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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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METAL RECYCLING (HOLDINGS) LIMITED
中 國 金 屬 再 生 資 源（控 股）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773）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中 期 業 績 公 布

財務概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首六個月的收益約86.853億港元（截至二

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6.671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36.8%。

‧ 本公司擁有人於期間的應佔溢利約4.198億港元，較去年同期1.887億港元增加

約122.4%。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為40.18港仙，較去年同期26.39港仙增加約

52.3%。

中期業績

China Metal Recycling (Holdings) Limited中國金屬再生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

司」）的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經本公司

審核委員會及外部核數師所審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及二零零九年同期的比較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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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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收益 3 8,685,279 3,667,097

銷售成本 (8,156,610) (3,299,868)

毛利 528,669 367,229

其他收入 16,563 5,478

分銷及銷售開支 (6,546) (3,561)

行政開支 (76,740) (34,926)

其他開支 － (13,365)

衍生金融工具收益（虧損）淨額 30,491 (13,297)

融資成本 (26,958) (114,84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89 1,384

除稅前溢利 465,868 194,095

所得稅開支 4 (38,489) (7,061)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5 427,379 187,034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溢利及全面及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19,847 188,748

非控股權益 7,532 (1,714)

427,379 187,034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7

—基本 40.18 26.39

—攤薄 40.01 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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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於 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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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45 88,989

投資物業 1,712 1,731

預付租賃款項—非即期部分 131,743 94,529

於聯營公司權益 97,502 97,113

收購附屬公司已付按金 33,239 —

土地使用權已付按金 115,432 45,653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按金 2,405 55,130

583,778 383,145

流動資產

存貨 730,156 727,53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8 4,011,935 2,524,325

應收票據 887,536 248,067

預付租賃款項—即期部分 5,791 3,460

已付關聯方按金 115 115

衍生金融工具 62,286 36,940

已質押銀行存款 1,072,495 210,376

受限制銀行存款 75,508 62,284

銀行結餘及現金 606,199 554,417

7,452,021 4,36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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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於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1,849,864 981,796
應付票據 9 360,228 —
貼現票據 460,932 139,810
衍生金融工具 56,115 62,144
銀行借款 1,849,952 451,576
應付稅項 46,978 25,072

4,624,069 1,660,398

流動資產淨值 2,827,952 2,707,12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411,730 3,090,269

非流動負債
其他長期應付款項 227 454

資產淨值 3,411,503 3,089,81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5 105
儲備 3,324,032 3,009,87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324,137 3,009,981
非控股權益 87,366 79,834

總權益 3,411,503 3,08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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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及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允值計量的若干金融工具則除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的會計政策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若干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及經

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業務合併，提早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業務合併」。本集團亦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提早應

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對取得附屬公司控股權後的所有權權益

變動及失去附屬公司控股權的會計處理方法的有關規定。

於本中期期間內概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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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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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的相應修訂，對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本集團於未來期間的業績，可能會受到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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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相應修訂的未來交易所影響。

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本集團的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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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尚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的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聯方披露資料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的分類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有限豁免可比較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

露資料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的預付款項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終止股權工具的金融負債4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引入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方法的新規定，將由二零一三年一

月一日起生效，獲准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所有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

量」範圍內的金融資產於確認後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允值計量。具體來說，(i)於業務模型內為收回

合約現金流量目的而持有；及(ii)擁有純粹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的合約現金流量的債務投

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權投資均按公允值計量。應用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9號可能會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的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

造成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營金屬回收業務，涉及將回收的廢金屬加工成循環再造黑色及有色金屬（為多種終端金

屬產品的原材料）。本集團回收廢鋼、廢銅及其他廢金屬，並利用先進設備加工生產優質循環再

造廢金屬。本集團亦不時於該等廢金屬質量符合若干規定標準時向客戶直接出售回收的廢金

屬。金屬大致分為兩類：

(i) 黑色金屬，即鐵及鋼；及

(ii) 有色金屬，包括銅及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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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定期審閱本集團加工／出售的兩種主要金屬的收益分析以及本集團的年內綜合溢

利，以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由於並無其它分立財務資料可用於評估不同業務活動，故無

呈列分類資料。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按主要金屬劃分的收益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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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黑色金屬 1,958,819 556,111

有色金屬 6,726,460 32,110,986

8,685,279 3,667,097

4.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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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費用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即期 38,489 7,312

　往年超額撥備 — (251)

38,489 7,061

於上述兩段期間，由於本集團於香港的附屬公司並無應課稅溢利或產生稅項虧損，故並無就香

港利得稅作出相關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以及企業所得稅法的實施條例，中

國附屬公司的稅率於兩段期間均為25%。

中環鋼鐵（澳門離岸商務）有限公司（「中環鋼鐵」）為根據第58/99/M號法令註冊成立的澳門附屬公

司（稱為「58/99/M公司」）。由於該58/99/M公司於上述兩段期間並無向任何澳門本土公司銷售產

品，故此獲豁免繳納澳門補充稅（澳門所得稅）。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尚未確認遞延稅項負債的中國附屬公司未分派盈利的相關臨時差額

合共184,84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9,482,000港元）。並無就該等差額確認負

債，因為本集團處於控制撥回臨時差額時間的位置，該等差額將不會於可見未來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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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內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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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1,997 1,73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505 6,690

投資物業折舊 19 19

上市開支（計入其他開支） － 13,36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85 －

就租賃物業支付的經營租賃租金 10,012 10,438

匯兌收益淨額 (5,889) (1,270)

6. 股息

期內已向股東派付每股12港仙合計125,400,000港元的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無），作為二零零九年的末期股息。

董事建議期內不宣派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每股盈利

按下列數據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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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419,847 188,748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045,000,000 715,165,746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所

　　授出購股權的潛在普通股攤薄影響 4,239,939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049,239,939 715,165,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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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假設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購股權計劃

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購股權計劃所授出的流通在外本公

司的購股權不獲行使，因為該等購股權的行使價高於有關期間股份的平均市價。

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本集團一般向貿易客戶提供介乎30日至90日的平均信貸期。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應收貿易

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如下︰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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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貿易款項：

0至30日 889,978 803,486

31至60日 833,822 678,539

61至90日 684,846 513,299

91至120日 624,442 199,040

121至180日 670,591 80,826

超過180日 1,086 26,382

3,704,765 2,301,572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按金及預付款項 14,827 31,297

購買原材料的已付按金 196,568 94,037

其他可收回稅項 86,051 95,643

其他 9,724 1,776

307,170 222,753

4,011,935 2,5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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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應付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如下：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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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貿易款項：

0至30日 727,618 585,871

31至60日 665,018 191,996

61至90日 374,228 111,288

91至120日 4,222 32

121至150日 1 44

超過150日 423 708

1,771,510 889,939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 21,104 12,916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應付款項 1,666 1,659

已收客戶按金 30,946 60,426

其他應付稅項 8,483 4,409

其他 16,155 12,447

78,354 91,857

1,849,864 981,796

本集團所有應付票據的賬齡均在120日內，且於報告期間結束時尚未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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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儘管中國金屬價格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波動不定，但由於再生金屬的持續強勁需求

量及本集團擴展地區覆蓋範圍，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期

間」），本集團仍得以在收益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兩分面分別較去年同期增長

136.8%及 122.4%。本期間黑色金屬的銷售量約為 660,000噸，較去年同期增加

191%，而本期間有色金屬的銷售量則約為136,000噸，較去年同期增加約36%。

由於環保意識增強及再生金屬的市場滲透率相對較低，中國再生金屬的需求量一直

維持穩定。利用可再生資源以符合能源效益及減少碳排放，向來是國家的長期政

策。儘管本期間鋼鐵行業的波動起伏，中國於本期間的鋼材產量達約3.99億噸，較

去年同期增加約26%。本期間中國的銅材產量約為5百萬噸，較去年同期增加約

20%。本期間中國的廢鋼消耗量佔粗鋼總產量的百分比相比發達國家的數字仍屬於

偏低水平。因此，中國具有提高再生金屬滲透率的龐大潛能。同時，偏低滲透率亦

使廢鋼需求量在鋼鐵行業市況低迷期間所受的影響低於整體市場水平。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二日不止是我們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成功上市的第

一週年誌慶，也是我們在上海的中國總辦事處啟用之日。在上海成立本公司在中國

的總辦事處顯示我們決心投入更多資源及努力進一步發展華中、華東及華北市場，

以及鞏固我們的全國網絡，為本集團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上海將成為本集

團的業務樞紐，進一步提高管理效率，以及加強與業務伙伴之間的合作。

華東地區營運方面，受惠於中國其中一個最佳的再生金屬市場，業務量一直強勁，

由於順利落實江陰市的新合資公司及提升寧波基地，本集團於本期間錄得大幅增

長。此外，本集團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完成收購江蘇江陰港集裝箱有限公司（「江陰

集裝箱」）。江陰集裝箱成為支持本集團於華東地區再生基地的區域物流及分銷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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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其已改善本集團的營運效率、區內競爭力及降低運輸成本。華北地區營運方

面，由於更多財務資源的投入及新團隊的加入，業務開始增長。本集團計劃在未來

3年投資1億美元建立一個無與倫比的銷售、分銷及物流平台。天津國能投資有限公

司的潛在收購行動正在進行。華南地區營運方面，現有客戶如聯眾（廣州）不𣁾鋼有

限公司及廣州鋼鐵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的需求量，分別因產能增加及回收產品需求量

增加而上升。中山市基地擴大我們的回收範圍。華中地區營運方面，預期武漢市的

基地施將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左右開始營運，並額外增加本公司500,000噸產能。

我們的未來發展策略是繼續加強我們的策略性全國網絡、發展多元化的銷售及採購

網絡以擴大我們的市場份額、持續投資於先進機械及環保設施以確保營運效率及經

濟規模效益、擴大產品種類（如不𣁾鋼廢料）及回收資源（如廢舊家電及折車）、增加

投資於栽培員工以提升管理質量，以及增強我們整體營運及業務整合的能力。採用

綜合自然發展及人為方式的策略來維持我們作為先行者的相對競爭優勢，將繼續有

助提高我們在中國金屬再生行業的市場領先地位。北部和東部地區將是不久的將來

我們進一步整固的首要重點。

中國再生金屬行業高度分散、設備落後，故未能滿足發展金屬行業的需要。中央政

府鼓勵行業進行整合，以達到關鍵規模及採用現代化的管理系統。作為行業的先行

者，我們擁有營運規模優勢、廢金屬需求量強勁的策略性全國網絡、完善的水陸路

運輸網、龐大而優質的客戶基礎及採購網絡，以及便利的融資平台，使我們處於非

常有利的地位，成為行業的整合者。

展望二零一零年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利用我們的核心競爭優勢，以達成約145萬噸

的全年銷量目標。憑藉來自多個地區的營運貢獻，我們完成目標及為股東帶來令人

滿意的回報的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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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收益為86.853億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6.671億港元）， 較去年同期上升136.8%。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收益上升，主要原因為黑色廢金屬及有色廢金屬於本期間的銷售

大幅上升。本集團已與供應商就黑色廢金屬及有色廢金屬簽訂多項合約，以保障此

類需求殷切的金屬的供應。

毛利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毛利為5.287億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672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44.0%。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毛利率為6.1％（截至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0％），減少3.9％。該減少主要由於新地區如華東地區及

華北地區的毛利率較低。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及匯兌收益，由去年同期5.5百萬港元上升

202.4%至16.6百萬港元，增幅主要原因為本期間所存入的銀行存款增多，以致利息

收入增加7百萬港元。

分銷及銷售開支、行政開支及其他開支

於本期間，分銷及銷售開支為6.5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83.8%。該增幅乃因產

品銷量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包括員工薪酬、折舊開支及其他一般行政開支達76.7百萬港元，較去年同

期34.9百萬港元增加119.7%。該增幅主要乃本公司因擴充業務而導致董事及行政員

工數量及開支增加所致。本集團經已就本公司根據其所採納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

權而確認本期間有關開支總額達19.7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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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去年同期的其他開支為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的專業費用。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值收益（虧損）淨額

公允值變動主要指用作對沖本集團購入貨品及存貨的金屬商品期貨合約的公允值變

動所產生的收益或虧損。於本期間，金屬商品價格波動，導致用作該等對沖相應採

購該等商品現貨或存貨的期貨合約錄得純利。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1.148億港元減少76.5%至27.0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上市時優先票據全面贖回所致。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就優先票據累計利息達1.110億港元，而本期間並無產生相關利息開

支。本期間融資成本主要來自一般營運資金融資。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於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較去年同期1.887億港元增加122.4%至4.198億港

元。

營運資金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存貨周轉期為16日，去年同期則為22日。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應收款項周轉期（包括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為75日，去年

同期則為81日。本集團一般給予黑色金屬及有色金屬客戶的平均信貸期分別為30至

60日及30至90日。周轉期減少主要乃因若干客戶提前償付款項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應付款項周轉期（包括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為34日，而去

年同期則為28日。本集團供應商給予本集團的信貸期一般最多為60日。周轉期增加

主要乃因業務量增加及維持長久業務關係的有色金屬供應商授予較長信貸期限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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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28.280億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7.071億港元），當中現金及銀行存款為17.542億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8.271億港元）。

借款總額（包括貼現票據）為23.109億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914億港

元），主要用作本集團的採購資金。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負債比率（借款總額除以資產總值）為28.8%（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5%）。本集團的交易及貨幣資產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

美元計值。於本期間，本集團的營運或流動資金並無由於貨幣匯率浮動而出現任何

重大困難或受到任何重大影響。

為確保本集團資金得以有效運用，本集團採用中央財務及庫務政策，並以保守態度

監控外匯及利率風險。本集團在認為合適情況下採用遠期合約對沖交易活動的外匯

風險。

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仍然強勁。本集團擁有充裕現金及可用銀行融資，足以應付

承擔及營運資金需要。強勁的現金狀況使本集團可發掘投資及業務發展機會，拓展

在中國的市場份額。

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為提升產能，本集團於本期間投資1.786億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3.7百

萬港元）增購新固定資產，主要為在建工程及機器設備及繳付土地使用權的按金。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已訂約但尚未於財務報表撥備的本集團資本開支承擔為

2.459億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065億港元）。該等承擔主要涉及收購江

蘇江陰港集裝箱有限公司2.168億港元，其餘款項則涉及本集團用作擴充產能的機

器。

抵押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融資主要以若干應收票據4.837億港元（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53億港元）、銀行存款10.725億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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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2.104億港元）及本集團若干土地及樓宇約4.5百萬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4.5百萬港元）為抵押。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大部分銷售以人民幣結算，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為外幣。人民幣於本期間的

波動並無對本集團業績造成任何不利影響。除此之外，本集團將會定期檢討外匯風

險，並在認為合適情況下可能使用財務工具作對沖之用。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逾400名員工。員工的薪酬維持於競爭水平，並

會每年檢討，屆時會密切參考有關勞工市場及經濟情況。本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

僱員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本集團與僱員的關係良好。本集團亦向員工提供內部培訓及根據員工表現及本集團

盈利發放花紅。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本期間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

券。

遵守上市規則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條款不遜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之交易標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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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董事、高級管理層及相關僱員（基於在本集團的職位而可能擁有關於本公司或其證

券的非公開股價敏感資料者）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守則」）。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會所有成員均已確認於本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及本公司守則的規定標準。於本期間，本公司概無發現高級管理層及有關僱員違

反標準守則及本公司守則的事件。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致力保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以符合本公司股東利益。於本期間，本公司一

直遵循常規，並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所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惟下文披露者除外。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應分開而不應由一人兼任。在本公

司現有企業架構下，秦志威先生擔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故主席及行政總

裁的職位均由同一人兼任。董事會認為，由於所有重大決策乃由本公司之董事會成

員及高級管理層磋商作出，故主席及行政總裁由一人兼任的現有架構不會有損董事

會的權責平衡。董事會認為現有安排為本公司提供穩固一致的領導團隊，可更為有

效充分規劃及實施業務決策及策略。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及

審閱審核及財務事宜，包括主要內部監控程序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的核數師根據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

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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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全體成員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錦雄先生（主席）、陳耀

星先生、梁創順先生及閆啟平先生。

致謝

董事會藉此機會對本集團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努力及貢獻致以真誠的感激，並感謝

股東、商業伙伴、往來銀行及核數師於本期間對本集團的支持。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會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chinametalrecycle.com及www.cmr773.com）刊發。

代表董事會

中國金屬再生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秦志威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秦志威先生、馮嘉倫先生及姜延章先生；本公司

非執行董事為黎煥賢女士；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耀星先生、陳錦雄先

生、梁創順先生及閆啟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