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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gbao Gold Company Ltd.
靈寶黃金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3330）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靈寶黃金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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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
績。編製此中期財務報表的基礎，跟二零零七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會計政策
是一致的。此中期財務報表已通過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之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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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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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9 1,836,580 1,012,917

銷售成本 (1,550,867) (870,988)
  

毛利 285,713 141,929

其他收入 3 10,028 10,962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4 7,711 (6,114)
銷售及分銷開支 (9,327) (5,997)
行政開支及其他經營開支 (72,187) (46,818)

  

經營溢利 221,938 93,962

融資成本 5(a) (48,442) (30,799)
  

除稅前溢利 5 173,496 63,163

所得稅 6 (45,827) (24,654)
  

本期溢利 127,669 38,509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128,075 38,464
少數股東 (406) 45

  

本期溢利 127,669 38,509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分） 7 1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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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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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606 634,551
在建工程 380,156 302,451
無形資產 557,864 362,112
商譽 38,882 38,882
租賃預付款項 55,333 36,940
其他投資 10,504 10,504
非流動預付款項 77,110 36,212
投資按金 85,832 89,122
遞延稅項資產 27,084 23,093

  

1,954,371 1,533,867
  

流動資產

存貨 593,677 591,44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按金和預付款項 10 570,907 663,360
可供出售投資 – 40,000
受限制現金 – 181,982
可收回稅項 8,221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51,934 389,651

  

1,524,739 1,866,436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475,000 599,861
無抵押債券 580,000 580,000
最終控股公司貸款 13,800 －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370,441 346,666
應付本期稅項 12,125 28,426

  

1,451,366 1,554,953
  

流動資產淨值 73,373 311,48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27,744 1,845,350
  



4

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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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50,000 120,000
其他貸款 3,270 3,270
其他應付款項 107,145 －
遞延稅項負債 19,975 23,697

  

280,390 146,967
  

資產淨值 1,747,354 1,698,38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4,050 154,050
儲備 1,566,611 1,517,996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1,720,661 1,672,046

少數股東權益 26,693 26,337
  

權益合計 1,747,354 1,698,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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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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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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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業務產生╱（所耗）的現金 336,904 (157,819)

已付中國所得稅 (79,971) (74,431)
  

經營活動所得╱（所耗）的現金淨額 256,933 (232,250)

投資活動所得╱（所耗）的現金淨額 8,285 (95,032)

融資活動（所耗）╱所得的現金淨額 (215,572) 230,64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49,646 (96,635)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4,692 347,265

匯率變動的影響 (2,384) (1,513)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41,954 24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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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
製，其中包括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獲授權刊發。

編製本中期財務報告時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二零零七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於編製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時，鑒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人民幣
580,000,000元之無抵押債券將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到期償還及總額人民幣475,000,000元之
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董事已對本集團之未來流動資金作出考慮。本集團於二零零八
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351,934,000元。因此，本集團須獲得更多資
金以確保其有能力償還到期之借貸。該等條件顯示存在重大不明朗因素，可能對本集團持
續經營之能力構成重大疑問，因而本集團可能無法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變現其資產及解除其
負債。本集團已積極與其主要銀行進行磋商以確保持續獲得財務支持，以償還到期無抵押
債券及短期銀行貸款合共人民幣1,055,000,000元。截至本報告日期，本集團已自其主要銀
行獲得短期借貸授信額度人民幣510,000,000元，其中人民幣300,000,000元貸款期為六個
月。董事認為，本集團將可獲得主要銀行持續財務支持，以為其日後營運資金及財務需求
提供資金及履行到期之財務責任。本公司計劃發行約人民幣600,000,000元為期365日之短
期債券。本公司將於獲得股東批准後向銀行申請。股東大會將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九日舉
行。建議發行短期債券所得款項將用於替代本公司現有銀行貸款。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
靈寳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確認其將就本公司維持持續經營及履行到期之財務責任
提供必要之財務幫助。因此，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
告乃根據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倘本集團不能以持續經營基準繼續經營業務，則中期財務報
告需要作出調整以重列資產價值為其可收回數額，就任何其他可能出現之負債提撥準備，
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此等調整之影響並無反映於未
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中。

2	 營業額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於中國開採、選煉、冶煉及銷售黃金以及其他金屬產品。

營業額指扣除銷售稅及增值稅後，向客戶銷售貨品的價值。於期內營業額確認各項主要類
別收入的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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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
 －黃金 1,328,411 769,413
 －其他金屬 420,582 227,027
 －其他 94,802 18,261
減：銷售稅金及附加費 (7,215) (1,784)

  

1,836,580 1,01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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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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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利息收入 2,251 5,393
其他利息收入 894 －

  

未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表的金融資產的
 利息收入總額 3,145 5,393
送貨收入 4,740 4,444
政府補貼 1,700 －
廢料銷售 369 845
非上市證券股息收入 － 280
雜項收入 74 －

  

10,028 10,962
  

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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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保險索賠 – 1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收益淨額 (377) 33
外匯虧損淨額 (4,085) (6,242)
業務合併產生的負商譽 12,437 －
視作出售附屬公司的收益 392 －
其他 (656) 79

  

7,711 (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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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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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 融資成本：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利息 14,594 30,500
其他貸款利息 45 45
無抵押債券利息 15,501 －
按公允價值計算的金融工具變現虧損淨額 17,909 －
其他借貸成本 393 254

  

48,442 30,799
  

(b) 其他項目：

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583 171
物業經營租賃支出 666 566

  

折舊總額 52,524 22,524
減：資本化至在建工程的折舊 (453) (294)

  

52,071 22,230
  

無形資產攤銷總額 52,256 32,232
減：資本化至勘探及評估資產的攤銷 (29,948) (22,857)

  

22,308 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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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綜合損益表的所得稅

綜合損益表所示的稅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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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稅項

本期中國所得稅 53,637 34,035

遞延稅項

臨時差異的產生與撥回 (7,810) (13,197)
稅率變動的影響 － 3,816

  

45,827 24,654
  

附註：

(i)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了自二零
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稅法」）。由於新稅法的出台，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適用的法定所得稅率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為25%。

(ii) 根據相關中國所得稅準則和規定，中國所得稅準備乃按25%（二零零七年：33%）法
定稅率就本公司及其位於中國之附屬公司的應課稅溢利計算。位於中國以外地區的
附屬公司的稅項乃按有關國家的現有適當稅率計算。

7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每股基本盈利是以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可供分配予本公司股東的利潤人民幣128,075,000元（截至二零
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8,464,000元）除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的股數
770,249,000股（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70,249,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任何潛在攤薄
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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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於本中期內批准的以往財政年度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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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並已於隨後的中期期間獲批准的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人民幣0.1元（截至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0.08元） 77,025 61,620

  

除上述外，董事會並未提議分派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
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分部報告

本集團於期內來自主要業務的營業額與溢利的貢獻，在撇除所有集團內公司間的重大交易
後分析如下：

業務分部

分部之間
採礦 冶煉 抵銷 未分配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來自外間客戶的收入 – 1,836,580 – – 1,836,580
來自分部之間的收入 211,961 69,590 (281,551) – –
來自外間客戶的其他收入 1,732 6,044 – 2,252 10,028

     

總計 213,693 1,912,214 (281,551) 2,252 1,846,608
     

分部業績 16,588 219,855 (7,096) 2,252 231,599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開支 (9,661)

 

經營溢利 22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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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之間
採礦 冶煉 抵銷 未分配 綜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來自外間客戶的收入 － 1,012,917 － － 1,012,917
來自分部之間的收入 164,480 － (164,480) － －
來自外間客戶的其他收入 120 5,169 － 5,673 10,962

     

總計 164,600 1,018,086 (164,480) 5,673 1,023,879
     

分部業績 14,748 101,343 (6,283) 5,673 115,481
未分配經營收入及開支 (21,519)

 

經營溢利 93,962
 

10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和預付款項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和預付款項包括：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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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易應收賬款（已扣除呆賬準備） 143,009 58,918
應收票據 53,362 34,050
其他應收款項（已扣除呆賬準備） 61,042 6,197
採購按金（已扣除呆賬準備）（附註(i)） 170,001 111,143
其他按金和預付款項 34,793 34,352
應收北京久益款項（附註(ii)） 108,700 418,700

  

570,907 66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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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採購按金指本集團預先向供應商支付的金額，以取得及時和穩定的金精粉供應，以
供日後冶煉之用。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已採取適當的程序以評估供應商供應金精
粉的能力，預期將分別向各供應商採購金精粉，而採購款將從採購按金中抵銷。

(ii)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四日，本公司與北京久益投資有限公司（「北京久益」）訂立終止
協議，以終止建議之陝西久盛礦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陝西久盛」）收購。根據終止
協議，北京久益須向本公司償還投資按金人民幣305,800,000元及支付補償費用人民
幣112,900,000元，作為未能就陝西久盛收購達成具體協議的補償。本公司於截至二
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收回人民幣310,000,000元。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與北京久益簽訂延長協議，尚未償還的人民幣108,700,000元之償還限期已
延長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要求客戶在付運貨物前以現金或票據預付全數貨款。本集團只會在經過磋商後，允
許有良好交易紀錄的部份主要客戶以最長180天為期賒賬。

於結算日，本集團有若干信貸集中風險，因其應收貿易賬款中有約23%（二零零七年：
60%）及80%（二零零七年：99%）分別來自本集團的最大客戶及五大客戶。本集團與該等
特殊客戶維持長期而穩定的業務關係。本集團會密切監察該應收款項的情況，以儘量減低
該應收款項的相關信貸風險。

於結算日，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已扣除呆賬準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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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月內 163,653 66,933
超過3個月但少於6個月 26,708 26,035
超過6個月但少於1年 4,950 －
超過1年 1,060 －

  

196,371 9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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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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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貿易賬款 130,693 162,237
其他應付款項 141,903 114,146
應付薪金及福利 40,822 34,441
應計費用 15,122 16,064
應付利息 30,690 10,053
預收款項 11,211 9,725

  

370,441 346,666
  

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零八年 於二零零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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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月內 116,106 152,745
超過3個月但少於6個月 5,458 4,689
超過6個月但少於1年 4,984 1,410
超過1年但少於2年 1,989 1,467
超過2年 2,156 1,926

  

130,693 16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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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展望

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度，靈寶黃金股份有限公司（「靈寶黃金」或「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與本公司合稱為「本集團」）生產黃金約6,687公斤（約214,992盎司），
比去年同期增加約1,203公斤（約38,677盎司），同比增長約16.4%。其中包括合
質金約444公斤（約14,275盎司），合質金集團內部銷售為約390公斤（約12,539
盎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的營業額約人民幣
1,836,580,000元，同比增長約81.3%。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人民幣約128,075,000元，同比增長約233.0%。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17元。於二零零
八年上半年，本集團的股東應佔溢利，較二零零七年同期增長，主要是由於冶煉
分部及礦山生產經營規模擴大，以及同時受惠於產品售價於高位運行。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國際金價從一月一日約每盎司841美元上漲至六月三十日約每
盎司925美元，期間升上每盎司1,000美元，觸及歷史新高每盎司1,032美元，但其
後金價隨即向下調整。二零零八年上半年金價較二零零七年仍然保持升勢，除美
元弱勢外，全球商品價格急升，金價亦因而受惠。

本集團礦山資源主要分別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河南、新疆、江西、甘肅
及內蒙五省，截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擁有53個採探礦權，面積1,278.21平
方公里。總黃金儲備及資源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約124.03噸。

1.	 採礦分部

銷售及生產

採礦業務主要包括銷售金精粉及合質金。所有金精粉及合質金均銷售予本集
團的冶煉廠作為集團內公司間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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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載列採礦分部按產品分類的生產及銷售數量之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概約 概約 概約 概約

單位 生產數量 銷售數量 生產數量 銷售數量

金精粉 公斤 801 672 826 814
合質金 公斤 444 390 316 316

    

黃金合計 公斤 1,245 1,062 1,142 1,130
黃金合計 盎司 40,028 34,144 36,716 36,330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採礦分部總收入約為人民幣213,693,000元，較
二零零七年同期約人民幣164,600,000元增加約29.8%。期內河南、新疆及內
蒙礦區之收入佔採礦分部總收入為約65.3%，19.6%及15.1%。本集團合質金
生產增加約128公斤至約444公斤，金精粉生產減少約25公斤至約801公斤。
黃金生產較二零零七年同期上升主要是河南桐柏興源礦業有限公司在二零零
七年七月開始投產。

分部業績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採礦分部業績總額約人民幣16,588,000元，較
二零零七年同期約人民幣14,748,000元增長約12.5%。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上
半年的採礦業務分部業績與分部營業額比率約為7.8%，較二零零七年度同期
約9.0%減少約1.2%。

展望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下半年繼續積極在吉爾吉斯共和國開展勘探工作，繼續
進行坑探和鑽探工作，做好礦山開拓建設的準備工作，預計在本年年底之前
完成伊斯坦貝爾德金礦開發總體設計，該項目的採礦設計部分已開工，並根
據總體設計完成主要設備選型和購置。

本集團繼續在內蒙古赤峰靈金公司的多金屬礦床的探礦工作， 對小秦嶺地區
鴻鑫公司進行礦山改建，擴大選廠規模，和穩定小秦嶺地區、桐柏興源、新
疆華泰、內蒙金蟾等礦山的生產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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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冶煉分部

本集團現時之冶煉廠位於河南省，能綜合回收金、銀、銅及硫酸。其產品包
括金錠、銀、銅產品及硫酸。下表載列冶煉分部按產品分類的生產及銷售數
量之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單位 生產數量 銷售數量 生產數量 銷售數量

金錠 公斤 6,687 6,385 5,484 4,680
盎司 214,992 205,283 176,315 150,466

白銀 公斤 17,865 17,720 17,956 7,029
盎司 574,373 569,711 577,298 225,988

銅產品 噸 5,480 6,266 4,326 3,938

硫酸 噸 90,902 92,846 64,430 65,839

銷售及生產

本集團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冶煉分部總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912,214,000元，
較二零零七年同期約人民幣1,018,086,000元增加約87.8%。有關增幅主要由於
金錠銷售額隨平均銷售價格與去年同期比較上升約26.5%而增加約72.7%和硫
酸的銷售數量和平均銷售價格上升約41.1%和268.6%所致。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河南地區冶煉綜合二期工程投入生產，使本集團之冶煉
規模由去年每日處理約700噸金精粉擴大到現在每日處理金精粉960噸，生產
使用率約97.8%。因此，本集團的金、銅及硫酸產量增加約21.9%，26.7%及
41.1%。本期之金回收率約95.6%，銀回收率約68.9%，銅回收率約94.9%，回
收率繼續保持在較高水平。

分部業績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的冶煉分部業績總額約人民幣219,855,000元，較
二零零七年同期約人民幣101,343,000元增加約116.9%。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
上半年的冶煉業務分部業績與分部營業額比率約為11.5%，較二零零七年同
期約10%增加約1.5%。透過有效成本控制及調控生產，冶煉分部之盈利比率
較去年同期輕微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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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二零零八年下半年金精粉中提取鉛及鋅的技術攻關將進入生產中型試驗階
段。二零零八年下半年將加強營銷管理，進一步提高盈利能力。

綜合經營業績

營業額

下表載列本集團按產品分類的銷售分析：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金額 每單位售價 金額 每單位售價
（人民幣 銷售數量 （人民幣 （人民幣 銷售數量 （人民幣
千元）（公斤╱噸） 公斤╱噸） 千元）（公斤╱噸） 公斤╱噸）

金錠 1,328,411 6,385公斤 208,052 769,413 4,680公斤 164,404
銀 60,446 17,720公斤 3,411 22,288 7,029公斤 3,171
電解銅 278,495 5,279噸 52,755 204,739 3,938噸 51,991
銅箔 81,641 987噸 82,716 － － －
硫酸 94,802 92,846噸 1,021 18,261 65,839噸 277

  

稅前營業額 1,843,795 1,014,701
減：銷售稅 (7,215) (1,784)

  

1,836,580 1,012,917
  

本集團二零零八年上半年度的營業額約為人民幣1,836,58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
加約81.3%。有關增幅主要因為於期內出售的金錠數量和平均售價上升約36.4%和
26.5%；銀的數量和平均售價上升約152.1%和7.6%；電解銅的數量和平均售價上
升約34.1%和1.5%；硫酸的數量和平均售價上升約41.0%和268.6%。

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三月收購華鑫銅箔，其主要從事生產銅箔，為本集團新增一
項產品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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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前景展望

於二零零八年第三季美元顯著反彈，原油價格明顯走弱，導致金價向下調整。隨
著通脹壓力，物價上升，將加大本集團成本支出。本集團將進一步加強成本控
制，降低運營成本，積極應對經濟運行環境的變化，把握機遇，迎接挑戰。

財務回顧

收購及出售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本集團以現金人民幣27,900,000元收購了靈寶華鑫
銅箔有限責任公司（「華鑫銅箔」）的全部股權。華鑫銅箔位於中國河南省，主要從
事生產銅箔，預計生產規模為年度3,000噸。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產生資金及銀行貸款為收購及營運提供資金。於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現金及銀行結餘達人民幣351,934,000元，其中13.4%以港元計值。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股東權益達人民幣1,720,661,000元（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672,046,000元）。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擁有流動資產人民幣1,524,739,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1,866,436,000元）及流動負債人民幣1,451,366,000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1,554,953,000元）。流動比率為1.05（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0）。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約人民幣1,222,070,000元的未償還銀行及
其他借貸，固定年利率介於4.88%至6.23%，其中約人民幣1,068,800,000元須於一
年內償還、約人民幣150,000,000元須於一年後但兩年內償還，約人民幣3,270,000
元需於五年後償還。本集團於期內並未有銀行借貸為抵押借款。於二零零八年六
月三十日的負債比率為35.1%（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3%），乃按總借貸
除以資產總值計算。

市場風險

本集團需承受各種市場風險，包括金價及其他商品價值波動，以及利率、外幣匯
率及通脹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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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價及其他商品價值風險

本集團年內的營業額及溢利受金價及其他商品價值波動所影響，原因為本集團的
營業額及溢利全來自於中國。本集團概無訂立商品衍生工具或期貨，以對沖金價
及其他商品價格的任何潛在波動或作交易用途。因此，金價及其他商品價格波動
可能對本集團的營業額及溢利造成重大影響。

利率

本集團面對有關債項利率波動的風險。本集團就支持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需求等
一般企業用途而產生債務承擔。本集團的銀行貸款利率或會由放款人根據有關中
國人民銀行規例的變動而作出調整。倘中國人民銀行調高利率，則本集團的融資
成本將會上升。此外，倘本集團日後需要進行債務融資，則利率上調將會使新增
債項的成本增加。

匯率風險

本集團之交易全以人民幣進行。因此，匯率波動可能影響國際及本地金價，並對
本集團的經營業績構成影響。人民幣並非自由兌換的貨幣。中國政府可能對人民
幣自由貿易採取進一步行動及措施。匯率波動或會使本集團兌換或換算成港元的
淨資產、盈利及任何宣派的股息有不利影響。

合約責任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總數約人民幣666,138,000元，較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22,364,000元增加約人民幣443,774,000元。

資本支出

期內資本支出約為人民幣439,754,000元，包括收購新附屬公司淨支出約人民幣
27,900,000元，支付固定資產及在建生產設備合共約人民幣148,465,000元，購買
無形資產約人民幣258,344,000元及預付租賃款項約人民幣5,045,000元。

或有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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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平均僱員數目為4,185名。作
為國內最大的綜合黃金生產企業之一，本公司高度重視人力資源，為僱員提供具
競爭力的薪酬及培訓計劃。於二零零八年上半年，本集團向大部分僱員派發現金
花紅，作為對彼等於二零零七年表現的肯定。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本公司及其各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股份。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企業管治

作為中國其中最大的綜合黃金開採公司，本公司一直堅持較高水準之企業管治，
並且訂立了一套清晰的企業管治程式，確保公司具透明度並保障整體股東及僱員
整體利益及權益。

本公司已全面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規定，惟下文之偏
離除外：

(i) 守則條文第A.2.1條（董事長與行政總裁的分工）

守則條文第A.2.1條訂明董事長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

董事長負責確保董事會會議上討論的事宜已妥善地向董事解說，而董事亦已
獲得該等事宜的完整及可靠資料。

許高明先生為本公司的董事長及行政總裁，並擁有豐富的行業經驗。因此，
已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的規定。董事會認為擁有一名對本集團的業務有所
認識，能帶領討論及提示董事會，尤其是能適時就本行業內各種問題及發展
向非執行董事作出必要的指引的董事長為符合本集團的最佳利益。此外，董
事會相信有關架構能促使本集團更及時及有效率地實施所作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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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守則條文第A.4.2條（所有為填補臨時空缺而被委任的董事應在接受委任後的
首次股東大會上接受股東選舉）

至於選舉新委任董事方面，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三第4(2)段的規定，
准許為填補董事會臨時空缺而獲委任的董事須於本公司的下一屆股東週年大
會上重選。就此，本公司並無採納規定於下屆股東大會重選董事的守則條文
第A.4.2條。

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根據向本公司董事作出之特定查
詢，董事已於回顧期內整段期間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
成，即鄭錦橋先生、寧金成先生、王彥武先生、牛鍾潔先生及許萬民先生。審核
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及外聘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及討論及審閱
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
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審核委員會認為有關報告符合適用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法
律規定，並已作出充份披露。

刊載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佈已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網站（www.hkexnews.
hk）及本公司的網站（www.irasia.com/listco/hk/lingbao）刊登。二零零八年中期報
告將會稍後寄發予股東，並將會載列於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之網站。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許高明

中國，河南省靈寶市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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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四位執行董事許高明先生、王建國先生、呂曉兆先生及
靳廣才先生；三位非執行董事許萬民先生、狄清華先生及戚國忠先生，以及四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寧金成先生、王彥武先生、牛鍾潔先生及鄭錦橋先生組成。

本業績公佈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irasia.com/listco/hk/lingbao）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