央行政費用、企業收入、投資物業之公平
值增加以及非金融資產減值之撥備。此乃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報告之方式，以作資源分配及分類
表現評估。

(b) 分類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類分析資產及負債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自營投資

業務
金融服務

業務
房地產
業務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分類資產 1,279,917 100,502 94,310 1,474,729   
未分配企業資產 28,829 
總資產 1,503,558 
負債
分類負債 121 46,552 805 47,478   
有關已終止經營業務相關的負債 9,839

未分配企業負債 1,055 
總負債 58,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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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自營投資

業務
金融服務

業務
房地產
業務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分類資產 1,228,356 40,855 85,677 1,354,888   

有關已終止經營業務相關的資產 1,691

未分配企業資產 49,012 

總資產 1,405,591 

負債
分類負債 109 1,986 909 3,004   

有關已終止經營業務相關的負債 9,839

未分配企業負債 3,090 

總負債 15,933 

為監控分類表現及於分類間分配資源：
‧ 除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其它應收賬款及分類為待售的非流動資產外，所有資產均分

配到營運分類。
‧ 除若干其它應付賬款外，所有負債均分配到營運分類。

(c) 其它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自營投資
業務

金融服務
業務

房地產
業務 未分配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包括計量分類損益或分類資產的金額：

添置非流動資產（附註） – 19,745 – 5 19,750
添置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40,820 83 – – 40,903

添置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其它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 – 21,087 – – 21,087

添置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38,898 – – – 38,898
折舊 – (15) – (2,216) (2,231)
融資成本 – (644) – – (644)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231) – – (231)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8,605 4 – – 8,609

出售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之收益 1,549 – – – 1,549

利息收入（包括銀行存款之利息） 28,270 2,396 – – 3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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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自營投資

業務
金融服務

業務
房地產
業務 未分配 總額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包括計量分類損益或分類資產的金額：

添置非流動資產（附註） – 78 – 18,888 18,966
添置可供出售投資 152,123 – – – 152,123
收購聯營公司之權益 – 934 – – 934
折舊 – (11) – (3,330) (3,341)
融資成本 – (128) – – (12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33) – – (33)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6,860 – – – 6,860
出售可供售投資之收益 3,546 – – – 3,546
利息收入（包括銀行存款之利息） 23,418 3,782 18 – 27,218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其它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量其變動計入其它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及其它應收賬款及按金（二零一七年：可供出售投資及
其它應收賬款及按金）。

(d)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之(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的地理位置資料，其乃按金融產品地區、金融服務業
務營運的地區及（對租金收入而言）物業地區所釐定；及(ii)按資產所在地區分類之非流動資產
地理位置資料詳情如下：

分類收益
不包括金融工具之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新加坡 3,760 6,899 – –
香港 20,839 14,638 133,053 134,430
美利堅合眾國 643 4,066 – –
歐洲 5,423 3,950 – –
其它 3,608 570 – –    

34,273 30,123 133,053 134,430    

附註： 非流動資產不包括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其它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及其它應收賬款及按金
（二零一七年：可供出售投資及其它應收賬款及按金）。

(e) 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兩名（二零一七年：一名）客戶之自營投資業務（二
零一七年：自營投資業務）之收益為11,419,000美元（二零一七年：3,644,000美元）佔總收益10%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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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

本集團來自主要產品及服務的收益分析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金融產品的利息收入 10,069 13,436
來自放債業務的利息收入 1,142 2,401
來自保證金融資的利息收入 1,234 1,373
來自金融機構定期存款的利息收入 7,881 –  
利息收入 20,326 17,210
來自金融產品的股息及分派收入 10,865 7,608
來自金融服務的佣金收入及手續費 896 3,720
租金收入 2,186 1,585  

34,273 30,123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本集團就客戶合約內之履約責任載列如下：

來自金融服務的佣金收入及手續費

本集團向客戶提供金融服務，主要包括證券交易及配售服務。當本集團完成履約責任時確認相關服
務收入。

4. 稅項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當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年內稅項支出 96 374
過往年度之撥備不足 14 –

遞延稅項 (64) –  
年內稅項 46 374  

香港利得稅乃以兩年內估計應課稅利潤之16.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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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內利潤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內利潤已扣除╱（計入）：

員工成本
– 董事酬金 1,416 1,390
– 其它員工成本 2,844 3,301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84 75  

員工成本總額 4,344 4,766  
核數師酬金 199 23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231 3,341
與辦公室物業及倉庫有關之經營租賃付款 803 819
非金融資產之減值撥備

–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59 10,587
– 商譽 1,466 –
– 無形資產 513 –  

7,138 10,587  
匯兌收益淨額，計入其它收益 (4,181) (3,972)
利息收入 (30,666) (27,218)

6. 股息

於二零一八年年度期間及自本報告期末，本公司並未向本公司之普通股股東宣派、建議派發或支付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

7.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利潤 48,208 31,249  

股份數目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7,048,844,786 27,048,844,786  

由於本集團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平均市價，故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未假設該等購股權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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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及其它應收賬款及按金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證券交易業務的應收賬款 14,461 10,667

來自期貨合約交易業務的應收賬款 705 –  

應收賬款（附註a） 15,166 10,667

其它應收賬款及按金 13,294 5,276

減：減值撥備 (2) –  

28,458 15,943

減：分類為非流動資產之其它應收賬款及按金 (789) (1,906)  

分類為流動資產之應收及其它應收賬款 27,669 14,037  

附註：

(a) 來自證券及期貨合約交易業務的應收賬款大部分須來索即付，惟若干來自證券交易業務之應
收賬款須於結算日（即交易日後兩個營業日）償付。本公司董事認為，鑑於證券及期貨合約交易
業務的性質，賬齡分析並無帶來額外價值，因此並無就該等業務之應收賬款披露賬齡分析。

9. 應付及其它應付賬款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來自證券交易業務的應付賬款 30,563 1,341
來自期貨合約交易業務的應付賬款 1,371 –  
應付賬款（附註a） 31,934 1,341
其它應付賬款 12,279 14,054  

44,213 15,395  

附註：

(a) 來自證券及期貨合約交易業務的應付賬款大部分須來索即付，惟若干來自證券交易業務的應
付賬款須於結算日（即交易日後的兩個營業日）償付。本公司董事認為，鑑於證券及期貨合約交
易業務的性質，賬齡分析並無帶來額外價值，因此並無就該等業務之應付賬款披露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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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本

股份數目 價值
千美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0,000,000,000 76,923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7,048,844,786 34,871  

11. 其它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以下其它承擔：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就非上市證券投資的出資（其確認為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二零一七年：可供出售投資））已訂約 
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其它承擔 120,814 47,523  



– 17 –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末期
股息。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及業績

以下為財務資料概要：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34,273 30,123
行政開支 13,924 17,620
EBITDA 51,250 36,005
除稅前利潤 48,375 32,536
年內利潤 48,329 32,162

按經營分類劃分之除稅前利潤分析：
(i) 自營投資業務 47,315 44,458
(ii) 金融服務業務 1,466 5,851
(iii) 房地產業務 2,186 1,154

本年度，本集團除稅後淨利潤增長至48.3百萬美元（二零一七年：32.2百萬美元）。
利潤增長主要由於收益增加、行政開支減少、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
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增加及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所致。按公平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為8.6百萬美元（二零一七年：零），
及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為10.9百萬美元（二零一七年：6.9百萬美元）。

收益為34.3百萬美元（二零一七年：30.1百萬美元），其主要來自金融產品所得
股息及分派收入以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以及來自金融機構、保證金融資及放
債業務的利息收入。收益增加乃主要由於來自金融產品所得股息及分派收入
增加以及來自金融產品及金融機構所得利息收入增加，但部分受經濟下行導
致來自金融服務的佣金收入及手續費減少所抵銷。

本年度的行政開支為13.9百萬美元，較相應年度的17.6百萬美元減少3.7百萬美
元。該減少部分乃由於本年度在控制開支方面表現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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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投資策略之簡述

本集團持續根據其財務需求及財務狀況變動檢討其業務及投資策略（尤其有關
自營投資業務）。本集團之利潤來自其於自營投資業務所持有金融資產之利息
收入、股息收入及分派收入。本集團在分配其金融資產方面採取審慎態度，因
此，除必然具較高風險（包括市場風險）之股本投資外，本集團一直探討以不同
固定收入投資組合以作為其資產分配計劃之一部分，包括固定收入資產之選
擇及本集團對其進行投資之工具。

自二零一八年初，經考慮加息、承受風險能力、保本、資金流動狀況及收益率，
本集團以債券投資與現金投資之搭配組建其固定收入投資組合。本集團認為，
強大的固定收入部分可用作本集團整體投資組合的安全網。

本集團已將其金融資產約40%分配至固定收入投資，平均分配予債券投資與現
金投資（包括於金融機構之定期存款）之間，作為其持續投資策略中用於消除
股本投資常見的市場波動之影響。

(i) 自營投資業務

於本年度，本集團投資約79.7百萬美元於上市及非上市金融資產，其中主要為
非上市證券投資及債券。除稅前利潤為47.3百萬美元，其包括來自本集團所持
有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股息收入及分派收入26.3百萬美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約399.6百萬美元之非現金金融資
產如下：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上市股票 57,189 78,719
上市債券 181,797 203,266
非上市管理投資基金 889 48,107
非上市證券投資 159,723 128,355  

總額 399,598 45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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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持有一項基金（「基金」）的有限合夥人權益作為非上市證券投資。基金
的投資組合以有限合夥企業方式營運，通過投資處於成長期及成熟期的科技、
媒體及電訊業的中國公司的股權相關證券獲取回報。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該投資之公平值為122.9百萬美元，佔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總資產的8%。

基金已賺取收入及錄得資本升值。於本年度，該投資的已兌現收益及未兌現收
益（不包括於過往年度已兌現的金額）分別為3.6百萬美元及33.3百萬美元。

展望未來，本集團對該投資潛力持樂觀態度。本集團認為，通過利用現有的戰
略及廣泛的資源以及基金管理團隊於科技、媒體及電訊行業的投資及基金營
運的豐富經驗，該投資不僅能使投資組合更多元化，其亦將繼續帶來寶貴的投
資機遇及更多財務回報。

除上文所披露投資事項外，鑑於本集團多元投資組合中並無其它單一投資（如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
它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及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之賬面值佔本集團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已審核資產總值多於5%，概無投資被視為重
大投資。

於本年度，來自於金融機構之定期存款之利息收入會被歸類為本年度主要活
動之收益。

(ii) 金融服務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完成收購力寶證券控股有限公司（「力寶證券」）及
其附屬公司。力寶證券從事於香港及其它國家提供持牌金融服務，主要包括包
銷、證券及期貨經紀、企業融資、投資顧問及其它相關金融服務。收購事項將
增補本集團於金融服務業的現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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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本集團借出42.1百萬美元，並收回56.0百萬美元之還款。於本年度內，
概無任何壞賬。來自放債業務及保證金融資之利息收入為2.4百萬美元（二零
一七年：3.8百萬美元）。來自金融資產之股息及分派收入為2.5百萬美元（二零
一七年：零）。金融服務之佣金收入及手續費為0.9百萬美元（二零一七年：3.7
百萬美元）。除稅前利潤為1.5百萬美元（二零一七年：5.9百萬美元），乃主要由
於收益減少所致。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收定息貸款為1.2百萬美元。

(iii) 房地產業務

本集團擁有位於香港灣仔之三層商用辦公室及十個車位。於年內，已賺取之租
金收入及除稅前利潤分別為2.2百萬美元及2.2百萬美元（二零一七年：1.6百萬
美元及1.2百萬美元）。

本集團財務狀況回顧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資產
銀行結存及現金 887,070 780,142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57,189 –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4,147 –
持作買賣之投資 – 78,719
應收貸款 1,185 15,266
其它 66,011 15,400

非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60,612 –
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它全面收入 
之金融資產 15,852 –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177,650 –
可供出售投資 – 379,728
其它 133,842 136,336

資產總值 1,503,558 1,405,591
其它負債 (58,372) (15,933)
資產淨值 1,445,186 1,389,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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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資產為488.0百萬美元（二零一七年：516.1百萬美元），其減少28.1百萬美
元乃主要由於金融資產投資之淨減少25.6百萬美元。流動資產為1,015.6百萬美
元（二零一七年：889.5百萬美元），其增加126.1百萬美元乃主要由於銀行結存
及現金增加107.0百萬美元所致。

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總資產淨值約為1,445.2百萬美元，較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389.7百萬美元增加55.5百萬美元。資產淨值之
增加主要來自年內利潤48.3百萬美元，以及因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帶來之投資公平值調整及一項預期信貸虧損於儲備確認17.9百萬美元。該增
加被按公平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它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之公平值減少5.2百
萬美元所抵銷。

現金流量、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現金流量概要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36,740 16,441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62,216 (56,388)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之現金淨額 12,365 (12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111,321 (40,075)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780,142 825,485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4,393) (5,268)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87,070 780,142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結存為887.1百萬美元（二零一七年：
780.1百萬美元）。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來自經營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所得淨額
為36.7百萬美元，其主要由於經營營運資金所致。投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為
62.2百萬美元，其中包括出售附屬公司之所得款項49.6百萬美元及利息收入29.0
百萬美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即本集團借貸總額除以
股東權益之百分比）為0.9%（二零一七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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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資本結構

本集團之資本結構自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即本集團中期報告之報告期末）
起並無重大轉變。

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Smart Blend Limited（「認購方」）（本公司之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及Terra Magnum Fund I GP（「普通合夥人」）訂立認購協議，以作為
有限合夥人認購於Terra Magnum Fund I LP（「基金」）中之有限合夥人權益，資本
承擔額為50百萬美元（相當於約390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佔
基金資本承擔總額之25%。認購方於同日與普通合夥人、Terra Magnum Fund I 
SLP LP（作為特別有限合夥人）、Terra Magnum Ltd.（作為初始有限合夥人）及其
它有限合夥人訂立有限合夥協議，以規管普通合夥人與有限合夥人之間的關係，
並規定（其中包括）基金運作及管理方式。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Empire Glaze Limited（「買方」）（為本公司之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本公司（作為買方之擔保人）、Norfyork International Limited（「賣
方」）及香港華人有限公司（作為賣方之擔保人）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買方有
條件同意收購，而賣方亦有條件同意出售力寶證券控股有限公司（「目標」）的
23,000,000股普通股（其佔目標之全部權益），代價為348,665,101港元（相當於約
44.7百萬美元）。有關收購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完成。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Well Advantage Global Limited（「認購方」）（本公司之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與Genesis Capital II Ltd（「普通合夥人」）訂立認購協議，以作為
有限合夥人認購於Genesis Capital II LP（「基金」）中之有限合夥人權益，資本承
擔額為70百萬美元（相當於約546百萬港元），於二零一八年八月八日佔基金資
本承擔總額之15.02%。認購方於同日與普通合夥人、Genesis Capital CI II LP（作
為附帶權益合夥人）、Yuan Capital Ltd（作為初始有限合夥人）及其它有限合夥
人訂立有限合夥協議，以規管普通合夥人與有限合夥人之間的關係，並規定（其
中包括）基金運作及管理方式。



– 23 –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十 一 日，Happy Jumbo Limited（「買 方」）及Shiny Fortune 
International Limited（「賣方」）（為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據此，(i)買方同意收購，及賣方同意出售銷售股份（其佔目標
附屬公司（即Adair Ventures Limited、Golden Avenue Investments Limited及Westfield 
Global Investments Limited)之全部權益），及(ii)賣方將各目標附屬公司之相關股
東貸款轉讓予買方，有關代價為33,150,000美元（相當於約260.2百萬港元）。

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期間，本公司之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Treasure Cape Investments Limited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於公開市場上出售合共3,080,136股眾安在綫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股本中每
股面值人民幣1.00元之股份（「眾安股份」），總代價約為13.1百萬美元（相當於約
102.4百萬港元）（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支）。每股眾安股份的平均售價約為4.3
美元（相當於約33.3港元）。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年內及於本公司刊發本年度業績公佈時並無任何附屬公司、
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滙率波動及相關對沖之風險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大部分以美元及港元計值。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因此所承
受的港元兌美元外滙波動風險極微。

管理層將繼續監察本集團的外滙風險及因應所需考慮其它對沖政策。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

業務展望

二零一八年國際貿易以及全球金融市場發展仍然存在變數，主要經濟體系開
始逐步推行加息及貨幣緊縮政策。然而，全球經濟繼續保持溫和增長。本集團
對經濟展望仍保持審慎樂觀態度。展望未來，本集團將保持「投資+金融」雙發
展的增長戰略。發揮現有雄厚資金優勢，優化資源配置，維持三個主要業務，
持續穩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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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自營投資業務，本集團將堅守我們的持續投資策略，並致力於使其投資組
合多元化及實現風險分散。投資目標是通過利用廣泛的投資策略和槓桿投資
的投資組合，在中長期內實現優異的風險調整資本增值。本集團將持續致力在
科技、媒體及電訊、醫療及教育行業等領域發掘優質的投資項目，從而提升本
集團整體盈利能力和回報。另一方面，本集團一直並將會尋求其它具有強勁增
長前景、已存在公認發展條件及估值吸引的項目的合適投資機會，以進一步加
強其投資組合。投資組合的長期視野允許對存在長期資本增值潛力的股權導
向戰略進行大量分配。投資組合將在資產類別和管理人員中實現多元化，包括
但不限於私募股權、公募股權和來自國際及新興市場的固定收入。

就金融服務業務而言，本集團將繼續拓展目前的證券、經紀及保證金融資業務，
並於基金管理等其它金融板塊尋找商機。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購入力寶證券
的全部權益。力寶證券通過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證券及商品經紀，資金管理及
放債業務。考慮到力寶證券及其附屬公司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完善的技術基
礎設施及廣泛的客戶基礎，本公司董事認為收購事項將豐富本集團金融解決
方案的種類，回應對高淨值及資深投資者的多元化及跨境財富管理服務的需求。
同時，本集團將繼續以謹慎方式發展放債業務，以取得風險和收益平衡。

至於房地產業務，本集團將繼續於香港及其它國家（包括北美洲及歐洲國家）
為其房地產業務物色投資機遇，以符合我們為本集團確保穩定收入來源的持
續努力。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聘用66名僱員。僱員薪酬具競爭
力並按僱員表現釐定。本集團之薪酬福利包括醫療計劃、團體保險、強制性公
積金、表現花紅及向僱員授出購股權。

本公司已對一般計劃限額作出修訂，允許本公司可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相當
於不超過1,352,442,239股股份的購股權以作為本集團的購股權鼓勵用途。有關
修訂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五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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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
證券。

董事變動

除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中所披露者外，於
本年度及其後之董事變動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李中曄女士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以及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主席及成員。

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盧華基先生不再擔任提名委員會主席及成員。

遵守上市規則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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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公司就本年
度內是否遵守標準守則而對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均確認已全面遵
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年度，本公司已採納及遵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
業管治報告》內之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惟以下載列偏差者除外：

(i)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責應有所
區分，且不應由同一人擔任。在趙渡先生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五日退任前，
本公司主席及代行政總裁職位由趙渡先生擔任。董事會於二零一八年十
月十二日委任李中曄女士為本公司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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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根據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趙渡先生（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五日
退任）應出席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五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二零
一八年股東會」），惟因另有公務安排而未能出席二零一八年股東會。主持
二零一八年股東會的本公司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梁愷健先生，連同其它
出席二零一八年股東會的董事會成員，具有足夠能力及知識以解答於二
零一八年股東會上提出的問題。

審核委員會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包括盧華基先生、陳功先生及闕梅登先生。
彼等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與本公司的管理層及本公司的
獨立核數師已審閱本集團截至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及建議董事會通過。

年報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截至本年度之年報，
並登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g-resources.com)。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本公司股東一直的支持以及全體員工在過去一年裡的
全力以赴致以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

梁愷健

香港，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i)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李中曄女士；
(ii) 本公司執行董事梁愷健先生及梁煒堯先生；及
(iii)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盧華基先生、陳功先生及闕梅登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