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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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dili	Industr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

自願公告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及

業務資料更新

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連同二
零零八年同期的比較數字以及有關本集團經營的若干業務資料更新。

此乃本公司作出的自願公告，以告知股東及公眾人士有關本公司的若干資料。

財務摘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947,925	 �,0��,�0�  (�� )
毛利 501,436		 �,���,���  (�� )
除稅前利潤 232,144	 ���,���  (�� )
本公司的擁有人應佔利潤及全面收入總額	 203,604	 �0�,0��  (�� )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分） 9.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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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947,925	 �,0��,�0�
銷售成本  (446,489	) (���,��� )    

毛利  501,436	 �,���,���
其他收入  6,447	 ��,�0�
分銷支出  (101,117	) (��0,��� )
行政支出	 	 (151,893	) (�0�,��� )
衍生工具及持作買賣投資的
 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8,588	 (��,�00 )
融資成本  (31,317	) (��,�0� )    

除稅前利潤	 3	 232,144	 ���,���
所得稅支出  (30,634	) (��,��� )    

期間利潤及全面收入總額  201,510	 �0�,���    

以下人士應佔利潤及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03,604	 �0�,0��
 少數股東權益	 	 (2,094	) (�00 )    

  201,510	 �0�,���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分）  9.9	 ��.�    

攤薄（人民幣分）  9.9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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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228,343		 �,���,���
預付租賃款項 31,497		 ��,���
收購礦場按金 288,150		 –
收購土地使用權已付按金 15,000		 –
無形資產 113,667		 ���,���
商譽 11,065		 ��,0��   

 6,687,722		 �,���,��0   

流動資產
存貨 159,989		 ���,���
票據及貿易應收款 435,450		 ���,���
有追索權應收貼現票據 226,450		 ���,��0
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 164,716		 �0�,���
應收關連方款項 22,413		 �,���
持作買賣的投資 38,324		 ��,���
有抵押銀行存款 634,515		 ��,���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83,423		 ���,��0   

 3,265,280		 �,���,���   

流動負債
票據及貿易應付款 147,677		 ��0,���
有追索權貼現應收票據的墊支 226,450		 ���,��0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支出 545,270		 ���,���
應付關連方款項 821		 �,�00
衍生金融工具 –		 �,���
應付稅項 51,355		 ��,0��
銀行借款－於一年內到期 2,187,749		 ��0,000   

 3,159,322		 �,���,�0�   

流動資產淨額 105,958		 ���,���   

 6,793,6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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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8,605	 ���,�0�
股份溢價及儲備 5,866,102	 �,��0,��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6,064,707	 �,���,���
少數股東權益 89,285	 ��,���   

權益總額 6,153,992	 �,���,���   

非流動負債
復墾撥備及環保費用 8,821	 �,���
遞延稅項負債 50,033	 ��,���
其他長期應付款 130,834	 –
銀行借款－於一年後到期 450,000	 –   

 639,688	 ��,�0�   

 6,793,6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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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淨額 479,222	 ���,���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2,092,671	)	 (���,��� )
融資活動產生（所用）現金淨額 2,502,052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888,603		 (�,0��,��0 )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94,820	 �,��0,���   

於九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即銀行結餘及現金 1,583,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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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1.	 一般資料

Hidili Industr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二零零六年九月一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二十二章（一九六一年法律三，以經
合併及修訂為準）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母公司及最終控股
公司是Sanlian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三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該公司在英屬處女群
島註冊成立。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從事煤炭開採、銷售焦炭、原煤及
精煤以及提供運輸服務。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進行。財務資料以本公司的功能貨幣中國人
民幣（「人民幣」）列值。

2.	 主要會計政策

財務資料所用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年度財
務報表時所依從者一致。

於本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及其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頒佈的多項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
訂及詮釋（「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於本集團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開始的財務年度生
效。

3.	 除稅前利潤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扣除（計入）以下各項後所得的除稅前利潤：

無形資產的攤銷 5,924	 ���
預付租賃款項的攤銷 510	 �0�
復墾撥備及環保費用 978	 �,0��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折舊及攤銷 63,259	 ��,���
就下列各項確認減值虧損（減值虧損回撥）
 －貿易應收款 4,344	 �,�0�
 －其他應收款及預付款 (5,443	) ���   

 (1,0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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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披露事項

就本公司所擁有或已收購之礦場及廠房而言，本公司將簽立收購礦場或廠房協議之日期
視為收購各礦場或廠房之日期。本公司視為自相關收購日期起「擁有」或已「收購」礦場或
廠房，即使於該日期有關礦場或廠房的控制權或採礦權尚未轉讓予本公司。各收購的礦
場或廠房的控制權轉讓一般於收購日期起計若干個月後方可完成。將該等礦場或廠房之
法定擁有權轉讓予本公司須向有關中國政府機構辦理申請手續，需時介乎若干個月至一
年或以上不等。

公司希望就幾個影響其業務的因素提請投資公眾注意。自二零零七年九月首次公開發行
以來，通過對煤礦和煤炭處理設施的戰略收購，公司經歷了顯著的增長。諸多此等因素
與這些收購相關，或者因這些收購而變得更加重要。

經營許可證

本公司的一個附屬公司尚未取得中國法律及法規所規定全面開展煤炭相關業務之適當許
可證。富源縣茂盛選煤有限責任公司（「富源茂盛」）從事選煤、洗煤及煤炭銷售，雖持有
煤炭相關業務許可證，但該許可證所載經營範圍並不包括洗煤。富源茂盛並無持有從事
該等業務之適當許可證，原因在於本公司於近期方收購該採礦業務。本公司正為該附屬
公司更新經營許可證以確保全面遵守中國法律及法規。

採礦許可

本公司正於貴州省六盤水向有關機關申請將下列近期收購之煤礦的採礦權許可過戶至本
公司名下：魚其布黑煤礦、冬瓜凹煤礦、順源煤礦、祥興煤礦、羊場煤礦、洪興煤礦、
淤泥金河煤礦、弓角田煤礦及淤泥大河煤礦。除魚其布黑煤礦已按照本公司新訂採購系
統全面投入商業生產外，其餘煤礦仍在開發中且僅依循原有生產系統生產煤炭。該等煤
礦的採礦權許可於完成轉讓手續後方會過戶至本公司名下，而該等手續一般自簽立收購
協議後若干個月或更久方可完成。此外，本公司在雲南新收購的沿河煤礦、江浪煤礦、
青坪煤礦、興建煤礦、雲鄉煤礦及祖德煤礦亦沒有採礦許可。本公司透過簽訂購買協議
以獲得相關採礦資產、採礦權及運營權的方式收購上述五個煤礦，使本公司可根據協議
規定自該等煤礦收取相關利潤，惟協議並無規定將採礦許可轉讓予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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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就德昌煤礦、喜樂慶煤礦、洪興煤礦、淤泥金河煤礦及淤泥大河煤礦的採礦許可
均已屆滿，本公司正在辦理許可續期手續。

保險

本公司附屬公司根據中國法律及法規規定為彼等之員工投保多項保險，包括工傷、醫療
及退休保險。然而，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並無投保法律規定之全部類別保險。例如，除
雲南恒鼎煤業有限公司外，概無附屬公司為彼等的地下採礦工人投保意外傷害保險。（但
公司為員工提供工傷險及僱主責任險）。中國法律規定必須投保意外傷害保險。本公司將
繼續檢討並評估相關風險，參考業務需要及相關法律規定就本公司之保險慣例作必要調
整。

土地權

本公司於貴州省六盤水的煤礦佔地約��0,000平方米，包括多幢辦公樓宇及配套設施。本
公司於六盤水之附屬公司概無擁有該等土地的相關土地使用許可證，且並未就該等土地
上之樓宇及辦公室向當地機關辦理適當的規劃、興建或竣工手續。本公司正辦理相關手
續以取得於貴州省所佔用之土地的佔用及使用權。

公司位於雲南富源的煤礦佔地約��萬平方米，包括辦公樓和配套設施等建築物。公司於
二零零九年收購了這些煤礦。公司擁有達祥煤礦的土地權，除此以外，公司在富源煤礦
的土地中，部分為公司向地方政府租賃的集體所有土地，其餘部分為公司擁有臨時使用
權證。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更新

本公司藉策略收購將煤礦數目由二零零四年的��個增至於本公告日期的��個。本公司近
期於貴州省六盤水及雲南省富源收購的��個煤礦乃近期興建或整合之煤礦。現時，��個
煤礦大部分並未投產，或依循原有生產系統運行，惟魚其布黑煤礦已投入商業生產，而
天源煤礦及椅棋煤礦正進行試產。

完成最近期收購礦場及廠房後，本公司開發該等所收購礦場及廠房之資本開支總額約為
人民幣�0至��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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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現擁有��個煤礦，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年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的原煤產量分別約為�,���,�00噸、
�,���,000噸、�,���,000噸及�,���,�00噸。於二零零八年售出約���,000噸精煤及���,�00
噸焦炭，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售出約��0,�00噸精煤及���,�00噸焦炭。

下表載列本公司各主要產品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之產量、單位生產成本、平均售價（扣除增值稅）及銷量：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單位生產	 	   單位生產
 產量	 成本	 平均售價	 銷量 產量 成本 平均售價 銷量
  	 （扣除    （扣除
  	 增值稅）    增值稅）
	 （千噸）	 （人民幣	 （人民幣	 （千噸）	 （千噸）	 （人民幣 	 （人民幣 	 （千噸）
	 	 ╱噸）	 ╱噸）	 	 	 ╱噸）	 ╱噸）

主要產品
 焦炭 490.6	 488	 1,189.6	 474.1 ���.� ��� �,���.� ���.�
 精煤 944.4	 350	 804.5	 380.4 �,�0�.0 ��� �,���.� ���.�

截至二零零六年、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九
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向五大客戶銷售之銷售額分別為人民幣���,�00,000元、人
民幣���,�00,000元、人民幣�,0��,000,000元及人民幣���,�00,000元，佔有關期間本公
司總收益之��.�%、��.�%、��.0%及��.�%。同期，本公司向單一最大客戶銷售之銷售
額分別為人民幣���,�00,000元、人民幣���,�00,000元、人民幣���,�00,000元及人民幣
���,�00,000元，佔有關期間本公司總收益之��.�%、��.0%、��.�%及��.�%。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四日，本公司就建議收購貴州威箐煤焦物流有限公司��%股權（該公
司於六盤水從事倉庫管理及提供鐵路物流服務）以及就建議收購富源金通煤焦有限公司
��.��%股權（該公司於富源從事類似業務）而訂立諒解備忘錄。該等安排一經落實，將為
本公司帶來各目標公司分別�0%及�0%的年度運輸能力。此外，本公司正繼續於貴州及
雲南的物流公司發掘其他類似商機，以進一步提高本公司整體鐵路運輸能力。



- �0 -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運營狀況更新

由於鋼鐵、水泥和電力行業的煤炭需求增加，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第四季度的運營環境
開始好轉。截至本公告日期並自從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主要產品的月平均銷
售量和銷售價格較二零零九年前九個月均有所增加。於二零零九年前九個月，本公司售
出約��.�萬噸焦炭和��萬噸精煤，焦炭和精煤的平均銷售價格分別約為人民幣�,��0元╱
噸和人民幣�0�元╱噸。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分別售出焦炭
和精煤約��萬噸和��萬噸。本公司亦相信，由於市況好轉，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三個月本公司的利潤率比起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可能有所提高。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之運營狀況更新」所載資料僅為本公司
管理層根據本集團管理賬目作出的初步評估，並非基於經本公司核數師審核之任何數據
或資料。

前瞻陳述

本公告所載前瞻陳述乃基於現時預期。該等陳述並非未來事項或業績之保證。未來事項
及業績涉及難以預測的若干風險、不明朗因素及假設。鑑於市場波動及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變動等諸多因素，實際事項及業績可能與本公告所述者相去甚遠。

建議本公司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鮮揚

香港，二零一零年一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鮮揚先生（主席）、孫建坤先生及王榮先生；以及本
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興先生、陳利民先生及黃容生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