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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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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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88)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

樓東俊安資源（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
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 2,358,250	 �,���,���
銷售成本  (1,639,963	) (���,��� )    

毛利  718,287	 ���,���
其他收入及收益 � 65,643	 ���,���
銷售及分銷成本  (148,985	) (��,��� )
行政費用  (88,379	) (��,��� )
其他經營費用  (31,047	) (��,�0� )
可換股票據衍生部份之公平值變動  (16,949	) –
融資成本  (51,736	) (�0,��� )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 446,834	 ���,���
所得稅費用 � (160,24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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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286,586	 ���,�00

已終止業務
本年度已終止業務之溢利 � –	 �,���    

本年度溢利  286,586	 ���,���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83,973	 �,�00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83,973	 �,�00    

本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370,559	 �0�,���    

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87,236	 �0,���
 非控股權益  99,350	 ���,0��    

  286,586	 ���,���    

全面收入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259,376	 ��,���
 非控股權益  111,183	 ��0,���    

  370,559	 �0�,���    

每股盈利	 �
 基本
 －本年度溢利 	 0.12港元		 0.0�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0.12港元		 0.0�港元    

 攤薄
 －本年度溢利 	 0.12港元		 0.0�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0.12港元		 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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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402,761	 �,��0,0��
投資物業  7,299	 ��,���
預付土地款  37,336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6,004	 �,���
可供出售投資  6,281	 �,���
商譽  330,083	 ��0,0��
其他長期資產  442,641	 �00,000
遞延稅項資產  7,063	 �,���    

非流動資產總值  3,239,468	 �,���,���    

流動資產
存貨  323,603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 367,778	 ���,�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678,598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  588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42,821	 ��,���
衍生金融工具  10,813	 –
已抵押存款  997,355	 ���,�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4,726	 ��,0��    

流動資產總值  2,556,282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0 746,723	 ���,���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支出  570,310	 ���,���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366,376	 ���,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60,274	 �,���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166,561	 ���,���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	 ��
應付稅項  106,688	 ���,��0    

流動負債總值  2,116,932	 �,���,���    

流動資產淨值  439,350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678,81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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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貸款  57,823	 �,���
關連公司之貸款  213,455	 ���,��0
非金融機構之貸款  14,103	 ��,�0�
可換股票據  70,261	 ���,���
承兌票據  49,586	 –
應付稅項  –	 ��,�0�
其他長期應付賬款  –	 ��,���
遞延稅項負債  43,549	 ��,���    

非流動負債總值  448,777	 �,���,���    

資產淨值  3,230,041	 �,���,���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 18,359	 �,���
可換股票據之權益部份  33,721	 �0�,���
匯兌波動儲備  68,489	 (�,��� )
儲備  2,972,221	 ���,���    

  3,092,790	 ���,0��

非控股權益  137,251	 ��0,���    

權益總額  3,230,0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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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編製。財務報表亦包括香港公司條例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此等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投資物業
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以公平值計量。除另有說明外，該等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
列及所有價值均調整至最接近之千位。

2.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

本集團於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股份支付－集團以現金結算
  的股份支付交易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綜合及分開呈列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 符合
  條件之對沖項目之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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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
 已包括在二零零八年十月頒佈之  終止業務 － 計劃出售於附屬公司之控股權益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內  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改進  之修訂本
香港詮釋第�號修訂本 香港詮釋第�號租賃 － 釐定香港土地租賃之期限
  之修訂本
香港詮釋第�號 財務報表的呈列 － 借款人對包含可隨時要求償還條
  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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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續）

本集團於採納該等修訂後，已重新評估旗下於香港及中國大陸先前歸類為經營租賃之租
賃。在中國大陸之租賃之分類，依然是經營租賃。由於在香港之租賃相關之絕大部分風險
及回報均已轉讓予本集團，香港之租賃已由「預付土地款」項下之經營租賃，重新歸類為「物
業、廠房及設備」項下之融資租賃。相應之攤銷亦已重新歸類入折舊。上述變動之影響概要
列述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收益表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之攤銷減少 (264	) (���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增加 264	 ���   

 –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減少淨額 13,527	 (��,��� )
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淨額 (13,527	) ��,���   

 –	 –
   

由於租賃土地及樓宇乃於二零零九年內購買，故並不影響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之財務狀況
報表及相關附註。

本集團並無於該等財務報表提前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首次採納者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披露之
  比較資料所獲有限豁免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金融工具：披露－轉移至
  金融資產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所得稅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金融工具：呈列 － 供股的
  分類之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號最低
 － 詮釋第��號修訂本  資金要求之預付款之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權益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 詮釋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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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續）

除上述者外，香港會計師公會亦頒佈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其載列對多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之修訂，主要目的為檢討不一致內容及澄清措辭。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號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而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香港會計準則第��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
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號之修訂本均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
效，惟各項準則均就有關修訂本各自設有過渡性條文。

�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正在評估首次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迄今，結論是採
納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會導致新訂或經修訂之披露事項，該等新訂及經
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不大可能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重大影響。

3.	 經營分類資料

本集團僅於單一業務分類（即在中國進行煤炭加工、生產工業用焦炭及煤化工產品以及供應
電力）營運。因此，根據業務分類並無可呈報分類之其他披露。

地區資料

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之持續經營業務外部客戶收入載列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內地  2,057,339		 �,���,���
香港  300,911	 –    

  2,358,250	 �,���,���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超過�0%之本集團非流動資產位於中國。因此，並無披露非
流動資產之其他地區資料。

持續經營業務收入約�,���,��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港元）來自向單一客戶之
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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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年內售出貨品之開票淨額（扣減退貨及貿易折扣以及提供服務
之價值）。

年內確認之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品  2,358,250	 �,���,���    

其他收入
 收回先前撇銷之應收貿易賬款  –	 ��,���
 租賃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租金收入  19,331	 �0,���
 銀行利息收入  2,160	 �,���
 政府補貼  10,245	 �,���
 撥回先前撇銷之預付款  21,132	 –
 雜項收入  2,927	 �,���    

  55,795	 ���,���    

收益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  2,189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4,380	 –
 匯兌收益  3,086	 –
 其他  193	 �,�0�    

  9,848	 �,���    

其他收入及收益  65,643	 ���,���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  2,423,8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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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釐定：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之成本  1,639,963		 ���,���
經營租約項下之最低租約付款：
 經營租賃租金－土地及樓宇  348		 ���
核數師酬金  550		 �,�00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及津貼  37,797		 ��,���
 －退休福利成本  287		 ���
折舊  103,272		 ��,���
預付土地款攤銷  917		 �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增加  (2,189	)	 (�,��� )
存貨撥回  –		 (��,��� )
應收貿易賬款呆賬之撥回  –		 (��,0�� )
收回先前撇銷之應收貿易賬款  –		 (��,��� )
撥回先前撤銷之預付款  (21,132	)	 –
可換股票據利息費用  18,344		 ��,���
銀行支出  7,54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虧損  (4,380	)	 ��    

6.	 所得稅費用

香港利得稅乃於年內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二零零九年：��.�%）之稅率計
算撥備。於中國之應課稅溢利稅項已根據有關之現行法例、註釋及慣例按於當地經營業務
之附屬公司適用之稅率計算。山西樓東須按法定稅率��%繳納稅項。

年內所得稅費用之主要部份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本年度支出
 本年－香港  –		 �0�
 本年－中國內地  150,976		 ���,���
 遞延  9,272		 ��,��0    

本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160,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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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本公司訂立出售協議，以出售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耀福發
展有限公司之全部權益。該項出售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二日完成，代價為��,000,000港
元。

計入綜合全面收益表之已終止業務之業績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及其他收入 	 –	 �,���
費用  –	 (��0 )    

已終止業務之除稅前溢利  –	 �,���
所得稅費用  –	 (�,��� )    

本年度已終止業務之溢利  –	 �,���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
數計算，並已作出調整以反映年內進行之配售及認購新股份及將可換股票據兌換為新股
份。

年內溢利之每股基本盈利之計算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普通股擁有人應佔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187,236	 ��,���
 一項已終止業務  –	 �,���    

本公司普通股擁有人應佔溢利  187,236	 �0,���    

歸屬於：
 持續經營業務  187,236	 ��,���
 一項已終止業務  –	 �,���    

  187,2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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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續）

	 股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股		 千股

股份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01,043	 ���,���

攤薄影響－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4,533	 �,0��    

  1,505,576	 �0�,���    

由於計及可換股票據時，每股攤薄盈利有所增加，故可換股票據對相關年度之每股基本盈
利具反攤薄作用，並未用作計算每股攤薄盈利。因此，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年度溢利及
持續經營業務應佔溢利���,���,00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0�,���,000股（二零零九年：�0�,���,000股）計算。

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321,398	 ���,0��
應收票據  74,632	 ��,0��
減值  (28,252	) (��,��� )    

  367,778	 ���,�0�    

除新客戶一般須預付款項外，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方式。信貸期一般為一
個月，主要客戶則最長延至三個月。各客戶均設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致力對未償還之
應收賬款進行嚴格控制，並設有信貸管理部門以減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
期審閱。本集團之客戶集中於製鋼行業。應收貿易賬款乃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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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續）

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93,245	 ��,���
��至�0天  193,790	 ���
��至�0天  3,297	 �,���
��至���天  10,851	 �,���
超過一年  20,215	 ��,���    

  321,398	 ���,0��    

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之變動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27,254	 ��,��0
撥回減值虧損  –	 (��,0�� )
匯兌調整  998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28,252	 ��,���    

以上應收貿易賬款減值撥備與賬面值��,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000港元）之個別
減值應收貿易賬款有關。該等個別減值應收貿易賬款涉及陷入財困之客戶，並預計只能追
回一部份有關應收賬款。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加強措施。

未有視作已予減值之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逾期亦無減值  281,727	 �0,���
逾期不足一個月  91	 �,���
逾期一至三個月  8,348	 �,0��
逾期三至十二個月  166	 �,���
逾期一年  –	 �,���    

  290,332	 �0�,���    

無逾期亦無減值之應收賬款與近期沒有拖欠還款的眾多分散客戶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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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續）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賬款與眾多獨立客戶有關，該等客戶在本集團有良好的信貸記錄。
根據過往經驗，本公司董事認為，對該等結餘毋須作出減值撥備，因為信貸質量並無重大
變動，且有關結餘仍被認為可全數收回。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
貸加強措施。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263,488	 �0,�0�
應付票據  483,235	 ���,���    

  746,723	 ���,���    

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168,161	 ��,�0�
��至�0天  61,595	 �,���
��至�0天  942	 �,���
��至���天  13,731	 �0,���
超過一年  19,059	 �0,���    

  263,488	 �0,�0�    

應付貿易賬款並不計息，一般於�0日信貸期內結清。

11.	 股本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00,000,000,000股（二零零九年： �00,000,000,000股）
  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	 �,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股（二零零九年：���,���,�0�股）
  每股面值0.0�港元之普通股  18,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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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本（續）

年內，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變動如下：

(a)	 配售現有股份及以先舊後新方式認購新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五日，本公司與俊安資源（香港）有限公司（「俊安資源」）及名匯證
券有限公司（「名匯」）訂立配售協議，據此，名匯同意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0港元
為俊安資源配售最多���,�0�,000股本公司現有普通股，而俊安資源同意按相等於配售
價之認購價認購最多���,�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七日完成認
購後，按每股�.�0港元共發行���,�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日，本公司(i)與俊安資源及交銀國際證券有限公司（「交銀」）訂
立配售協議，據此，交銀同意按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0港元為俊安資源配售最多
��,���,000股本公司現有股份；及(ii)與俊安資源訂立認購協議，據此，俊安資源同意
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0港元認購最多��,���,000股本公司新股份。於二零一零年
八月十二日完成認購後，按每股�.�0港元共發行��,���,000股本公司新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三日，本公司與交銀訂立新股份配售協議，據此，交銀同意按新股
份配售價每股新配售股份�.�0港元配售最多�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於二零一零
年八月十七日完成配售後，按每股�.�0港元共發行�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

(b)	 兌換可換股票據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總金額為�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按經
調整兌換價每股�.���港元兌換為���,���,���股本公司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總金額為���,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按兌換價每股�.�港
元兌換為��0,000,000股本公司股份。

(c)	 行使購股權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認購��,���,���股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按
經調整認購價每股股份0.���港元獲行使。

12.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後，概無發生任何重大事件。



- ��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由於全球鋼鐵行業復蘇，冶金焦炭需求強勁，受此支持，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樓東俊安資源（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之持續經營業務錄得收入約為�,���,��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000港元），較
上一年增加約��%。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激增���%，由去年之
�0,���,000港元增至約���,���,000港元。溢利大幅增加主要由於增加銷售額及本公司於二
零一零年七月完成一項交易，將本公司於其主要附屬公司山西樓東俊安煤氣化有限公司
（「山西樓東」）之股本權益由�0.�%增至�0%，從而減少少數股東權益。本公司於二零一零
年九月完成於山西樓東之注資後，該�0%股權進一步增加至��.��%。

業務回顧

山西樓東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冶金焦炭（其為鋼鐵生產之主要材料）。隨著鋼鐵需求不斷
攀升，加上中國經濟持續穩健增長，二零一零年山西樓東冶金焦炭之銷售噸數大幅上升
��%至約�,���,000噸，而二零零九年則約為���,000噸。本集團增加之產量達致山西省二
零一零年平均焦炭使用率�0-�0%之上限，反映本集團焦炭業務之效率及省政府對環保及
大型生產企業（如山西樓東）之支持。於二零一零年，中國之焦炭產量創下���,000,000噸
之新高，主要由於政府大幅投資於全國鐵路網絡及高速公路等鋼鐵密集型基礎設施，帶
動鋼鐵生產需求上升。

由於銷售增長顯著，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毛利由二零零九年
之約���,���,000港元飆升至約���,���,000港元。然而，毛利率卻由去年之��%減少至二
零一零年之約�0%，主要由於焦炭貿易業務之加工成本上漲及利潤率收縮所致，而此部
份成本佔本集團二零一零年之總收入接近��%。加工成本上漲主要由於本集團兩個洗煤
設施中較大的一個因進行升級改造工程而停產，導致自二零一零年年中起將洗煤流程外
判予第三方，因而產生額外分包成本。升級工程估計於二零一一年第三季度完成，本集
團預期焦炭製造業務之毛利率將錄得大幅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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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分別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及二零一零年八月完成兩次股份配售，藉此
繼續增強其現金流及財務狀況。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由
二零零九年之約�,���,000,000港元增加至約�,��0,000,000港元，增幅約達��%，而負債比
率維持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穩健水平。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本公司之主要股東俊安資源（香港）有限公司豁免本集團根據有關收
購山西樓東�0.�%股權之協議就增加代價��0,000,000港元發行承付票據之責任。

本集團之應收賬款周轉期由二零零九年之��天改善至二零一零年之��天，符合本集團之
正常信貸期。本集團管理層採用審慎之信貸期。倘還款出現任何不正常情況，授予應收
賬款之信貸期將會相應地調整。倘應收賬款結餘成為呆賬，本集團將作出適當之呆壞賬
撥備。

展望

中國仍為全球最大鋼鐵消費國，估計佔二零一零年全球鋼鐵消費量之��%。家庭收入不
斷增加及城市化水平提高將促進鋼鐵密集型住宅、基礎設施（如鐵路及高速公路）及耐用
消費品（如汽車及電視）之需求增長。於二零一一年，內需強勁加上成熟經濟體主要出口
市場小幅增長，預期將帶動中國鋼鐵產量增加�%至約���,000,000噸。

根據中國「十二五計劃」，小型及技術落後之焦炭產量必須於未來五年逐步結束關停。此
焦炭行業之整合措施將很可能於短期內為本集團之焦炭業務提供更良好之營商環境。於
未來幾年，我們預期將淘汰更多效率低及受污染之焦炭產量，從而確保本集團作為中國
領先綜合煤炭製造商之一的地位。

在山西省，自二零零九年起重組採煤業，同樣為本集團提供機會以縱向整合其採礦、焦
炭製造及物流業務。董事相信，該等全面整合價值鏈業務將確保本集團之長期穩定原材
料供應及可持續盈利能力。

於二零一零年，本集團增加其於山西樓東之股權，令山西樓東成為本集團擁有��.��%權
益之附屬公司。此舉將進一步加強本集團在中國之煤炭加工和焦炭及其相關化工品生產
之業務。長期而言，董事相信，焦炭業整合計劃將於未來數年淘汰焦炭市場中質素較差
之營運商，而本集團可憑藉其競爭優勢於該計劃下一個階段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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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展望（續）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六日，本集團訂立一份諒解備忘錄，以收購山西臨縣泰業煤礦有限
責任公司（「臨縣泰業」）之��%股權。臨縣泰業擁有一個焦煤礦，其一般礦區面積約為�.�
平方公里，焦煤儲備總量估計不少於��,000,000公噸（須由估值師及技術顧問評估確認方
可作實），而煤礦之核准產量為每年�,�00,000公噸。待作出可信納之盡職審查後，董事預
期收購臨縣泰業一經落實，將實現本集團發展成為包含採礦、焦炭生產及相關物流業務
之煤焦一體化中國領軍企業的重要里程碑。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本集團宣佈，於進
行進一步磋商後，將收購臨縣泰業之股本權益改為�0%，總代價為人民幣�00,000,000元
（相當於���,��0,000港元），並附有溢利保證條款，保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以股息形式向本集團支付不少於人民幣��0,000,000元之溢利。賣方進一步促使
臨縣泰業之其他股東批准派付不少於臨縣泰業�0%可分派溢利之年度股息及分派。由於
需要更多時間落實若干資料（包括獨立技術報告及估值報告），董事預期此收購事項將於
二零一一年年中完成。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本公司訂立另一份諒解備忘錄，以收購山西呂梁離石區擔炭溝
煤業有限公司�0%股本權益，該公司擁有估計煤炭儲量不少於��,���,000公噸。該煤礦之
核准產量為每年�00,000公噸。

董事會相信上述收購於落實後將大幅增加來自焦炭製造業務及煤炭開採業務之應佔溢
利，並為本集團取得於煤炭及焦炭行業之領先市場地位提供堅實基礎。本集團於三至五
年內之長期增長目標將為透過有機增長及收購，將其焦炭產量及年採煤量分別提升至
�,000,000噸及�0,000,000噸。

資本架構、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債務到期情況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銀行借貸為���,���,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000港元），增加���,���,000港元。本集團為數���,���,000港元
之銀行借貸之到期情況如下：���,���,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0��,000港元須於第二
年償還、�,���,000港元須於第三年至第五年償還及�,0��,000港元須於五年後償還。

本集團為數���,���,000港元之銀行借貸總額中，��%以人民幣結算並以固定利率計息，
另有�%以港元結算並以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000港元，當
中�0%以人民幣結算，�0%以港元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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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庫務政策

本集團採取審慎的庫務政策。本集團不斷為其客戶的財政狀況進行信貸評估，致力減低
所承擔的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以
確保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承擔之流動資金架構能符合其資金要求。

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完成一項非常重大收購事項，進一步收購山西樓東��.�%股本權益。
因此，於該附屬公司之股權由�0.�%增至�0%。

於上述收購後，向山西樓東進行注資人民幣�00,000,000元，用作支付收購臨縣泰業�0%
股本權益之分期付款。由於少數股東並無任何出資，上述注資令本集團於山西樓東之股
本權益增加�.��%。因此，本集團持有山西樓東��.��%權益。

日後將進行之收購包括收購臨縣泰業�0%股本權益，以及可能收購山西呂梁離石區擔炭
溝煤業有限公司�0%股本權益。有關該等收購之公佈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四日、二零一
零年五月二十六日、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九日及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五日刊發。有關進一
步詳情將於不久將來公佈。

僱員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總人數約為�,��0人（二零零九年：�,�00
人）。除基本薪酬外，本集團或會按本集團及個別員工之表現向合資格僱員發放酌情花
紅。本集團亦設有購股權計劃，以獎勵及酬謝對本集團營運取得成就有貢獻之合資格參
與者。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該計劃授出且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有��,���,���
份（二零零九年：��,�00,000份，因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完成公開發售而調整為
��,���,���份）。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賬面值約�,���,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000港元）之投資物業、一項賬面值約��,���,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000港元）之物業、面值��,���,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零港元）之機器及設備作為抵押品，以取得本集團之銀行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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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負債比率（即淨債務除以總資本加淨債務之比
率）約為��%（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淨債務為本集團之計息銀行借貸
及長期銀行貸款、非金融機構貸款之非即期部份及應付相關人士貸款之非即期部份之總
額，減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資本包括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及本公司可換股
票據。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呈報貨幣為港元。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貸款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
然而，鑒於本集團之資產主要位於中國，而收益乃以人民幣計值，故本集團面對人民幣
之淨匯兌風險。

本集團並無任何衍生金融工具或對沖工具。本集團將持續觀察經濟情況及其外匯風險，
並於日後有需要時考慮採取適當之對沖措施。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股息

董事建議向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派付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港仙（二零零九年：無）。末期股息須於應屆股東
週年大會上獲得股東批准，預期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或前後派付。本年度股息
總額（包括中期股息每股0.�港仙（二零零九年：無））為每股�.�港仙。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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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至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二）止（首
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
資格獲發建議末期股息及確定可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權利，所有股票及已填妥之過
戶表格須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
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號金鐘匯中心��樓。

董事會變動

於回顧年度，勞同聲先生及張兆沖先生已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成員
及薪酬委員會成員，分別自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起生效。於二
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郭文韜先生及高文平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
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成員。本公司董事會現時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蔡穗新先
生、趙成書先生、柳宇先生、吳子科先生及李曉娟小姐；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
為李小龍先生、蔡素玉女士、郭文韜先生及高文平先生。

執行委員會

於回顧年度，本公司已設立執行委員會，並以書面制定其職權範圍。執行委員會包括四
名執行董事，即柳宇先生（委員會主席）、趙成書先生、吳子科先生及李曉娟小姐。董事
會已批准授權若干職能予執行委員會，其中包括日常運作及管理職能、執行本集團之策
略及規劃。

企業管治

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
偏離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A.�.�

根據守則條文A.�.�，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膺選連任。本公司各現有獨立非執
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然而，全體董事須遵守本公司公司細則之退任條文，當中規定三
分之一之在任董事須輪席告退，且各董事須至少每三年退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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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續）

守則條文E.�.�

本公司董事長（「董事長」）因有其他要務須處理，無法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
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零年股東週年大會」），然而董事會代表（包括副董事長
及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成員）均有出席二零一零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回答相
關提問。

由於突如其來之要務，原計劃出席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一
項非常重大收購及關連交易之獨立董事委員會之一名成員未能出席大會。然而，獲委任
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之獨立財務顧問出席了大會，並於會上回答了相
關提問。

合規監控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本公司向其主要非全資附屬公司進行獲注資，有關注資構成本公司
之須予披露交易，且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之申報及公佈規定。然而，本公司未能及時遵
守有關規定。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報，並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刊發有關注資之公
佈（詳情請參閱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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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內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而全體董事亦
確認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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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目前由本公司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小龍先生、蔡
素玉女士、郭文韜先生及高文平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已聯同管理層及本集團核數師審
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

承董事會命
樓東俊安資源（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蔡穗新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蔡穗新先生、趙成書先生、柳宇先生、 
吳子科先生與李曉娟小姐；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李小龍先生、蔡素玉女士、 
郭文韜先生及高文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