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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STONE ENERGY GROUP LIMITED
金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63）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概要

— 收益為374,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40,000,000港元）- 急劇增長 334,000,000港元或9
倍。

— 毛利為 189,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900,000港元）及毛利率為 50.5%（二零零九

年︰2.2%）。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 522,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800,000港元）。不計及

622,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零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公平值虧損，本集團錄得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溢利100,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虧損800,000港元）。

—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盈利 1為 237,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虧損 9,000,000
港元）及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盈利率為63.4%（二零零九年︰ -22.5%）。

附註︰

1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盈利是指除所得稅前虧損加上利息、折舊、攤銷、可換股票據公平值

虧損、非現金股權結算之購股權開支及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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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374,394 40,064
銷售成本 (185,472) (39,189)

毛利 188,922 875
可換股票據公平值虧損 13 (622,370) —

其他收入及收益 2,605 9,222
銷售及分銷費用 (3,003) (1,922)
行政開支 (43,272) (8,903)
融資成本 5 — (43)

除所得稅前虧損 6 (477,118) (771)
所得稅 7 (37,553) —

本期虧損 (514,671) (771)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23,066 (44)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稅項 23,066 (44)

本期全面虧損總額 (491,605) (815)

以下各方應佔本期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21,535) (771)
非控股權益 6,864 —

(514,671) (771)
以下人士應佔本期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99,857) (815)
非控股權益 8,252 —

(491,605) (815)

本公司普通股持有人應佔之每股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3.96)港仙 (0.02)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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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975,176 851,815
預付土地出讓金 12,384 12,416
商譽 — —

採礦權 2,366,065 2,384,988
預付款項 312,538 233,169

非流動資產總值 3,666,163 3,482,388

流動資產

存貨 7,966 6,768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241,596 34,59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13,698 83,858
應收關連人士款項 2,297 442
已抵押存款 34,846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51,774 143,024

流動資產總值 852,177 268,690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77,652 25,558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24,053 152,000
計息銀行借貸 12 436,430 56,790
應付稅項 52,899 5
應付關連人士款項 — 151,611
應付董事款項 — 41

流動負債總額 991,034 386,005

流動負債淨值 (138,857) (117,31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527,306 3,36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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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1,584 35,326
計息銀行借貸 12 861,375 851,850
可換股票據 13 2,012,425 2,411,000
遞延稅項負債 555,361 564,064

非流動負債總額 3,490,745 3,862,240

資產╱（負債）淨值 36,561 (497,167)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 158,698 77,338
儲備 (210,773) (654,889)

(52,075) (577,551)

非控股權益 88,636 80,384

權益總額╱（資產虧絀） 36,561 (49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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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本

股份溢

價賬

中國法定

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累積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77,338 1,133,198 7,904 6,805 764 (1,803,560) (577,551) 80,384 (497,167)

本期全面收益╱（虧損）總

額 — — — 21,678 — (521,535) (499,857) 8,252 (491,605)

確認股本結算之基於股份之

付款開支

（附註 15 (a)） — — — — 4,538 — 4,538 — 4,538

兌換可換股票據

（附註 14） 81,360 939,585 — — — — 1,020,945 — 1,020,945

股份發行開支 — (150) — — — — (150) — (15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58,698 2,072,633 7,904 28,483 5,302 (2,325,095) (52,075) 88,636 36,561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已發行

股本

股份溢

價賬

中國法定

儲備

匯兌波動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累積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31,249 723,462 7,904 13,717 764 (725,041) 52,055 — 52,055

本期全面虧損總額 — — — (44) — (771) (815) — (815)

發行股份 848 7,145 — — — — 7,993 — 7,993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 — (1,982) (6,893) — — (8,875) — (8,875)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32,097 730,607 5,922 6,780 764 (725,812) 50,358 — 5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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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所得╱（所用）之淨現金流 97,088 (37,463)
投資業務所得╱（所用）之淨現金流 (222,416) 27,939
融資業務產生之淨現金流 378,853 7,95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253,525 (1,574)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8,739 84,435
匯率變動影響 (490) (44)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51,774 82,81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351,774 8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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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本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儘管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綜合虧損約 521,535,000港元，以及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淨額為 138,857,000

港元。此乃由於 (i)於報告期間後，於二零一零年八月，本集團結欠一名債權人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合共115,000,000港元之債務已獲其同意將還款日期延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ii)計入流動負債為預收客

戶賬款約 72,000,000港元，有關款項將於交付貨物後確認為本集團收入，預期不會對本集團造成重大現

金流出；及 (iii)董事估計自集團煤開採業務產生之淨經營性現金流入足夠支付集團之負債及資本承諾於

到期時之需求。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

定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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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

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之全部資料及披露，故應連同本集團二零零九年之年

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覽。

除下文附註 2所述者外，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經修訂或修訂於該準則及詮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本集團已應用

以下於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生效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首次採納者額外豁免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股份付款 — 集團以現金結算

之股份付款交易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合併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工具：確認及計量 — 合資

格對沖項目的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詮釋第17號 分配非現金資產予擁有人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本包含於二零零

八年十月發佈的改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有待售的非流動資產和終

止經營 — 出售附屬公司控制權益之計劃的修訂

香港詮釋第4號（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修訂） 租賃 — 釐定香港土地租賃之租賃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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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就收購日期在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合併業務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

合併」。本集團亦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

表」之規定，其與取得或喪失對附屬公司的控股而引起之擁有權權益變化之會計處理有關。

由於本中期期間並無任何交易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

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後的修訂

本對本集團本期及以往會計期間之中期財務報表並無產生任何影響。

本集團未來期間的業績將可能因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經修訂）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後的修訂本而受到影響。

採納其他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如何編製及呈列本會計期間或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

任何重大影響。因此，毋須對以往期間作出調整。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著手評估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之影響，惟尚未能確定此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已採納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將業務分為三個可呈報經營分部如下：

(a) 磷產品分部 - 投資於買賣磷產品；

(b) 視光產品分部 - 投資於視光產品買賣；及

(c) 採煤分部 - 投資於開採及銷售煤。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所述者相同。

– 8 –



分部間之銷售及轉撥均以按當時市價與第三方進行交易之售價作為參考來進行。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磷產品 視光產品 採煤 公司及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來自外界客戶收入 11,155 1,567 361,672 — 374,394
其他收入 1,282 78 1,216 29 2,605

總收入 12,437 1,645 362,888 29 376,999

分部業績 (558) (478) 159,611 — 158,575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430
可換股票據公平值虧損 (622,370)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3,753)

除利得稅前虧損 (477,118)
所得稅 (37,553)

本期間虧損 (514,671)

分部資產 7,296 3 4,121,789 — 4,129,088
對賬：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51,774
已抵押存款 34,846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632

資產總值 4,518,340

分部負債 22,363 — 540,114 — 562,477
對賬：
計息銀行借款 1,297,805
應付稅項 52,899
可換股票據 2,012,425
遞延稅項負債 555,361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812

負債總額 4,48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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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磷產品 視光產品 採煤 公司及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來自外界客戶收入 8,388 31,676 — — 40,064

其他收入 8,995 — — 227 9,222

總收入 17,383 31,676 — 227 49,286

分部業績 248 (84) — — 164

對賬：
銀行利息收入 228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1,120)

融資成本 (43)

除所得稅前虧損 (771)

所得稅 —

本期虧損 (771)

分部資產 28,667 12,084 — — 40,751

對賬：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2,817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398

資產總值 123,966

分部負債 59,669 13,639 — — 73,308

對賬：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300

負債總額 73,608

分部收入之地理資料

來自各分部超過90%收入乃從位於中國之客戶所得。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期內，本集團與三名外來客戶的交易佔本集團總收入超過 10%。該等客戶帶來的收入為 179,164,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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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收益（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指售予客戶之已售貨品之發票值減銷售稅、增值稅、退貨及折扣。

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利息 39,984 43

減 : 資本化為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利息 (39,984) —

— 43

6. 除所得稅前虧損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185,472 39,189

折舊 42,031 160

預付土地出讓金攤銷 166 —

採礦權攤銷 45,194 —

應收賬項減值收入 (1,280)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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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作出

香港利得稅撥備（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無）。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稅項已根據本集團所

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 — 香港 — —

— 其他地區 52,433 —

遞延 (14,880) —

37,553 —

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164,276,703股（二零零九年：3,192,861,034股）計算。

由於尚未行使之本公司購股權及視作轉換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發行之可換股票據對該等

期間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具反攤薄影響，故並無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所呈

列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出有關攤薄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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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年╱期初

成本 852,931 2,798

累計折舊 (1,116) (357)

賬面淨值 851,815 2,441

於年╱期初，扣除累計折舊 851,815 2,441

添置 155,165 14,648

收購附屬公司 — 838,123

年╱期內提撥折舊 (42,031) (1,192)

出售撥回 (275) —

出售附屬公司 — (2,205)

匯兌調整 10,502 —

於年╱期末，扣除累計折舊 975,176 851,815

於年╱期末

成本 1,018,596 852,931

累計折舊 (43,420) (1,116)

賬面淨值 975,176 851,815

10.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屬以信用作出，惟就新客戶而言則一般要求彼等以票據形式或預先付款。

信用期一般為一個月，主要客戶延至最多六個月。每名客戶設有最高信用限額。本集團對其未收取之應

收款項保持嚴謹控制，並設有信貸監控政策以盡量減低信貸風險。逾期餘額由管理層定期審閱。鑑於上

文所述及本集團貿易應收賬款與多名分散之客戶有關，並無重大信貸集中風險。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

據為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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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結束時，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按繳款到期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內 231,080 17,610

31至60天內 — 5,990

61至90天內 2,082 1,930

91至180天內 — 1,863

181至365天內 7,111 4,597

超過365天 36,043 38,220

276,316 70,210

減值撥備 (34,720) (35,612)

241,596 34,598

11.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天內 69,524 7,270

31至60天內 154 5,794

61至90天內 158 3,809

91至180天內 906 668

181至365天內 4 1,995

365天以上 6,906 6,022

77,652 25,558

貿易應付賬款不計利息，一般按60日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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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息銀行借貸

實際利率 到期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厘 )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

銀行貸款 -無抵押 5.31 -7.97 二零一零年 436,430 56,790

非流動

銀行貸款－有抵押 5.92 -7.97

二零一一年至

二零一五年 861,375 851,850

1,297,805 908,640

分析：

銀行貸款：

一年內 436,430 56,790

第二年 114,850 113,580

第三至五年（包括首尾兩年在內） 746,525 567,900

五年以上 — 170,370

1,297,805 908,640

本集團之所有銀行存款以人民幣結算。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集團計息銀行借貸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

若。

若干銀行貸款人民幣 20,000,000元（相當於約 22,970,000港元）以中國人民銀行頒佈之一年貸款浮動息率計

息，到期日為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該筆銀行貸款由獨立第三方擔保。

若干銀行貸款人民幣 30,000,000元（相當於約 34,455,000港元）以年利率 7.97厘計息，到期日為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四日。該筆銀行貸款由獨立第三方作出擔保。

若干銀行貸款人民幣 30,000,000元（相當於約 34,455,000港元）以中國人民銀行頒佈以一年期貸款加年息

30%之浮動息率計息，到期日為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該筆銀行貸款由獨立第三方及本集團附屬公

司鄂爾多斯市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恒泰」）董事郝深海先生擔保。

若干銀行貸款人民幣100,000,000元（相當於約114,850,000港元）以利率5.31%計息，到期日為二零一一年二

月二十五日。該筆銀行貸款由恒泰董事郝深海先生擔保。

若干銀行貸款人民幣200,000,000元（相當於約229,700,000港元）以利率5.31%計息，到期日為二零一一年四

月六日。該筆銀行貸款由恒泰董事郝深海先生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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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銀行貸款人民幣 500,000,000元（相當於約 574,250,000港元）以中國人民銀行頒佈之五年貸款浮動息率

計息，須於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期間分期償還。該筆銀行貸款由以下各項作抵押：

(i) 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Triumph Fund A Limited（「Triumph」）之前股東趙明先生及恒泰董事郝深海先生

作出之擔保；

(ii) 以本集團之採礦權作抵押；及

(iii) 山西普華德勤冶金科技有限公司（本集團附屬公司）及鄂爾多斯市東勝區普華德勤商貿有限公司（恒

泰之少數權益股東）分別持有95%及5%之恒泰股本權益作抵押。

若干銀行貸款人民幣 250,000,000元（約相當於 287,125,000港元）以中國人民銀行頒佈之六年貸款浮動息率

計息，須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五年期間分期償還。該筆銀行貸款由Triumph之前股東趙明先生及恒泰

董事郝深海先生擔保，並以本集團之採礦權抵押。

13. 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本公司發行本金總額為 1,805,000,000港元之零息可贖回可換股票據，以

收購Triumph及其附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該等可換股票據以五年到期，然而，本公司有權於發行日

期起計三年後隨時按其面值贖回全部或部分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可按初步兌換價每股 0.0625港元兌

換為普通股。於報告期間內，本金額為 508,5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已按每股 0.0625港元之兌換價兌換

為8,136,000,000股普通股。

於初次確認時，本集團之可換股票據劃分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財務負債，公平值變動之收益或虧損於

產生之期間在損益確認。

本集團之可換股票據公平值及本金額變動如下：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公平值 本金額 公平值 本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於年╱期初 2,411,000 1,522,250 — —

收購附屬公司時發行 — — 1,805,000 1,805,000

年╱期內兌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1,020,945) (508,500) (447,831) (282,750)

公平值變動 622,370 — 1,053,831 —

於年╱期末 2,012,425 1,013,750 2,411,000 1,52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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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

30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3,000,000 3,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5,869,743,370（二零零九年：7,733,743,37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58,698 77,338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本變動如下：

已發行普

通股數目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賬 總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3,124,862,734 31,249 723,462 754,711

發行新股份 (a) 84,880,636 849 7,151 8,000

股份發行開支 (a) — — (6) (6)

兌換可換股票據 (b) 4,524,000,000 45,240 402,591 447,831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 7,733,743,370 77,338 1,133,198 1,210,536

兌換可換股票據 (c) 8,136,000,000 81,360 939,585 1,020,945

股份發行開支 (c) — — (150) (150)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5,869,743,370 158,698 2,072,633 2,231,331

附註：

(a) 於二零零九年二月六日，84,880,636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新普通股已按每股0.09425港元之發行價發

行，以換取總現金代價（扣除開支前）8,000,000港元。發行該等股份之相關開支為6,000港元。

(b)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 ,524 ,000 ,000股每股面值 0 .01港元之普通股已於兌換本金額

282,75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時發行。該等可換股票據之公平值為 447,831,000港元（附註 13），而該

等可換股票據之公平值超出已發行普通股總面值45,240,000港元之款額為402,591,000港元，乃於本公

司股份溢價賬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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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期內，8,136,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已於兌換本金額508,5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時

發行。該等可換股票據之公平值為 1,020,945,000港元（附註 13），而該等可換股票據之公平值超出已

發行普通股總面值81,360,000港元之款額為939,585,000港元，乃於本公司股份溢價賬計入。

15. 購股權計劃

以下為期內根據該計劃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加權平均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加權平均

行使價 購股權數目

附註 每股港元 千股 每股港元 千股

於年╱期初 0.125 12,320 0.125 12,320

年╱期內授出 (a) 0.248 320,000 — —

於年╱期末 (b) 0.243 332,320 0.125 12,320

附註：

(a)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該期間已授出之320,000,000份購股權之公平值為45,600,000港

元，本集團已於損益確認合共4,538,000港元為該期間之股本結算購股權開支。

於二零一零年授出之股本結算購股權公平值採用三項摸式於授出日期估計，並經計及授出購股權之

條款及條件。下表載列所使用模式之輸入項目：

股息率（%) —

預期波幅（%) 111

無風險利率（%) 1.02

購股權預期年期（年） 3

授出日期之股份收市價（每股港元） 0.231

預期承授人離職率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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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及行使期如下：

購股權數目 每股行使價 行使期

港元

12,320,000 0.125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160,000,000 0.248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至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

160,000,000 0.248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二日至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

332,320,000

截至報告期間止，本公司根據該計劃有 332,320,000份（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2,320,000

份）購股權尚未行使。根據本公司現行股本架構，悉數行使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將導致本公司額外發

行332,320,000股普通股及額外股本3,323,200港元及股份溢價77,576,800港元（扣除發行開支前）。 .

於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批准日期，本公司根據該計劃有 332,320,000份購股權尚未行使，相當於本公司

於該日之已發行股份約2.03%。

16. 經營租約承擔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安排，承租其若干辦公室物業。租賃辦公室物業商定之年期為三年。該等租約不包

括或然租金。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到期之應付日後最低租金如下：

於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2,266 450

第二年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3,588 225

5,854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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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資本承擔

本集團截至報告期間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撥備 389,009 281,5300

18. 關連人士交易

除在該等中期財務報表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曾於期內進行以下關連人士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為其高級管理層之實體

東莞恆惠眼鏡有限公司 — 購買視光產品 — 21,519

與本公司有共同董事之實體

恆光眼鏡行有限公司 — 銷售視光產品 — (31,676)

上述關連人士交易乃按本集團與關連人士協定之條款定價。

19. 報告期後事項

(a)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七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出售

及買方同意以代價1,000,000港元購買本公司之全資擁有附屬公司華融貿易有限公司。該交易已由本

公司股東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

(b)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九日，總本金額為 31,250,000港元之本公司可換股票據以兌換價每股普通股

0.0625港元兌換為500,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

(c) 如該等中期財務報表附註１進一步所載，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即報告期後），一筆於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應付予一名債權人金額為115,000,000港元的款項獲重組為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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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業績及業務回顧

於本期間，本集團之收益包括來自買賣視光及磷產品以及開採及銷售煤炭之收益。於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收購內蒙古之採煤業務完成後，儘管磷及視光業務於本期間之表現未如理

想，採煤業務為本集團貢獻巨大之收益及利潤，並助本集團之營運業績轉虧為盈。於截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採煤分部之收益及分部溢利分別為 361,672,000港元及

159,611,000港元。

集團現時通過子公司鄂爾多斯市恒泰煤炭有限公司於內蒙古營運一座大型煤礦，生產優質

的發電用動力煤。本年度上半年集團的原煤產量約為 1,500,000噸。此外，一個年產能約為

3,000,000噸之新生產工作面於今年八月份開始安裝，預計於九月底安裝完畢並投入試生

產，屆時，集團的產能將進一步上升。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益較去年同期約 40,064,000港元增加至

約 374,394,000港元。整體邊際毛利由去年同期約 875,000港元增加至約 188,922,000港元。該

等顯著增加主要由於期內來自採煤業務之顯著收益所致。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本集團已

出售約1,500,000噸煤，其平均售價約為每噸人民幣213元。

期內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行政開支分別約為 3,003,000港元及 43,272,000港元，相對去年同期

分別約為 1,922,000港元及 8,903,000港元。該等增長與營業額的一致，及主要來自期內的採

煤業務中。此外，本集團就於二零一零年五月授出之 320,000,000份購股權確認之股本結算

開支4,538,000港元。集團會繼續通過現代化管理，嚴格控制成本支出，提高效益。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521,535,000港元（二零零

九年： 771,000港元）。期內虧損大幅增加主要由於本公司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發行之可換

股票據產生公平值虧損 622,37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零港元）所致，惟對本集團之現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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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業務營運並無造成任何影響。除上述公平值虧損外，本集團於期內所錄得的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溢利100,83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虧損771,000港元）。

安全生產

本集團充分認識到安全生產對煤礦生產和經營的重要性，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保證採礦的

安全生產。在建設過程中，本集團遵循了嚴格的安全生產要求，充分保證通風設備、排水

設備及頂板支援設備等於礦井的設施安全生產。此外，在礦井重要地點設有完善的監測和

監控系統；制定了科學有效的安全生產規章制度，保證了礦井生產和營運都有章可循；實

施了密集的員工安全生產培訓計劃，確保所有員工都能掌握安全生產知識和技能。通過採

取以上種種措施，礦井自投產以來，本集團並無錄得發生任何死亡及重傷事故。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七月成立了煤礦安全生產技術委員會，並在中國太原設立了煤礦安全

生產技術辦公室，聘請資深煤礦專業人士對公司下屬煤礦的安全生產等方面予以指導和監

督，以進一步提高公司下屬煤礦的整體安全生產技術水平，確保煤礦的安全生產。

環境保護

本集團高度重視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根據中國政府頒布的環境保護和水土保持標準，在礦

井生產營運過程中，充分考慮到水土保護、污染物排放控制和資源循環利用的要求，採取

有效的措施，以確保完全符合有關政策法規的要求。

未來展望

展望未來，預期在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趨勢，以及下半年傳統為煤炭消費旺季相互影響

下，煤炭價格預期將繼續保持較高水平。

在業務發展方面，加強煤炭資源整合優化已成為國家煤炭工業「十二五」規劃的重點之一，
為本集團提供更有利的投資環境。我們將繼續進行山西煤礦之收購計劃（詳情刋載於「重大

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一節），相信於數月內便可完成有關收購。同時，我們將繼續物色

營運中的煤礦，發掘並研究有潛力的併購項目，並抓緊時機加快與有關之煤礦經營者洽談

併購安排，務求增加產量及產品種類，如焦煤及無煙煤等品種煤炭，令本集團成為領先的

多元化煤炭企業。集團早前已定下目標，期望集團的煤炭年產量到 2012年達至 2,00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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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司將繼續拓展客戶網絡，務求與更多的客戶建立長期伙伴合作關係，加強向大型

公司的供貨比例，積極尋求策略伙伴，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收入。本集團將以開採及銷售

煤炭為主要未來發展方向，但將繼續不時密切監察磷及視光產品的業務表現及經營環境，
以制定有關的業務計劃及策略。

在安全生產及環境保護方面，集團一直非常重視煤礦之生產安全及環境保護之需求，有鑑

於此，集團較早前已成立煤礦安全生產技術委員會，肩負起確保員工安全的企業責任。針

對近期國內行業在建煤礦事故較多的情況採取安全大檢查等整頓措施，集團預期相關部門

將對繼續加強小煤礦關停整合的政策，政府將在 2010年下半年繼續在全國範圍內推進煤炭

資源整合工作。故此，集團未來亦將預留更多資源用以確保各個煤區的安全生產以及環境

保護方面達到高水平。

在企業管治方面，由擁有豐富行業人脈網絡、相關業務發展及企業融資經驗的資深人士加

入集團的管理團隊，將為集團帶來更多機遇。未來兩年將是集團的快速成長期，我們優秀

的管理人員將領導集團發展，並與金山能源共同成長。

縱然潛在的資源稅改革等政策性增支因素將影響煤炭企業的成本控制，但透過集團高效的

整合能力，以及各項目所產生的協同效應，長遠為集團發展提供了增長空間，相信本集團

於煤炭行業的發展將為股東帶來更佳的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以期內內部產生之現金流及銀行信貸作日常營運資金。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值相對流動負債總額之比率）為0.86 : 1，截至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為0.70：1。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352,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 143,000,000港元）。期內，本集團錄得經營活動產生間之現金流入淨額約

97,1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現金流出淨額37,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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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尚未償還計息銀行借款約1,297,800,000港元。在本集團

之計息銀行借款中， 33.6%、 8.9%及 57.5%分別須於一年內、第二年及第三至五年（包括首

尾兩年）償還。本集團所有銀行貸款均以人民幣列值。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

款約 918,800,000港元乃按浮動利率計息，而銀行貸款約 379,000,000港元乃按年利率 5.31至
7.97厘計息。

本集團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進行其持續經營業務交易。本集團並無安排任何遠期外

匯合約作對沖用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八日，本公司與匯富金融服務有限公司（「匯富」）訂立配售協議，據

此，作為本公司配售代理人之匯富同意將以最大努力基準以每股配售股份 0.195港元配售

2,673,000,000配售股份。配售協議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八日失效。本集團於適當時候將考慮

其他融資計劃或替代方案。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負債比率（債項淨額（即債項總額，扣除應付稅項、

遞延稅項負債及可換股票據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相對資本（即可換股票據及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權益）之比率）為0.77，而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0.62。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建議收購Triumph Fund A1 Limited事宜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All Aces Investments Limited（「賣方」）就
涉及位於山西省兩座煤礦之建議收購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

繼訂立該諒解備忘錄後，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作為買方之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Jetway
Group Limited（「買方」）與賣方就Triumph Fund A1 Limited（「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建

議收購訂立框架協議（「框架協議」），而目標公司於該次收購完成時將分別實益擁有煤礦甲

不超過約93%權益及煤礦乙不超過約98%權益。

根 據 框 架 協 議 ， 待 訂 立 正 式 收 購 協 議並在 其 條 款 及 條件之規 限下， ( i ) 買 方 擬以代價

3,600,000,000港元向賣方收購相當於目標公司 60%已發行股本之股份；及 (ii)賣方已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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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授出認購期權（「認購期權」），據此，買方將有權於完成日期起計九個月內以代價

2,400,000,000港元向賣方收購相當於目標公司40%已發行股本之認購期權股份。

根據框架協議，賣方已向買方提供目標公司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兩個財政年度經根據中國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經審核除稅後純利為1,700,000,000港元

（可予調整）之溢利保證。

代價預期以現金及由本公司透過配發及發行股份及╱或可換股債券償付。建議收購詳情載

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刊發之公佈內。

出售華融貿易有限公司事宜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七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Allied Concept Investments Limited（「Allied
Concept」）訂立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出售及Allied Concept同意以代價1,000,000港
元購買華融貿易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交易詳情已分配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六月

十七日及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三日刊發之公佈及通函內。該交易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日

由股東批准。

除上述披露者外，期內概無其他重大所持投資轉變及其他重大收購或出售本集團任何附屬

公司。

資本承擔、集團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約為 389,000,000港元。資本承擔主要動用以

購置經營煤礦所用機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銀行貸款約 861,400,000港元以本集團之採礦權及鄂爾多斯市恒

泰煤炭有限公司（「恒泰」，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股本權益及一名前任Triumph Fund
A Limited股東及一名恒泰董事發出之擔保作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發行之票據以約為34,800,000港元之銀行結餘作抵押，
而一名第三方之貸款則以約為115,400,000港元之廠房及機器作抵押。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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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及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305名全職僱員。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總員工成本約為 54,900,000港元。本集團僱員之薪酬政策主要根據僱員個人之表現、經

驗、業內普遍慣例及市場水平而定。除基本薪金外，本集團亦提供醫療保險計劃及公積金

供款等員工福利。因應本集團之整體表現，本集團之僱員亦可獲發放酌情花紅。本集團亦

為僱員提供適當培訓計劃，有利僱員個人發展及進階。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採納為期十年之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可向本集團之

任何僱員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之股份。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未行使購股權合共

為332,320,000股股份。於期內已授出320,000,000份購股權及概無購股權獲行使。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有所偏離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條文第A.2.1及A.4.1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守則。

根據守則條文第A .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

司行政總裁王大勇先生在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六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董事會認為，該

架構將不會削弱董事會與本集團管理層間的權力與職權平衡。各董事委員會由具經驗及有

才幹人士組成，彼等經常會晤商討事項，此舉將確保權力與職權的平衡。董事會亦認為，
該架構令本集團之業務營運具成效及有效率，為本集團之業務前景帶來裨益。

根據守則條文第A .4.1條，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除趙瑞強先生於

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獲任命為本公司之一年期獨立非執行董事外，所有本公司現任非執

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均非按指定任期委任，惟全體須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

任。

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三分一之董事須輪值告退。董事會認為，將設有充足

措施，以確保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不較守則之規定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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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於本中期

報告涵蓋之會計期間內，所有董事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標準。

董事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王大勇先生、田文煒先生及王同田先生；非執行

董事李儀先生及蘇斌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曹貺予先生、趙瑞強先生及 Jacobsen
William Keith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審閱

二零一零年中期報告未經審核，惟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乃根據守則之規定成立，以檢討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

及內部監控工作。

代表董事會

主席

王大勇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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