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Hunan Nonferrous Metals Corporation Limited*  

湖南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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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Stock Code: 2626)  

 

公 佈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半 年 度 業 績公 佈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半 年 度 業 績公 佈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半 年 度 業 績公 佈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半 年 度 業 績  

 

湖南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董事會（「董事會」）

欣然公佈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 

 

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賬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賬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賬中期簡明綜合收益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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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3 9,665,852 6,200,976 
銷售成本  (8,904,323) (5,813,164) 
  ─────────── ─────────── 

毛利毛利毛利毛利     761,529 387,812 
    

其他收入及收益 3 74,226 101,960 

銷售及分銷成本  (173,224) (131,671) 
行政開支  (612,569) (381,660) 
其他開支，淨額  (36,563) (2,697) 
融資收入  13,218 18,419 

融資成本  (258,813) (204,14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1,350 (9,718) 
  ─────────── ─────────── 

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除稅前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4 (230,846) (221,695) 
所得稅(開支)/抵免 5 (39,059) 17,499 
  ─────────── ─────────── 

期內虧損期內虧損期內虧損期內虧損     (269,905) (204,196) 
     ═══════════ ═══════════ 

下列應佔下列應佔下列應佔下列應佔：：：：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168,763) (212,363) 

非控制性權益  (101,142) 8,167 
  ─────────── ─────────── 

     (269,905) (204,196) 
     ═══════════ ═══════════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7 (4.60分分分分) (5.79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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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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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虧損期內虧損期內虧損期內虧損  (269,905) (204,196) 

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其他全面收入    

匯兌調整  (25,029) 57,854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扣除稅項  (402) (20,17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的公平值變動，扣除稅項  (84,932) 132,153 

遞延退休福利計劃的精算虧損淨額，扣除稅項  (8,136) (1,442)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191) 4,011 

     ─────────── ───────── 

期內期內期內期內全面收入總額全面收入總額全面收入總額全面收入總額，，，，扣除稅項扣除稅項扣除稅項扣除稅項     (388,595) (31,798) 

  ═══════════ ═════════════ 

    

下列各項應佔下列各項應佔下列各項應佔下列各項應佔全面收入總額全面收入總額全面收入總額全面收入總額：：：：       

-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  (236,332) (135,710) 

- 非控制性權益  (152,263) 103,912 

  ─────────── ───────── 

  (388,595) (31,79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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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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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538,746 7,345,501 
預付土地租金  910,515 932,854 
無形資產     1,202,202 1,202,869 
其他資產  691,581 685,591 
商譽  79,547 79,547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123,215 121,630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62,134 364,211 
遞延稅項資產  88,691 91,482 
  ─────────── ─────────── 
非流動資產總值  10,896,631 10,823,685 
  ─────────── ─────────── 
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流動資產    
存貨  4,904,943 4,761,413 
應收貿易賬款 8 940,506 770,573 
應收票據     548,076 554,98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991,787 1,279,485 
持至到期財務資產  5,000 5,000 
可收回稅項  56,728 44,902 
已抵押存款  61,521 54,44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301,688 2,570,648 
  ──────────── ─────────── 
流動資產總值  10,810,249 10,041,451 
     ──────────── ─────────── 
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9 974,911 924,835 
應付票據     115,500 385,67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款項  1,977,884 1,576,425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5,473,851 4,158,464 
應付稅項  30,205 7,415 
應付股息  94,910 63,047 
  ──────────── ─────────── 
流動負債總值  8,667,261 7,115,856 
  ──────────── ─────────── 
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淨值  2,142,988 2,925,595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039,619 13,749,280 
  ──────────── ─────────── 
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款  6,123,761 6,323,144 
其他負債  401,715 413,199 
有關採礦權的應付賬款  138,278 122,817 
政府撥款  220,152 227,342 
遞延稅項負債  204,941 222,160 
  ──────────── ─────────── 
非流動負債總額  7,088,847 7,308,662 
  ──────────── ─────────── 
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資產淨值  5,950,772 6,440,618 
  ════════════ ═══════════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股本    
股本 10 3,668,058 3,668,058 
儲備     364,374 600,706 
  ──────────── ─────────── 
  4,032,432 4,268,764 
非控制性非控制性非控制性非控制性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1,918,340 2,171,854 
  ──────────── ─────────── 
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總權益     5,950,772 6,440,6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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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簡明財務報表附註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的編製是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

則”) 附註16的適用披露規定及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資料須與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適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200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保

持一致。 
 

2. 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分類資料 

  有色金屬礦區有色金屬礦區有色金屬礦區有色金屬礦區 

有色有色有色有色 

金屬冶煉金屬冶煉金屬冶煉金屬冶煉 

硬質合金及鎢硬質合金及鎢硬質合金及鎢硬質合金及鎢

鉬鉭鈮及其他鉬鉭鈮及其他鉬鉭鈮及其他鉬鉭鈮及其他

化合物化合物化合物化合物 公司及其他公司及其他公司及其他公司及其他 撇銷撇銷撇銷撇銷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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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人民幣千人民幣千人民幣千元元元元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截至二零一零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分部收入分部收入分部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1,289,331 5,591,255 2,831,776 — — 9,712,362 

分部間銷售  155,915 399 33,569 — (189,883) — 

減：銷售稅及附加費 (17,825) (9,263) (19,422) — — (46,510) 

 ──────── ──────── ──────── ──────── ──────── ──────── 

 

合計  1,427,421 5,582,391 2,845,923 — (189,883) 
 

9,665,852 

 ════════ ════════ ════════ ════════ ════════ ════════ 

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 99,606 (133,303) 189,519 (130,125) — 25,697 

 ════════ ════════ ════════ ════════ ════════  

股息收入      920 

融資成本      (258,813)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 — 1,350 — — 1,350 

      ──────── 

除稅前虧損      (230,846) 

所得稅      (39,059) 

      ──────── 

期內虧損      (269,905) 

      ════════ 

資產總值       

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       

分部資產 7,308,565 6,649,461 6,160,142 1,057,944 — 21,176,112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 — — 123,215 — 123,215 

未分配資產      407,553 

      ──────── 

資產總值      21,706,880 

      ════════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分部資產 7,344,865 6,092,190 5,701,638 1,099,218 — 20,237,911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 — — 121,630 — 121,630 

未分配資產      505,595 

      ──────── 

資產總值      20,865,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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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金屬礦區 
有色 

金屬冶煉 

硬質合金及鎢
鉬鉭鈮及其他

化合物 公司及其他 撇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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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分部收入分部收入分部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650,412 3,660,254 1,926,942 — — 

 

6,237,608 

分部間銷售  121,647 420 29,419 — (151,486) — 

減：銷售稅及附加費  (3,820) (21,496) (11,316) — — (36,632) 

 ───────── ───────── ───────── ───────── ───────── ───────── 

 

合計  768,239 3,639,178 1,945,045 

 

— (151,486) 

 

6,200,976 

 ═════════ ═════════ ═════════ ═════════ ═════════ ═════════ 

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分部業績 (139,464) 78,356 (51,482) 104,015 — (8,575) 

 ═════════ ═════════ ═════════ ═════════ ═════════  

股息收入      738 

融資成本      (204,140)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100) — (9,618) — — (9,718) 

      ───────── 

除稅前虧損      (221,695) 

所得稅,抵免      17,499 

      ───────── 

期內虧損      (204,196) 

      ═════════ 
 

3.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其其其其他收入及收益他收入及收益他收入及收益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的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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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銷售貨品 9,712,362 6,237,608 
減：銷售稅及附加費 (46,510) (36,632)
 ─────────── ─────────── 

 9,665,852 6,200,976 
 ═══════════ ═══════════ 

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股息收入 920 738 
出售廢料溢利 9,867 1,124 
出售水電、燃料溢利 — 2,807 
總租金收入 4,536 2,071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收益 652 53,637 
已變現及未變現衍生財務工具收益淨額 — 14,386 
確認政府撥款  39,044 17,897 
提供服務 8,307 388 
處置固定資產淨收益 2,038 236 
投資收益 81 63 
其他  8,781 8,613 
 ─────────── ─────────── 

 74,226 101,96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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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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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售貨成本  8,904,323  5,813,164 
折舊           351,507  248,830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9,734  9,725 
無形資產攤銷   
- 採礦權            20,245  19,394 
- 專有技術及其他             5,926  3,181 
陳舊存貨撥備           117,480  69,420 

應收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撥備淨額*  
             

2,813  8,23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            (2,038) (236) 
出售廢料收益*           (9,867) (1,124) 
已變現及未變現衍生財務工具虧損/(收益)*            23,367  (14,386) 
 ═══════════      ═══════════ 

 

* 在簡明綜合收益賬內分類為「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開支」的項目。 
 

5.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開支開支開支開支)/抵免抵免抵免抵免    
    

本集團須就本集團成員公司所處及經營的司法權區所產生或賺取的溢利，按企業個別繳納所得

稅。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已按組成本集團的公司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編製的法定賬目

（經就所得稅目的之無須課稅或可予扣減的收入及開支而作調整）所呈報的應課稅收入按25%稅

率作出撥備，但本公司的下列附屬公司除外： 
 

(i) 深圳市金洲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按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15%繳

稅。 
 

(ii) 自貢硬質合金有限責任公司位於中國西部，根據中國稅務規例可享受到15%企業所得稅優

惠稅率。 
 

(iii) 株洲冶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株洲鑽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郴州鑽石鎢製品有限責任

公司和錫礦山閃星銻業有限責任公司符合高新技術企業資格，按優惠企業所得稅稅率15%

繳稅。 
 

所得稅(開支)/抵免的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6. 股息股息股息股息 

 

董事會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零元）。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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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即期稅項即期稅項即期稅項 - 中國所得稅中國所得稅中國所得稅中國所得稅:   
 期內虧損的即期稅項 (38,921) (4,888) 

遞延稅項遞延稅項遞延稅項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的產生及轉回 (138) 22,387 

 ─────────── ───────── 

期內稅項(開支)/抵免總計 (39,059) 17,4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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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虧損每股虧損每股虧損每股虧損  

 

(a) 基本基本基本基本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人人人人民幣千元民幣千元民幣千元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虧損虧損虧損虧損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虧損 (168,763) (212,363)
 ═══════════ ═══════════ 

股份股份股份股份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3,668,058 3,668,058
 ═══════════ ═══════════ 

 

(b) 攤薄攤薄攤薄攤薄 

 

由於年內並無普通股攤薄事件，故本期間及過往期間的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8. 應收貿易賬款應收貿易賬款應收貿易賬款應收貿易賬款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計算的賬齡如下：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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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1年內  928,842 745,513 

超過1年但少於2年  13,940 31,989 

超過2年但少於3年  6,904 9,018 

超過3年 33,915 28,216 

  ─────────── ─────────── 

 983,601 814,736 

減：減值撥備 (43,095) (44,163) 

 ─────────── ─────────── 

 940,506 770,57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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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付貿易賬款應付貿易賬款應付貿易賬款應付貿易賬款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賬款根據發票日計算的賬齡如下： 

 

 

10000. 股本股本股本股本 

 

11. 結算日後事項結算日後事項結算日後事項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日，五礦控股及五礦集團宣告，之前對有色集團的 51%股權轉讓

已根據有關中國法律法規在相關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完成登記，所有相關條件亦已符

合、完成。因此，根據「收購守則」的連鎖關係原則下，對本集團(H 股)收購建議已

在所有方面成為無條件的收購建議，中國五礦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五礦集團的一家全

資附屬公司)按照每 H 股港元 1.73 元的收購建議價格對本集團(H 股)提出一項強制性

無條件現金收購建議。詳細情況，請查閱本公司相關公告。 

    五礦控股就取得有色集團的 51%股權已支付了人民幣 55.95 億元的總代價。 

(b)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一日，本公司向有色集團(母公司)，訂立收購郴州市黃沙坪鐵選

礦有限責任公司的全部股權轉讓協議，代價為人民幣 67,285,900 元。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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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1年內  948,318 901,526 

超過1年但少於2年  14,201 11,017 
超過2年但少於3年  3,139 2,928 
超過3年以上  9,253 9,364 

 ─────────── ─────────── 

 974,911 924,835 
 ═══════════ ═══════════ 

 

 

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股份數目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千股千股千股千股 

面值面值面值面值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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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數目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股 

面值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經審核）

已註冊、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 

之內資股 
 

2,035,330 
 

2,035,330 
 

2,035,330 
 

2,035,330 
－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

之H股 
 

1,632,728      
 

1,632,728      
 

1,632,728 
 

1,632,728 
  ───────── ───────── ───────── ───────── 

 3,668,058 3,668,058 3,668,058 3,668,05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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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業績業績業績    

 

市場回顧市場回顧市場回顧市場回顧    

    

（以下資料和資料主要來自：中國金屬網 www.metalchina.com，有關商品的價格含增值稅。） 

 

鋅鋅鋅鋅    

國際市場上，上半年鋅價處於一個震蕩下滑的走勢當中。從 1 月初到 2 月初，LME 三個月期

鋅由年內高位 2700 美元/噸回落至 2000 美元/噸附近；2 月初至 4 月下旬，隨著基本金屬整體

展開反彈走勢，一度上揚至 2500 美元/噸附近高位；但 5 月初展開了第二波大幅下挫行情，

於 6 月初創下年內最低點，隨後圍繞 1800 美元展開震蕩。 

 

國內 SHFE 期鋅主力合約的價格走勢總體隨外盤而波動，上半年最高價格爲人民幣 22600 元/

噸，最低價格爲人民幣 13480 元/噸，6 月底主流合約的收盤價爲人民幣 14610 元/噸，與 2009

年年底相比下滑了 32%。現貨鋅市場的表現以上海期貨交易所的滬鋅期貨價格走勢爲風向標。 

 

受整體宏觀經濟和市場環境影響，預計 2010 年下半年 LME 鋅價大致運行區間爲 1600-2300

美元/噸，而滬鋅的波動區間爲人民幣 12500-18000 元/噸。 

鉛鉛鉛鉛    

國際市場上，2010 年上半年倫鉛總體呈持續下跌的態勢，LME 現貨和三個月期貨月均降幅分

別達到了 6.4%和 6.3%。但由於去年同期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倫鉛過於低迷，今年 1-6 月，

LME 現貨均價爲 2085 美元/噸，較 2009 年同期均價 1330 美元/噸，還是上漲了 56.7%；三個

月的期鉛均價爲 2110 美元/噸，較 2009 年同期均價 1335 美元/噸，上漲 58%。 

 

國內方面，精鉛與外盤走勢基本一致，但跌幅相對要小一些。現貨市場均價主要在人民幣

14000-16000 元/噸之間，1-6 月平均價格爲人民幣 15568 元/噸，同比上漲 25.6%，漲幅不及外

盤的一半。 

 

下半年全球經濟不確定性較大，預計鉛市場難以出現大幅上漲。LME 期鉛將在 1700-2300 美

元/噸區間維持震蕩；國內精鉛也將保持震蕩局面，鉛價主要位於人民幣 13000-18000 元/噸附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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鎢鎢鎢鎢    

國內市場上，2010 年上半年，國內鎢市場價格儘管在 3 月和 5 月有短暫滯漲，但基本呈現出

單邊上揚態勢。1-6 月國內鎢精礦平均價格爲人民幣 7.7-7.8 萬元/噸，同比上漲 28.6%，1 月

初鎢精礦價格爲人民幣 7-7.2 萬元/噸，爲上半年最低價格，6 月底刷新上半年最高價格爲人民

幣 8.3-8.4 萬元/噸；APT 平均價格爲人民幣 11.89-12.1 萬元/噸,同比上漲 26.6%，最低價格爲

人民幣 10.7-11 萬元/噸,最高價格爲人民幣 13-13.5 萬元/噸；鎢鐵平均價格爲人民幣 12.1-12.5

萬元/噸,同比上漲 5.3%。 

 

國際市場上，相關産品上漲幅度不及國內市場。1-6 月歐洲市場 APT 最高價格 232-237 美元/

噸度，最低價格 185-210 美元/噸度，平均價格 212.4-220.1 美元/噸度，同比上漲 6.7%；鎢鐵

價格最高 29-30 美元/千克，最低價格 26-26.5 美元/千克，平均價格 28.39-29.5 美元/千克，同

比上漲 9.31%。 

 

預計 2010 年下半年，鎢價格繼續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不大，維持高位震盪的格局，但平均價格

要高於上半年。 

 

銻銻銻銻    

國內市場上，2010 年伊始，銻現貨市場一改價格低迷的狀態，一路小幅上漲，至 1 月末，銻

錠價格穩定在人民幣 44000-45000 元/噸之間；2 月份，維持此價位運行；3 月下旬，國內銻價

在原料緊缺、湖南冷水江銻生產企業環保整頓及西南大旱等諸多因素刺激下，連連攀升，直

逼人民幣 50000 元/噸大關。4 月份銻價漲勢更是驚人，至 4 月 30 日，國內 2#銻錠價格已達

人民幣 62000-63000 元/噸，相比年初漲幅 48%，相比 2009 年同期上漲 105%。5 月下旬至 6

月，銻價開始回調，至 6 月下旬已至人民幣 54500-55500 元/噸，相比 5 月最高位（人民幣

65000-66000 元/噸）下跌了 16%，並在 6 月末止跌回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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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市場上，銻價總體隨國內銻市場變化而變化。1-6 月份，MB標準Ⅱ級銻月均價最高爲 5

月份的 9425 美元/噸，較 2009 年同期上漲 100.6%；月均價最低爲 1 月份的 6231 美元/噸，較

2009 年同期上漲 48.7%。 

 

綜合來看，中國銻供應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左右銻價走向。預計下半年國內銻市場整體將處於

高位運行狀態，平均價估計不低於人民幣55000元/噸。國際市場銻價下半年均價將在8000美

元/噸以上。 

 

    

業務回顧及展望業務回顧及展望業務回顧及展望業務回顧及展望    

 

受全球經濟緩慢復蘇和我國經濟回升等因素影響，實體經濟需求逐步走強。2010 年上半年，

本公司鎢、銻主要産品價格同比有較大幅度的上漲，其中銻品上漲了 67 %，鎢精礦上漲 33 %。

公司的鉛鋅主要産品價格在 2-4 月高位振蕩；5-6 月因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全面加深而大幅走

低。受此影響，公司截止 6 月底計提存貨跌價準備數額較大，對上半年業績産生了較大影響。 

 

1-6 月，本公司共實現鉛産品産量 50,555 噸，同比減少 2.24%；鋅産品産量 260,916 噸，同

比增長 16.92%；銻産品 15,934 噸，同比增長 35.87%；硬質合金 3,996 噸，同比增長 30.80%；

鎢精礦 3,013 噸，同比增長 18.16%；鉛精礦 4,194 噸，同比減少 6.66%；鋅精礦 9,444 噸，

同比減少 0.53%。 

 

上半年，本公司貫徹落實年初確定的“降成本、強管理、調結構、抓達産”的工作思路，紮

實有效地開展各項工作。6 月 26 日，投資人民幣 5 億的新田嶺鎢礦區資源整合專案宣佈正式

投産，預計達產後將成爲本公司一個新的重要利潤增長點。 

 

下半年，我國將繼續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並根據新形勢、新情況，著力提高政策的

針對性和靈活性；國際方面，世界經濟總體將保持緩慢復蘇態勢。但由於歐洲部分國家的主

權債務危機和金融部門風險增加了全球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各國刺激政策退出將繼續保持

謹慎，潛在的通脹壓力依然存在。預計公司未來將繼續從實體經濟需求回升和金融性購買需

求維持高位中受益；尤其是 8 月份中國五礦正式成為本公司實際控制人之後，本公司的後續

發展空間巨大，管理層對公司前景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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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未計所得稅虧損為人民幣 231 百萬元，由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

止的虧損人民幣 222 百萬元上升 9 百萬元。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占虧損為人民幣 169 百萬元，

由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的虧損人民幣 212 百萬元減少 43 百萬元。 

 

下文是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與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的財務狀況比較分析： 

 

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營業額    

 

營業額由截至 2009年 6月 30日止的人民幣 6,201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3,465百萬元或 56%至截

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人民幣 9,666 百萬元，主要由於有色金屬礦區板塊的除銷售稅及附

加費前營業額上升人民幣 639 百萬元或 98%，有色金屬冶煉板塊的營業額上升人民幣 1,931

百萬元或 53%，硬質合金、鎢鉬鉭鈮及其化合物板塊的營業額增加人民幣 905 百萬元或 47%

所致。 

 

我們的毛利由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的人民幣 388 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374 百萬元或 96%至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人民幣 762 百萬元，而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毛利率為 8%，

相比 2009 年 6 月 30 日的毛利率為 6%，上升 2%。 

 

有色金屬礦區板塊有色金屬礦區板塊有色金屬礦區板塊有色金屬礦區板塊        

 

以下載列我們有色金屬礦區產品的銷量及平均銷售價格資料： 

 

 2010年年年年1-6月月月月 2009年1-6月 

            平均銷售平均銷售平均銷售平均銷售                平均銷售    

    銷量銷量銷量銷量        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銷量  價格    

    （（（（噸噸噸噸））））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噸噸噸噸））））    （噸） （人民幣／噸）    

柿竹園柿竹園柿竹園柿竹園 

 鎢精礦 1,986  63,262  1,992  48,944 

 氧化鉬 550  99,755  616  75,430 

 

黃沙坪分公司黃沙坪分公司黃沙坪分公司黃沙坪分公司 

 鋅精礦 2,824  9,811  2,532  4,745 

 鉛精礦 2,176  14,524  1,451  10,942 

 

錫礦山錫礦山錫礦山錫礦山 

 銻產品 14,907  37,974  12,167  22,695 

 鋅產品 9,436  15,788  11,690  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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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屬礦區板塊的除銷售稅及附加費前營業額由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的人民幣 650 百

萬元增加人民幣 639 百萬元或 98%至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人民幣 1,289 百萬元。營業

額增加主要由於有色金屬礦區產品如鎢精礦、氣化鉬、銻產品及鋅產品等平均銷售價格大幅

上升所致。 

 

我們的有色金屬礦區板塊，毛利由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的人民幣 45 百萬元大幅上升人民

幣 150 百萬元或 332%至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人民幣 195 百萬元，而毛利率則由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的 7%上升至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 15%，增加了 8%。 

 

    

有色金屬冶煉板塊有色金屬冶煉板塊有色金屬冶煉板塊有色金屬冶煉板塊    

 

以下載列我們有色金屬冶煉產品的銷量及平均銷售價格資料： 

 

 

 2010年年年年1-6月月月月 2009年1-6月 

      平均銷售平均銷售平均銷售平均銷售    平均銷售 

 銷量銷量銷量銷量        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銷量  價格 

 （（（（噸噸噸噸））））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噸噸噸噸）））） （噸） （人民幣／噸） 

 

鋅產品 234,634  15,321  206,737  10,406 

鉛產品 44,617  13,843  56,615  10,822 

貴金屬一銦 6  3,501,258  0.2  2,566,808 

貴金屬一銀 28  3,373,703  38  2,374,756 

 

 

 

有色金屬冶煉板塊除銷售稅及附加費前營業額由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的人民幣 3,660 百

萬元上升人民幣 1,931 百萬元或 53%至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人民幣 5,591 百萬元。增加

主要是由於鋅產品平均銷售價格上漲及銷售量均有上升及鉛產品的平均銷售價格上漲所致。 

 

我們的有色金屬冶煉板塊，毛利由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的人民幣 207 百萬元下降 88 百萬

元或 43%至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人民幣 119 百萬元，而由於 5 月起鉛鋅產品價格骤跌，

而原料價格居高不下，導致 5、6 月鉛鋅產品毛利虧損，及鉛鋅存貨跌價準備的影響，毛利率

則由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的 6%下降至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 2%，下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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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質合金硬質合金硬質合金硬質合金、、、、鎢鉬鉭鈮及其化合物鎢鉬鉭鈮及其化合物鎢鉬鉭鈮及其化合物鎢鉬鉭鈮及其化合物    
 

以下載列我們硬質合金、鎢鉬鉭鈮及其化合物的銷量及平均銷售價格資料： 

 

 2010年年年年1-6月月月月 2009年1-6月 

      平均銷售平均銷售平均銷售平均銷售    平均銷售 

 銷量銷量銷量銷量        價格價格價格價格     銷量  價格 

 （（（（噸噸噸噸））））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噸噸噸噸）））） （噸） （人民幣／噸） 

 

硬質合金 6,088  269,118  4,348  242,195 

鎢及化合物 7,183  127,123  3,146  88,972 

鉬及化合物 227  339,481  191  261,557 

鉭鈮及其化合物 120  679,617  101  330,851 

 

硬質合金、鎢鉬鉭鈮及其化合物板塊的除銷售稅及附加費前營業額由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

止的人民幣 1,927 百萬元上升人民幣 905 百萬元或 47%至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人民幣

2,832 百萬元。主要是由於硬質合金、鎢及化合物、鉬及其他化合物及鉭鈮及其他化合物的平

均銷售價格及銷量較 2009 年同期大幅上升所致。 

 

我們的硬質合金、鎢鉬鉭鈮及其化合物板塊，毛利由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的人民幣 136

百萬元上升 312 百萬元或 229%至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人民幣 448 百萬元，而毛利率則

由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的 7%增加至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 16%，上升 9 %。 

    

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由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的人民幣102百萬元減少人民幣28百萬元或27.5%

至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人民幣 74 百萬元。減少原因主要是本集團今期出售可供出售金

融資產收益減少。 

    

銷售及分銷成本銷售及分銷成本銷售及分銷成本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由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的人民幣132百萬元增加人民幣41百萬元或31%至截

至2010年6月30日止的人民幣173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人工費用、包裝費及運輸費用的開支

增加。 

    

行政開支行政開支行政開支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的人民幣382百萬元增加人民幣231百萬元或60%至截至

2010年6月30日止的人民幣613百萬元，主要由於匯兌差異由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的收益人民

幣116百萬元下降了人民幣175百萬元至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的虧損人民幣59百萬元及員工

成本、折舊及攤銷費用、設備儀器修理費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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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支其他開支其他開支其他開支，，，，淨額淨額淨額淨額    

 

其他開支淨額由截至 2009年 6月 30日止的支出淨額人民幣 3百萬元增加人民幣 34百萬元開

支或 1,133%至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支出淨額人民幣 37 百萬元。增加主要為子公司株

冶集團的套期保值及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由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的淨收益人民

幣 8 百萬元下降了人民幣 33 百萬元至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淨虧損人民幣 25 百萬元所

致。 

 

    

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的 204 百萬元增加 55 百萬元或 27%至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 259 百萬元。主要由於平均銀行貸款餘額增加。 

    

    

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開支開支開支開支）／）／）／）／抵免抵免抵免抵免    

 

所得稅（開支）/抵免由截至2009年6月30日止的所得稅抵免人民幣17百萬元增加人民幣56百

萬元或329%至截至2010年6月30日止的所得稅開支人民幣39百萬元。主要由於本期應課稅收

入增加及確認的遞延所得稅資產減少所致。 

    

    

非控制性股東權益非控制性股東權益非控制性股東權益非控制性股東權益    

 

非控制性股東權益由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的溢利人民幣 8 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109 百萬元

或 1,363%至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的虧損人民幣 101 百萬元。減少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本集

團子公司株冶集團虧損大幅上升所引起。 

    

    

流動性及資金來源流動性及資金來源流動性及資金來源流動性及資金來源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主要資金來源是經營所賺取的現金及短期與長期貸款。本集團的

資金主要用於經營活動、資本性支出、償還銀行貸款。2010 年 6 月 30 日本集團擁有的現金

及現金等價物為人民幣 2,302 百萬元。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貨幣單位主要是人民幣（人民幣約佔 79%，港幣約佔 4%，澳元約佔 13%，

美元約佔 2%，歐元約佔 1%，加幣約佔 1%）。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短期及長期銀行及其它借款總額為人民幣 11,598 百萬，其中人民幣借款

約佔 88%，美元借款約佔 10%。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短期及長期銀行及其他借款總額為人民

幣 10,482 百萬元，其中人民幣借款約占 90%，美元借款約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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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抵押集團資產抵押集團資產抵押集團資產抵押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本集團賬面淨值人民幣 2,112 百萬元之資產用作若干銀行貸款之

抵押，其中土地預付款、樓宇及礦山構築物、廠房、機器及設備賬面淨值 1,573 百萬元，應

收賬款淨值 467 百萬，存貨賬面淨值 61 百萬元，及定期存款 11 百萬。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止，本集團賬面淨值人民幣 1,668 百萬元之資產用作若干銀行貸款之

抵押，其中樓宇及礦山構築物、廠房、機器及設備賬面淨值 1,370 百萬元，預付土地租金賬

面淨值 238 百萬元，存貨賬面淨值 60 百萬元。 

 

    

負債對總資產比率負債對總資產比率負債對總資產比率負債對總資產比率    

 

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本集團的負債對總資產比率由 2009年 12月 31日的 50.2%上升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的 53.4%。由於計息銀行貸款及借款總金額的增長比例高於總資產的增長比例，

故負債對總資產比率上升。 

    

    

匯率波動風險匯率波動風險匯率波動風險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經營業務，少量產品銷往不同的國家。除出口銷售主要以美元交易外，本

集團目前主要以人民幣收取銷售收入。本集團的外匯風險主要來自在澳大利亞的投資，外幣

銷售產品及購買原料。本集團目前並無正式的對沖政策，亦無訂立外匯合約或衍生工具以對

沖本集團的貨幣風險。 

 

    

商品價格風險商品價格風險商品價格風險商品價格風險    

 

由於本集團的有色金屬買賣價格按全球及本地價格計算，由於價格波動相當顯著，故本集團

須承受商品價格波動的風險。有色金屬（作為商品產品）的價格從長期看主要依賴市場的供

求情況而定。本集團並無積極管理此風險，惟有限度地訂立商品期貨合約。 

 

    

利率風險利率風險利率風險利率風險    

 

本集團的利率風險主要與我們的短期及長期銀行及其它借款（於 2010 年 6 月 30 日合共為人

民幣 11,598 百萬元）有關。本集團的未償還借款人民幣部分以固定利息計算，外匯借款以浮

動利息計算，倘現行利率上升，會導致我們的人民幣短期借貸續期時的利息成本增加。至目

前為止，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形式的利率協議或衍生工具以對沖利率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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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所得款項用途所得款項用途所得款項用途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已使用募集資金共人民幣 2,685 百萬元，主要用途如下： 

 

� 2006 年 7 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 400 百萬元用於投資獲取自貢硬質合金有限責任公司（自硬）

80%的股權。 

� 2006 年 7 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 184.88 百萬元用於收購澳洲堪帕斯公司約 9.8%的股權。 

� 2006 年 9 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 63.75 百萬元用於收購控股子公司湖南柿竹園有色金屬有限責

任公司的 6.12%股權，控股比例達 97.35%；同時支付募集資金 80 百萬元用於增加該公司股本。 

� 2006 年 9 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 78.47 百萬元用於收購控股子公司錫礦山閃星銻業有限責任公

司 24.42%股權，控股比例達 100%。同時支付募集資金 87.60 百萬元用於該公司增加股本。 

� 2006 年 10 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 214 百萬元用於收購國內 A 股中鎢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

鎢高新」）的 23.77%的股權。 

� 2006 年 10 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 210 百萬元用於增加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株洲硬質合金集團

有限公司股本。 

� 2006 年 10 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 40 百萬元用於增加本公司黃沙坪分公司營運資金。 

� 2007 年 4 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 353.98 百萬元用於收購衡陽遠景鎢業有限責任公司 98.33%的股

權。 

� 2007年6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75百萬元用於增加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錫礦山閃星銻業有限責任

公司股本。 

� 2007年10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52百萬元用於投資設立湖南有色南嶺資源開發有限公司，本公

司擁有其52%的股權。 

� 2008年1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500百萬元用於投資設立湖南有色新田嶺鎢業有限公司，本公司

擁有其100%的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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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1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21百萬元用於投資設立湖南有色錫田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擁有

其70%的股權。 

� 2008年5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9百萬元用於投資設立甘肅金大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擁有其45%

的股權。 

� 2008年5至6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87.28百萬元用於收購澳大利亞愛博礦業有限公司17.76%的股

權。 

� 2008年10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159.76百萬元用於收購澳大利亞愛博礦業有限公司28.26%的股

權。 

� 2008年12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19.8百萬元用於增加全資子公司湖南有色(澳大利亞)資源投資有

限公司的註冊資本。 

� 2009 年 2 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 48.48 百萬元用於本公司子公司湖南有色（澳大利亞）資源投

資有限公司的堪帕斯礦產資源開發合作項目。 

� 2009 年 9 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 81.95 百萬元用於投資設立湖南有色（加拿大）銻礦有限公司，

本公司擁有其 100%的股權。 

� 2009 年 9 月，本公司支付募集資金 158 百萬元用於本公司子公司湖南有色（加拿大）銻礦有限公

司的資源開發。 

 

 

主要股東主要股東主要股東主要股東    

 

據所有董事及監事所知，於 2010 年 6 月 30 日，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 XV 部第 2 及第 3 分部須予披露之權益或短倉之人士或公司（本公司董事或監事

除外），或被視為直接或間接擁有有權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

面值之 5%或以上權益之人士或公司（本公司董事或監事除外）如下： 

 

 

   股權之概約股權之概約股權之概約股權之概約 

股份名稱股份名稱股份名稱股份名稱 所持內資股數目所持內資股數目所持內資股數目所持內資股數目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湖南有色金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1,947,074,266(L)  53.08%(#) 

The Hamon Investment Group Pte Limited 83,300,000(L)  5.10%(*) 

The Dreyfus Corporation 81,692,000(L)  5.00%(*) 

  

註： (L)－好倉，(S)－淡倉，(#)－按所有股本計算，(*)－按H股股本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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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披露者外，於 2010 年 6 月 30 日，董事並不知悉有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或監事

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記錄於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 條而存置之登記冊

之權益或短倉。 

 

    

董事權益董事權益董事權益董事權益    

 

董事及監事於合約中的權益董事及監事於合約中的權益董事及監事於合約中的權益董事及監事於合約中的權益    

    

期內，概無董事及監事於任何由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訂

立而對本集團業務而言屬重大的合約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董事及監事於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董事及監事於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董事及監事於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董事及監事於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股票增值權方案股票增值權方案股票增值權方案股票增值權方案    

 

股東特別大會已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批准（其中包括）有關根據股票增值權方案（其

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售股章程，「股票計畫」）初步授出股票增

值權（「股票增值權」）的建議，從而吸引、挽留及激勵為本集團及為提高本集團盈利能力及

價值而作出重大貢獻的高級行政人員及主要員工。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承授人及授予數量如下： 

 

 
            佔已發佔已發佔已發佔已發行行行行    

            內資股本內資股本內資股本內資股本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股份增值權股份增值權股份增值權股份增值權        之百分比之百分比之百分比之百分比(%)(%)(%)(%)        附註    

 
何仁春 1,282,051  0.06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曹修運 1,025,641  0.05  副董事長兼非執行董事 

李立 897,436  0.04  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曾少雄 769,231  0.04  監事會主席 

廖魯海 769,231  0.04  執行董事 

陳志新 769,231  0.04  執行董事 

吳龍雲 641,027  0.03  非執行董事 

賀洪森 641,026  0.03  監事 

張一憲 641,026  0.03  非執行董事 

楊伯華 512,820  0.03  下屬子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傅少武 512,820  0.03  下屬子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楊玲益 512,820  0.03  下屬子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洪明洋 512,820  0.03  副總經理 

朱崇洲 512,820  0.03  下屬分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 
合計：                 10,000,000 

                         ======= 

 

 

請留意：上述有關股票增值權的資料已在 2009 年年報中披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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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0 年 6 月 30 日，除上述披露外，概無董事、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分）的股本、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之權益，而

該等權益(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第 7 及第 8 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

倉，或(b)須登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 條所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c)根據上

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以其他方式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 

 

 

董事及監事購入股董事及監事購入股董事及監事購入股董事及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的權利份或債券的權利份或債券的權利份或債券的權利    

 

期內，除上述披露外，概無董事、監事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獲授予可透過購入本

公司股份或債券而取得利益的權利，彼等亦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亦無訂立任何安排，以致本公司董事可購入任何其他法人團

體的上述權利。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設有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以審閱本公司之財

務報告及內部控制系統，審議獨立核數師之委任，向董事會提供意見，批准審核及審核相關

服務，並監管本公司之內部財務報告程式及管理政策。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未經審核，但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獨立核數

師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 

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訊的審閱」進行審閱。天職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經己向

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提交了無修訂的審閱報告。 

 

審核委員會認為未經審核業績之編製符合適用會計準則、相關監管及法律規定，及已作出充

份披露。委員會於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召開一次會議，全部委員出席了會議。 

 

 

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 3.10(1)和 3.10(2)條，有關委任足夠數量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且至少一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必須具備適當的專業資格，或具備適當的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長的規

定。本公司聘任了 5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其中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有財務管理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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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改進公司管治及提高對股東的透明度。董事會認為，於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制常規守則（「守則」）的守則條文。 

    

    

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由十三名董事組成，即四名執行董事、四名非執行董事及五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之董事會會議出席紀錄如下：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於回顧期內出席之董事會會議次數於回顧期內出席之董事會會議次數於回顧期內出席之董事會會議次數於回顧期內出席之董事會會議次數 

 

何仁春（董事長） 3 次會議共出席 3 次 

曹修運 3 次會議共出席 3 次 

李立 3 次會議共出席 3 次 

廖魯海 3 次會議共出席 3 次 

陳志新 3 次會議共出席 3 次 

吳龍雲 3 次會議共出席 3 次 

張一憲 3 次會議共出席 3 次 

鄒健 3 次會議共出席 3 次 

康義 3 次會議共出席 2 次 

古德生 3 次會議共出席 3 次 

陳曉紅 3 次會議共出席 2 次 

溫天納 3 次會議共出席 3 次 

蔡文洲 3 次會議共出席 3 次 

 

    

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    

    

本公司監事會由九名監事組成，以對董事會及其成員以及高級管理層進行監督，防止其濫用

職權及侵犯股東、本公司及其僱員的合法權益。於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 6 個月，監事會

舉行了一次會議，全部監事出席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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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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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其本身的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確認

於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止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購買購買購買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之股份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在聯交所上市。於報告期內及截至本報告日期止，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網站刊發業績於網站刊發業績於網站刊發業績於網站刊發業績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六須予披露的財務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聯交所網址(www.hkex.com.hk)

及本公司網址(www.hnc2626.com)刊載。 

 

承蒙各位股東的鼎力信賴、支持和理解，本人謹代表董事會致謝。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何仁春何仁春何仁春何仁春    

 

 

中國長沙，2010 年 8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