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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五礦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提供本公

司之新聞稿。 
 

詳情請參閲隨附之公告。 

 

承董事會命 

五礦資源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Andrew Gordon Michelmore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十一名董事組成，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郝傳福先生（副董

事長）、Andrew Gordon Michelmore先生、David Mark Lamont先生及李連鋼先生；四名

非執行董事李福利先生（董事長）、焦健先生、徐基清先生及王立新先生；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丁良輝先生、龍炳坤先生及Peter William Cassidy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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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2010 年業績強健  五礦資源蓄勢待發 
 

 

(2011 年 3 月 28 日) – 五礦資源有限公司 (「五礦資源」)(股份代號：1208.HK) 今天宣

佈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業績。本業績包括公司在去年底收購 Minerals and 

Metals Group ( 「MMG」) 的全年表現。 

 

五礦資源亦宣佈董事長李福利先生辭任董事會的職位，於 2011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而

王立新先生將出任為董事長。高曉宇先生將在李先生辭退後以非執行董事加入董事

會。有關細節詳列如下： 

 

重點： 

> 稅後淨利潤為 430.4 百萬美元，已計入 2010 年收購 MMG 

> 每股攤薄溢利增至 0.09 美元 

> 擁有強勁的自由現金流 

> 以發展為國際主要多元化的上游基礎金屬集團為目標，並進展順利 

> 貿易及生產業務和投資重新分類為非核心業務，並將於 2011 年剝離 

> 按特別授權(根據市場情況) 進行集資，強勁的盈利及現金水帄將可能把集資目標定

於預期的 16 億美元以下 

 

對於業績表現良好，五礦資源行政總裁 Andrew Michelmore 先生表示：「五礦資源的

稅後淨利潤達 430.4 百萬美元，這強勁的業績反映公司良好的生產水帄，有效的成本管

理和現時健康的商品市場環境。雖然本業績計入 MMG 的成績，不能跟之前的業績完

全地比較，但值得一提的是五礦資源 2010 年的每股攤薄溢利增加 46.3%至 0.09 美

元。」 

 

Andrew Michelmore 先生再指：「我們已清楚表示，我們的戰略目標是成為國際主要多

元化的上游基礎金屬集團，而五礦資源收購 MMG 正朝向這個目標踏出重要的第一

步。」 

 

「另外，五礦資源已宣布計劃在 2011 年以合理的市值出售貿易及生產的資產和投資項

目，讓公司可重點發展為上游基礎金屬集團。」 

 
Andrew Michelmore 先生補充：「公司之前表示，根據股東批准的特別授權，公司可能

會在 2011 年 7 月 31 日前籌集 16 億美元的新資本，以作為償還收購 MMG 及其他發展

之款項。」 

 

「公司擬行使該股東授權，但以我們今天所匯報的強健現金和利潤，並隨著出售非核

心資產預計所得的款項，我們很大機會不作全數集資；有關集資時間及規模的最後決

定將按市場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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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礦資源 2010 年業績總結如下﹕ 

 
(百萬美元) 2010 持續業務 非持續業務 未分配 

(VSA 成本) 

收入 3,582.1 1,919.9 1,662.2 - 

EBITDA (1) 878.5 904.3 60.6 (86.4) 

EBIT (2) 560.0 604.8 41.6 (86.4) 

利息支出淨值 (40.9) (38.6) (2.3) - 

按權益法溢利 41.0 - 41.0 - 

稅前溢利 560.1 566.2 80.3 (86.4) 

所得稅支出 (129.7) (125.7) (4.0) - 

稅後溢利 430.4 440.5 76.3 (86.4) 

少數股東權益 (21.0) (21.0) - - 

股東應佔稅後溢利 409.4 419.5 76.3 (86.4) 

每股盈利 (仙美元):     

> 基本 13.8    

> 攤薄 9.0    

 

(1) 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之盈利 

(2) 未計利息及稅項前之盈利 

 

收購 MMG 大幅增加公司的盈利能力，業務分部的表現詳列如下：(註：所有 VSA 關聯

的成本不計算在內) 

 
(百萬美元) 收入 EBITDA  

五礦資源 (收購前) 1,662.2 60.6 

Century 711.4 356.2 

Sepon 596.7 358.6 

Golden Grove 391.3 192.4 

Rosebery 220.5 104.5 

其他 - (107.4) 

MMG 資產 1,919.9 904.3 

 

Andrew Michelmore 先生說：「本業績的特點是由五礦資源所產生的強勁現金流。在撥

款作 323.2 百萬美元的資本開支及 50.9 百萬美元的勘探開支後，公司 2010 年的業績錄

得 496.3 百萬美元的自由現金流。」 

 

有關項目詳列如下： 

 
(百萬美元) 2010 

營運業務之 EBITDA：  

持續業務 853.4 

非持續業務 60.6 

 914.0 

勘探開支 (50.9) 

其他項目 15.4 

 878.5 

稅息淨值及稅項 (114.9) 

資本開支 (323.2) 

營運資金及其他之變化 55.9 

自由現金流 496.3 

投資淨值 (108.1) 

資產出售及撤資 3.7 

營運及投資現金流 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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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Michelmore 先生說：「重要的是，MMG 不但錄得卓越的成績，我們在健康、

安全及環境管理方面也維持著高水帄。」 

 

MMG 在工地安全措施方面錄得重大的改善，可記錄的總工傷事故頻率 (以每百萬工時

錄得的工偒計算) 由 2009 年 6.3 下降至 2010 年 4.7。 

 

Andrew Michelmore 先生說：「我們很高興在這個工地安全指標方面有所改進，但仍可

作進一步改善，我們將在 2011 年會繼續努力。」 

 

五礦資源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資產負債表總結如下，繼收購 MMG 後五礦資源的

資本負債仍維持於高水帄。根據市場情況，公司擬行使部份的股東特別授權，以集資

償還公司之間的債務，減低資本負債比率及作其他公司用途。」 

 
(百萬美元)  

現金 398.2 

物業、機器及設備 1,671.5 

營運資金 380.1 

其他資產 499.4 

 2,949.2 

貸款：外部 1,227.5 

貸款：內部 696.7 

其他債項 491.6 

 2,415.8 

淨資產 533.4 

 

公司並無宣派 2010 年股息。 

 

Andrew Michelmore 先生說：「五礦資源的策略是發展為國際多元化上游基礎金屬集

團。我們會致力為股東創造價值，全力向著這個目標邁進。」 

 

「我們今天公佈的業績包括公司最近宣佈的生產報告及礦產資源量及可採儲量聲明，

從中可見我們現時的礦山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營運基礎，在未來幾年我們會透過開發勘

探計劃繼續擴展。」 

 

「五礦資源現在是一家更強大的公司，具遠見、意志和管理才能，加上強化的財務表

現，我們已作好準備向前進發。」 

 

董事長辭任 

 
 

李福利先生已宣佈將辭退董事會的職務，由 2011 年 4 月 1 日生效。李先生負責監督

MMG 之收購及五礦資源轉營為國際多元化上游基礎金屬集團的初期發展。李先生將繼

續擔任中國五礦集團的副總裁及其他董事會的職務。 

 

王立新先生將由 2011 年 4 月 1 日出任為公司董事長，王先生自 2005 年為五礦資源的

董事，在 2007 至 2009 年為 MMG 管理層的非執行董事及五礦有色股份有限公司的總

裁。 

 

高曉宇先生將於李先生辭任後，加入五礦資源的董事會，出任為非執行董事。高先生

是中國五礦集團成員公司的高級行政人員，並持有中國人民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學

位，在企業風險管理及控制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五礦資源 2010 年的業績報告可於公司

網站 www.minmetalsresources.com 下載。 

http://www.minmetalsresour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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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查詢﹕ 

Martin McFarlane 

投資者關係主管 

電話 : +1 778 373 5601 

手提 : +1 778 987 1800 

電郵 : martinmcfarlane@mmg.com 

 

Bruce Loveday 

投資者關係 

電話 :  +61 3 9288 0956 

手提 : +61 447 596 590 

電郵 : bruce.loveday@mmg.com 

 

Kathleen Kawecki 

企業傳訊 

電話 : +61 3 9288 0996 

手提 : +61 400 481 868 

電郵 : kathleen.kawecki@mmg.com 

 

Jenni Bolton 

企業傳訊 

電話 : +61 3 9288 0738 

手提 : +61 400 933 694 

電郵 : jenni.bolton@mmg.com 

 

香港  

 

凱睿安達國際傳播諮訊公司 (Kreab Gavin Anderson) 

 

Richard Barton 

電話 : +852 2218 9988 

手提 : +852 9308 1056 

電郵 : rbarton@kreabgavinanderson.com 

 

張兆然 (Shelldy Cheung) 

電話 :  +852 2218 9966 

手提 :   +852 9428 3332 

電郵 :  scheung@kreabgavinanderson.com 

 

鄧麗明 (Sunny Tang) 

電話 : +852 2218 9956 

手提 : +852 9727 8126 

電郵 :  stang@kreabgavinander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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