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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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Resources Group Limited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1051)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主席報告  

 

親愛的股東：  

 

回顧過去年度，經濟環境充斥不明朗因素，越來越多的投資者轉而選擇黃金作為避風

港。在金價屢創新高之際，國際資源全體同寅也齊心協力，爭取早日完成礦山建設，

實現黃金投產。  

 

我們朝著上述目標邁進，於年內取得重要進展。到今年年底，礦山的修理車間、倉

庫、辦公大樓，碳浸煉金罐和基建設施如運輸道路將會竣工或進入竣工階段。本公司

的世界級營運團隊亦士氣如虹，並且，所有重要的工程合約和採購訂單也已經授出。  

 

儘管如此，由於雨水及土地狀況影響項目進度，我們未能按照原定時間表完成所有土

方工程及混凝土工程。因此，我們不得不將項目投產時間由二零一一年年末修訂至二

零一二年首季末。  

 

此外，我們也須修訂資本開支。在批授合約的過程中，我們清晰地看到美元疲弱、油

價上漲和去年發生的土地滑坡等，均對資本開支產生影響。經過內部及獨立人士詳細

復審後，我們估計資本開支預算需要追加 2 億美元。  

 

爲籌措額外資金，我們於二零一一年七月進行配股，並獲超額認購，集資淨額約爲

2.13 億美元，表明股東對 Martabe 金銀礦項目的質素和潛力深信不疑，對我們的管

理團隊也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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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全球市場持續動盪，此種情况何時結束尚不可預見，因此投資者依然奉黃金爲對

抗通脹和環球貨幣波動的不二之選。與此同時，實金作為多元化投資組合的必備項

目，在亞洲更是製造珠寶首飾的重要物料，中央銀行也積極買入大量實金作為儲備。 

 

然而，黃金供應，尤其是新採黃金更是有限。環顧全球，新近發現的黃金礦床或新近

投産的採金項目寥寥可數。而且，縱使發現新的礦床，黃金公司一般也要花上八至十

年時間才能投産。  

 

國際資源是少數將於近期投產的黃金公司之一。我們對投資者別具吸引力，非但因爲

黃金公司股票通常能夠發揮價格槓桿效應，更因爲我們的項目恰逢良機而出，而且

Martabe 項目的營運成本亦較低。  

 

我們於兩年前收購 Martabe 金銀礦項目，當時金價僅略高於每盎司 900 美元，銀價

僅為約每盎司 13 美元。時至今日，金價及銀價皆大幅上漲，而金價更於近幾周創下

歷史新高。並且，我們的現金成本遠低於其它黃金公司，這對我們的利潤率、回報率

均應有正面影響。  

 

展望未來，我們將國際資源發展為一流的亞太區黃金公司的策略維持不變。儘管我們

目前著重於本公司的核心創始資產 Martabe 項目，但我們過去也在按照嚴格質量標

準，評估區內潛在的新契機，而將來我們也將繼續如此。我們亦致力優化 Martabe

項目資產，開發一系列具備同樣高質素的項目，力爭在五年內年產 100 萬盎司黃

金。  

 

我們明年初將繼續向著黃金邁進。本人謹向股東保證，我們將竭誠投入工作，盡早落

實項目，創造收入。儘管我們年內曾經遭遇困難，但已採取果斷措施解決問題。此

外，金價處於歷史新高，而我們的生産成本又遠低於行業平均水平，加上我們已建立

一支專注投產的卓越管理團隊，足以抵銷種種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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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近期成功配售股份，反映了股東認可我們的項目價值。本人對他們過去一年的支

持致以衷心謝意，此外也要感謝兩位副主席、行政總裁和董事會各位同寅，在這個充

滿挑戰的時期為公司盡心竭力。  

 

最後，本人謹向香港、墨爾本及 Martabe 項目工地全體員工致以衷心謝意。他們幹

勁十足，敬業樂業，專心致志推動各項工作，因此我深信能在不久的將來盡展這個非

凡項目的潛力。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趙渡 

香港，二零一一年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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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報告  

 

親愛的股東：  

 

過往一年，是國際資源備受挑戰亦是成果豐碩的一年。國際資源全體同寅努力不懈，

締造卓越佳績，本人謹此致以無限感激。  

 

去年，我們已走出 Martabe 項目技術挑戰帶來的陰霾，雖然項目的部份設施需要作

出改動或重新設計，但現時我們對未來的發展路向十分清晰，並已準備就緒實現這個

世界級採礦項目。  

 

Martabe 項目的根基依然穩健，隨著黃金及白銀的資源量及儲量不斷增加，基礎猶

勝從前。憑藉 Martabe 項目蘊藏豐富的礦體、高品位的礦石、低廉的採礦成本、簡

單的加工技術、現有優越的基建及物流，以及經驗和才能兼備的管理團隊，項目設施

的設計不斷獲得優化，其結構亦變得更為理想，切合經營環境所需。  

 

我們正將 Martabe 金銀礦項目推向最佳國際標準。舉例而言，從設計尾礦庫、審核

資源量及儲量甚至獨立評估資本開支方面，我們一直聘用現有的頂尖專家。  

 

然而，誠如主席在其報告所述，我們不得不修訂最終資本開支估算及投產時間表。資

本開支上升，乃由於交付項目需要額外時間及成本，以修正之前的地質技術問題，並

重建設施。儘管如此，由於項目根基穩固，白銀副產品貢獻強大，我們的經營現金成

本低於每盎司黃金 250 美元，維持在行業最低層級。至於我們的投產時間表，我們

原先計劃於二零一一年底投產。然而，近來發現達標的可能性不大明朗，故我們將目

標修正為於二零一二年首季結束前首次投產黃金。  

 

在二零一一年八月底，我們已批授出所有合約，目前有超過 2,500 人在 Martabe 工

作，加工廠土方工程經已竣工，混凝土工程進展良好，工作人員正豎立鋼架結構，部

份加工廠設備已運抵工地。近幾個星期以來的進展突飛猛進，全賴項目團隊專心致志

並竭誠投入工作，亦是駐紮人員、PTAR 項目管理人員及主要承建商在其各自崗位上

為項目盡忠職守而得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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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團隊開始為全速投入採礦活動作出準備，幹勁日益飈升，他們已預先下達所需消

耗品供應訂單，以及現已完成所有高級人員的招聘工作。從零開始建立新的業務絶非

易 事 ， 我 們 在 PTAR 已 組 成 一 隊 饒 富 經 驗 的 專 業 人 士 團 隊 ， 他 們 正 全 力 興 建

Martabe 項目，為其取得長遠持久的成功而付出努力。  

 

Martabe 的資源量及儲量增長，是本年的重大成就。在方圓 1,639 平方公里的工程

合約當中，黃金和白銀的資源量增長了約 15%及 9%，且由於我們會繼續在現有礦體

進行鑽探，並在金銀礦化豐富的 Martabe 區域開拓新的勘探點，故預期資源量將會

進一步提升。這將有助我們為更長遠的礦山開採壽命及擴產方面制定計劃。  

 

我們的工程時間表及勘探計劃積極進取，而 Martabe 的安全記錄亦相當良好。目

前，我們已有 300 多日無任何損失時間的工傷出現，總計工作超過 350 萬小時無任

何損失時間的工傷出現。加上印尼當地團隊經驗尚淺，因而無論是在 Martabe 亦或

任何地方，這實為令人稱羨的佳績，亦證明本公司非常注重所有僱員的安全。這體現

了本公司 GREAT(Growth(增長 )、Respect(尊重 )、Excellence(卓越 )、Action(行

動 )及 Transparency(透明 ))核心價值，以及我們對社會責任的承擔。除了工作人員

的安全外，我們亦正努力於 Martabe 地區做好環境保護工作，並在社區推行如白內

障手術等社會項目，以造福當地社羣。  

 

我們與地方社區領袖和各級政府關係融洽，以及保持溝通。項目的前擁有人曾簽訂意

向書，同意將項目 5%股份轉讓予當地政府，年內我們就此繼續與政府磋商，尋求落

實 有 關 協 定 。 我 們 認 為 履 行 這 項 責 任 至 關 重 要 ， 以 便 能 讓 當 地 社 區 直 接 受 惠 於

Martabe 項目的成功。  

 

本人藉此機會鳴謝印尼中央、省級、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沒有他們的支持及指引，

工程定更為艱巨。印尼政府亦深明，長遠的採礦項目可為印尼本國及改善印尼國民的

生活水平增加長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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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衷心感謝董事在過往一年的殷切鼓勵，亦感謝一直對 Martabe 金銀礦項目充滿

信心的股東。本人特別致謝在 Martabe 項目工地的工作人員，他們在過去一年辛勤

努力，一一解決我們所面對的挑戰，使我們一步步邁向投產。  

 

此時能在國際資源工作，委實令人振奮。能與一眾優秀能幹、熱誠投入的團隊協力共

進，本人亦引以為傲。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Peter Geoffrey Albert 

香港，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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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集團業績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  

 

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收益  535  747 

銷售成本  (380)  (619) 

毛利  155  128 

其它收入  1,741  583 

分銷及銷售開支  (47)  (27) 

行政開支  (19,293)  (21,374)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4,067)  (22,209) 

出售一項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虧損)  84  (2,398) 

除稅前虧損 5 (21, 427)  (45,297) 

稅項 6 22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21,405)  (45,297) 

     

     

每股虧損 7    

-基本及攤薄(美仙)  (0.15)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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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年內虧損  (21,405)  (45,297) 

     

其它全面(開支)/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558)  (7,914) 

就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重新分類調整  (84)  2,398 

換算業務之匯兌差額  122  (2,221) 

     

年內其它全面開支總額  (520)  (7,73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21,925)  (5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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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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467,538  304,960 

勘探及評估資產 9 1,942  517 

可供出售投資 10 9,329  11,985 

其它應收款項 11 21,889  - 

  500,698  317,462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它應收賬款 11 2,645  13,125 

持作買賣之投資 12 3,199  10,033 

已抵押銀行存款  92  92 

銀行結存及現金  135,627  279,508 

  141,563  302,758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它應付賬款 13 49,435  16,714 

     

流動資產淨值  92,128  286,04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92,826  603,50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  22 

礦區復墾成本撥備  2,628  1,390 

  2,628  1,412 

  590,198  602,09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147  18,147 

儲備  572,051  583,947 

權益總額  590,198  602,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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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1. 呈列貨幣之變動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以美元呈列，有別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作為呈列貨幣。本公司之董事認為，由於管理層以美元為基準監控及監察本集團之

表現及財務狀況，為呈列較多相關資料，故將呈列貨幣由港元改為美元。本公司因而重列比較數字，以便

與本年度作出比較。變更呈列貨幣及重列比較金額(由港元改為美元)，對本集團於呈列期間之綜合財務報

表並無重大影響。 

誠如上文所述，綜合財務報表以美元呈列，有別於本公司之功能貨幣港元。本集團各實體各自釐定其功能

貨幣，而包括在各實體之財務報表之項目均以該功能貨幣計量。 

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修訂本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關於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本(二零零八年經修

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以股份支付之交易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 以權益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 – 借款人對於載有按要求還款條款

之定期貸款的分類 

 
1
修訂本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用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團本期或之前會計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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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於二零一

零年七月一日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者除外)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修訂本) 披露 – 財務資產之轉讓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它實體之權益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修訂本) 呈列其它全面開支的項目
5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員工福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關連方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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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1
 

 
1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二年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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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引進有關財務資產分類和計量的新規

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經修訂)新增有關財務負債及取消確認的

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範圍以內的所有已確認

的財務資產其後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的業務模式內所持有，而

且擁有僅為支付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利息的合約現金流量的債項投資，一般於報告期末按攤銷成本計量。

所有其他債項投資及所有權益性投資均於報告期末按公平值計量。 

 

就財務負債而言，重大變動關乎指定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負債。具體而言，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就指定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負債，如財務負債公平值變動金額來自該負

債信貸風險變動，則於其他全面收入中呈列，惟倘在其他全面收入呈列負債的信貸風險變動影響會造成或

擴大損益賬的會計不相配情況，則另當別論。來自財務負債信貸風險的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

益賬。以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指定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負債全部公平值變動

均於損益賬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予提前採用。應用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影響本集團可供出售投資的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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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鍵會計判斷及估計不確定因素的主要來源 

 

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當其依據無法從其它渠道可靠獲得，本公司董事便須就資產和負債之賬面值作

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乃基於過往經驗及其它被視為相關的因素作出，因此，實際結

果或會有別於該等估計。 

 

有關估計及相關假設須持續予以檢討。倘會計估計的修訂僅影響作出修訂的期間，則有關修訂會在該期間

確認，而倘修訂對現時及未來期間均有影響，則須在作出修訂的期間及未來期間確認。 

 

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之關鍵判斷 

 

除涉及估計(見下文)之判斷外，以下為董事在採用本集團會計政策過程中所作出、對在財務報表中確認的

金額具最重大影響的關鍵判斷。 

 

可收回增值稅(包括於其它應收款項內(非流動資產部份)) 

 

其它應收款項中(非流動資產部份)包括本集團一家印尼附屬公司就向供應商購買設備及服務所付之增值稅

(「增值稅」)21,889,000美元(二零一零年:10,538,000美元)。根據印尼相關稅務法律和法規，在本集團向

相關之印尼稅務局提出申請並經審批後，該筆增值稅款可獲退還。印尼附屬公司正辦理領取相關批文之手

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截至本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當日為止，本

集團尚未取得相關批文。董事不知悉任何有違反相關稅務法律之情況，並認為將能取得相關稅務辦事處之

批文並獲全數收回增值稅。 

 

估計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所作出有關未來的主要假設及估計不確定因素的其它主要來源，並具有相當風險而可能

導致須於下個財政年度就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作出重大調整。 

 

礦石儲量及資源估計 

 

具經濟可收回價值之儲量及資源的估計數量乃根據於對地質及地球物理模型的解構，並須運用如估計未來

營運表現、未來資金需求、短期及長期商品價格、以及短期及長期匯率等因素而作出假設。已呈報之儲量

及資源估計變動將會影響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值、復墾責任之撥備，以及已確認折舊及攤銷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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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礦地物業及開發資產及在建工程之減值 

 

於釐定本集團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北部南塔帕努尼之金銀礦(「Martabe金銀礦項目」)之礦地物業及開發資

產及在建工程是否出現減值時，須對現金產生單位(即Martabe金銀礦項目)之使用價值進行估計。於計算

使用價值時，本集團須估計預期Martabe金銀礦項目將產生之未來現金流量、適合之貼現率及估計生產期

間，藉以計算現值。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管理層估計生產將自二零一一年結束前開始。由於雨水及

土地狀況影響項目進度，未能按照原定時間表完成所有土方工程及混凝土工程。因此，管理層估計項目投

產時間修訂至二零一二年首季末。倘實際未來現金流量比預期少，將可能出現重大減值虧損。於二零一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礦 地 物 業 及 開 發 資 產 及 在 建 工 程 之 賬 面 值 分 別 為 238,461,000 美 元 ( 二 零 一 零

年:201,023,000美元)及228,124,000美元(二零一零年:102,607,000美元)。 

 

勘探及評估資產的估計減值 

 

在決定Martabe項目的勘探及評估資產是否存有減值時，需要評核勘探及評估資產有否出現減值跡象，其

中包括(a)印尼附屬公司有權於特定地區範圍進行勘探的期間已經屆滿或於不久將來會屆滿，同時預計不

會予以重續；(b)於特定地區就礦產資源作進一步勘探及評核涉及的龐大開支並無預算或制定任何計劃；(c)

於特定地區勘探及評估礦產資源後發現並無商業上合理數量的礦產資產，而印尼附屬公司決定於特定地區

終止有關活動；(d)即使特定地區的開發工作極可能會進行，但有足夠的數據顯示勘探及評估資產的賬面

值極不可能從成功開發或銷售之後全數收回。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勘探及評估資產的賬面值為

1,942,000美元(二零一零年：517,000美元)。 

 

礦區復墾成本撥備 

 

董事已根據現行監管規定以及由管理層估計Martabe金銀礦礦區受鑽採及建設活動影響的地區，估計礦區

復墾成本撥備，並已折現至其現值。與該成本有關的監管規定倘出現重大變動，將導致各期間之撥備金額

出現變動。此外，該等礦區復墾成本的現金流出預期時間，是根據Martabe金銀礦項目的預期完結日期而

作出估計，並會因應生產計劃的任何重大變動而修改。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礦區復墾成本撥備結

餘達2,628,000美元(二零一零年:1,39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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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其業務及服務分類業務單位，並擁有以下四個可呈報經營分類: 

 

 採礦業務； 

 提供金融資訊服務； 

 證券買賣；及 

 電子貨品及配件貿易。 

 

(a) 分類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按經營分類分析收益及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提供金融 

資訊服務 

電子貨品及 

配件貿易 證券買賣 採礦業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類收益 535 - - - 535 

      

分類業績 (8) (1) (2,710) (6,057) (8,776) 

      

未分配企業開支     (12,999) 

未分配收入     348 

      
除稅前虧損     (21,427)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經重列) 

 

提供金融 

資訊服務 

電子貨品及 

配件貿易 證券買賣 採礦業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類收益 549 198 - - 747 

      

分類業績 (9) 1 (22,489) (9,562) (32,059) 

      

未分配企業開支     (10,860) 

未分配收入     20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

虧損 

     

(2,398) 

      

除稅前虧損     (45,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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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類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提供金融 

資訊服務 

電子貨品及 

配件貿易 證券買賣 採礦業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分類資產 215 - 18,068 623,157 641,440 

未分配企業資產     821 

      

總資產     642,261 

      
負債      

分類負債 228 - - 51,158 51,386 

未分配企業負債     677 

      

總負債     52,063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經重列) 

 

提供金融 

資訊服務 

電子貨品及 

配件貿易 證券買賣 採礦業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分類資產 221 - 22,018 594,617 616,856 

未分配企業資產     3,364 

      

總資產     620,220 

      

負債      

分類負債 224 - - 16,994 17,218 

未分配企業負債     908 

      

總負債     18,126 

 

為監察分類表現及在分類間分配資源，分類資產及負債指進行各自分類業務的附屬公司的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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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它分類資料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提供金融 

資訊服務 

電子貨品及 

配件貿易 證券買賣 採礦業務 未分配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包括計量分類損益或
分類資產的金額: 

      

       

添置非流動資產 

 (附註) 5 - - 164,357 458 164,820 

折舊 35 - - - 205 24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

備之虧損 - - - - 11 11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經重列) 

 

提供金融 

資訊服務 

電子貨品及 

配件貿易 證券買賣 採礦業務 未分配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包括計量分類損益或

分類資產的金額: 

      

       

添置非流動資產 

 (附註) - - - 75,626 507 76,133 

折舊 34 - - - 89 12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

備之虧損 - - - - 2 2 

 

附註：非流動資產不包括可供出售投資及其它應收賬款(非流動資產部份)。 

 

(d) 地區資料 

 

按資產所在之地區劃分非流動資產之分析如下： 

 

  不包括金融工具之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香港  507 742 

印尼  468,973 304,735 

    
  469,480 305,477 

本集團於這兩年所得的收益均來自香港。 

 

(e) 主要客戶資料 

 

於本年度，概無來自個別客戶之收益佔本集團銷售總額10%以上。於二零一零年，本集團電子貨品及配件貿易

所得收益為198,000美元，佔本集團總收益26%，僅來自一名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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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員工成本     

– 董事酬金  12,206  11,507 

– 其它員工成本  1,557  1,861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46  38 

– 以股份支付之支出(不包括董事)  700  1,714 

員工成本總額  14,509  15,120 

     

核數師酬金  175  19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40  123 

確認為支出之存貨成本  -  194 

與辦公室物業及倉庫有關之經營租約付款  562  34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1  2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39  (539) 

     

利息收入  (1,673)  (12) 

 

6. 稅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當前稅項    

  香港 -  - 

  印尼 -  - 

    

遞延稅項 (22)  - 

年內稅項 (22)  - 

 
兩個年度之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稅率計算。其它司法管轄地區之稅項乃根據有關司法

管轄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根據有關稅務法律，印尼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由於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兩個年度概無應課稅溢利，故在兩個年度之綜合收入報表中均未就香港利

得稅或任何其它司法管轄地區之稅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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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之稅項與綜合收入報表內之除稅前虧損對賬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除稅前虧損  (21,427)  (45,297)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6.5%繳交之稅項  (3,535)  (7,474) 

在稅務方面不可扣減之開支之稅務影響  1,815  2,351 

在稅務方面毋須課稅之收入之稅務影響  (32)  (50) 

未確認稅務虧損之稅務影響  1,760  5,190 

動用過往尚未確認稅項虧損  (3)  - 

在其它司法管轄地區經營之附屬公司不同稅率之影響  (27)  (17) 

     
年內稅項  (22)  - 

     

 

7.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

虧損 

 

(21,405) (45,297)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4,066,831,950 13,993,839,799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故計算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

股攤薄虧損時並未就該等購股權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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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樓宇 廠房及設備 

礦地物業及 

開發資產 在建工程 

租賃物業 

裝修 

傢俬、裝置

及設備 汽車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成本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經重列) - - - - 50 799 239 1,088 

匯兌調整 - - (406) - - (4) (1) (411) 

添置 - - 14,249 60,860 280 227 - 75,616 

透過收購附屬公司所收購資產 390 107 187,180 41,747 - 239 - 229,663 

出售 - - - - - (3) - (3)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經重列) 390 107 201,023 102,607 330 1,258 238 305,953 

匯兌調整 - - 24 - - 1 - 25 

添置 - - 37,414 125,517 264 200 - 163,395 

出售 - - - - (330) (712) - (1,042)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390 107 238,461 228,124 264 747 238 468,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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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宇 廠房及設備 

礦地物業及 

開發資產 在建工程 

租賃物業 

裝修 

傢俬、裝置

及設備 汽車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累計折舊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經重列) - - - - 50 600 74 724 

匯兌調整 - - - - - (2) - (2) 

年內撥備 45 29 - - 13 137 48 272 

出售時撇銷 - - - - - (1) - (1)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經重列) 45 29 - - 63 734 122 993 

匯兌調整 - - - - - - - - 

年內撥備 41 28 - - 104 160 48 381 

出售時撇銷 - - - - (77) (504) - (58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86 57 - - 90 390 170 793 

         

賬面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304 50 238,461 228,124 174 357 68 467,538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經重列) 345 78 201,023 102,607 267 524 116 30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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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指為Martabe金銀礦項目興建礦場構築物及礦場基建設施。 

 

礦地物業及開發資產乃根據金銀礦之實際產量除以估計探明及概算儲量之比例採用產量法計提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其它項目(在建工程除外)乃按直線法計提折舊，並已計及各項目之估計剩餘價值，所

按年率如下： 

 

樓宇 10% 

廠房及設備 20% 

租賃物業裝修 10%至50%或於租限內(以較短者為準) 

傢俬、裝置及設備 20% 

汽車 20%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一家附屬公司就開發金銀礦而產生之折舊開支為141,000美

元(二零一零年：149,000美元)，並已撥充資本作為礦地物業及開發資產(包括於物業、廠房及設備

內)的一部分。 

 

9. 勘探及評估資產 

 千美元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經重列） - 

添置 517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經重列) 517 

添置 1,42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1,942 

 
勘探及評估資產指：獲取勘探權之成本及於有意開發地區探尋礦物資源之開支。購置勘探及評估資產

指：顧問諮詢費、員工成本及年內在開採地區探尋礦物資源所招致之其他開支，該等開採地區為蘊藏尚

未能合理地評估之存在或經濟上可採收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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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供出售投資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上市債務證券，按公平值列值    

 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  9,329 11,985 

    

於二零一零年，本公司購入一家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發行的優先票據，本金總額為12,000,000

美元，到期日為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八日(「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該等票據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

限公司上市，按固定年利率11.75厘計息，由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八日開始，於每年的五月十八日及十一

月十八日每半年期支付利息。 

 

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可於到期日前任何時間(在符合若干條件後)根據下列情況贖回： 

(1)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前任何時間，優先票據發行人在發出不少於30天或超過60天的通知後，可

按相等於所贖回優先票據本金額111.75%之贖回價，另加截至贖回日期應計及未付之利息(如有)，

贖回最多達優先票據本金總額之35%。 

 

(2)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前任何時間，優先票據發行人在發出不少於30天或超過60天的通知後，可

按相等於所贖回優先票據本金額100%之贖回價，另加截至贖回日期的應計及未付之利息(如有)，選

擇贖回全部或部分優先票據。 

 

(3)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或之後任何時間，倘於下文所載任何年度的五月十八日開始起計十二個月

期間贖回，優先票據發行人可按相等於下文所載本金額的百比分之贖回價，另加截至贖回日期就贖

回優先票據應計及未付之利息(如有)，贖回全部或部分優先票據： 

 

期間 贖回價 

二零一三年 105.8750% 

二零一四年及其後 102.9375% 

 

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初步按公平值計量。公平值計量乃使用估值方法計算得出，估值方法包括並非以

可觀察所得市場數據為依據的資產或負債輸入數據(不可觀察所得輸入數據)。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投資重估儲備確認公平值減少558,000美元(二零一零年:增加46,000美元)。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出售其中2,000,000個單位之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並

錄得84,000美元之收益。 

在並無活躍市場報價下，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乃採

用Hull-White有期架構模式及下列假設釐定：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貼現率:  14.80% 12.52% 

 到期時間:  3.88 年 4.964 年 

 均值回歸率:  0.03008 0.02289 

 波幅: 0.01143 0.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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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它應收賬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貿易應收賬款(附註a)  13 17 

其它應收款項(附註b)  24,521 13,108 

  24,534 13,125 

減：分類為非流動資產之其它應收款項(附註b)  (21,889) - 

    

分類為流動資產之貿易及其它應收款項(附註b)  2,645 13,125 

    

附註： 

(a) 本集團向提供金融資訊服務之貿易客戶提供平均60天之信貸期。於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根據發

票日期釐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0至60 天  13 17 

61至90 天  - - 

超過90 天  - - 

    

   13 17 

 

在接受任何來自提供金融資訊服務的新客戶前，本集團將評估潛在客戶之信貸質素，並確定其信貸

上限。賒銷只對擁有良好過往信用記錄之客戶進行，本集團將定期檢討客戶享有之信貸用額度。 

 

於報告期末，董事認為該等無逾期或減值之貿易應收賬款均擁有良好信貸質素。 

 

(b)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於其它應收賬款內包括了本集團之印尼附屬公司就其向有關興建礦場供

應商購買設備及服務而支付之增值稅(「增值稅」)稅款總額21,889,000美元，由於退款程序延長，

故該筆稅款於期末列入非流動部份(二零一零年:10,538,000美元列作其它應收款項(流動資產部

份))。印尼附屬公司正向印尼相關稅務機關申請批准退還有關已繳增值稅。 

 

(c)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應收賬款之減值乃根據客戶過往信用記錄(例如曾否出現財政困難或拖欠還

款)及當時市場狀況作個別釐定。於報告期末概無確認呆壞賬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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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持作買賣之投資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按公平值列賬之在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3,199 10,033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全部結餘乃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所持之香港上市股本證券。公平值乃根據聯交所於各報告

期末所報之每股收市價而釐定。 

 

13. 貿易及其它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無貿易債權人。 

 
本集團已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藉以確保所有應付款項均在信貸時段內支付。 

 

計入其它應付款項內之46,520,000美元(二零一零年:14,722,000美元)款項乃有關於本集團一家印尼附屬公

司就興建Martabe金銀礦項目礦場應付其顧問及承建商之款項。 

 

14.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撥備

之資本開支 145,578 46,978 

   

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獲授權但未訂約之資本開支 143,403 283,483 

 

15.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就Agincourt Resources (Singapore) Pte Limited全部股權之固定抵押及就G-

Resources Martabe Pty Limited全部資產之浮動抵押(兩家公司均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均已授予一名

獨立第三方，以作為向該獨立第三方支付使用費的合約責任的抵押品。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與獨立第三方訂立解除契據及彌償契據，該抵押因而已獲得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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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任何末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資料摘要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財務狀況    

流動資產    

銀行結存及現金  135,627 279,508 

其它  5,936 23,250 

非流動資產  500,698 317,462 

資產總值  642,261 620,220 

債項總額  - - 

其它負債  (52,063) (18,126) 

資產淨值  590,198 602,094 

   

收入報表    

營業額  535 747 

毛利  155 128 

EBITDA (21,187) (45,174) 

除稅前虧損  (21,427) (45,297) 

稅項  22 - 

年度虧損  (21,405) (45,297) 

 

業務回顧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在發展印尼Martabe金銀礦上已取得重大進展。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於勘探及開發活動上合共已投入約163,000,000美元，其

主要類別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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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地物業及開發* 區域勘探及評估  在建工程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土地持有費用  267 - 235 

資產及設備  444 19 65,825 

土建工程及道路  5,186 - 47,099 

鑽探及檢驗開支  5,146 3 585 

顧問諮詢  1,536 118 3,809 

員工成本  12,210 928 1,365 

運輸成本  485 2 1,539 

其它  10,902 355 5,060 

小計 36,176 1,425 125,517 

總計   163,118 

 
*   包括附近礦場勘探及評估產生之成本  
 

業績 

本公司的 Martabe 金銀礦項目仍在開發中，尚未為本公司賺取任何收益。於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 500,000 美元 (二零一零年：

700,000 美元)，主要來自金融資訊服務 (星光好利市機)。  

 
本公司之擁有人應佔當年來自經營業務之虧損約為 21,400,000 美元，較二零一零年

同期錄得虧損約 45,300,000 美元減少 53%。虧損減少主要由於 ( i)本集團投資組合

表現相對穩定，本年因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值變動而錄得虧損 4,100,000 美元，

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年度虧損約 22,200,000 美元；( i i)本集團有效地減省

行政開支，由二零一零年 21,400,000 美元減至回顧年度的 19,300,000 美元，減幅

約為 2,100,000 美元；及( i i i )來自可供出售投資之利息收入增加 1,600,000 美元。  

 

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淨值約為 590,000,000 美元，較截至二零

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約 602,000,000 美元減少 12,000,000 美元。資產淨值之減少主

要歸因於本集團尚在建設礦場並未產生收入期間的一般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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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錄得現金流出淨額約 144,000,000 美

元，其中約 131,000,000 美元用於礦場經營之資本開支。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 136,000,000 美元(二零一零年：約 280,000,000

美元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為數約 92,000 美元之銀行存款抵押予

銀行，作為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取得砍伐樹木許可之保證 (二零一零年：92,000 美

元)。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就 Agincourt Resources (Singapore) Pte Limited 全

部股權之固定抵押及就 G-Resources Martabe Pty Limited 全部資產之浮動抵押

(兩者均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均已授予一名獨立第三方，以擔保 PT Agincourt 

Resources 履行向此獨立第三方支付使用費的某些合約責任。年內，本公司與第三

方訂立解除契據及彌償契據時，該等抵押已告解除。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並無任何借貸，故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 (即本集團借貸總額除以股東權益之百分比 )為零 (二零

一零年：零)。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年內並無任何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匯率波幅及相關對沖之風險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大部分以美元、澳元、印尼盾及港元計值。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

因此所承受的美元外匯波動風險極微。本集團承受來自澳元及印尼盾的外匯波動風

險。本集團現時並無對沖澳元及印尼盾外匯波動風險的政策。然而，管理層將監察本

集團承受的外匯波動風險，並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匯率波動風險。  

 

業務展望  

在金價屢創新高之際，國際資源全體同寅也齊心協力，爭取早日完成礦山建設，實現

黃金投產。  

 

展望未來，我們將國際資源發展為一流的亞太區黃金公司的策略維持不變。儘管我們

目前著重於本公司的核心創始資產 Martabe項目，但我們過去也在按照嚴格質量標

準，評估區內潛在的新契機，而將來我們也將繼續如此。我們亦致力優化Martabe項

目資產，開發一系列具備同樣高質素的項目，力爭在五年內年產 100萬盎司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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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分別於香港、印尼及澳州聘用 28 名、289 名及 1

名僱員。僱員薪酬具競爭力並按僱員表現釐定。本集團之薪酬福利包括醫療計劃、團

體保險、強制性公積金、表現花紅及向高級僱員提供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可按該計劃規定之條

款及條件，向本集團董事及合資格僱員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贖回其任何證券。本公司或其任何附

屬公司於年內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證券。   

 

遵守上市規則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0 所載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本公司就截至二零一

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有否遵守標準守則而對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均確認

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遵守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整個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應用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

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原則，並已遵守守則所有適用守則條文，惟本公司之現

有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委任並無根據守則條文第 A.4.1條之規定指定任

期，然而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每次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因此，本公司認為已經採取足夠措施以確保本公司具備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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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包括柯清輝先生、馬燕芬女士及梁凱鷹先生。彼

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股東一直的支持以及全體員工在過去一年全力以赴致以衷心感

謝。  

 
 

 承董事會命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趙渡   

香港，二零一一年九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 i)本公司執行董事趙渡先生、Owen L Hegarty先生、
Peter Geoffrey Albert先生、馬驍先生、華宏驥先生、許銳暉先生及關錦鴻先生；
(i i)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徐正鴻先生；及 (i i i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柯清輝先生、馬燕芬
女士及梁凱鷹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