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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29）

鐵江現貨：2011年全年業績

（ 2012年2月22日（星期三）—香港）鐵江現貨有限公司（「鐵江現貨」或「本公司」，股份
代號：1029）欣然宣佈其2011年全年業績，而年報現時可供查閱。

重點摘要

. Kuranakh礦場超越生產目標，錄得20百萬美元的分部盈利

. 收益增加3.7倍

. 首次錄得1百萬美元的全年盈利

. K&S工程繼續進行，並擁有充裕的資金

. 集團資源及儲備增加

鐵江現貨執行主席韓博傑評論業績時表示：「本人欣然向股東匯報，2011年鐵江現貨
取得甚佳的進展。我們於 2011年兌現承諾，在過往的成就上繼續邁進，尤其是
Kuranakh超越生產目標及錄得盈利，同時公司利用 340百萬美元的項目融資貸款，為
K&S的項目提供資金，並規避K&S項目的風險。

2011年是我們成功的一年，集團於年內首次錄得 1百萬美元盈利。首年錄得盈利雖
然只是個細小的開始，然而，對本公司的發展卻是令人興奮的收獲。隨著於K&S項
目的投資增加，我們相信鐵江現貨在中期而言具有龐大的增長潛力，因此即使現時
只處於初期階段，我們已首度錄得盈利，實在令人感到欣喜。

我們期望，今天刊發的 2011年年報能清晰透徹地展現鐵江現貨由勘探商發展為開發
商，以至現在成為錄得盈利的生產商的進程。

我們預期 2012年將是收獲滿盈和充滿挑戰的一年。我們已為Kuranakh訂下若干生產
目標、詳列了K&S將要達成的建設和發展里程碑，以及我們亦指出了有甚麼計劃令
勘探項目提升價值。我們現正落實 2012年的工作計劃，本人欣然呈報，我們正取得
良好進展。令人欣喜的是，本公司的股價正逐步回升，本人希望，憑著這份業績和
為 2012年及以後的發展所訂立的明確目標，市場將了解鐵江現貨結合獨特地質和地
理優勢的價值。」

業績及年報全文可於www.ircgroup.com.hk下載。

– 1 –



財務摘要

— 鐵江現貨於2011年首次錄得盈利1百萬美元，而2010年則為虧損82.4百萬美元

— 首個投產礦場Kuranakh錄得正面貢獻，分部盈利為 20.2百萬美元（ 2010年：虧損 2.3百萬

美元）

— 收益由2010年的25.8百萬美元增加374%至2011年的122.2百萬美元

— 提取首筆由工商銀行提供的項目融資貸款，本集團擁有充裕的資金作短期重大的發展

業務摘要

— 鐵精礦及鈦鐵精礦產量分別達800,291噸及63,490噸，超出我們所公佈的指引目標

— 於Kuranakh生產了第一百萬噸鐵精礦

— 礦石資源增加16%至1,345百萬噸；礦石儲備增加24%至801百萬噸

— 持續進行K&S的建設工程，預期於2014年年中開始營運

— 中國東北的鋼渣再加工項目開始生產

— 發展項目進展理想

鐵江現貨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業績已由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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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2011年，鐵江現貨取得多項突破，標誌著我們能夠成功實現業務的承諾。

. 首次錄得全年盈利

. 於Kuranakh生產首批百萬噸鐵精礦

. K&S選礦廠的建設工程奠基工程開始

. 首次運送鈦鐵精礦

. 位於中國東北的鋼渣再加工項目投產

. 提取首筆工商銀行項目融資貸款

除了取得上述的卓越成就外，我謹此向各位股東提呈鐵江現貨的彪炳往績。剛開始在香港

進行股份買賣時，我們向市場許下承諾，實踐以下各項目標—增加儲備、提取貸款及訂立

建設合同協議。在去年的報告內，我欣然報告成功實踐以上承諾，本年度我們更創高峰。

首項營運項目Kuranakh礦場的鐵礦石生產於營運初期已達產，這促使營運項目在今年首次

錄得盈利。我們放眼未來，繼續發展更大型的K&S項目，履行2011年的所有建設目標。

鐵江現貨︰遠景、目的及策略

鐵江現貨矢志在工業商品行業成為中俄兩地冠軍，以帶來更佳的股東價值。我們的目標

是︰

1. 短期而言，我們將發展俄羅斯的資產規模，打造成為中國客戶首選的低成本鐵礦石供

應商。

2. 長遠而言，我們致力憑藉鐵礦石平台，推動盈利增長，成為工業商品及中俄貿易的地

區領先企業。

我們的策略是利用獨特的地質及地理優勢，以及近二十年的傳承，開發、發展及經營工業

商品項目。就此，我們將發展銷售及市場活動，務求成為首選的商品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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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董事會致力進一步全面提升業務，包括在公告方面、透明度及責任制度都有所提升。

2011年回顧

如前所述，我們致力物色、發展、生產及出售商品。我們在此逐一簡單概述本年度所取得

的進展︰

勘探活動

年初，我們宣佈儲備是上一次公告的三倍，達 648,000,000噸 JORC認可的鐵礦石。在這儲備

的基礎上，還有 512,000,000噸的資源，儲備比率因而上升，有助提供維持增長目標所需的

礦產資源基礎。

於 2011年，集團的礦石資源及儲備分別進一步增加了 16%和 24%至 1,345百萬噸及 801百萬

噸。

發展

第二項營運項目K&S項目的發展速度及規模令人驚嘆。採礦及基建工程已接近完成，故我

們現與中國的業務夥伴專注於選礦廠進行長達 30個月的建設工程，預期於 2014年上半年開

始投產。

生產

憑藉Kuranakh礦場的持續增產，我們已確立作為俄羅斯遠東地區主要鐵礦石生產商的領導

地位。本年度的鐵精礦及鈦鐵精礦產量分別達 800,291噸及 63,490噸，超出我們所公佈的指

引目標。

銷售

從對產品的殷切可見，我們的銷售及市場推廣策略持續錄得理想進展。銷售與本年度的產

量一致。我們已擴大鐵精礦的客戶基礎，鈦鐵精礦在本地及國際市場亦銷情理想。來自

K&S項目的物料已經由同區的多個鋼鐵製造廠測試，一致確認物料合格，有望帶來廣闊的

客戶基礎。

– 4 –



財務

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我們錄得令人滿意的財務業績。然而，由於Kuranakh的鐵礦

石於 10月已達產，因此，取得溢利乃符合預期。本集團現時仍屬小型生產商，集團整體錄

得小量溢利已令人安慰，同時可為日後擴張提供資金。

要實現增長計劃，必須先打造能支持未來發展的資產負債表。我欣然宣佈，本集團近日已

就長遠發展向工商銀行提取首筆低息貸款，繼續享有足夠資金。

展望2012年及以後

我經常往來亞洲各地，與各地客戶及其他市場參與者面談，使我對鐵礦石的前景保持樂

觀。雖然中國增長明顯已略見放緩，但我見證了於 2011年底，整體經濟確為軟著陸，而未

有出現大部份投資者所憂慮的硬著陸。實際上，展望未來，我一直對鐵礦石行業堅守「愈

戰愈強」的期望，有望在2012年及以後成真。故此，我欣然宣佈，我們預計下年度生產將有

重大增長，並將帶來可觀的價格增長，目標是分別年產820,000噸鐵礦石及 125,000噸鈦鐵精

礦。此外，我們將繼續致力尋求其他具長遠增長的項目。

致謝

我謹藉此機會感謝各位鼎力支持。我們有幸擁有較礦產資源更為珍貴的人力資源。部份企

業在尋求發展時，往往忘記人力資本基礎是達致股東價值的關鍵，但我們則為擁有強大、

能幹且往績彪炳的團隊而深感榮幸。這支團隊包括董事會、執行委員會、營運委員會及所

有本集團內的營運及支援員工，我亦就此感謝 閣下及股東的全力支持。

韓博傑

鐵江現貨有限公司執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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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綜合財務報表

綜合收益表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2010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4 122,208 25,792
運營開支 5 (131,389) (61,584)
減值費用 6 — (35,972)

(9,181) (71,764)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87 —

分佔合營公司業績 (515) (135)

經營虧損淨額 (9,609) (71,899)
其他收益及虧損以及其他開支 7 12,708 (5,570)
融資收入 8 716 10,929
融資開支 9 (555) (11,813)

除稅前溢利（虧損） 3,260 (78,353)
稅項開支 10 (1,684) (3,676)

年內溢利（虧損） 1,576 (82,029)

以下各方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001 (82,358)
非控制權益 575 329

1,576 (82,029)

每股盈利（虧損）（美仙） 12
基本 0.03 (3.62)

攤薄 0.03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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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內溢利（虧損） 1,576 (82,029)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換算海外業務及換算成呈報貨幣的滙兌差額 (420) 766
因增購佳泰鈦業項目權益產生的滙兌差額的重新分類調整 (882) —

年內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274 (81,263)

以下各方應佔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5) (81,552)
非控制權益 299 289

274 (8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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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1年12月31日

2011年 2010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3 44,493 31,533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 568,385 499,270
商譽 18 6,061 —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權益 703 —

於合營公司的權益 7,086 10,346
其他非流動資產 98,360 44,550
有限制銀行存款 6,000 —

731,088 585,699

流動資產

存貨 41,301 27,12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5 57,005 29,23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3,188 225,468

131,494 281,820

資產總值 862,582 867,519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21,616) (57,085)
應付即期所得稅 (293) (185)
銀行借款—於一年內到期 17 (15,000) —

(36,909) (57,270)

流動資產淨值 94,585 224,55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825,673 810,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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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2010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160) (2,024)
結束及復原成本之撥備 (4,092) (3,607)
銀行借款—於超過一年到期 17 (6,343) —

(12,595) (5,631)

負債總額 (49,504) (62,901)

資產淨值 813,078 804,61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330 4,330
股份溢價 1,029,131 1,028,468
庫存股份 (43,000) (43,000)
資本儲備 17,918 16,946
儲備 35,209 29,684
累計虧損 (235,135) (236,13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808,453 800,292
非控制權益 4,625 4,326

權益總額 813,078 80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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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的相關

披露。

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本年報所載會計政策所述按公平值計量的若干金融工具則除

外。

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就本公告所載本集團截至 2011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

況表、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其相關附註所列數字，與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

數字核對一致。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的工作，並非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

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核證聘用準則》所進行的核證聘用，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並無對公告作出任何核證。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年度，本集團應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 2011年財政年度強制生效之多項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

及詮釋。

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該

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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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號（修訂本） 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 1

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過渡披露的強制性生效日期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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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安排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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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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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2011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2011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投資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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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2011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201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2015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201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2012年7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2014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呈列其他全面收入項目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保留可於一個單一報表內或於兩個獨立而連續的報表內呈列損益及其他全

面收入的選擇權。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規定須於其他全面收入部份作出額外披露，將其

他全面收入項目分為兩類： (a)其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及 (b)於滿足特定條件後可重新分類

至損益的項目。其他全面收入項目的所得稅須按相同基準分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於2012年7

月 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於日後會計期間應用該等修訂時，其他全面收入項目的呈列將作出

相應修改。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露天礦場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露天礦場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適用於礦場生產階段的露天

採礦活動中產生的廢棄物搬移成本（「生產剝採成本」）。根據詮釋，可提高礦石開採率的此類廢棄物搬移

活動（「剝採」）成本於滿足特定標準時確認為非流動資產（「剝採資產」），而一般的持續經營剝採活動產生

的成本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2號存貨列賬。剝採資產入賬列作現有資產的補充或增進，並根據其所構

成的現有資產的性質分類為有形或無形資產。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於201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載有過渡性

條文。董事預期將會於本集團2013年1月1日開始之年度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內採納該詮釋。董事預期日

後採納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可能會影響剝採成本於損益賬列賬的期間。根據現

行政策，本集團於生產階段期間將開採的廢料噸數與開採礦石數量的比率超出整個礦場經營期的比率的

剝採成本遞延至下一期間入賬。

3. 分部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經營分部要求本集團遵照向本集團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的內部報告披露呈報分

部。本集團視執行委員會為主要經營決策者。在劃分管理職能方面，本集團分為四個經營分部，即已投

產礦場、開發中礦場、工程及其他。本集團執行委員會根據該等經營分部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績效評估

的決策。本集團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有四個呈報分部：

. 已投產礦場分部（「已投產礦場」）包括處於生產階段的鐵礦石項目。在Kuranakh項目*於 2010年 9月投

產後，該分部包括Kuranakh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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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中礦場分部（「開發中礦場」）包括處於勘探及發展階段的鐵礦石項目。該分部包括Kuranakh項

目*及K&S項目，以及處於勘探及評估階段的礦場Garinskoye項目及Bolshoi Seym項目（由一間聯營公

司擁有）和Kostenginskoye及Garinskoye Flanks項目。

. 工程分部（「工程」）包括與Giproruda有關的內部工程及科學技術。

. 其他分部（「其他」）主要包括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設計及開發海綿鈦廠房的合營公司安

排所佔權益、本集團於中國生產五氧化二釩及有關產品的合營公司安排所佔權益，以及其他有同類

經濟特點及活動的項目。於2011年，本集團成功收購合營公司夥伴於佳泰鈦業項目（定義見附註18）

之餘下35%股權，據此，黑龍江佳泰鈦業有限公司成為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於收購後，關於佳

泰鈦業項目的呈報分部並無變動。

* Kuranakh項目於勘探開發階段歸入開發中礦場，自 2010年 9月起投產後則作為獨立分部（已投產礦

場）呈報。

分部業績指未計及中央行政費用、中央折舊及攤銷、其他收益及虧損以及其他開支、融資收入、融資開

支及稅項之各分部業績。

分部業績列出各分部之溢利（虧損）以便監察各分部表現。

為方便監察分部表現及對各分部份配資源：

. 除中央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呈報分部；及

. 除遞延稅項及銀行借款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呈報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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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

已投產礦場 開發中礦場 工程 其他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收益

外部銷售 110,388 — 11,820 — 122,208

總收益 110,388 — 11,820 — 122,208
礦場營運開支及服務成本 (90,141) (887) (9,555) (4,209) (104,792)

礦場營運開支及服務成本包括：

折舊 (7,241) (3,041) (529) (92) (10,903)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 87 — — 87
分佔合營公司業績 — — — (515) (515)

分部業績 20,247 (800) 2,265 (4,724) 16,988

中央行政開支 (26,214)
中央折舊及攤銷 (383)
其他收益及虧損以及其他開支 12,708
融資收入 716
融資開支 (555)

除稅前溢利 3,260

其他分部資料

非流動資產增加：
— 資本開支 12,331 74,896 345 352 87,924

撥作無形資產的勘探及評估開支 — 12,960 — — 12,960

分部資產 156,896 648,848 21,300 20,750 847,794
中央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4,788

資產總值 862,582

分部負債 (12,192) (3,994) (3,250) (6,565) (26,001)
銀行借款 (21,343)
遞延稅項負債 (2,160)

負債總額 (4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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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

已投產礦場 開發中礦場 工程 其他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部收益

外部銷售 12,634 — 13,158 — 25,792

總收益 12,634 — 13,158 — 25,792

礦場營運開支及服務成本 (14,947) (7,796) (10,863) (40,597) (74,203)

礦場營運開支及服務成本包括：

減值費用 — (1,028) — (34,944) (35,972)

折舊 (2,368) (1,402) (621) (28) (4,419)

分佔合營公司業績 — — — (135) (135)

分部業績 (2,313) (7,796) 2,295 (40,732) (48,546)

中央行政開支 (22,847)

中央折舊及攤銷 (506)

其他收益及虧損以及其他開支 (5,570)

融資收入 10,929

融資開支 (11,813)

除稅前虧損 (78,353)

其他分部資料

非流動資產增加：
—資本開支 — 113,545 353 7,946 121,844

於合營公司的權益 — — — 4,731 4,731

撥作無形資產的勘探及評估開支 — 3,323 — — 3,323

分部資產 132,191 495,596 19,492 17,412 664,691

中央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2,828

資產總值 867,519

分部負債 (8,763) (31,640) (2,597) (17,877) (60,877)

遞延稅項負債 (2,024)

負債總額 (6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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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理位置劃分的收益 (a)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俄羅斯 11,820 13,184

中國 110,388 12,608

122,208 25,792

(a) 基於產品運送的目的地或提供服務的地點。

按資產位置劃分的非流動資產 (b)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俄羅斯 717,295 575,237

中國 7,765 10,411

香港 28 51

725,088 585,699

(b) 不包括金融資產。

主要客戶的資料

本集團收益包括截至2011年及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向眾多個別第三方客戶銷售鐵精礦及提供工程服務

而產生的收益，於相關年度佔10%以上之客戶收益將載於下文。

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止年度，向黑龍江建龍鋼鐵有限公司的銷售額為 107,288,000美元（歸於已投產礦場

分部），佔總收益的88%。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其他客戶佔本集團總收益10%以上。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向黑龍江建龍鋼鐵有限公司、OJSC Arkhangelskgeoldobycha及OJSC Apatit的

銷售額分別為 12,593,000美元（歸於已投產礦場分部）、4,688,000美元及4,040,000美元（歸於工程分部），分

別佔總收益的49%、18%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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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分析如下：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銷售貨物 110,388 12,634

提供服務 11,820 13,158

122,208 25,792

5. 運營開支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運營開支

礦場營運開支及服務成本 104,792 38,231

中央行政開支 26,597 23,353

131,389 61,584

6. 減值費用

2011年及2010年 12月 31日，本公司考慮Kuranakh項目及K&S會否進一步減值或需要撥回先前已確認的減

值。磁鐵礦項目K&S位於俄羅斯聯邦Evreyskaya Avtonomnaya地區（「EAO地區」），尚在開發。管理層認為

毋須再行支出減值費用，亦毋須支出減值撥備。

本集團擁有持有開發Bolshoi Seym礦床許可證的LLC Uralmining 49%股份。基於項目的商業可行程度及項

目發展進度並不明確，故決定撇銷 2010年發放的 1,028,000美元的貸款。 2011年，本集團於聯營公司額外

投資616,000美元以完成一個勘探項目。於2011年12月31日，此項額外投資並無出現減值跡象，原因是管

理層認為該勘探項目目前在商業會面而言似乎是可行的。

2010年，本集團獲悉其合營公司夥伴Aluminium Corporation of China Limited（「Chinalco」）決定退出部份非

核心企業，因此不願繼續進行佳泰鈦業項目。截至 2010年 12月 31日，本集團已向該合營公司投資約 20.8

百萬美元，另外亦注入海綿鈦加工技術 15.3百萬美元，預期會向該合營公司收回。結果，廠房建設延

遲，且無法確定該合營公司業務的最終結果及所投資款項可否收回。因此，董事認為最適當的對策是就

已投入金額 34.9百萬美元計提減值。該減值已分配至無形資產（ 0.7百萬美元）、物業、廠房及設備（ 14.6

百萬美元）以及於合營公司的權益（ 19.6百萬美元）。該項減值計及本集團分佔合營公司的3.5百萬美元（反

映本集團應佔合營公司65%現金（已扣除其負債））的可收回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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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本集團成功向合營公司夥伴收購佳泰鈦業項目餘下 35%權益，並計劃另覓合營公司夥伴進行該

項目。詳情請參閱附註 18。為進行減值測試，商譽已分配至一個現金產生單位，該現金產生單位包括分

部類別為「其他」中持有佳泰鈦業項目的附屬公司。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管理層釐定包含

商譽的現金產生單位並無減值。有關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已根據使用價值計算釐定。有關計算方

式以管理層核准的財務預算（涵蓋年期為 3年）作出的現金流量預測及折現率 10.8%為基礎，而超逾 3年期

的現金流量及按穩定增長率 2%推斷，有關增長率是基於相關業內增長預測計算。有關使用價值計算之

其他主要假設乃有關現金流入╱流出的估計（包括預算的收益及運營開支淨額），此項估計乃依據管理層

對市場發展之預測作出。管理層相信，任何該等假設的任何合理可能變動將不會導致上述現金產生單位

的賬面總值超過上述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總金額。

7. 其他收益及虧損以及其他開支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變動 — 1,711

外滙收益淨額 700 2,074

上市開支撥回（撥備）(a) 3,198 (9,355)

增購佳泰鈦業項目權益的額外收益（附註18）
— 重新計量先前所持股權的收益 428 —

— 重新分類先前於滙兌儲備累計的

佳泰鈦業項目外滙滙兌收益 882 —

終止確認金融負債 (b) 7,500 —

12,708 (5,570)

(a) 該金額指本公司建議於聯交所上市所產生與即將上市現有股份有關的部份成本。

(b) 該金額指終止確認第三方就購買一項技術專利應付的款項。由2011年12月30日起，本集團與第三方

訂立一份約務更替協議，據此解除彼此結欠對方的債務，本集團放棄其於該項技術的專利權，並須

支付尾數 448,000美元。經考慮該筆尾數付款後，應付款項 7,500,000美元已終止確認，並於損益入

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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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融資收入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應收關連人士貸款的利息收入 — 10,58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利息收入 706 275

其他貸款及應收款項的利息收入 10 69

716 10,929

9. 融資開支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關連人士貸款的利息開支 — 11,254

解除環保責任的貼現 291 549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銀行借款的利息開支 264 10

555 11,813

10. 稅項開支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英國即期稅項 (700) (3,062)

塞浦路斯即期稅項 13 (49)

俄羅斯即期稅項 (465) (481)

中國企業所得稅 (270) —

即期稅項開支 (1,422) (3,592)

遞延稅項開支 (262) (84)

(1,684) (3,676)

截至2011年及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英國企業稅分別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26.5%及28%計算。

該兩年，塞浦路斯企業稅均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0%計算。

該兩年，俄羅斯企業稅均按估計應課稅溢利的20%計算。

隨着於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收購中國附屬公司，本集團須繳付中國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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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國附屬公司的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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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或賺取應課稅溢利，故毋須計提香港利得稅。

11. 股息

2010年 6月 22日，Aricom董事建議及批准派付中期股息 644,437,000美元，其中 22,460,000美元以現金支

付，餘下金額於集團重組後被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前欠付Petropavlovsk PLC的款項抵銷。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就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

2011年內概無派付或建議派付任何股息，自報告期末以來，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12.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溢利（虧損）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用作計算每股普通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盈利╱虧損 （即本公司

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1,001 (82,358)

股份數目

2011年 2010年

千股 千股

用作計算每股普通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45,900 2,265,032

有潛在攤薄影響的普通股的影響：

根據長期獎勵計劃授出的股份 33,046 —

用作計算每股普通股攤薄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278,946 2,265,032

用作計算2010年每股基本虧損的普通股數目已就股份拆細、有關2010年8月向Cayiron Limited所發行本公

司股份其中視作花紅的股數以及本公司股份的資本化發行作出追溯調整。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所用分母與上文所述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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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由於行使未行使之Aricom認股權證及購股權以及根據本公司的長期獎勵計劃授出的股份會導致截

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每股虧損減少，故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假設並無轉換上述認股權證

及購股權以及股份。

13. 無形資產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初 31,533 28,690

增加 12,960 3,323

自廠房、物業及設備轉撥 — 237

減值（見附註6） — (717)

年終 44,493 31,533

Garinskoye以及Garinskoye及Kostengiskoye Flanks項目已分類為無形資產中的開採及評估資產。 2011年及

2010年的增加均主要與已資本化為無形資產的開採及評估開支有關。

2010年，減值指為取得加工海綿鈦的相關知識產權許可證而支付的金額（載於附註 6）。於 2011年及 2010

年12月31日，有關許可證的賬面值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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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物業、廠房及設備

礦場

開發成本 採礦資產 非採礦資產

在建

資本工程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成本

2010年1月1日 809,630 — 68,116 9,158 886,904

增加 110,201 — 3,364 8,279 121,844

出售 (6,068) — (308) — (6,376)

轉撥 (70,981) 83,960 (12,006) (973) —

轉撥至無形資產 (237) — — — (237)

轉撥至合營公司 (a) — — — (1,828) (1,828)

滙兌調整 — — (60) — (60)

2010年12月31日及2011年1月1日 842,545 83,960 59,106 14,636 1,000,247

增加 82,177 839 320 4,588 87,924

出售 (701) — (203) — (904)

轉撥 (5,464) 6,850 419 (1,805)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時取得（見附註18） — — 658 — 658

滙兌調整 — — (550) — (550)

2011年12月31日 918,557 91,649 59,750 17,419 1,087,375

累計折舊及減值

2010年1月1日 (451,623) — (30,540) — (482,163)

年內折舊開支 (1,456) (2,332) (1,979) — (5,767)

出售後註銷 1,459 — 51 — 1,510

轉撥 (2,130) (158) 2,288 — —

減值（見附註6） — — — (14,572) (14,572)

滙兌調整 — — 15 — 15

2010年12月31日及2011年1月1日 (453,750) (2,490) (30,165) (14,572) (500,977)

年內折舊開支 (2,792) (13,519) (2,206) — (18,517)

出售後註銷 280 — 66 — 346

滙兌調整 — — 158 — 158

2011年12月31日 (456,262) (16,009) (32,147) (14,572) (518,990)

賬面值

2011年12月31日 462,295 75,640 27,603 2,847 568,385

2010年12月31日 388,795 81,470 28,941 64 49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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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該款項與在建資本工程的成本有關，目前已注資作為對合營公司的一部份投資。

1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可收回的增值稅 28,588 12,399

向供應商墊款 13,401 8,871

根據工程合約應收客戶的款項 2,514 1,511

貿易應收款項 6,165 5,054

其他應收賬款 6,337 1,396

57,005 29,231

根據工程合約應收客戶的款項與仍未到期的長期合約有關，預計於一年內結賬及清還。

2011年及2010年 12月 31日的貿易應收款項包括根據工程合約出售鐵精礦及提供服務的相關款項，已向相

關客戶開具發票。

本集團本年度貿易應收款項總額的 81.3%（ 2010年 12月 31日： 72.7%）均來自最大客戶，因此面臨集中信

貸風險。本集團已制定政策，要求授出信貸前對準客戶進行適當信貸審查。本集團的政策為只與信譽良

好的交易對手進行交易，而管理層亦會注意本集團所面對的風險及其交易對手的信貸評級。相關金融資

產的最高信貸風險為資產的賬面值。

於接納新客戶前，本集團使用內部信貸評分制評估準客戶的信貸質素，並界定客戶的信貸上限。本集團

每年會檢討客戶的上限及評分。 97%（ 2010年： 80%）貿易應收款項並無逾期償付或減值，根據有關客戶

的償還記錄具有良好信貸質素。

釐定貿易應收款項的可收回程度時，本集團考慮自初次授出信貸當日至報告期結束期間貿易應收款項信

貸質素的任何轉變。尚未過期的結餘毋需作出減值。

本集團按發票日期劃分的貿易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少於一個月 5,976 4,039

一至三個月 177 462

超過三個月至六個月 3 10

超過六個月 9 543

總計 6,165 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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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給予個別第三方客戶 5至 45天的信貸期。董事認為，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

若。

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已逾期但並未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少於一個月 — —

一至三個月 5 4

超過三個月至六個月 3 3

超過六個月 3 543

總計 11 550

由於信貸質素並無重大改變，且根據過往經驗有關款項仍視為可收回，因此本集團並無就已逾期的貿易

應收款項計提減值虧損撥備。

以下為貿易應收款項的呆賬撥備變動分析：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初 3,130 3,718

呆賬撥備變動 (190) (42)

撇銷為不可收回金額 (707) —

滙兌調整 (65) (546)

年終 2,168 3,130

於 2011年及 2010年 12月 31日，呆賬撥備包括已減值的貿易應收款項分別為 2,168,000美元及 3,130,000美

元。此等款項主要為Olekma的貿易應收賬款悉數減值後的結餘。本集團並無持有該等結餘的任何抵押。

1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付賬款 10,512 12,360

客戶墊支 2,992 1,261

應付保險費 — 24,218

應計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8,112 19,246

21,616 57,085

對於個別第三方貿易應付賬款，本年度購買貨品及服務的平均信貸期為32天（ 2010年：2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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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貿易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下表為本集團按發票日期劃分的貿易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少於一個月 6,254 7,414

一至三個月 1,327 1,711

超過三個月至六個月 380 1,418

超過六個月 763 29

8,724 10,572

未收單據之貿易應付款項 1,788 1,788

總計 10,512 12,360

17. 銀行借款

2011年 2010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銀行貸款

Asian Pacific Bank 15,000 —

中國工商銀行（「工商銀行」） 6,343 —

總計 21,343 —

有抵押 6,343 —

無抵押 15,000 —

總計 21,343 —

應償還賬面值

於一年內 15,000 —

兩年後但不超過五年 6,343 —

總計 21,343 —

18.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

根據 2008年 8月 12日本公司與中國合作夥伴訂立並經中國商務部批准有關成立共同控制中國海綿鈦加工

合營公司項目的合營協議條款，黑龍江佳泰鈦業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由本集團與該合營公司夥伴分別

擁有65%及35%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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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註 6所討論，本公司於 2010年獲悉其合營公司夥伴決定退出部份非核心企業，因此不願繼續進行佳

泰鈦業項目。為單獨或另覓合營公司夥伴進行該項目，本集團於 2010年 8月 25日與該合營公司夥伴訂立

協議，據此，本集團會於根據中國法律進行的公開上市及招標過程中競標收購該合營公司夥伴所持佳泰

鈦業項目股權，惟須待達成若干條件方可作實。

2011年4月11日，本集團成功以11.5百萬美元向合營公司夥伴收購餘下35%股權，據此，黑龍江佳泰鈦業

有限公司成為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根據股權轉讓協議，合營公司夥伴於本集團完成收購後豁免並解除

佳泰鈦業項目向合營公司夥伴的附屬公司支付有關先前合營公司夥伴的附屬公司向佳泰鈦業項目所提供

的工程設計、管理承包及其他服務的款項3.5百萬美元的責任。

所轉讓代價

千美元

已付現金 11,535

關於合營公司夥伴豁免佳泰鈦業項目債務的調整 (3,512)

8,023

收購相關成本不高，並確認為開支，計入綜合收益表的行政開支。

收購日期所收購資產及所承擔負債的暫定公平值

千美元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350

其他應收款項 76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58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 (4,479)

5,605

於報告期末，收購的初步入賬僅為暫定。因於綜合財務報表刊發當日，必要的市場估值、其他可識別資

產及負債淨值以及先前所持股權的公平值的購買價分配尚未完成，故此有關佳泰鈦業項目所持物業、廠

房及設備僅根據董事對可能公平值的最佳估計暫時釐定。董事預計將於 2012年 4月前完成確定關於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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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所收購額外資產及所承擔額外負債以及相關資產及負債的市場估值，而本公司屆時將追溯調整該等

暫定數額。

所收購其他應收款項的暫定公平值與總合約金額相若。並無預期不可收回的合約現金流量。

收購產生的臨時商譽

千美元

已轉讓代價 8,023

加：先前所持股權 (65% )的暫定公平值 3,643

減：所收購可識別資產淨值的暫定公平值的已確認金額 (5,605)

6,061

由於合併成本包括控制溢價，因此於收購佳泰鈦業項目時產生商譽。此外，合併實際繳付的代價包括受

惠於預期佳泰鈦業項目的協同效益。由於該等利益並不符合可識別無形資產的確認準則，因此並無於商

譽外獨立確認。

收購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千美元

已付現金代價 11,535

減：所收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 (9,350)

2,185

收購佳泰鈦業項目餘下35%股權對本集團業績的影響

(1) 因重新計量先前所持股權 (65% )及重新分類先前於滙兌儲備確認的項目外滙滙兌收益（附註 7）而合

共確認暫定收益1,310,000美元。

(2) 因佳泰鈦業項目自收購日期以來尚未開始產生收益而應佔的收購後虧損 2,542,000美元計入年內溢

利。

(3) 倘若收購佳泰鈦業項目餘下35%股權於2011年1月1日執行，則本集團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收益將維持於約 122,208,000美元，而年內溢利應為904,000美元。備考資料僅供說明，未必表示假設

收購已於2011年1月1日完成而實際應達致的本集團收益及經營業績，亦不擬作為未來業績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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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

請注意，鐵江現貨首個礦場正式營運，並在鐵精礦方面在 2011年下半年全面達產。亦因為

這個原因，2011年的業績在很多重要方面與2010年業績不可直接比較。

收益

與 2010年相比，收益增加 96.4百萬美元至 2011年的 122.2百萬美元，主要是由於本公司首個

礦場Kuranakh之鐵精礦生產線於 2011年下半年全面投產所致。我們於 2011年出售約 770,000
噸鐵精礦，錄得收益110.4百萬美元。此外，2011年亦出售約52,000噸鈦鐵礦。

我們的小型附助礦場設計業務公司—Giproruda所得工程服務收益由 2010年的 13.2百萬美元

減少10%至11.8百萬美元，這是由於該公司提供顧問服務的收入減少。

運營開支

礦場營運開支及服務成本

於 2011年，本公司開始正式營運Kuranakh的加工廠及因支持於 2011年下半年全面增產鐵精

礦而產生更多採礦及加工開支，成本包括加工廠的僱員成本、燃料及消耗品成本增加、營

銷及出售鐵礦石的有關成本以及鐵路運費。因此，本公司於 2011年的礦場營運開支及服務

成本增加 66.6百萬美元至 104.8百萬美元。 2011年Kuranakh的礦場運營開支總額及服務成本

約90.1百萬美元（ 2010年：14.9百萬美元），其中鐵路運費及相關運輸成本約33.7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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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1年期間，本公司生產約 80萬噸鐵精礦，因而產生約 53百萬美元的生產現金成本。下

表詳列主要現金成本組成部份：

生產成本

每噸生產

成本

（百萬美元）（美元╱噸）

採礦 24.4 30.5
加工 22.0 27.5
運至廠房 6.0 7.4
礦場管理及其他 10.0 12.5
來自鈦鐵精礦副產品的貢獻*及其他 (9.4) (11.7)

合計 53.0 66.2

* 扣除鈦鐵運費和其他鐵路收費

年內，我們的發展中項目亦產生營運開支約 5.1百萬美元，主要與基建項目有關，而於 2010
年主要為Kuranakh、K&S及其他基建項目產生的發展中項目營運開支約12.4百萬美元。

中央行政開支

鐵江現貨的行政開支增加14%至26.6百萬美元（ 2010年：23.4百萬美元），主要由於本公司以

香港上市公司的地位全年營運及與僱員獎勵計劃之有關的成本所致。

減值費用

我們於2011年並無減值費用，而於2010年確認減值費用36.0百萬美元，其中34.9百萬美元與

佳泰鈦業合營公司有關。2010年錄得餘額1.1百萬美元為就Bolshoi Seym項目的減值。

2011年，我們自佳泰鈦業項目的合營公司合夥人收購餘下 35%權益，成功取得該公司的全

面控制權。我們正積極物色新的合營公司合夥人。

經營虧損淨額

基於上文所述，我們的經營虧損淨額於 2011年減少 62.3百萬美元至 9.6百萬美元，減幅為

87%，主要由於Kuranakh有正面貢獻所致。

– 28 –



其他收益及虧損以及其他開支

2011年，我們不再確認第三方就收購技術知識而應付約 7.5百萬美元。此外，亦錄得上市費

用撥備撥回3.2百萬美元。2010年5.6百萬美元的其他開支，主要為首次公開發售產生的一筆

過上市費用 9.3百萬美元，部份因外匯收益淨額 3.7百萬美元及金融工具公平值變動而抵

銷。

融資收入

融資收入由2010年的10.9百萬美元減少10.2百萬美元至2011年的0.7百萬美元，減幅為93%，
此乃由於鐵江現貨向Petropavlovsk集團貸款的款項收取的利息收入減少所致。所有相關貸款

已於2010下半年全數清償，因此2011年並無錄得來自相關人士的任何利息收入。

融資開支

與上文的融資收入相若，融資開支由 2010年的 11.8百萬美元減少 11.3百萬美元至 2011年的

0.6百萬美元，減幅為95%，此乃由於2010年下半年清償Petropavlovsk集團的款項所致，此後

並無因有關款項而產生任何利息開支。

稅項

2011年，我們的稅項開支減少2.0百萬美元至1.7百萬美元。2011年我們俄羅斯業務的稅項與

上年相若，減幅主要是由於英國業務的企業稅項開支減少。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基於上文所述，我們於 2011年錄得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1.0百萬美元（ 2010年：虧損

82.4百萬美元）。

流動資金、財務及資本資源

現金狀況及資本開支

於 2011年 12月31日，本集團現金及銀行結餘在計入 6.0百萬美元有限制現金存款後，賬面值

約為 39.2百萬美元（ 2010年12月 31日： 225.5百萬美元），較2010年 12月 31日下跌 186.3百萬美

元，大部份用於K&S項目的礦場開發及根據 EPC合同給予承包商定金。預期大部份發展

K&S項目的未來資本開支將由工商銀行提供的340百萬美元的貸款額度所支付。

– 29 –



以下為2011年的資本開支的組成部份：

百萬美元

Kuranakh（主要為資本開支）： 15.8
K&S開發：

承包商定金 62.8
其他資本開支 60.1

122.9
勘探項目及其他 19.9

總資本開支 158.6

借款及收費

於 2011年 12月 31日，本集團的借款合共 21.3百萬美元（ 2010年 12月 31日：無）。經計及現金

及銀行結餘39.2百萬美元後，本集團現時維持淨現金17.9百萬美元，其所有借款均以美元計

值。在全部借款中， 15百萬美元為無抵押銀行借款，須於一年內還款。餘數則主要為從

Petropavlovsk提供擔保的工商銀行 340百萬美元貸款額度中提取的長期借款。本集團的借款

成本維持市場水平，加權平均年利率約為8.70厘。

匯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進行若干主要以外幣（俄羅斯盧布）計值的交易，因此存在有關美元匯價波動的匯率

風險。董事會透過持有相關貨幣將匯率風險減至其認為合適的水平。本集團現時並無進行

任何外幣交易對沖。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 2011年 12月 31日，本集團僱員總人數約為 2,237名。 2011年的總員工成本（不包括股份付

款）約為 46.2百萬美元（ 2010年： 29.6百萬美元）。本集團的僱員薪酬由執行委員會按僱員的

表現、資歷及能力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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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新JORC調查結果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8.14條，鐵江現貨委任獨立地

質學家編撰新報告。該報告發現大量符合 JORC準則的新認可礦物，表示鐵江現貨主要生產

地盤的礦場壽命及產能可能增加。

其他資源詳情載於鐵江現貨年報。

公司管治

鐵江現貨的管理層以及董事會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的利益以及優化本集

團的表現。於年內，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條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本年度內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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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董事已確認於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均有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標準。

刊發末期業績及年報

本 業 績 公 告 刊 載 於 香 港 聯 合交易 所 有 限 公 司 網 站 ( www . h k e x n e w s . h k )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ircgroup.com.hk)。載有上市規則規定全部資料的本公司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止年度

年報約於本公告日期寄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執行主席

韓博傑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2012年2月2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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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韓博傑先生、馬嘉譽先生及胡家棟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馬世民先生（大英

帝國司令勳銜 (CBE)，法國國家榮譽軍團騎士勳章）。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丹尼先生、 Jonathan Martin Smith先
生及李壯飛先生。

有關進一步資料，請瀏覽www.ircgroup.com.hk或聯絡：

Nicholas Bias
鐵江現貨有限公司公共事務總監

電話：+852 2772 0007
流動電話：+852 9088 1029
電郵：nb@ircgroup.com.hk

鐵江現貨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9號6H室

電話：+852 2772 0007
電郵： ir@ ircgroup.com.hk
網址：www.ircgroup.com.hk

媒體：銳思博德集團

唐立賢

電話：+852 3111 9928
電郵： tturner@ racepointgroup.com

楊淑美

電話：+852 3111 9964
電郵：myeung@racepoint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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