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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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內容而引致的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截 至 二 零 一 一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止 九 個 月 的

未 經 審 核 綜 合 業 績

摘要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的綜合虧損

約為 69,7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總淨資產約為

523,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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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南亞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

業績，連同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以港元列值)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6,308,834 18,383

銷售成本 (12,749,812) (7,057,166)

毛虧損 (6,440,978) (7,038,783)

其他收入 304,711 91,625

其他收益淨額 3,255,578 407,049

出售及分銷開支 (371,028) －

行政開支 (21,497,301) (20,413,234)

經營虧損 (24,749,018) (26,953,343)

融資成本 (45,185,005) (595,326)

除稅前虧損 (69,934,023) (27,548,669)

所得稅 － (14,435)

本期虧損 (69,934,023) (27,563,104)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9,722,092) (27,548,966)

　非控股權益 (211,931) (14,138)

本期虧損 (69,934,023) (27,563,104)

每股虧損

　基本 (2.18仙) (1.30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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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以港元列值）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72,559,087 636,628,871

　－根據經營租賃持作自用

　　租賃土地權益 13,562,403 14,120,778

商譽 340,971,958 120,479,667

勘探及評估資產 9,637,793 7,148,983

採礦按金 219,786 227,055

1,036,951,027 778,605,354
----------------- -----------------

流動資產

存貨 41,652,252 4,653,186

應收賬款 83,555 8,795,40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7,228,459 67,995,495

質押存款 17,556 3,811,658

應收關連方款項 4,633 －

銀行結餘及現金 25,227,104 44,039,009

94,213,559 129,294,756
----------------- -----------------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074,787 62,147,931

融資租賃承擔 955,496 907,296

應付關連方款項 649,805 1,087,093

可換股債券衍生部分 6,324,780 5,421,106

可換股債券 116,380,749 116,380,749

有抵押銀行貸款 418,224,179 399,873,440

553,609,796 585,817,61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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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淨額 (459,396,237) (456,522,859)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77,554,790 322,082,495
----------------- -----------------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賃承擔 2,561,282 3,196,685

來自第三方無抵押貸款 51,619,049 －

54,180,331 3,196,685
----------------- -----------------

資產淨額 523,374,459 318,885,81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7,942,014 62,988,889

儲備 435,198,975 255,896,76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523,140,989 318,885,651

非控股權益 233,470 159

權益總額 523,374,459 318,885,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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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出售鎂錠的營業額為6,308,834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的九月三十日止的九個月，本集團就存放於認可金融機構的存款

收取利息收入304,711港元。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二零一零年同期的20,400,000港元增加5%至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約21,500,000港元，主要由於期內本集團因於冶煉廠的活動量較高及所

進行的企業行動數目增加而產生專業費用及其他經營開支上升。

外匯收益淨額

外匯收益淨額約為19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410,000港

元）實為本集團存放於馬來西亞認可金融機構內存款的未變現收益淨額。

展望未來，除本集團的呈列貨幣外，本集團主要將面臨以外幣為單位等交易的匯

兌風險。二零一一年第三季，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進行任何對沖活動。

融資成本

本集團的融資成本主要包括本公司發行可換股債券之應付利息開支約17,200,000

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500,000港元）及CVMSB承擔的銀行

貸款利息約24,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21,300,000港

元）。

稅前虧損

由於CVMSB於二零一零年第四季度剛開始盈利業務，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本集團綜合除稅前虧損達約69,9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27,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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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虧損

由於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因開展冶鍊廠業務產生毛損、行政開支及融資成本上

升而大幅增加約42,200,000港元，故二零一一年的每股虧損較二零一零年有所增

加。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淨流動負債約為459,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56,500,000港元）。流動負債包括一年內須清還的銀行貸款及融

資租賃承擔約419,2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0,800,000港元）及

可換股債券約122,7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1,8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Bank Kerjasama Rakyat Malaysia Berhad（「Bank

Rakyat」）提供的貸款年息率為8.6%，即Bank Rakyat的基本融資利率加2%的年浮

動利率。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的負債資產比率為1.14（按融資租賃承

擔、貸款及可換股債券總額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計算）。負債資產比

率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約1.64。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25,200,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000,000港元）。本集團的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項約為21,4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600,000港元），預計一年

內收回。

承董事會命

南亞礦業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GOH SIN HUAT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Goh Sin Huat先生、Lim Ooi Hong先生及梁維君先生；及本

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Wong Choi Kay女士、Chong Lee Chang先生及Tony Tan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