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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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BERIAN MINING GROUP COMPANY LIMITED
西伯利亞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42）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西伯利亞礦業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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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比較數字

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合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營業額 4,079 7,433 – – 4,079 7,433
銷售成本 (2,047) (3,974) – – (2,047) (3,974)

毛利 2,032 3,459 – – 2,032 3,459
其他收入及收益 1,783 704 – 1,626 1,783 2,330
其他虧損及公平值

變動，淨額 26,387 (1,093,908) – – 26,387 (1,093,908)
銷售及分銷成本 (3,506) (6,216) – – (3,506) (6,216)
行政及其他開支 (93,785) (108,803) – (40) (93,785) (108,843)
融資成本 (20,342) (40,658) – – (20,342) (40,658)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 – – 276 – 276

除所得稅前

（虧損）／溢利 3 (87,431) (1,245,422) – 1,862 (87,431) (1,243,560)
所得稅 4 9,055 953 – – 9,055 953

期內（虧損）／溢利 (78,376) (1,244,469) – 1,862 (78,376) (1,242,607)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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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合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54,869) (537,625) – 1,862 (54,869) (535,763)
非控股權益 (23,507) (706,844) – – (23,507) (706,844)

(78,376) (1,244,469) – 1,862 (78,376) (1,242,607)

股息 5 – – – – – –

（重列）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及已終止業務 6

基本（港仙） (4.21) (231.48)

攤薄（港仙） (7.21) (231.48)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港仙） (4.21) (232.28)

攤薄（港仙） (7.21) (2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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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合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期內（虧損）／溢利 (78,376) (1,244,469) – 1,862 (78,376) (1,242,607)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扣除稅項）：

–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時
重新分類調整繳入盈餘

及匯兌儲備 – – – (3,069) – (3,069)

–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時

產生之匯兌差額 (46,867) 1,483 – 10 (46,867) 1,493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扣除稅項） (125,243) (1,242,986) – (1,197) (125,243) (1,244,183)

以下各方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97,594) (536,697) – (1,197) (97,594) (537,894)

非控股權益 (27,649) (706,289) – – (27,649) (706,289)

(125,243) (1,242,986) – (1,197) (125,243) (1,24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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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7,438 19,671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項 – 3,925

商譽 7 – 13,210

其他無形資產 8 1,400,816 1,536,802

應收承兌票據 – 6,891

1,428,254 1,580,499

流動資產

存貨 770 450

應收貿易款項 11 6,204 10,619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8,621 9,999

應收附屬公司一名非控股股東款項 494 475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969 1,94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60,295 60,148

78,353 83,63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2 2,379 3,524

其他應付款項、應計費用

及已收交易按金 19,471 12,470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9,064 6,918

應付一間關連公司款項 2,063 1,039

應付稅項 1,256 1,272

34,233 2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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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資產淨額 44,120 58,41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72,374 1,638,910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9 162,780 406,650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164,403 133,586

應付承兌票據 10 149,071 148,330

關閉、復墾及環境成本撥備 1,564 1,617

遞延稅項負債 2,791 11,692

480,609 701,875

淨資產 991,765 937,035

權益

股本 283,333 224,441

儲備 561,971 538,48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845,304 762,925

非控股權益 146,461 174,110

權益總額 991,765 937,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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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1.1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

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規定之適用披露而編製。

1.2 主要會計政策

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並就若干金融工具作出修訂。該等金融工具乃以

公平值列賬。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本集團已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準則之修訂

及詮釋，該等準則於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為二零零八年對

　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部分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給予首次採納之公司的額外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個別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集團現金結算之以股份為基礎付款之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 詮釋第17號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之財務報表並無重

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本公司董

事會預期本集團於本期間或其首次應用期間之財務報表不會有重大影響。

2. 分部資料及收益

本集團之營運分部乃根據營運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分別進行組織及管理。本集團每一營

運分部均代表一策略業務單位，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所承擔之風險及所得回報與其他營運分部不

同。有關營運分部之詳情概述如下：

採礦分部，包括持有俄羅斯一個煤礦之採礦權，並將從事煤炭開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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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及收益（續）

數碼電視技術服務分部，從事提供數碼電視技術服務（包括銷售有線按需視頻系統、資訊廣播系

統及嵌入式電視系統）。

成衣及禮品分部，從事成衣及禮品製造及貿易。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本集團已出售其成

衣及禮品業務。故此，成衣及禮品分部已分類為已終止業務。

本集團報告地區資料時，分部收益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區歸屬計算，而分部資產則根據資產所在

地區歸屬計算。

(a) 可匯報分部

下表呈列本集團可匯報分部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業

績與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數碼電視

技術服務 採礦 公司及其他 合計 成衣及禮品 綜合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4,079 – – 4,079 – 4,079

可匯報分部（虧損）／溢利 (50,126) (76,193) 59,230 (67,089) – (67,089)

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

之公平值變動 – – 71,085 71,085 – 71,085

商譽減值虧損 (13,421) – – (13,421) – (13,421)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25,967) – – (25,967) – (25,967)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1,407) – – (1,407) – (1,407)

應收承兌票據之利息收入 – – 796 796 – 796

所得稅 7,005 2,050 – 9,055 – 9,055

折舊 (316) (77) (67) (460) – (46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627) (58,757) (2,178) (62,562) – (62,562)

應收貿易款項呆賬撥備 (3,903) – – (3,903) – (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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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及收益（續）

(a) 可匯報分部（續）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數碼電視

技術服務 採礦 公司及其他 合計 成衣及禮品 綜合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匯報分部收益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7,433 – – 7,433 – 7,433

可匯報分部（虧損）／溢利 (57,756) (1,920,169) 773,161 (1,204,764) 1,862 (1,202,902)

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

之公平值變動 – – 770,583 770,583 – 770,583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變動 – – 6,131 6,131 – 6,131

商譽減值虧損 (50,758) – – (50,758) – (50,758)

其他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1,819,864) – (1,819,864) – (1,819,864)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 – – 1,626 1,626

出售交易證券之收益 – – 119 119 – 119

應收承兌票據之利息收入 – – 67 67 – 67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 – – – 276 276

所得稅 948 5 – 953 – 953

折舊 (174) (59) (10) (243) (4) (247)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1,586) (77,476) – (79,032) – (7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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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及收益（續）

(a) 可匯報分部（續）

可匯報分部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可匯報分部收益及綜合收益 4,079 7,433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開支前虧損及已終止業務

可匯報分部（虧損）／溢利 (67,089) (1,202,902)

融資成本 (20,342) (40,658)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除所得稅開支前綜合虧損 (87,431) (1,243,560)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匯報分部資產及綜合資產總值 1,506,607 1,664,133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負債

可匯報分部負債 (510,795) (714,134)

本期稅項負債 (1,256) (1,272)

遞延稅項負債 (2,791) (11,692)

綜合負債總值 (514,842) (727,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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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及收益（續）

(b) 地區分部

下表載列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非流動資產（不計及金融工具）（「特定非流動資產」）

之分析：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特定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中國 4,079 7,433 32,685 72,768

俄羅斯 – – 1,395,535 1,500,796

其他 – – 34 44

4,079 7,433 1,428,254 1,573,608

已終止業務

中國 – – – –

智利 – – – –

其他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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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總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除所得稅前

（虧損）／溢利已扣除：

攤銷無形資產

– 採礦權 58,757 77,476 – – 58,757 77,476

– 客戶基礎 1,627 1,586 – – 1,627 1,586

– 技術專業知識 2,178 – – – 2,178 –

折舊 460 243 – 4 460 247

4.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總額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 – 中國 (106) (551) – – (106) (551)

本期稅項 – 俄羅斯及海外 – (5) – – – (5)

遞延稅項 – 中國 (6,899) (397) – – (6,899) (397)

遞延稅項 – 俄羅斯及海外 (2,050) – – – (2,050) –

(9,055) (953) – – (9,055) (953)

由於本集團之香港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均錄得稅項虧損，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

備。由於本集團一間中國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均錄得稅項虧損，故並無於財務報表內

就中國稅項作出撥備。由於海外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均錄得虧損，故並無於財務報表

內就海外稅項作出撥備。

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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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並作出調整以反映本期間之股份合併。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經

已重列，以計入本期間之股份合併之影響。

每股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計算，並作出調整以反映可換股票據之估算

利息及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如適用）。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所用之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數為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數目，以及假設被視為行使或轉換所

有潛在攤薄普通股至普通股時按無償代價發行之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由於本公司之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認股權證及購股權均對過往期間每股基本虧損之計算有反

攤薄影響，故計算過往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兌換上述可能具攤薄作用之股份。於本

期間，並無發行任何認股權證，而未行使購股權對每股基本虧損之計算仍具有反攤薄影響，故

於計算本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兌換未行使之購股權。於本期間，未行使可換股票據

對每股基本虧損計算之攤薄影響如下所示。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54,869) (535,763)

可換股票據之估算利息 6,310 –

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 (71,085)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119,644) (535,763)

九月三十日

股份數目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重列）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03,296,175 231,453,690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 357,020,492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60,316,667 231,45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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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續）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54,869) (537,625)

可換股票據之估算利息 6,310 –

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 (71,085)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119,644) (537,625)

所用分母與上述用作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者相同。

來自已終止業務

按已終止業務於上個期間之收益1,862,000港元計算，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

已終止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為每股0.80港仙。所用分母與上述用作計算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相同。

7. 商譽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期初之賬面淨值 13,210 160,016

匯兌重整 211 876

減值虧損 (13,421) (147,682)

於期末之賬面淨值 – 13,210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商譽之賬面值經扣除任何減值虧損後，僅會分配予數碼電視技術服務現金

產生單位（「DTV現金產生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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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譽（續）

商譽減值測試

商譽乃因上個期間DTV現金產生單位進行業務合併而產生，DTV現金產生單位為可匯報分部。

管理層最初預期DTV現金產生單位於收購日期將會有大幅增長。然而，鑒於國內數碼電視行業

競爭激烈，數碼電視行業之增長較預期緩慢。故此，DTV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乃參考由

永利行評值顧問有限公司（一間由合資格專業估值師所組成之獨立公司）發出之專業估值報告，

並按以現金流量預測而釐定之使用值及高級管理層通過之五年財務預算而計算。現金流量預測

適用之折現率及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9.06%（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2.62%）及9.7%（二零一

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3%）。本公司董事認為，根據計算所使用之數值，與DTV現金產生單位相

關之商譽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全數減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減值147,682,000港

元）。此外，本公司董事認為，根據計算所使用之數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一日DTV現金

產生單位之客戶基礎及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已分別較可收回金額部分減值25,967,000港元及

1,407,000港元。

管理層為DTV現金產生單位進行減值測試而作出現金流量預測所依據之主要假設如下：

預算毛利率－用以釐定預算毛利率價值之基準為單位之過往表現及管理層對市場發展之預期。

折現率－所採用之折現率為除稅前並反映有關現金產生單位之特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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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無形資產

技術

採礦權 客戶基礎 專業知識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a） （附註b） （附註c）

成本值：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 41,985 – 41,985

收購附屬公司產生 3,139,584 – 21,649 3,161,233

匯兌重整 184,536 230 87 184,853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3,324,120 42,215 21,736 3,388,071

匯兌重整 (108,440) 674 347 (107,419)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215,680 42,889 22,083 3,280,652

累計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 2,961 – 2,961

本年度支出 126,310 3,244 361 129,915

減值虧損 1,664,815 – – 1,664,815

匯兌重整 53,558 19 1 53,578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844,683 6,224 362 1,851,269

本期間支出 58,757 1,627 2,178 62,562

減值虧損 – 25,967 – 25,967

匯兌重整 (60,119) 122 35 (59,962)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843,321 33,940 2,575 1,879,836

賬面淨值：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372,359 8,949 19,508 1,400,816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1,479,437 35,991 21,374 1,536,802

(a) 採礦權

去年已收購煤炭開採現金產生單位（「煤炭開採現金產生單位」）相關之採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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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無形資產（續）

(a) 採礦權（續）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煤炭開採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由董事經參考於二零一零

年九月三十日之專業估值（由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公司威格斯資產評估顧問有限公司（「威

格斯」）進行）後評估。煤炭開採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由威格斯按以現金流量預測而

釐定之使用值，現金流量預測乃根據高級管理層通過根據估計增長率5%（二零一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5%）作出之未來五年財務預算而作出，以及根據穩定增長率5%（二零一零年三

月三十一日：5%）作出之超過五年後之推斷現金流量而計算。現金流量預測適用之折現率

為23.69%（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4.02%）。財務預算及增長率乃參考採礦業之發展曲

線而估計。本公司董事認為，根據專業估值，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與

煤炭開採現金產生單位相關之採礦權並無減值。

管理層及估值師為商譽進行減值測試而作出現金流量預測所依據之主要假設如下：

預算毛利率－用以釐定預算毛利率價值之基準為單位之過往表現及管理層對市場發展之預

期。

折現率－所採用之折現率為除稅前並反映有關單位之特殊風險。

本集團之採礦權詳情如下：

無形資產 位置 屆滿日期

採礦權

Lapichevskaya礦 俄羅斯聯邦 二零一四年

Kemerovo地方行政區 十二月三十一日

650906號

Kemerovo區

工業礦區

本集團相信，採礦權之相關牌照於現有屆滿日期後由有關部門續期將不會產生重大成本。

(b) 客戶基礎

客戶基礎與DTV現金產生單位相關，乃作為收購DTV集團之一部分而收購，而有關資產按

有限之可使用年期攤銷。客戶基礎之攤銷期為13年。有關已於本期間損益表內確認之客戶

基礎之減值虧損之原因詳情於附註7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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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無形資產（續）

(c) 技術專業知識

於上一財政年度已收購垂直農業（「垂直農業現金產生單位」）之技術專業知識。

垂直農業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由董事經參考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專業估值（由

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羅馬國際評估有限公司（「羅馬」）進行）後重新評估。垂直農業現金

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由專業估值師按以現金流量預測而釐定之使用值，以及根據高級管

理層通過之五年財務預算而計算。現金流量預測適用之折現率及增長率分別為33.90%（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3.62%）及46%（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45.67%）。本公司董

事認為，根據專業估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與垂直農業現金產生單位相關之技

術專業知識並無減值。

管理層及估值師為技術專業知識進行減值測試而作出現金流量預測所依據之主要假設如下：

預算毛利率－用以釐定預算毛利率價值之基準為管理層對市場發展之預期。

折現率－所採用之折現率為除稅前並反映有關單位之特殊風險。

9. 可換股票據及衍生金融工具

(i) 發行第一批可換股票據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本公司於本集團完成收購Langfeld Enterprises Limited及其附

屬公司（「Langfeld集團」）90%股權及Langfeld集團結欠本公司之股東Cordia Global Limited

（「Cordia」）之90%無抵押、免息股東貸款（「Langfeld股東貸款」）後向Cordia發行本金總額為

253,000,000美元（「美元」）（約相當於1,973,400,000港元）之五張有抵押可換股票據（「第一批

可換股票據」）作為代價。第一批可換股票據以美元計值，並以本集團所擁有之Langfeld集

團90%股權及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全部股權作抵押。

(ii) 第一批可換股票據條款之修訂（「修訂」）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本公司與Cordia訂立有條件修訂契據（「修訂契據」），以修訂

第一批可換股票據之若干現有條款。根據修訂契據作出之修訂包括註銷第一批可換股票據

之未償還本金額142,000,000美元（約相當於1,107,000,000港元）。本公司向Langfeld賣方發行

本金額為107,000,000美元（約相當於834,600,000港元）而換股價為每股換股股份0.04港元（可

進行反攤薄調整）之有抵押可換股票據（「經修訂第一批可換股票據」）以及三張本金總額為

35,000,000美元（約相當於273,000,000港元）之無抵押承兌票據（「經修訂承兌票據」），以取

代已註銷之第一批可換股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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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換股票據及衍生金融工具（續）

(iii) 第一批可換股票據及經修訂第一批可換股票據之計算

第一批可換股票據及經修訂第一批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乃根據威格斯於發行

日期、兌換日期及報告期間結束時進行之專業估值釐定，可換股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

值之減少總額71,08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910,520,000港元）已計入於本期

間之損益表。可換股票據之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乃按二項式期權定價模式計算。根據威

格斯之估值，第一批可換股票據及經修訂第一批可換股票據之負債部分之實際利率分別為

22.14厘及7.03厘。

(iv) 可換股票據不同部分之變動

可換股票據

負債部分 衍生工具部分 總額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確認第一批可換股票據 (i) 757,848 1,215,552 1,973,400

可換股票據之衍生工具部分之

公平值收益 – (910,520) (910,520)

已扣除之估算利息 83,078 – 83,078

兌換為新股 (618,478) (410,097) (1,028,575)

終止確認第一批可換股票據 (501,418) (43,915) (545,333)

確認經修訂第一批可換股票據 (ii) 577,615 256,985 834,600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經修訂

第一批可換股票據之賬面值

（經審核） 298,645 108,005 406,650

可換股票據之衍生工具部分之

公平值收益 – (71,085) (71,085)

已扣除之估算利息 6,310 – 6,310

兌換為新股 (164,365) (14,730) (179,095)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經修訂

第一批可換股票據之賬面值

（未經審核） 140,590 22,190 16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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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承兌票據

附註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5,320

於年內已發行

– 經修訂承兌票據 (a) 161,973

– 其他 –

於年內已償還

– 經修訂承兌票據 (a) (31,200)

– 其他 (b) (3,000)

已扣除之估算利息

– 經修訂承兌票據 13,882

– 其他 1,355

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148,330

於期內已償還

– 經修訂承兌票據 (a) (7,600)

– 其他 (b) (2,645)

已扣除之估算利息

– 經修訂承兌票據 10,196

– 其他 790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及包括在非流動負債內（未經審核） 149,071

附註：

(a) 初步確認為161,973,000港元之經修訂承兌票據為不計息，並須於到期日二零一五年五月二

十五日一次過支付。本金額為974,000美元（約相當於7,6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

一日：4,000,000美元（約相當於31,200,000港元））之經修訂承兌票據已於本期間償還，剩餘

未償還之經修訂承兌票據歸類為非流動負債，並按攤銷成本計算，直至被贖回時註銷為止。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經修訂承兌票據之賬面值為147,25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144,655,000）

(b) 本集團已於本報告期間以現金償還本金額為2,64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3,000,000港元）之其他承兌票據。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其他應付承兌票據之賬面值為1,82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3,67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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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款項

本集團與其客戶之貿易條款大多屬賒賬形式，惟新客戶除外，新客戶一般須預先付款。於本期

間及上一財政年度，本集團之應收貿易款項涉及數碼電視技術服務業務，由於中國行業性質使

然，對若干財務實力強勁、還款記錄及信譽良好之長期客戶，期限會延長至超過90天。每名客

戶均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致力對未償還應收款項實施嚴格控制，藉此降低信貸風險。逾期

結餘會由高級管理層定期進行檢討。鑒於上文所述及基於本集團之應收貿易款項與大量多元化

客戶有關，故並無重大集中信貸風險。應收貿易款項不帶利息。

以發票日期為準，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結束時之應收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以內 585 1,364

31至60天 116 –

61至90天 538 1,348

超過90天 9,358 8,397

10,597 11,109

減：呆賬撥備 (4,393) (490)

6,204 10,619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應收貿易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2. 應付貿易款項

以發票日期為準，本集團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以內 90 570

31至60天 – 608

61至90天 1,758 803

超過90天 531 1,543

2,379 3,524

應付貿易款項屬免息，結算期限一般為90天。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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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資本承擔

與收購下列項目有關已訂約但尚未於中期財務報表中計提撥備之資本開支披露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間附屬公司之額外股權 42,083 42,083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737 9,654

14. 比較數字

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達致一致之呈報方式。有關重列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

月十日之澄清公佈。由於原已公佈之報表並無變動，因此並無呈列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財政年度年初之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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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4,07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7,43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45.1%。於回顧期內，營業額僅包括來自數碼電視技術服

務業務之營業額。由於全球經濟疲弱，市場競爭激烈，替代產品推出及市場增長放緩的影響，

數碼電視技術服務業務進一步下滑。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除所得稅前虧損約為87,431,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243,56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減少93.0%。虧損大幅減少主要是由於各項目之會計處理，即(i)毋須對去年收購之

採礦權作出減值虧損（二零零九年：1,819,864,000港元）；(ii)數碼電視技術服務之商譽及客戶

基礎之減值虧損為39,38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50,758,000港元）；(iii)採礦權無形資產攤銷

58,75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77,476,000港元）；(iv)可換股票據及承兌票據估算利息開支

17,29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38,415,000港元）；及(v)對本集團可換股票據之衍生工具部分作

出公平值調整之收益71,08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770,583,000港元）。上述會計虧損及收益之

合共虧損淨額達約44,35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215,930,000港元），佔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之

除所得稅前虧損50.7%。

營運回顧

採煤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之俄羅斯附屬公司LLC「Shakhta Lapichevskaya」於俄羅斯聯邦之拍賣會上

贏得於地下65米水平至地下400米水平之Kamerovsky、Volkovsky及Vladimirovsky礦層以及

Petrovsky及相連Kmerovsky 礦區進行勘探及開採煙煤之底土使用權（統稱「新採礦牌照」）。新

採礦牌照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由俄羅斯有關政府當局授予俄羅斯附屬公司。整個採礦

區煤炭儲量之技術評估正由獨立技術顧問進行。煤礦之外部物流、地面基礎設施、給水泵及

內部供電系統等若干設計工程已穩步進行。由於採煤業務仍處於初步開發階段，因此於回顧

期內並無錄得收入。

垂直農業

於報告期內，垂直農業業務仍處於商業發展早期階段，不過必要之溫室基礎設施已開始建設，

以促進其商業生產。農產品之市場研究及物流分析已開始進行。產品分銷渠道及網絡亦發展

順利。董事會認為，垂直農業業務將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及合理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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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電視技術服務

自二零零八年數碼電視技術服務業務整合以來，該分部表現持續下降。於回顧期內，本集團

錄得收入約4,079,000港元（二零零九年：7,433,000港元），即該分部產生虧損約50,126,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57,756,000港元）。營業額減少主要是由於(i)中國數碼電視技術服務行業競爭激

烈；(ii)行業增長放緩；及(iii)其他移動多媒體播放器替代產品推出。因此，於回顧期內，該

分部之商譽及客戶基礎須進一步作出合共約39,38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50,758,000港元）之

減值。

前景

於二零一零年，全球經濟處於復甦時期，新興市場升幅溫和，但整體基本經濟動力仍然疲弱，

不確定因素眾多。於回顧期內，全球商品市場略有改善，但仍存在不確定因素，尤其是面臨

西方經濟體系需求波動、債務危機及對雙底衰退之憂慮。就礦產資源市場而言，有牌不跟之

全球經濟體系確實對煤炭及其他礦產資源之需求帶來積極影響。整體而言，煤價已在二零一

零年首季從過往低位略有回升，但仍不穩定。因此，假設經濟危機之影響已完全消除為時尚

早。

礦產資源

成功取得新採礦牌照後，本集團目前在進一步勘探方面擁有較多地理優勢，故管理層相信，

本集團將得益於該等區塊之聯合發展所產生之規模經濟。憑籍經驗豐富之營運管理團隊，我

們相信本集團之煤礦將擁有最佳之結構及安全特性，從而為本集團之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由於礦產資源之需求回升，管理層深信，礦場不久將可投入商業生產。

垂直農業

經濟學家預測，受促進國內消費政策之刺激，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國內生產總值高增長率。

快速增加之中產階級之可支配收入不斷增加，刺激有機蔬菜等高品質食物之消費。由於中高

端有機蔬菜之市場需求保持持續上升趨勢，我們相信我們不斷發展的垂直農業分部具有強大

潛力，可為本集團帶來長期收入及溢利。

本公司之整體長期業務發展策略是將本集團發展成為全球性採煤公司，同時繼續發展農業業

務。

本集團將繼續物色符合本集團擴張策略或可為其主要業務提供協同效益之策略收購及合夥機

會。本集團亦將考慮任何資產出售、資產收購及業務調整是否有助提升本集團之長期增長潛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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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額為44,12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58,411,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之比率）下降至228.9%（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331.6%），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帶息借貸總額除以資產總值之

比率）上升至10.9%（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8.1%）。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本公司之主要股東Cordia Global Limited（「Cordia」）提供

之融資額度及透過香港上市公司可投資之資本市場籌集資金供業務營運之用來自Cordia日期

為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之融資函件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修訂。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現金流入淨額約14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26,324,000港元），而於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總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減至60,29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33,422,000

港元）。

就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額外股權（如下文「資本承擔」所述）而言，本集團有責任於報告日期後

達成若干條件後支付約42,083,000港元，其中約31,943,000港元預期將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或之前支付。

本集團將不斷謹慎審查其財務資源並將仔細考慮各種計劃以加強其財務實力。

匯率波動風險及相關對沖工具

本集團之營業額、開支、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人民幣、美元及盧布計值。於回顧期內，人

民幣及美元兌港元之匯率維持相對穩定。本集團若干開支以盧布計值，而盧布於期內波動相

對較大。因此，股東應注意，盧布兌港元之匯率波動可能會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存在有利或

不利影響。

考慮到所涉的重大開支，本集團當前並不擬為涉及盧布之匯率風險進行對沖。但本集團將一

直審視匯率波動，並將在必要時考慮利用金融工具進行對沖。

或然代價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取得新採礦牌照產生以下應付或然代價：

i) 發行32,000,000美元（約相當於249,6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於報告日期後，由於本集

團已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一日取得新採礦牌照，故於達成若干條件後，該等可換股票據

預期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發行。

ii) 可能發行其他可換股票據，本金額將由協定之公式釐定，公式之其中一項因子為將於技

術專家發出之技術報告所確認煤礦第2區之已探明儲量及推測儲量。預期該可換股票據之

本金額介乎最低255,150,000美元（約相當於1,990,170,000港元）及最高550,800,000美元（約

相當於4,296,240,000港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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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額外股權之資本承擔約為42,083,000

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42,083,000港元）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資本承擔約為

10,251,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9,645,000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俄羅斯聯邦及大韓民國共有約90名員工（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80名）。

本集團定期檢討薪酬政策，並大致上根據行業慣例、公司表現及個人資歷及表現釐定薪酬。

薪酬組合包括按個人表現而釐定之薪金、佣金及花紅。本集團合資格僱員亦可能獲授購股權。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或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任何資產以獲取銀

行融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回顧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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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之守則

條文，惟下文所述偏離守則者除外：

(i) 根據守則第A.2.1條守則條文，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職能應作區分，不應由同

一人擔任。於期內，林昊奭先生自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起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

裁，構成第A.2.1條守則條文之偏離。本公司現正物色勝任行政總裁一職之合適人選，董

事會認為，於該過渡期內由同一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可為本集團提供強大及持續之領

導。

(ii) 根據守則第A4.1條守則條文，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可接受重選。然而，所有獨

立非執行董事均無指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因

此，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保本公司企業管治之嚴格程度不遜於守則之有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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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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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閱中期業績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

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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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審閱，且並無異議。審閱報告將載於中期報告以向股東分發。

承董事會命

西伯利亞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昊奭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之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林昊奭先生及Shin Min Chul先生，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劉瑞源先生、譚德華先生及楊予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