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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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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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C RESOURCES LIMITED
亞 太 資 源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04）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
業績公佈

亞太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亞太資源」）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期間」）之
經審核末期業績。由於本公司之財務年度結算日已由十二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六月三十日，故
須編製本涵蓋期間為十八個月之業績公佈，以配合本公司海外上市主要策略性投資所用者，
有關更改財政年度結算日之詳情已於本公司在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發表之公佈內披露。

業績摘要

儘管二零一零年的環境利好資源市場，令亞太資源的所有業務組合均能夠錄得破紀錄溢
利，但市況於二零一一年轉差。西方國家的債務問題持續，加上中國面對通脹問題，已打
擊投資信心，令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然而，亞太資源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十八
個月的表現相當穩健。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期間
（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比較）

‧ 應佔主要策略性投資溢利為866,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15,000,000港元）

‧ 資源投資錄得溢利150,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97,000,000港元）

‧ 商品業務錄得收益1,147,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301,000,000港元）及溢利138,000,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46,000,000港元）

‧ 擁有人應佔純利為1,462,0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373,000,000港元），每股盈利為21.89
港仙（二零零九年：7.15港仙）

其他摘要

‧ 透過於二零一零年四月配售1,100,000,000股股份，亞太資源成功籌集所得款項總額
550,000,000港元，為其提供額外營運資金

‧ 於二零一零年，亞太資源對於AIM上市的Kalahari進行的初步投資乃自市場購入。亞太
資源於Kalahari的權益目前佔14.79% 

‧ 亞太資源的其中一項主要策略性投資項目Mount Gibson首次宣佈派發免稅股息每股0.04
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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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財務賬目乃以六月三十日為年度結算日而編製，以配合本集團主要策略性投資的
匯報，並涉及十八個月期間。因此，賬目內的數字不可與過往十二個月的數字直接比
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二零一零年期間」）的業績與截至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二零零九年期間」）的業績進行比較，以供
參考。在此之後，將對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一年上半年」）
的業績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業績進行更
深入的比較。

二零一零年期間與二零零九年期間的比較

隨著各業務分部盈利能力有所改善，本集團的擁有人應佔純利為1,104,447,000港元（二
零零九年：372,603,000港元），增長196%。本集團的主要策略性投資錄得穩健營運表
現，商品價格亦於下半年攀升，帶來應佔本集團主要策略性投資溢利536,379,000港元
（二零零九年：118,028,000港元），升幅達354%。儘管二零一零年上半年全球經濟環境
疲弱，對股票市場造成不利影響，但於二零一零年下半年有所改善，令本集團的資
源投資組合取得驕人業績，錄得收益淨額350,02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24,702,000港
元），升幅達181%。隨著鐵礦石運載量增加，本集團的商品業務錄得純利125,772,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 46,092,000港元），較二零零九年增加173%。（詳情已載於二零一
零年第二期中期報告內）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與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比較

財務業績

資源行業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仍然波動。由於已發展國家出現經濟復甦跡象，且第
二輪量化寬鬆政策帶動資金流入業務，投資者於初期抱持樂觀態度。然而，三月發
生福島災難事故後，市場對新興市場通脹問題的憂慮加劇，並再度關注歐元區及美
國主權債務問題，令風險承受程度迅即成為焦點所在。儘管如此，二零一一年上半
年的除稅後純利為357,622,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143,382,000港元），較二零
一零年上半年上升93%，主要由於應佔本公司主要策略性投資溢利333,403,000港元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172,407,000港元）所致。然而，有關升幅被資源投資錄得的劣績
虧損199,626,000港元（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虧損106,334,000港元上升88%）所抵銷。

主要策略性投資

我們的兩項主要策略性投資為Mount Gibson Iron Limited（「Mount Gibson」）及Metals X 
Limited（「Metals X」），兩者均位於澳洲。二零一一年上半年應佔本公司主要策略性投
資的溢利為333,40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172,407,000 港元），升幅達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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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Gibson

Mount Gibson為一間於澳洲上市的鐵礦石採礦公司，其Koolan Island及Tallering Peak礦
山目前的年產量為700萬噸，而當Extension Hill礦山於今年稍後時間投產後，年產量將
上升至1,000萬噸。該三個項目均位於西澳洲，且全屬直接付運業務，因而令在銷售
前需進行選礦的礦山享有巨大成本優勢。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該公司儲量
為5,640萬噸品位達62.0%的鐵，資源總量則為1.086億噸，並將於二零一一年九月提供
最新數據。

Mount Gibson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的業績未如理想，此乃由於第一季正值極度炎熱
潮濕季節，導致其兩個礦山的廣大範圍發生水災，以及多項大致上已獲解決的營運
事故所致。產量230萬噸及銷量210萬噸分別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下跌36%及32%。然
而，經審核除稅後純利因鐵礦石價格上升而由93,000,000澳元輕微增加至100,000,000澳
元。Mount Gibson已為本財政年度作好準備，擁有手頭現金386,000,000澳元，而其位
於Extension Hill的新礦山亦將於今年稍後時間投產。Mount Gibson於八月首次宣佈派
發股息每股0.04澳元。

期內，鐵礦石價格高企，普氏指數(Platts IODEX 62% CFR China index)創歷史新高，每
乾噸平均價格達177美元。儘管鋼鐵供應量仍因印度的出口禁令以及澳洲和巴西的大
型拓展項目延誤而受到限制，但中國的鋼鐵產量卻超出預期，並可望於今年超逾7億
噸，令中期前景明朗。

Metals X

Metals X是一家澳洲新興多元化資源集團，主力透過其於塔斯曼尼亞的Renison礦山的
50%權益生產錫，以及透過其具世界級規模的Wingellina鎳開發項目生產鎳。Metals X
亦持有一系列策略性投資項目，即Independence Group NL（「IGO」）(3.2%）、Westgold 
Resources Limited（「Westgold」）(25.0%）、Mongolian Resource Corporation（前稱Alamar 
Resources Limited)(17.0%）及Aziana Limited(25.0%），因而得以從事廣泛的銅、金、鎳、
鋅及鋁氧石業務。

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由於延遲進入Renison礦山北部的高品位採礦場，該礦山的錫
精礦產量為2,577噸（按含量100%基準計算），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下跌25%。然而，礦
山的EBITDA因錫價格上升及第4區勘探結果持續令人鼓舞而增加至31,000,000澳元。
Wingellina項目繼續取得進展，本公司簽訂了一份當地資格協議，並計劃放棄金川集
團於Metals X的12.9%權益，以換取該項目的20%直接權益，惟有關計劃須獲得中國監
管機構的批准。其他值得注意的事項包括出售於Jabiru Metals Limited的19.9%權益以換
取現金48,000,000澳元另加IGO股份、Westgold與Aragon Resources Ltd進行合併，以及公
佈在市場上回購最多10%的已發行股本。截至期末，Metals X的財政狀況極佳，現金
及營運資金合共97,000,000澳元，債務則降至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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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錫價格於五月及六月有所回落，但仍較二零一零年下半年上升26%，期內的平均
價格為每噸29,300美元。基於印尼的供應量持續出現問題，以及來自電子行業的需求
不斷增長等緊張的市場基本因素，錫價格應續有支持。業內專家工研院預測，「最有
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未來數年全球儲量將跌至歷史新低，僅足以維持兩至三星期的供
應。

資源投資

二零一一年上半年資源投資錄得虧損 199,62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虧損：
106,334,000港元），上升88%。

在我們的資源投資組合中，最主要的投資項目為於Kalahari Minerals plc（「Kalahari」）
的14.79%權益，相當於組合投資額約四分之三，惟此份額因三月發生福島慘劇後，負
面情緒籠罩鈾行業而受到影響。餘下的投資主要包括於澳洲、加拿大、香港、英國和
美國等大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多間新興天然資源公司所持有的少量股權。當中大部
分的公司均處於勘探或開發階段，隨著風險增加，該行業市場於第二季受到拖累。
投資者日益關注中國通脹加劇以及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不斷升溫。我們的鈾持有
量深受福島事故的影響。

Kalahari

Kalahari的主要資產仍然是其於澳洲交易所上市，並正於納米比亞發展Husab鈾項目的
Extract Resources Limited（「Extract」）的42.7%股權。該項目於上半年大有進展，鈾資源
增加至逾5億磅，初始JORC儲量則達2.25億磅。該項目已取得環境許可證，而一項界
定可行性研究則確定該項目1,500萬磅的年產量可為經濟帶來正面作用，並將使其晉
身為全球三大鈾礦之一。我們仍在與有意投資者及承購合作夥伴就項目建設的獨立
融資進行商討，礦山優化與資源計劃則已於期末後取得重大進展，包括礦石儲量增
加至2.8億磅及礦石的剝採比率降低。

在企業層面上，Extract於二月確認其正在與Rio Tinto就Husab與鄰近的Rossing鈾礦山的
潛在合併進行商討。一個月後，即在福島事故發生前，中國廣東核電集團公司（「中廣
核集團公司」）以每股2.90英鎊的代價對Kalahari進行具指標性的現金收購。於英國收購
事務委員會裁定不允許中廣核集團公司降低其收購出價後，中廣核集團公司撤銷該
收購建議，但保留其在若干情況下再次收購Kalahari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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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三月，鈾價格一直表現突出，現貨價格最高達每磅73美元。然而，隨後發生福島
事故，導致日本的短期需求大幅下滑，市場氣氛備受打擊，上半年底錄得的鈾價格
為每磅54美元。由於市場預期中國大多數仍會按原定計劃將核能發電由二零一零年
的11吉瓦提升至二零二零年的80至90吉瓦（儘管計劃可能出現少許延誤），鈾的長期價
格相對穩定，維持在每磅68美元的水平。

商品業務

期內商品業務的營業額下跌21%至298,79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378,219,000港
元），原因是Mount Gibson的採礦營運受到天氣因素影響，以致運載量有所下降。純利
下跌至12,239,000港元（二零一零年上半年：75,837,000港元），主要是由於Benchmark定
價系統結束後，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與Mount Gibson訂立新長期採購協議。根
據舊合約，本集團過去能在Benchmark定價與中國現貨定價之間的差價進行套戥，因
而可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獲得較大的回報。然而，隨著Benchmark定價系統失
效，本集團不能再獲得該等回報，原因是新協議乃以普氏指數(Platts IODEX 62% CFR 
China index)為基準，而此類購買協議的差價較為接近行業標準。

中國收緊信貸條件（尤其對中小型鋼廠等本集團主要客戶群），亦對盈利能力造成影
響。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為3,889,33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2,454,951,000港元），而流動資產淨值為1,509,26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507,063,000港
元），流動比率為3.13倍（二零零九年：16.96倍），乃按本集團的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
債計算。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借貸為689,53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無），而本
集團以其若干於上市聯營公司的投資及可供出售投資、定期存款及本公司作出的公
司擔保作抵押的可供動用銀行及貸款融資總額為567,482,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為0.13（二零零九年：無）。該比率乃按借貸總額除以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權計算。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期間，本集團成功以每股 0.50港元向新投資者配售
1,100,000,000股股份，籌集所得款項總額為550,000,000港元，並藉此擴充營運資金基
礎，以備把握日後的市場機遇。由於本公司進行是次配售、行使認股權證及註銷回
購股份，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由5,690,343,455股增至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期間的
6,863,287,99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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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期間，本集團的資產主要以澳元、英鎊及港元為單位，
而負債則主要以港元為單位。由於大部分資產以長期投資方式持有，因此來自外匯
的不利變動對本集團的現金流量並無重大即時影響。有鑒於此，本集團並無積極對
沖因澳元及英鎊列值資產而產生的風險。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若干於上市聯營公司投資及可供出售投資共
2,744,285,000港元（二零零九年：1,929,666,000港元）抵押予一間股票經紀行，作為
本集團可供動用孖展融資貸款的抵押。本集團將 339,15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
89,324,000港元）的銀行存款抵押予多間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各項貿易及其他銀行融
資的抵押。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確保按當時的人力市場狀況及個人表現釐定僱員的薪酬，並會定期檢討薪酬
政策。全體僱員均有權參與本公司的福利計劃，包括醫療保險、購股權計劃及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就其中國僱員而言，須根據中國的適用法例及規例而定）。

前瞻性觀察

隨著投資前景陰霾密佈，例如歐元區及美國主權債務持續出現危機，通脹問題仍然困
擾多個新興經濟體系，以及發達國家經濟數據疲弱，宏觀環境現正處於嚴峻時刻。
由於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仍未出台，資源可能會受到投資外流影響，原因是投機者
一般會買入商品及澳元等商品貨幣，同時拋售美元。鑑於本集團的主要策略性投資
以澳元列值，因此須面對風險。

在這個艱難的投資環境，本集團相信我們的主要策略性投資處於有利位置。Mount 
Gibson及Metals X均具備強勁的現金結餘淨值，目前亦為生產商；至於Kalahari則擁有
一項世界級鈾開發資產的控制權，過往亦曾引起其他公司的興趣，證明其極具策略
價值。就本集團的資源投資而言，本集團會繼續選擇性地增加持倉，並專注於中國欠
缺的商品，例如是鐵礦石、鈾及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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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會繼續物色可令商品業務增長的契機。本集團仍與Mount Gibson就一項於其新
Extension Hill礦場的鐵礦石購買協議進行磋商，並預期在Mount Gibson撤銷與中信及
Marubeni訂立的協議後佔有更大的Koolan Island購買額。

在股東一直以來的支持下，本集團會繼續物色新的契機，藉以大幅提升本公司三項
主幹業務—本集團主要策略性投資、資源投資以及商品業務。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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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貨品之收益 2 1,147,494 301,420
銷售成本 (1,005,459) (262,822)  

142,035 38,598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571,118 275,552
其他收入 10,492 22,785
行政費用
 – 一般行政費用 (54,572) (32,333)
 – 以股權支付之購股權開支 (61,530) (14,783)
融資成本 5 (12,373) (13,468)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870,007 118,028  

除稅前溢利 6 1,465,177 394,379
所得稅支出 7 (3,108) (21,77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年度溢利 1,462,069 372,603  

每股盈利（以港仙列示）
 – 基本 9 21.89 7.15  

 – 攤薄 9 21.89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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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附註）

期間╱年度溢利 1,462,069 372,603  

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換算聯營公司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456,388 306,501
 換算其他海外業務時產生
  之匯兌差額 15,115 2,319
 可供出售投資公平值變動 (48,858) 2,946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17,738 28,174
 於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投資後之
  累計收益之重新分類調整 (24,675) –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收益 (50,673) 144,692  

365,035 484,63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年度
 全面收益總額 1,827,104 857,235  

附註： 比較數字已經調整，以直接於綜合權益變動表內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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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70 99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0 3,835,439 2,357,583
 可供出售投資 52,527 96,376  

3,889,336 2,454,951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貸款
  應收賬款 11 54,641 59,415
 持作買賣投資 12 1,440,946 71,899
 已抵押銀行存款 339,158 89,324
 銀行結餘及現金 384,090 318,203  

2,218,835 538,841  

資產總值 6,108,171 2,993,792  

股權及負債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686,329 569,034
 儲備 3,554,350 2,885,162
 累計溢利（虧損） 1,157,921 (492,182)  

5,398,600 2,962,01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4 6,773 10,020
 借款 689,530 –
 應付稅項 13,268 21,758  

709,571 31,778  

股權及負債總額 6,108,171 2,993,792  

流動資產淨值 1,509,264 507,06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398,600 2,9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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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於本財政期間，本集團之報告期結算日由十二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六月三十日，原因為本公
司董事決定將本集團之年度報告期結算日與本公司主要海外上市聯營公司（屬本集團之重
大投資）之年度報告期結算日保持一致。故此，本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涵蓋二零一零年一月
一日起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期間。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權
益變動表、綜合現金流量表及相關附註所呈列之相應比較金額涵蓋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
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期間，因此可能無法與本期間呈列金額作比較。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
表已就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規定作出適當披露。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
報表所用者一致（已於該等財務報表披露）。

本期間內，本集團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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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作為於二零零八年頒佈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之一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股份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於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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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含有按要求償還條款之定期貸
款之分類

於本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的金
額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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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7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6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8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4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8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8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之改進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轉讓金融資產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8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8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8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8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8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
第14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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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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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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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8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收益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商品貿易之收益 1,147,494 301,420  

3. 分部資料

分類資料之呈列乃按照代表本公司董事會之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有關本集團分類內部
報告之基準分類，目的為分配資源及評估各分類之表現。因此，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8號劃分之可報告分部如下：

(i) 商品貿易；及

(ii) 上市證券買賣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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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報告分部之會計政策與附註一所述之本集團會計政策一致。分部溢利指各分部在未有分
配中央行政成本、董事薪金、分佔聯營公司業績、回撥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虧損、視
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虧損、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及融資成本前所
賺取之溢利。此乃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方法。

有關本集團報告分部之資料呈列如下。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按可報告分部劃分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

商品貿易
上市證券

買賣及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147,494 – 1,147,494   

上市證券買賣及投資之銷售款項總額 – 252,069 252,069   

分部溢利 138,011 150,399 288,410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870,007
回撥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虧損 304,024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虧損 (1,727)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118,284
未分配企業收入 4,280
未分配企業開支 (105,728)
融資成本 (12,373) 

除稅前溢利 1,465,177
所得稅支出 (3,108) 

期間溢利 1,46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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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

商品貿易
上市證券

買賣及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01,420 – 301,420   

上市證券買賣及投資之銷售款項總額 – 268,671 268,671   

分部溢利 46,092 96,528 142,620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18,028
本集團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可識別資產、
 負債及或然負債公平值淨額超出投資
 成本之數額 21,244
回撥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虧損 466,553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虧損 (304,024)
未分配企業收入 2,079
未分配企業開支 (38,653)
融資成本 (13,468) 

除稅前溢利 394,379
所得稅支出 (21,776) 

年度溢利 372,603 

以上報告之收益指外部客戶產生之收益。本期間及上年度均無任何分部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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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計入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之綜合收益表之其他分部資料如下：

商品貿易
上市證券

買賣及投資 未分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 – 999 1,003
利息收入 4,995 1,196 1,446 7,637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 165,462 – 165,462
增加非流動資產
 （不包括財務工具） – – 19,599 19,599    

定期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但並未就計算分部溢利或虧損或分部資產計入之金額如下：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3,835,439 3,835,439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 – 870,007 870,007    

計入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之綜合收益表之其他分部資料如下：

商品貿易
上市證券

買賣及投資 未分配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3 – 655 658
利息收入 6,962 762 115 7,839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 118,522 – 118,522
增加非流動資產
 （不包括財務工具） – – 441,310 441,310    

定期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但並未就計算分部溢利或虧損或分部資產計入之金額如下：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2,357,583 2,357,583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 – 118,028 11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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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產與負債

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按可報告分部之分析載列如下：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商品貿易 656,271 424,729
上市證券買賣及投資 1,553,930 168,631  

分部資產總值 2,210,201 593,36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835,439 2,357,583
未分配 62,531 42,849  

綜合資產 6,108,171 2,993,792  

商品貿易 246,873 6,212
上市證券買賣及投資 447,275 329  

分部負債總額 694,148 6,541
未分配 15,423 25,237  

綜合負債 709,571 31,778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於分部間分配資源而言：

‧ 除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物業、廠房及設備、其他應收賬款及若干銀行結餘及現金外，
所有資產被分配至各可報告分部。

‧ 除若干其他應付賬款及應付稅項外，所有負債被分配至各可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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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以及分別按照客戶及資產之所在地區劃分之非流動資產（不包
括可供出售投資）資料詳列如下：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127,338 301,420 1,048 375
中國 20,156 – 31,251 26,215
澳洲 – – 3,804,510 2,331,985    

1,147,494 301,420 3,836,809 2,358,575    

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相應年度為本集團貢獻逾10%銷售總額之客戶收益均屬商品交易分部，現載列如下：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414,038 不適用1

客戶乙 227,113 45,749
客戶丙 152,326 45,950
客戶丁 不適用2 163,967
客戶戊 不適用2 45,754

1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與客戶甲進行任何交易。

2 於本期間，與客戶丁及客戶戊進行之交易為本集團銷售總額貢獻不超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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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附註） 165,462 118,522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虧損 (1,727) –
本集團應佔一間聯營公司可識別資產、負債及或然負債
 資產淨值超出投資成本之數額 – 21,244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118,284 –
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虧損 – (304,024)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17,738) (28,174)
回撥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虧損 304,024 466,553
外匯收益淨額 2,813 1,431  

571,118 275,552  

附註：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已變現收益淨額約為41,826,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已變現收益淨額
112,133,000港元），並已計入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內。

5. 融資成本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借款之利息：
 銀行借款 2,317 5,202
 證券孖展融資 10,056 8,266  

12,373 13,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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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經扣除下列各項：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及津貼 21,506 15,221
 – 以股權支付之購股權開支（計入行政費用） 61,530 14,783
 – 員工宿舍 1,678 220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16 181  

僱員成本總額 85,030 30,405
核數師酬金 1,148 34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003 65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  

7. 所得稅支出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8,346 20,543
 中國企業所得稅 426 1,233  

18,772 21,776
過往年度之超額撥備 (15,664) –  

所得稅支出總額 3,108 21,776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本期間及上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16.5%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列，中國附屬
公司於本期間及上年度之稅率為25%。

其他司法權區所產生稅項均按照相關司法權區所用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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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年內之稅項支出與綜合收益表之除稅前溢利對賬如下：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 1,465,177 394,379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6.5%計算之稅項 241,754 65,072
不可扣稅支出之稅務影響 14,170 60,318
毋須課稅收入之稅務影響 (99,108) (82,455)
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務影響 4,850 –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之稅務影響 (143,551) (19,475)
過往年度之超額撥備 (15,664) –
動用過往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 (2,170)
於其他司法權區營業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
 不同稅率之影響 657 419
其他 – 67  

香港及中國之期間╱年內稅項支出 3,108 21,776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未動用稅項虧損約35,92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6,534,000港元）可用於抵銷未來溢利。由於未來溢利來源難以估算，故並無就該
等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稅項虧損可無限期結轉。

8. 股息

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期間並無派發或宣派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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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攤薄盈利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採用之盈利與上文所載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者相同。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所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與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
均數對賬如下：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採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679,962,107 5,212,630,859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 認股權證 – 55,272,054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679,962,107 5,267,902,913  

由於本公司之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期內本公司股份之平均市價，故計算每股攤薄
盈利時並無假設本公司之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

1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於澳洲上市 2,082,850 2,141,346
 非上市 22,716 22,716
分佔收購後溢利及其他全面收益（扣除已收股息） 1,729,873 497,545  

3,835,439 2,661,607
減：減值虧損 – (304,024)  

3,835,439 2,357,583  

上市投資之公平值 5,102,095 3,573,413  



2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聯營公司之詳情如下：

實體名稱
註冊成立及
經營地點

所持股份
類別

所持擁有權權益及
投票權之比例 主要業務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平港（上海）貿易

有限公司

（「平港貿易」）

中國 不適用 40% 40% 批發、進出口、經紀服務及有關
煤、焦煤、冶金材料、礦物產
品、化學工程產品、機械及電
機器材及零件、鋼及鋼產品、
建築材料及相關產品及技術之
服務

Mount Gibson 

Iron Limited

（「MGX」）

澳洲 普通股 25.46% 26.75% 於Tallering Peak及Koolan Island
赤鐵礦床之採礦；於Extension 
Hill發展赤鐵採礦；及於西澳
洲進行赤鐵礦床勘探

Metals X Limited

（「MLX」）

澳洲 普通股 29.08% 29.08% 於澳洲進行錫精礦及鎳之勘探、
採礦處理及營銷；於澳洲進行
磷之勘探；透過於其他公司之
重大股權發展及建設錫礦項目
以及勘探貴金屬與基本金屬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貸款應收賬款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1,828 48,660
應收利息 – 5,685
貸款應收賬款 42,296 –
其他按金及預付款 10,517 5,070  

54,641 59,415  

本集團授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90日。本集團力求對其未償還應收賬款保持嚴格監
控。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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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應收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為基準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1,828 48,660  

於報告期末，上文所披露之應收貿易賬款尚未逾期或減值。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期間，本集團以股東貸款形式向一間非上市公司（「借款人」）一
筆過支付42,296,000港元，有關貸款為其中一項可供出售投資。貸款應收賬款並無固定還款
期，預計將自報告期末起計十二個月內償還，且計利息。經考慮借款人之財務資料後，管
理層認為可收回該筆貸款，故並無確認減值虧損。

12. 持作買賣投資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上市證券：
 –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 7,839
 – 於英國上市之股本證券 1,082,368 –
 – 於美國上市之股本證券 4,967 –
 – 於澳洲上市之股本證券 260,167 64,060
 – 於加拿大上市之股本證券 93,444 –  

1,440,946 71,899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計入持作買賣投資且其金額超出本集團資產10%之本集團投資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129(2)條披露之詳情如下：

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地點 股份類別
本集團所持
股份數目

本集團所持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Kalahari Minerals plc 英國 普通股 36,296,059 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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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法定及已發行股本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20,000,000,000 2,000,000 8,000,000,000 8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期╱年初 5,690,343,455 569,034 4,728,659,055 472,866
發行配售股份(a) 1,100,000,000 110,000 900,000,000 90,000
於行使認股權證時發行股份(b) 131,784,535 13,179 61,684,400 6,168
購回及註銷股份 (58,840,000) (5,884) – –    

於報告期末 6,863,287,990 686,329 5,690,343,455 569,034    

(a) 為減少借貸及為本團帶來一般營運資金，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二日，本公司與配售代
理訂立配售協議，按每股配售股份0.5港元之價格向獨立投資者配售合共1,100,000,000
股股份。新股份與現有股份在所有方面享有同等地位。

(b) 由於供股已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完成，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二月五日發行合共
251,800,000份紅利認股權證（「認股權證」），總認購金額達75,540,000港元。認股權證之
持有人每持有一份認股權證有權按初步認購價0.30港元認購一股本公司每股面值0.10
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期間，131,784,535份認股權證獲行使以每股0.30港元之價
格認購131,784,535股普通股（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61,684,400份認
股權證獲行使以認購61,684,400股普通股）。尚未行使之309,515份認股權證所附之權利
已於二零一零年二月四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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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4,144 6,716
其他應付賬款 2,629 3,304  

6,773 10,020  

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為基準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4,144 6,716  

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期間的股息（二零零九年：無），因為本
公司有意於其認為市況合適時購回本公司股份，而本公司將保留可利用現金流量及╱
或營運資金融資作此用途。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期間，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以
每股0.39港元至0.53港元之價格範圍購回本公司股本中61,84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
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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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股份之詳情如下：

購回日期 股份數目 每股價格 支付總額
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六日 1,800,000 0.530 0.530 954,000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6,240,000 0.510 0.510 3,182,400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三十日 1,800,000 0.485 0.480 869,000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 540,000 0.495 0.495 267,300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 1,180,000 0.495 0.490 583,200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1,340,000 0.490 0.490 656,600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5,000,000 0.490 0.490 2,450,000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3,580,000 0.480 0.480 1,718,400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8,080,000 0.480 0.475 3,863,000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5,000,000 0.480 0.480 2,400,000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7,500,000 0.470 0.465 3,512,250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日 1,000,000 0.450 0.450 450,000
二零一一年五月四日 4,000,000 0.440 0.435 1,750,000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1,000,000 0.450 0.450 450,000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40,000 0.445 0.445 17,800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1,340,000 0.450 0.445 601,300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1,900,000 0.445 0.445 845,500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7,000,000 0.415 0.410 2,880,000
二零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500,000 0.390 0.390 195,000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1,000,000 0.400 0.400 400,000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2,000,000 0.400 0.400 800,000  

總計 61,840,000 28,845,750  

企業管治

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期間，除本公司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予以委任特定
任期外（因彼等須按照本公司相關細則條文最少每三年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
告退一次及重選連任），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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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作
為董事及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守則」）。在作出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所
有董事及監事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期間已符合守則載列之所需標準。

獨立核數師報告摘錄

意見

本核數師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公平地反映貴集團於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財政狀況，及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
之溢利及現金流量，亦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善編製。

其他事項

貴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已由另一名核數師審
核，其已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三日就該等報表發表未經修訂意見。

由審核委員會審閱業績

本集團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期間之末期業績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本公佈所載之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期間之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綜合收益表、
綜合全面收益表相關數字及其相關附註已經由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
行與本集團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期間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核對。
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核數準則》、《香港審閱應聘服務準則》或《香港保證
應聘服務準則》，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之工作並不構成保證應聘服務，
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未就本公佈發出任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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