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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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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該等業

績已經由本集團核數師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由於本公司之財政年度

結算日已由十二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六月三十日，故須編製本中期業績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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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內披露。

業績摘要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對亞太資源而言是充滿挑戰的期間，此乃因為市場對歐洲主權債

務的關注和對中國增長的憂慮而令金融市場出現大量沽售的情況所致。主要策略性投資和資源投資均受到

變現價值下跌所影響，另一方面，股市大跌，特別是資源類股份，影響到資源投資分部的表現。商品業務

雖然面對二零一一年十月份時鐵礦石價格大幅下滑影響，但仍能錄得微利。

期間同期比較

（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比較）

. 應佔主要策略性投資溢利為211,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62,500,000港元）

. 商品業務錄得收益680,5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70,500,000港元）及溢利3,3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46,200,000港元）

. 擁有人應佔純利為 12,3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961,100,000港元），每股盈利為 0.18港仙（二零一零

年：13.8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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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董事會議決不宣派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無）。然而，董事會

議決將於年度結算時重新評估派付股息的可能性。考慮時將計及整體市況、可持續性、財務表現，以及來

自本公司主要策略性投資的股息。

股份購回計劃

董事會宣佈有意展開一項股份購回計劃，以購回最多達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之股份。

其他摘要

. 亞太資源的其中一項主要策略性投資項目Mount Gibson首次宣佈派發免稅中期股息每股 0.02澳元，將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派付（二零一一年九月已派付首次免稅末期股息每股0.04澳元）

. 亞太資源透過接納中廣核集團的現金收購建議及於市場出售其於倫敦證券交易所之另類投資市場上市

的Kalahari的全部權益。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六日，收取所得款項88,300,000英鎊（ 1,073,000,000港元）

. 亞太資源於二零一二年二月收購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的黃金開採公司ABM Resources的19.99%權益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在經濟環境日見艱難下，亞太資源錄得輕微除稅後純利 12,298,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961,065,000港元），而全部三個經營分部均錄得業績大幅放緩。

主要策略性投資

亞太資源的兩個主要策略性投資仍為於Mount Gibson Iron Limited（「Mount Gibson」）的約

26%權益及於Metals X Limited（「Metals X」）的約30%權益，該兩家公司的核心資產均位於澳

洲，並同時在澳洲上市。於接近半年末時在市場上增持Mount Gibson，以及Metals X於年內

持續購回股份後，以致該兩項投資之持有量均有輕微增加。期內應佔該等主要策略性投資

之溢利為211,00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62,516,000港元），按期間下跌42%，主要是由於上

個期間貨幣帶來之重大影響所致。

Mount Gibson

Mount Gibson在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是一家在西澳洲具領導地位的純赤鐵礦石生產商。

該公司有三個有生產營運的礦場，年產量為 1,000萬噸直運礦石。 62.5%鐵的 JORC儲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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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萬噸，61.6%鐵資源基礎介乎1.03億噸。除優化現有資產基礎外，該公司的策略為透過

優質的收購項目達到增長，目標為鐵礦項目，以及焦煤及銅，此等資源較現有資產組合的

年期較長、成本較低及生產潛力較高。

從營運方面而言，Mount Gibson錄得 355萬噸生產量及 284萬噸銷售量，令上半年錄得強勁

純利1億 2,100萬澳元、首次派付每股 0.02澳元的中期股息，以及穩健的現金水平4億 2,100萬
澳元，較二零一一年六月時現金水平 3億 8,700萬澳元有所上升。該公司於本期間內亦達到

多項重大的里程，包括完成Koolan Island的防波堤和重新展開開採Main Pit、首度從

Extension Hill的新礦場付運，以及持續對Geraldton港口的基建進行提升工程以令每年可從

Midwest營運裝運高達 600萬噸鐵礦石。鐵礦石價格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價格大跌後，每乾公

噸現已穩定維持於介乎 130美元至 150美元的範圍。展望未來，持續的聯合促銷將對二零一

二年上半年期間的銷售造成限制，與此同時，該公司繼續等候已向澳洲國會提呈的礦產資

源租賃稅（MRRT）的細節出台。

繼董事總經理Luke Tonkin先生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時離開該公司，加上之後又有多名董事

離任，該公司正執行一項重大的改革。已委任新任主席Geoffrey Hill先生以及三名新任獨立

董事Russell Barwick先生、Paul Dougas先生和Simon Bird先生，彼等均擁有豐富的行業以及

國際財務經驗。於董事會正積極物色人選肩負行政總裁的職務期間，新任的營運總監 Jim
Beyer先生目前署任行政總裁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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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項目生產鎳。該公司亦積極擴大其

他商品組合策略性投資，包括銅、黃金、鎳、鋅及鋁氧石。現有之投資為持有 Independence
Group的2.8%權益、Westgold的25.0%權益、Mongolian Resource Corporation的17.0%及Aziana
的25.0%權益。

由於延遲進入Renison礦山的高品位採礦場，Renison礦山於本半年期間生產 2,437噸錫精礦

（按含量 100%基準計算），生產量遜於預期。雖然產量低再加上錫的價格下跌（本年度較早

期間達到每公噸 33,600美元的高峰後，錫的價格於本半年期間平均為 22,800美元），然而，
該礦山於兩個季度仍錄得正數的EBITDA。鑑於提升於採礦車隊的投資、新增採礦區及採礦

量上升令靈活性增加，以及於二零一一年四月時從第 4區的高品位儲量開採的首批較高品

位的礦石，預期本年度營運將錄得重大改進。此外，錫價亦已顯著反彈，現時約為每公噸

25,000美元，雖然此等升幅部分被澳元升值所抵銷。

– 3 –



Metals X繼續將Wingellina開發成一個隨時可供發展的礦場，包括井區水源研究，以及就資

金和開發事宜與若干跨國公司展開深層的討論。之前公佈有關將 Jinchuan於Metals X的 13%
股權交換為Wingellina的 20%直接權益的交易因預期未能短期內取得中國的監管批准而告

吹。

該公司根據現行的購回行動購回約 4,400萬股。該公司仍然擁有充足現金達 7,500萬澳元（包

括營運資金）、投資約為5,300萬澳元，以及並無公司債項。

資源投資

資源投資組合主要為Kalahari Minerals plc（「Kalahari」）的權益，其餘投資包括於多家新興的

天然資源公司中的權益。該等公司大部分在澳洲、加拿大、香港、英國及美國的主要證券

交易所上市，但亦有少量投資為非上市。

期內，本分部錄得虧損148,08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溢利：459,685,000港元），與一年前的優

秀業績比較，此一轉向並不令人滿意。導致此等疲弱表現的主要原因，是全球股票被大幅

拋售，加上對歐洲主權債務和中國增長可能放緩的深度憂慮。於本半年期間，標準普爾500
指數表現較佳，只跌5%，反觀Euro Stoxx 50指數跌19%，恆生指數跌18%。作為一個高度

週期性的行業，資源股表現更為遜色，滙豐全球礦業指數（HSBC Global Mining Index）下跌

25%。隨著投資者推低股價以求套現，亞太資源持有若干倉盤的多家新晉採礦及開發企業

的股價也受到嚴重衝擊。

雖然感到失望，我們對於我們的投資的質素仍然信心十足，於二零一二年迄今為止很多投

資的股價已見可觀的反彈。

Kalahari

Kalahari的主要投資為其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的Extract Resources的 42.7%權益，後者擁有

位於納米比亞的世界級Husab Uranium項目的 100%權益。擁有超過 5億磅 JORC儲量，Husab
的目標為年產量達到 1,500萬磅，這將使之成為世界三大鈾礦之一。該項目受惠於直接的露

天採礦及經過驗證的生產流程，並透過礦場優化及資源擴展計劃以進一步擴展礦場面積範

圍開採更多高品位的礦產資產。

期內，Extract Resources持續在推進Husab投入生產上取得重大進展。重大的公告包括獲得礦

產和能源部授出採礦許可證，以及增加 JORC儲量至 3億 2,000萬磅並提升其品位和剝採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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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兩次磋商告吹後，於本半年期間中國廣東核電集團有限公司（「中廣核

集團」）就可能對Kalahari提出收購要約再次展開討論。據此，中廣核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提出以現金每股 2.4355英鎊的收購要約建議，即Kalahari之估值為 6億 3,200萬英鎊。該收

購要約其後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三日中廣核集團宣佈接納收購已達到 89.5%時宣佈成為無條

件。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發生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核災難後，投資者持續對鈾行業的情緒十分低

落。舉例說，全球最大鈾生產商Cameco Corp股價跌28%，而鈾價則偏軟，現貨價介乎每磅

50美元至55美元，期貨價則由每磅68美元跌至62美元。中廣核集團收購Kalahari的要約體現

亞太資源專注於在不同的牛市和熊市情況下擁有強大經濟和可觀策略性價值的世界級資產

的政策。亞太資源就其權益於本期間結算後接納了中廣核集團提出的要約，目前已收中廣

核集團的款項約為 990,000,000港元，加上在市場上出售所得款項 83,000,000港元，已就投資

整體變現可觀的利潤達268,000,000港元。

商品業務

商品業務基於兩項與Mount Gibson之間訂立從其Koolan Island及Tallering Peak礦場收購鐵礦

石的長期商品採購協議。此等裝運乃售予中國的中小型鍊鋼廠和貿易商。我們不斷評估其

他與鐵礦石以及其他商品有關的採購機會。

於本半年期間，本分部錄得溢利 3,31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46,154,000港元）。相比上個半

年度期間錄得亮麗的業績，本期錄得溢利下跌實在令人失望。導致此等下跌的主要原因是

二零一一年十月份時鐵礦石價格下跌，Platts 62%指數於一個月內由每乾噸171美元跌至118
美元，導致中國的鍊鋼廠延遲現貨鐵礦石的採購。因此，我們未能於二零一一年十月透過

集結裝運銷貨，並迫於將貨物入倉，直至於二零一二年一月才物色到買家願意以每乾噸約

140美元的合適價格購買，因而蠶食了本期間的累計溢利。此項業務的政策為不投機於鐵礦

石的價格走勢，並於購入後即時出售貨物，然而，在當時情況下根本完全無法如此行事。

此乃特殊情況，管理層已採取行動減低未來產生類似虧損的可能性，而亞太資源亦正制訂

措施，以讓我們可以於無法執行實際銷售時在期貨市場鎖定貨物的價格。

於本半年期間，於Mount Gibson未能就修訂與CITIC及Marubeni訂立的商品銷售協議達成協

議後，亞太資源增加於Koolan Island的商品銷售中的份額。然而，我們未能就買賣Extension
Hill赤鐵礦的20%礦產的商業條款與Mount Gibson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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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為 3,970,96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 3,889,336,000港元），而流動資產淨值為 1,288,23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1,509,264,000港元），流動比率為2.9倍（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3.1倍），乃按本集團的

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借貸為 646,01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689,530,000港元），而以其於上市聯營公司的投資、可供出售投資、定期存款及本公司之公

司擔保作抵押的未動用銀行及貸款融資總額為 351,416,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為0.12（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0.13）。該比率乃按借貸總額

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計算。

外匯風險

於回顧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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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將若干於上市聯營公司投資及可供出售投資共

2,248,05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2,744,28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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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783,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 339,15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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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包括其附屬公司，但不包括聯營公司）共有 21名僱

員（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1名）。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之

總薪酬及退休金供款金額為14,687,000港元（二零一零年：26,36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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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與聯營公司以及未來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計

劃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持有任

何重大投資，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計劃進行任何其他重大投資或收購重大資本資

產。

資本承諾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已訂約但未撥備之重大資本承諾（於二零

一零年：無）。

或然負債

截至本公告日期及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董事會議決不宣派中期股息（二零一零年：
無）。然而，董事會議決將於年度結算時重新評估派付股息的可能性。考慮時將計及整體市

況、可持續性、財務表現，以及來自本公司主要策略性投資的股息。

股份購回計劃

董事會宣佈有意展開一項股份購回計劃，以購回最多達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
之股份。該項購回計劃，將根據股東於本公司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

會授予董事的一般授權進行。執行購回計劃將須視乎市況，並將只會在董事會認為符合本

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的情況下方會進行。

前景展望

二零一二年股票及商品市場有一個好的開始，乃受多項因素推動：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大規

模的沽售後估值已相對吸引、歐洲央行的長期再融資放款和美國很可能緊隨其後推出第三

輪量化寬鬆措施令流動性大增，以及中國的通脹預期降溫，將可能導致本年較後時間推出

放寬政策。

希臘的債務違約危機目前暫且得以避免，但其他歐洲主權未來數月將需要尋求再融資，多

個歐洲國家本年可能進入衰退。美國的經濟數據調頭回升，令人喜出望外，同時主要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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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指標顯示亞洲的增長於第一季尋底。這將導致短期的商品需求有所改善，特別是中國在

農曆新年過後進入正常的補貨期。其中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數據是中國的鋼產量，於撰文

之時仍然處於低沉水平。

在資源投資方面，我們已調配部份出售Kalahari所得款項，但我們將耐心地尋找估值吸引的

合適投資項目。我們預期商品業務經歷去年十月份遇到的挑戰後本半年度將有較佳的成

績，並不斷尋找新的採購機會，但這是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行業巨擘如嘉能可等紛紛以

進取的投標價爭奪合約及建立市場佔有率。至於我們的主要策略性投資方面，我們展望持

續管理和廣泛地改革Mount Gibson，雖然由於Geraldton的聯合促銷及北部的風季關係，
Mount Gibson的銷售直至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前將仍然受限制。我們預期，鑑於錫價強勁反

彈及可獲取Renison較高品位的礦石，Metals X的財務業績將見改善。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31.12.2011 31.12.2010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之收益 2 680,524 470,480
銷售成本 (674,835) (419,782)

5,689 50,698
其他收益及虧損 3 (153,896) 617,386
其他收入 5,642 3,275
行政費用
— 一般行政費用 (22,793) (18,981)
— 以股權支付之購股權開支 (14,747) (39,979)

融資成本 4 (16,188) (1,515)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11,007 362,516

除稅前溢利 5 14,714 973,400
所得稅支出 6 (2,416) (12,33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 12,298 961,065

每股盈利（港仙） 8
—基本及攤薄 0.18 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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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31.12.2011 31.12.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期間溢利

12,298 961,065

其他全面（支出）收益（扣除稅項）
換算聯營公司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165,790) 396,032
換算其他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6,916 8,255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0,912) 71,235
可供出售投資減值虧損 10,912 —

於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分投資後之累計收益之

重新分類調整 (311) (5,017)
分佔聯營公司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2,581) 64,873

(161,766) 535,37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149,468) 1,496,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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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1.12.2011 30.6.2011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888 1,37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 3,887,715 3,835,439
可供出售投資 81,364 52,527

3,970,967 3,889,336

流動資產
存貨 10 64,686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貸款應收賬款 11 75,783 54,641
持作買賣投資 12 1,297,103 1,440,946
已抵押銀行存款 345,783 339,158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8,770 384,090

1,952,125 2,218,835

資產總值 5,923,092 6,108,171

股權及負債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 684,905 686,329
儲備 3,372,613 3,554,350
累計溢利 1,201,679 1,157,921

5,259,197 5,398,60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13,343 6,773
借款 646,016 689,530
應付稅項 4,536 13,268

663,895 709,571

股權及負債總額 5,923,092 6,108,171

流動資產淨值 1,288,230 1,509,26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5,259,197 5,39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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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並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

於剛過去之財政期間，本公司之財政年度結算日由十二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六月三十日，因此，回顧財政

期間涵蓋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簡明綜合收益表、簡明綜合全面

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及相關附註之相應中期期間所呈列之相應比較金額

涵蓋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起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除若干財務工具按公平值計算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本集團由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起計之財政

年度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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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轉移財務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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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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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將不會對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

產生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以下新訂或經修訂準

則及詮釋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獲批准發行日期後發出但仍未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披露 —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生效日期

及過渡披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本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地表礦區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1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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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本：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以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披

露—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之修訂本澄清與抵銷規定有關之現有應用事宜。特別是，該等修訂釐清「現時有抵

銷之可依法執行權利」及「同時變現及結算」之涵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之修訂本規定實體須披露有關可強制執行淨額結算總協議及相若安排下之財務

工具之抵銷權利及相關安排（例如擔保品登入規定）之資料。

該等經修訂之抵銷披露適用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及該等年度期間內之中期期

間。有關之披露亦須追溯提供所有可比期間的資料。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於直至二零一四年一月

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方才生效，並須予以追溯應用。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本公司董事認為，此等修訂之應用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資料之呈列及披露有任

何重大影響。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地表礦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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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礦區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適用於礦場的生產階段的

地表採礦活動產生的移除廢物成本（「生產剝採成本」）。根據此一詮釋，為改善通達礦石而產生的移除廢

物活動（「剝採」）的成本於符合若干條件時確認為非流動資產（「剝採活動資產」），而正常的持續營運性剝

採活動的成本則按香港會計準則第 2號：存貨列賬。剝採活動資產列為現有資產之增添或提升，並根據

其組成一部分之現有資產組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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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並附

帶過渡性條文。本公司董事預期，該詮釋將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開始的年度期間在本集團的聯營公司

的綜合財務報表內採用。然而，本公司董事認為，直至完成詳盡的審閱前合理估計採用該等準則及條文

的影響乃屬不可行。

除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十八個月的綜合財務報表以及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此

等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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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之呈列乃按照代表本公司執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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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為分配資源至各分部及評估各分部之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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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業務（商品貿易）；及

(ii) 資源投資（上市及非上市證券買賣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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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撥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

益之減值虧損、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分權益之虧損、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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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集團可報告分部之資料呈列如下。

分部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按回顧期內可報告分部劃分之本集團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商品業務 資源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680,524 — 680,524

資源投資之銷售款項總額 — 144,947 144,947

分部溢利（虧損） 3,310 (148,080) (144,770)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211,007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分權益之虧損 (3,941)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分權益之收益 812
未分配企業收入 50
未分配企業開支 (32,256)
融資成本 (16,188)

除稅前溢利 1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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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商品業務 資源投資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70,480 — 470,480

資源投資之銷售款項總額 — 82,942 82,942

分部溢利 46,154 459,685 505,839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62,516
回撥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虧損 109,592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分權益之虧損 (1,434)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分權益之收益 50,183
未分配企業收入 1,894
未分配企業開支 (53,675)
融資成本 (1,515)

除稅前溢利 973,400

以上報告之收益指外部客戶產生之收益。本期及上個期間均無任何分部間銷售。

分部資產

本集團資產按可報告分部之分析載列如下：

31.12.2011 30.6.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商品業務 508,111 656,271
資源投資 1,470,390 1,553,930

分部資產總值 1,978,501 2,210,20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887,715 3,835,439
未分配 56,876 62,531

綜合資產 5,923,092 6,108,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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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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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31.12.2011 31.12.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31,865) 449,181
視作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分權益之虧損 (3,941) (1,434)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部分權益之收益 812 50,183
可供出售投資之減值虧損 (10,912) —

回撥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虧損 — 109,592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7,990) 9,864

(153,896) 617,386

4. 融資成本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31.12.2011 31.12.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借款之利息：
銀行借款 2,009 1,307
股票投資貸款 14,179 208

16,188 1,515

5. 除稅前溢利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31.12.2011 31.12.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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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1 6,951
—以股權支付之購股權開支（計入行政費用） 14,747 39,979
—員工宿舍 390 64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08 352

僱員成本總額 24,436 47,92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332 291
存貨撇減 21,9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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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支出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31.12.2011 31.12.2010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1,040 11,69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 1,376 642

2,416 12,335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本期間及上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16.5%計算。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照本期及上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25%計算。

7. 股息

於報告期內並無派發、宣派或建議任何股息。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12,298,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期間： 961,065,000港元）及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

均數6,858,486,023股（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6,920,681,214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之尚未行使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兩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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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



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1.12.2011 30.6.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成本

於澳洲上市 2,187,816 2,08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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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7,183 1,729,873

3,887,715 3,835,439

上市投資之公平值 3,269,554 5,102,095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上市聯營公司之權益賬面值超過其公平值。本集團的管理層將

其於上市聯營公司之權益視作每一聯營公司之單一資產，透過將其可收回金額（使用價值與公平值減出

售成本中之較高者）與其各自之賬面值作比較，對全部該等權益之賬面值進行減值檢討。在釐定該等投

資之使用價值時，本集團估計預期將從該等投資之營運以及最終出售所產生之估計未來現金流之現值，
並使用了 11%至 13%的折現率折現現金流預測至現值淨值。根據該等評估，本集團於上市聯營公司之權

益之可收回金額超過其全部賬面值。因此，毋需要為本集團於上市聯營公司之權益作出減值。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額外收購合共10,982,990股Mount Gibson Iron Limited股
份，總代價約為106,273,000港元，使於Mount Gibson Iron Limited之股權增加1.00%，此外亦額外收購合共

500,000股Metals X Limited股份，總代價約為833,000港元，使於Metals X Limited之股權增加0.04%。於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Mount Gibson Iron Limited及Metals X Limited之股權分別為26.46%及

29.99%。

10. 存貨

31.12.2011 30.6.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商品–鐵礦石

64,6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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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及貸款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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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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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2011 30.6.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14,787 1,828

於報告期末，上文所披露之應收貿易賬款尚未逾期或減值。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一項以股東貸款形式向一間非上市公

司（「借款人」）授出一項應收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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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內（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十二個月）償還，且按市場利

率計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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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2011 30.6.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上市證券：
—於英國上市之股本證券 999,138 1,082,368
—於美國上市之股本證券 3,260 4,967
—於澳洲上市之股本證券 226,616 260,167
—於加拿大上市之股本證券 68,089 93,444

1,297,103 1,440,946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以下是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

31.12.2011 30.6.2011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10,786 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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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 20,000,00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6,922,127,990 692,213
註銷購回股份 (11,560,000) (1,156)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910,567,990 691,057
註銷購回股份 (47,280,000) (4,728)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6,863,287,990 686,329
註銷購回股份 (14,240,000) (1,424)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849,047,990 684,905

購買、出售及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購回合共 11,240,000股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1港元之股份，價格介乎每股 0.295港
元至0.33港元。

購回股份的詳情如下：

月份

購回

股份數目

每股

最高價格

每股

最低價格

已付總代價

（未計開支）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11,240,000 0.33 0.295 3,465,684

總計 11,240,000 3,465,684

購回股份隨後註銷，因此，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按相關面值減少。購回應付之溢價於本公

司之股份溢價賬中扣除。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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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慣例，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申

報事宜，包括對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進行一

般審閱。於進行有關審閱時，審核委員會依賴本集團外聘核數師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的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的審閱，並已向管

理層索取報告。審核委員會並無進行獨立核數檢查。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並

無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第A.4.1條守則條文按特定任期委任非執行董事之偏離情況除外。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作為本公司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在向所有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

認所有本公司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載列之

所需標準。

承董事會命

亞太資源有限公司

主席

莊舜而

香港，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莊舜而女士（主席）、Andrew Ferguson先生（行政總裁）、岳家霖先生及江木賢先生

非執行董事

李成輝先生、蘇國豪先生、劉永順先生及Peter Anthony Curry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永權博士、鄭鑄輝先生及Robert Moyse Willcocks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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