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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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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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88）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概要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收入減至約�,���,000,000港元。本公
司擁有人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佔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溢利約為
�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一年同期六個月則約為�0�,���,000港元。

業績

樓東俊安資源（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
同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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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 1,214,649  �,���,���

銷售成本  (913,636 ) (���,��� )    

毛利  301,013  ���,���

其他收入 � 8,522  �,��0
銷售及分銷成本  (48,400 ) (��,00� )
行政費用  (57,151 ) (��,��� )
其他經營費用  (12,031 ) (�,��� )    

經營溢利  191,953  ���,���

融資成本  (39,977 ) (��,��� )    

除稅前溢利 � 151,976  ���,00�

所得稅費用 � (43,510 ) (��,��� )    

期間溢利  108,466  ���,���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30,950 ) �0,���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77,5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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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02,052  �0�,���
 非控股權益  6,414  ��,���    

  108,466  ���,���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72,561  ���,���
 非控股權益  4,955  ��,���    

  77,516  ��0,���    

每股盈利 �

基本
 －期間溢利  4.381港仙  �.���港仙    

攤薄
 －期間溢利  4.381港仙  �.���港仙    



- �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73,463  �,���,�00
投資物業  8,751  �,���
預付土地款  36,888  ��,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4,167  ��,���
可供出售投資  11,394  ��,�00
商譽  330,083  ��0,0��
其他長期資產  458,930  ���,�0�
遞延稅項資產  7,376  �,���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71,363  ���,���    

非流動資產總值  3,422,415  �,�0�,���    

流動資產
存貨  291,709  ���,���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 644,028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759,010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資  1,221  �,���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31,358  ��,��0
應收股東款項  263  �0,���
已抵押存款  1,268,042  �,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9,460  ��,���    

流動資產總值  3,025,091  �,���,���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0 836,862  ���,���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支出  173,195  ���,���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069,671  ��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5,869  ���,�00
應付股東款項  16,568  ��,���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2,050  –
應付稅項  182,712  ���,���    

流動負債總值  2,296,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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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負債總值  2,296,927  �,���,���    

流動資產淨值  728,164  �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150,579  �,0��,��0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貸款  17,813  ��,���
關連公司貸款  218,223  ���,���
承兌票據  46,160  ��,���
遞延稅項負債  53,344  ��,���    

非流動負債總值  335,540  ���,���    

資產淨值  3,815,039  �,���,���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23,292  ��,���
匯兌調整  160,027  ���,���
儲備  3,464,941  �,���,��0    

  3,648,260  �,���,���

非控股權益  166,779  ���,���    

權益總額  3,815,0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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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
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第��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投資物業及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股權投
資按重估金額或公平值計量，視乎情況適用而定。

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所使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全年財務報表所依循者貫徹一致，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或
經修訂準則及詮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本 嚴重通貨膨脹及為採納者刪除固定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之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之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應用上述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所呈報之金額 
及╱或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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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下列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
刊發日期後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入項目之呈列方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及過渡披露的強制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修訂本）  生效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共同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僱員福利�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獨立財務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生產階段的剝採成本�

 －詮釋第�0號
年度改進項目 �00�-�0��年的年度改進�

�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該等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其中若干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
訂及詮釋可能與本集團之業務有關，並可能引致會計政策的變動、披露的變動以及於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內若干項目的重新計算。

3. 經營分類資料

本集團僅於單一業務分類（即在中國進行煤炭加工、生產工業用焦炭及煤化工產品以及供應
電力）營運。因此，根據業務分類並無可呈報分類之其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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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按客戶所在地區劃分之持續
經營業務外部客戶收入載列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中國內地  1,206,758  �,���,���
海外  7,891  –    

  1,214,649  �,���,���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經營業務。超過�0%之本集團非流動資產位於中國。因此，並無披露非
流動資產之其他地區資料。

業務之收入約���,���,000港元（二零一一年：���,���,000港元）來自向一名單獨客戶之出
售。

4. 收入及其他收入

收入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期內售出貨品之發票淨額（扣減貿易折扣）、提供服務之價值及
銷售有價證券之收益。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之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銷售貨品  1,214,649  �,���,���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入
匯兌收益  1,469  �,���
租賃物業、廠房及設備之租金收入  –  �0
補貼收入  7,028  �,���
其他  25  ��    

  8,5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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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於本期間之除稅前溢利經扣除下列各項釐定：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售存貨之成本  850,291  ���,���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23,905  ��,���
折舊  60,439  ��,�0�
預付土地款之攤銷  984  ���
可換股票據利息費用  –  �,��0
承兌票據利息費用  1,715  �,�0�
銀行手續費  10,456  �,���    

6. 所得稅費用

其他地方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根據有關現行法例、註釋及慣例，按適用於附屬公司經營業務
所在地方之稅率計算。山西樓東俊安煤氣化有限公司須按法定稅率��%繳稅。

由於期間內本集團之香港業務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財務資料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期內所得稅費用之主要組成部份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於中國的稅項支出  43,510  ��,���    

7.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二年中期－無（二零一一年：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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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以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溢利計算，並已作出調整以反映可換股票據之
利息（如適用）。計算時使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為期內已發行之普通股數目（與計算每股基
本盈利時所使用者相同），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乃假設所有攤薄潛在普通股視作行使或兌換
為普通股而已按零代價發行。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以下資料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  102,052  �0�,���    

 股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股  千股

股份
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用作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  2,329,222  �,���,0�0

關於下列項目之攤薄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未行使購股權  –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329,222  �,���,���    

所有可換股票據已於過往年度悉數轉換為普通股，因此在計算期間每股基本盈利之任何攤
薄影響時並未考慮在內。於二零一一年，可換股票據對每股基本盈利造成反攤薄影響，並
於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中忽略不計。另一方面，於本期間，本公司股份之市價低於購股權
之行使價，從而對每股基本盈利造成反攤薄影響，因此，其於每股攤薄盈利之計算中忽略
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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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631,908  ���,���
應收票據  43,069  ��,���
減值  (30,949 ) (��,��� )    

  644,028  ���,���    

除新客戶一般須預付款項外，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方式。信貸期一般為一
個月，主要客戶則最長延至三個月。各客戶均設有信貸上限。本集團致力對未償還之應收
賬款進行嚴格控制，並設有信貸管理部門以減低信貸風險。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審
閱。鑑於以上所述及本集團之應收貿易賬款與大量分散之客戶有關及主要集中於鋼鐵製造
行業，故本集團並無重大信貸集中之風險。應收貿易賬款乃不計息。

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281,731  ���,���
��至�0日  44,557  ��,���
��至�0日  3,033  ��0
��至��0日  237,633  �,���
���至���日  34,540  ��,���
超過一年  30,414  �,���    

  631,9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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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80,116  ���,���
應付票據  756,746  ���,���    

  836,862  ���,���    

應付貿易賬款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29,166  ��,�0�
��至�0日  8,003  �0,���
��至�0日  3,058  �,0��
��至��0日  2,858  �,���
���至���日  30,088  �,���
超過一年  6,943  ��,���    

  80,116  ���,���    

應付貿易賬款並不計息，一般於�0日內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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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總收入由二零一一年同期約
�,���,000,000港元減少至約�,���,000,000港元，按年減少�.�%。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由二零一一年同期約�0�,000,000港元下跌��%至約�0�,000,000港元。溢利下跌主要是由
於全球經濟低迷及中國鋼鐵行業放緩導致銷量下降及焦炭價格持續下跌所致。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盈利由二零一一年同期之�.���港仙減少
至�.���港仙。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每股資產淨值錄得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
�.��港元減少��%至�.��港元。

業務回顧

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充滿挑戰。歐洲之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下滑。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中
國冶金焦炭產量為�.��億噸，較二零一一年同期增長�.�%。但售價跌幅超過�0%。

山西樓東俊安煤氣化有限公司（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鋼鐵生產之主要材料冶金
焦炭之生產及銷售。然而，經濟下滑引致鋼鐵需求減少，進而導致冶金焦炭之需求亦減
少。因此，庫存累積，冶金焦炭價格受擠壓，本集團的業務亦不可避免地受到損害。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由二零一一年六月錄得之約���,000,000港元下跌至截至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約�0�,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由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錄得之約
�,���,000,000港元增加約�.�%至約�,���,000,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之應收賬款週轉期為��日，而二零一一年六月則為��日。隨著
經濟不斷惡化，為維持良好之客戶關係，本公司放寬信用良好之客戶之信貸期，以便其
應對彼等之財務壓力。一般而言，本集團管理層對客戶採取審慎之信貸政策，密切監察
其還款情況及持續檢討其信貸期。倘還款出現任何不正常情況，授予應收賬款之信貸期
將會相應地調整。倘應收賬款結餘成為呆賬，本集團將作出適當之呆賬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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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三月，董事會建議按每持有�0股現有股份可獲發�股紅股之基準向股東發行
紅股（「紅股配發」）以回饋彼等一直以來之支持。股東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股
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紅股配發，合共���,�0�,��0股紅股已獲
發行。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本公司完成配售�0,000,000股本公司新股份並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
��,��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

展望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公佈煤炭行業發展的「十二五規劃」（「該
規劃」）。根據該規劃，二零一五年中國煤炭產量將達�,�00,000,000公噸，中國將主要增
加發電用煤產量。該規劃亦要求對優質焦煤的生產作出合理安排。較過往之規劃草案
而言，二零一五年煤炭產量預期將增加�00,000,000公噸。於二零一一年，中國煤炭產
量為�,��0,000,000公噸，未來四年之複合年增長率預期為�.�%。於「十二五」結束時，中
國煤炭供應量預期將達�,�00,000,000公噸，其中�,0�0,000,000公噸來自國內煤炭供應，
��0,000,000公噸為淨進口。

「十二五」是煤炭行業加速轉變發展模式的重要時期。該規劃強調持續調整經濟結構，在
提高能源效率之同時減少環境污染及對公眾之影響，以實現未來五年煤炭行業之全面協
調可持續發展。

本公司對未來發展一直持審慎樂觀態度。本公司堅持併購上游煤炭及焦炭業務，以及下
游化工、清潔能源及物流項目，以進一步改善生產鏈及把握該規劃之機遇。收購山西臨
縣泰業煤礦有限責任公司仍在進行中，建議收購山西呂梁離石區擔炭溝煤業有限公司則
仍在磋商中。

另一方面，儘管業務形勢充滿挑戰，却為本公司提供一個拓展市場份額之機會。經濟
不景氣時，市場上之弱者將被淘汰。因此，透過富有經驗之管理層及作為中國煤炭及
焦炭生產大省山西省之頂級焦炭企業之一，本公司定能將此次挑戰化為機遇以保持 
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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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債務到期情況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總額為�,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000港元），增加�0�,���,000港元。本集團為數�,0��,���,000港元
之銀行借貸之到期情況如下：�,0��,���,000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及��,���,000港元須於第
二年償還。

本集團為數�,0��,���,000港元之銀行借貸總額中，��%以人民幣（「人民幣」）計值並以固
定利率計息，另有�%以港元（「港元」）計值並以浮動利率計息。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為��,��0,000港元，其中��%以人民幣計值及�%以港元計值。

庫務政策

本集團採取審慎之庫務政策。本集團不斷為其客戶之財務狀況進行信貸評估，致力減低
所承擔之信貸風險。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之流動資金狀況，以
確保本集團之資產、負債及承擔之流動資金架構能符合其資金要求。

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於回顧期間，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事項。

僱員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僱員總人數約為�,���人（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0人）。除基本薪酬外，本集團參照其表現以及員工個人表現，或會向合資格僱員發
放酌情花紅。本集團亦採納購股權計劃，以獎勵及酬謝對本集團營運取得成就有貢獻
之合資格參與者。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該計劃授出且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有
�,���,���份（乃於紅股配發後作出調整）（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0��份）。

集團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質押任何投資物業（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質押
賬面值約為�,���,000港元之投資物業）及一項賬面值約為��,���,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000港元）之物業作為抵押品，以取得本集團之銀行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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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淨債務除以總資本加淨債務之比
率）約為��%（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淨債務為本集團之計息銀行借貸及長
期銀行貸款、非金融機構貸款之非即期部份及應付關連人士貸款之非即期部份之總額，
減本集團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總資本包括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及可換股票據。根據
本公司之意向，吾等視可換股票據為權益而非負債以作更佳比較。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相關對沖

本集團之呈報貨幣以港元計值。本集團之貨幣資產、貸款及交易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及
港元計值。鑒於本集團之資產主要位於中國，而收入乃以人民幣計值，故本集團承擔人
民幣之淨匯兌風險。

本集團並無任何衍生金融工具或對沖工具。本集團將持續觀察經濟狀況及其外匯風險情
況，並於日後有需要時考慮採取適當之對沖措施。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已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舊守則」）作
出各項修訂，並將其更名為企業管治守則（「新守則」）。新守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生
效。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一直遵守舊
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且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一
直遵守新守則所載之所有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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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A.4.1

根據守則條文A.�.�，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須膺選連任。本公司各現有獨立非執
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然而，全體董事須遵守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退任條文，當中規定
三分之一之在任董事須輪席告退，且各董事須至少每三年退任一次。

守則條文A.6.7及E.1.2

根據守則條文A.�.�，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對股東之意見
有公正之了解。獨立非執行董事高文平先生、李小龍先生及蔡素玉女士均不在香港，故
無法出席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董事長（「董事長」）因有其他要務須處理，無法出席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
然而，執行董事吳子科先生主持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薪
酬委員會」）成員郭文韜先生出席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回答本公司股東 
提問。

提名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

董事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設立提名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職權範圍。提名委員會由董事長
蔡穗新先生（「蔡先生」）、副董事長趙成書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李小龍先
生、蔡素玉女士、郭文韜先生及高文平先生組成，由蔡先生擔任主席。提名委員會之職
責已載列於本公司二零一一年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內，並在本公司網站可供查閱。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獨立非執行董事兼審核委員會成員郭文韜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
主席。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獨立非執行董事兼薪酬委員會成員蔡素玉女士獲委任為薪酬委員會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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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本公司已作出具體查詢，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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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變動

根據上市規則第��.��B(�)條，董事資料於二零一一年年報日期後之變動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執行董事兼董事長蔡穗新先生獲委任為Digiland International Ltd.
（「Digiland」）（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執行董事兼董事長。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本公司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柳宇先生獲委任為Digiland之執行董
事、副董事長以及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審核委員會審閱

審核委員會由四名成員即郭文韜先生（主席）、李小龍先生、蔡素玉女士及高文平先生（均
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 
業績。

承董事會命
樓東俊安資源（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柳宇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蔡穗新先生、趙成書先生、柳宇先生、 
吳子科先生與李曉娟女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李小龍先生、蔡素玉女士、 
郭文韜先生及高文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