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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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
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NORTH MINING SHARES COMPANY LIMITED
北方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33）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佈

北方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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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連同二零

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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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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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2 183,905 8,681

銷售成本 (126,511) (3,420)
  

毛利 57,394 5,261

其他收入及收益 2,287 846

一般及行政支出 (36,881) (11,857)

發展中物業減值虧損 – (84,794)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984) –

採礦權攤銷 (40,464) –

其他經營支出 (3,268) (3,057)
  

經營虧損 4 (21,916) (93,60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3,652

融資成本 5 (238) –
  

除稅前虧損 (22,154) (89,949)

稅項 6 (7,816) (526)
  

期內虧損 (29,970) (90,475)
  

由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5,926) (90,475)

 少數股東權益 5,956 –
  

(29,970) (90,475)
  

每股虧損
 – 基本 (0.32)港仙 (0.93)港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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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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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29,970) (90,475)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2,415 1,338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7,555) (89,137)
  

由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4,436) (89,777)

 少數股東權益 6,881 640
  

(27,555) (8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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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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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1,041 251,520

 投資物業 286,946 263,12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3,020 32,633

 預付租賃款項 87,013 87,817

 勘探及評估資產 3,337,580 3,314,575

 採礦權 3,141,122 3,149,583
  

7,116,722 7,099,256
  

流動資產
 存貨 95,712 69,475

 應收賬款 9 2,753 2,525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59,916 130,557

 可收回稅項 – 3,464

 投資按金 10 132,102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42,069 94,698
  

632,552 300,719
  

資產總值 7,749,274 7,399,975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92,962 155,129

 儲備 3,851,534 3,516,463
  

4,044,496 3,671,592

 少數股東權益 2,208,039 2,202,083
  

權益總額 6,252,535 5,873,675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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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397,485 1,391,174

 銀行借款 12,079 10,565
  

1,409,564 1,401,73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27,774 18,740

 銀行借款 24,294 32,381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34,556 50,910

 應付有關連人士款項 – 22,530

 應付稅項 551 –
  

87,175 124,561
  

負債總額 1,496,739 1,526,300
  

權益及負債總額 7,749,274 7,399,975
  

流動資產淨值 545,377 176,158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662,099 7,275,414
  

資產淨值 6,252,535 5,873,675
  



– 6 –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當中包括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披露規定編製。

 編製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所採納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
及詮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就改進二零零八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符合條件的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集團之現金結算股份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本集團已對收購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之業務合併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

號（經修訂）「業務合併」。另外，本集團已對處理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其後取得或失
去附屬公司控制權之附屬公司擁有權變動之會計事宜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由於在本中期期間，概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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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之有關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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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作出之修訂對本集團於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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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就此作出之修訂可能適用於未來之交易，從而或會對本集團業績構成影響。

 應用其他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
報表並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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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供股分類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首次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披露的比較資料
 所獲有限豁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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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資金規定的預付款項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3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按適用情況）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
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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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規定，將於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起生效，並准許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
確認及計量」範圍內之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將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具體來說，即
(i)於目標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之業務模式內持有；及(ii)具有合約現金流純粹用以支付本金
及未償還本金利息之債務投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均
按公平值計量。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或會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
況造成重大影響。

2. 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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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金收入 – 7,098

物業管理費收入 1,807 1,583

鉬精粉銷售 182,098 –
  

183,905 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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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於回顧期間按業務分部分析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載述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採礦業務 物業租賃 物業管理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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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182,098 – 1,807 183,905
    

分部業績 (17,017) – 396 (16,621)
   

未分配收入 2,287

未分配支出 (7,582)
 

經營虧損 (21,916)

融資成本 (23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除稅前虧損 (22,154)

稅項 (7,816)
 

期內虧損 (29,970)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採礦業務 物業租賃 物業管理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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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收入 – 7,098 1,583 8,681
    

分部業績 – 5,000 261 5,261
   

未分配收入 846

未分配支出 (14,914)

發展中物業減值虧損 (84,794)
 

經營虧損 (93,601)

融資成本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3,652

 

除稅前虧損 (89,949)

稅項 (526)
 

期內虧損 (90,475)
 



– 9 –

按業務分部分析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其他分部資料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採礦業務
 

礦業開採 礦產勘探 物業租賃 物業管理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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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3,338,744 3,846,299 288,632 1,401 274,198 7,749,274
      

分部負債 595,886 887,722 1,422 1,103 10,606 1,496,739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 54,942 – 6 1,253 56,201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 – – – – – –

期內已確認減值虧損 – – – – – –

資本開支 35,226 23,004 – – – 58,230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採礦業務
 

礦業開採 礦產勘探 物業租賃 物業管理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3,315,740 3,549,054 288,632 5,411 241,138 7,399,975
      

分部負債 595,886 918,725 1,422 240 10,027 1,526,300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 7,964 2,536 8 4,201 14,709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虧損 – – 118,588 – – 118,588

年內已確認減值虧損 – 2,514 89,074 – 56,717 148,305

資本開支 4,581 43,672 23,794 – – 7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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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虧損
 本集團之經營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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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形資產攤銷 – 925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984 –

採礦權攤銷 40,464 –

存貨成本 125,101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4,747 1,047

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790 869

董事酬金 722 545

僱員成本
 – 薪金及津貼 5,949 2,694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786 258

發展中物業之減值虧損 – 84,794
  

5. 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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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 238 –
  

6. 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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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期稅項－中國企業所得稅該等期間撥備 7,816 526
  

(i) 香港利得稅之撥備乃根據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16.5%（二零零九年：16.5%）計
算。由於本集團期內在香港之業務產生稅項虧損，故中期財務報表內並無就香港利
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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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中國所得稅支出乃指期內已付或應付之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企業所得稅已按適用
於在中國成立之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現行稅率提取撥備。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8.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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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35,926,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0,475,000港元）及期內已
發行11,145,688,868股股份（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695,585,093

股股份）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任何潛在攤薄股份，

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9. 應收貿易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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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貿易賬款 2,753 2,525

減：已確認減值虧損 – –
  

2,753 2,525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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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日 2,753 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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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投資按金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訂立收購協議，以收購黑龍江伊通礦
業有限公司全部股本權益70%，總代價約為414,416,000港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
日，為進行收購，本集團已支付約132,102,000港元。該項收購已於回顧期間之後完成。

11.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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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日 27,774 18,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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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183,905,000港元(二零零

九年六月三十日：8,681,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增長約20倍。增長主要由於採

礦業務正式為集團帶來收入貢獻約182,09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無)。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虧損縮減至約29,97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虧

損約90,475,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同期減少約66.87%。期內虧損主要為採礦權攤

銷所致，約40,464,000港元，假設不計及採礦權攤銷之影響，集團應可於回顧期間成

功轉虧為盈至約10,494,000港元。

分部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i)採礦業務之開採及勘探、(ii)物業租賃業務，及(ii i)物業管理業

務。個別業務營運分析呈列如下：

採礦業務之開採及勘探
陝西省洛南縣九龍礦業有限公司(「九龍礦業」)
於回顧期內，九龍礦業經營之鉬礦場鉬精粉生產量約為2,943噸，鉬精粉銷售量約為

2,047噸，鉬精粉品位約為42-45%，平均每噸鉬精粉售價約為88,958港元，於回顧期

間九龍礦業為本集團帶來收入貢獻約182,09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無)，

銷售成本約為125,10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無)，毛利為56,998,000港

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無)，淨虧損為17,01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無)。期內虧損主要由於採礦權攤銷所致，金額約40,464,000港元，假設不計及採礦

權攤銷之影響，九龍礦業應可為集團提供約23,447,000港元之盈利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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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礦業為提高生產能力，於回顧期內，於王河溝開始興建一座新的選礦廠，投資

總額約為人民幣230,000,000元，現已投放約人民幣84,800,000元，當中資本開支包

括：購入選礦機器、土地建築、興建供水及供電設備、尾礦設施及尾礦庫建設。

吉林省瑞穗礦業有限公司(「瑞穗礦業」)
瑞穗礦業擁有位於中國吉林省通化縣金鬥鄉大南溝佔地約4.17平方公里鐵礦之採礦

權，及擁有位於中國吉林省白山市撫松縣鉬礦之探礦權，該鉬礦佔地約9.35平方公

里。

黑龍江伊通礦業有限公司(「伊通礦業」)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與伊通礦業簽訂收購協議，有條件同意收購伊通

礦業70%股權，收購總代價約為414,416,000港元，分別以現金人民幣240,000,000

元(約274,416,000港元)，及以0.28港元發行價發行500,000,000股代價股份之方式支

付。該項收購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完成。伊通礦業主要從事黃金和鐵之勘探

及開採以及生產及銷售業務。伊通礦業持有位於中國黑龍江省東風林金鐵礦場之一

個採礦許可證及一個勘探許可證。根據伊春市地質勘查隊於二零零九年十月發出之

「黑龍江省鐵力市東風林金鐵礦場之地質詳查報告」，該礦場之黃金及鐵蘊藏量分別約

18.19噸及約41,510,000噸。

物業租賃業務
中國長春
長春市購物商場需要進行翻新及重建工程，以提升該商場於市內之競爭力，預計該項

工程將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前完成。因此，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

無錄得商場租金收入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7,098,000港元)。董事會預期該購物

商場完成翻新工程之後，將為本集團帶來穩定的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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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西安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刊發之公佈。就西安項目本集團之合營夥伴

涉嫌詐騙事項，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中銀萬泰置業控股有限公司與西安和順房地產開

發有限公司及西安房地產開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訂立一項民事和解協議（「民事和解

協議」）。根據民事和解協議，西安房地產開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須向本集團賠償合

共人民幣30,000,000元及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南校區之全部財產擁有權。根據

開元資產評估有限公司之評估報告，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中學南校區之巿值約為人

民幣183,971,800元。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取得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

屬中學南校區70%之辦學權，餘下30%之辦學權由西安交通大學持有，至於土地及

房產權轉讓手續仍在辦理中。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前可以完全收回土地及

房產權。

物業管理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物業管理營運之營業額約為1,807,000港

元，較去年同期之1,583,000港元增加約14.15%。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於上海持有一

項高級物業之管理合約。本集團之管理層正在物色其他高質素物業管理合約以擴大本

集團之物業管理組合。

其他業務
聯營公司
本集團擁有一家主要於中國從事藥品製造及貿易業務之聯營公司。於回顧期間，該聯

營公司已終止其業務運作，以配合當地政府發展交通基礎設施計劃。因此，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錄得任何來自聯營公司之收益或虧損(二零

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溢利3,65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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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及市場需求持續增長，預期全球市場於二零一零年下半

年將會延續穩定增長。來自採礦業務的收入，已成為本集團目前的主要業務收入，展

望二零一零年下半年，本集團將會致力並集中於採礦業務之發展。在此業務方向下，

管理層將積極加快完成於王河溝之選礦廠之興建工程，籍此提升鉬精粉之生產量，由

現時每日處理礦石能力達約10,000噸，提升至約20,000噸，及將鉬精粉生產量由現時

每年約5,000噸提升至每年約10,000噸。

此外，於致力發展本集團之核心業務的同時，本集團亦會積極物色具備發展潛力的投

資機會，期望為集團的長遠發展及競爭力奠定更堅實的基礎，藉以為股東帶來最佳回

報。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及集資活動所得款項支付營運所需。於回顧期間，

本集團錄得現金流入淨額約244,83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35,015,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償還銀行借款約為36,373,000港元（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946,000港元），資本與負債比率為0.9%（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2%）。

本集團之流動資金充裕，償債能力良好。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流

動比率約為7.26，而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2.41。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債務與資本比率為0.37，而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則為0.42。該比率之計算方法為總負債1,496,73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526,300,000港元）除總股東權益4,044,49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671,592,000港元）。

董事會相信，本集團財政穩健，有充足資源應付資本支出及營運資金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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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列值。董事

會認為，本集團並無承受重大之外幣匯率風險。本集團之庫務政策是當外幣風險對本

集團造成重大財務影響時進行外幣風險管理。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並無採用任何財務工具作對沖用途，且並無參與任何外幣投機活動。

銀行貸款及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借款總額約為36,37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2,946,000港元），包括即期部分約24,29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2,381,000港元）和非即期部分約12,07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0,565,000港元）。

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或然負債
根據中國有關法例及法規，本公司一家在中國經營鉬礦開採之附屬公司須就其鉬礦區
繳付土地復墾及閉井成本。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董事」）估計約
36,998,000港元屬於本集團鉬礦區之土地復墾及閉井有關負債，此乃按照董事本身計
算之數目根據彼等之最佳估計釐定。因為進行所需工作涉及之未來現金開支時間，及
其他與計算負債數額相關之因素存在不確定性，故無法可靠地計算責任金額，是以該
等負債尚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6,998,000港元）。



– 18 –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重大交易

1.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五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九龍賣方」）簽訂了一項收購協
議，收購九龍礦業的65%股權，代價為按每股代價股份0.6港元之發行價發行共
1,366,940,000股代價股份（「代價股份」）。收購協議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日完
成。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向九龍賣方發行代價股份，當日本公司股
份之市價為0.49港元，因此收購事項之總代價約為669,800,000港元。

2.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六日，Universal Union Limited （「Universal Union」）與配售代
理及本公司訂立配售及認購協議，據此，Universal Union同意，透過配售代理，
按竭盡所能基準，按每股0.395港元之價格，向不少於六名承配人配售Universal 

Union擁有之配售股份；及本公司有條件同意配發及發行，而Universal Union有
條件同意按每股0.395港元之價格認購認購股份。配售完成及認購完成已根據配
售及認購協議之條款，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九日及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七日
達致。合共775,000,000股配售股份已成功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0.395港元配
售予不少於六名承配人（彼等及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而合共
775,000,000股認購股份（相當於本公司經認購擴大之已發行股本約6.43%）已由
本公司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0.395港元向Universal Union配發及發行。

3.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伊通賣方」）訂立收購協

議，以收購伊通礦業70%股權，其收購總代價約為414,416,000港元，其中會

以現金支付人民幣240,000,000元（約274,416,000港元）以及透過配發及發行

500,000,000股代價股份（「伊通代價股份」）支付，每股伊通代價股份之發行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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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港元。收購協議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完成。本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

七月二十一日向伊通賣方發行伊通代價股份，當日本公司股份之市價為0.26港

元，故收購之總代價約為404,416,000港元。

除已於本公佈前述章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回顧六個月期間內，並無進行附屬公司及

聯營公司之重大交易、收購╱出售。

人力資源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共聘用788名（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

日：71名）全職僱員。僱員薪酬組合乃按工作性質、市場環境及個人表現釐定及檢

討。本集團更提供其他員工福利，包括年終雙糧、強積金及醫療保險。截至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總額約為5,94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2,694,000港元）。

遵守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已審閱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常規。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除

下述條文外，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

則條文：

根據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予以區分，不應由同一人

擔任。趙洋先生自二零零七年一月起擔任本集團行政總裁，並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九

日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趙先生對本集團業務累積了豐富經驗。董事會認為，有見本

集團業務性質需要豐富之行業經驗，故兩職由同一人兼任將可為本集團帶來穩定而貫

徹之領導，並可更有效及具效率地計劃及推行長期業務策略。惟董事會須不時檢討架

構，並須於合適情況發生時考慮適當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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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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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

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認全體董事於回顧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

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穆向明先生（委員會主席）、鄭澤豪博士及盧

華基先生組成。成立審核委員會旨在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於聯交所網站刊載詳細中期業績

本 業 績 公 佈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com.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northmining.com.hk。載有上市規則規定所有資料之本公司二零一零年中期報

告將於適當時候寄交各股東，並於上述網站登載。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本公司客戶及股東一直以來之支持表示謝意，並對本公司員工於

過去期間之竭誠努力及寶貴貢獻致謝。

代表董事會

主席
趙洋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



– 21 –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趙洋先生、金久新先生、趙慶先生、張家坤先生及
齊明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穆向明先生、盧華基先生及鄭澤豪博士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