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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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 國 金 屬 再 生 資 源（控 股）有 限 公 司

CHINA METAL RECYCLING (HOLDINGS)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773）

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中 期 業 績 公 布

財務概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約373.190億港元（截至二零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53.354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47.3%。

‧ 本公司擁有人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應佔溢利約10.883億港

元，較去年同期10.431億港元增加約4.3%。

‧ 本公司擁有人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應佔每股基本盈利為0.95

港元，較去年同期0.92港元增加約3.3%。

中期業績

中國金屬再生資源（控股）有限公司China Metal Recycling (Holdings) Limited（「本公

司」）的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經本公司

審核委員會及外部核數師所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及二零一一年同期的比較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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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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37,319,014 25,335,413

銷售成本 (35,989,982) (24,206,811)

毛利 1,329,032 1,128,602

其他收入及收益 32,978 59,050

分銷及銷售開支 (27,917) (17,130)

行政開支 (147,266) (133,500)

衍生金融工具收益淨額 95,105 197,696

融資成本 (156,208) (113,152)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926 (3,974)

除稅前溢利 1,126,650 1,117,592

所得稅開支 4 (36,370) (65,347)

期內溢利 5 1,090,280 1,052,245

其他全面收入

　匯兌差額

　－附屬公司 － 48,517

　－聯營公司 － 1,51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 50,031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090,280 1,102,276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088,343 1,043,076

非控股權益 1,937 9,169

1,090,280 1,05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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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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各項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088,343 1,091,079

非控股權益 1,937 11,197

1,090,280 1,102,276

港元 港元

每股盈利 7

—基本 0.95 0.92

—攤薄 0.95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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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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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60,252 454,205

預付租賃款項—非即期部分 201,775 199,938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305,512 304,586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按金 107,228 108,266

土地使用權已付按金 162,830 137,026

定期存款 60,976 60,976

1,298,573 1,264,997

流動資產

存貨 2,998,367 2,640,49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8 12,996,124 8,042,864

應收票據 2,104,217 2,303,746

預付租賃款項—即期部分 10,437 10,243

已付一位關聯人士按金 291 264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40,285 36,585

衍生金融工具 134,311 94,480

可收回稅項 2,301 3,342

已質押銀行存款 1,923,481 1,334,043

受限制存款 600,415 220,635

定期存款 72,452 109,817

銀行結餘及現金 1,729,247 1,518,945

22,611,928 16,31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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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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9 5,465,549 2,841,311
應付股息 365,771 －
應付票據 9 3,365,069 2,418,230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1,960 23,911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28,022 28,080
貼現票據 1,565,132 986,593
衍生金融工具 129,906 86,663
銀行借款 5,311,735 4,300,320
應付稅項 88,539 68,222

16,321,683 10,753,330

流動資產淨值 6,290,245 5,562,13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588,818 6,827,127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365,854 365,854

資產淨值 7,222,964 6,461,27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4 114
儲備 7,098,694 6,351,83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7,098,808 6,351,952
非控股權益 124,156 109,321

總權益 7,222,964 6,46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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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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

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允值計量的若干金融工具則除外。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修訂：披露－金融資產轉讓；及

‧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遞延稅項修訂：收回相關資產。

儘管本期期間應用以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報告的金額及／或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本公司董事認為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可能

會在二零一二年度財務報告中增加涉及金融資產轉讓的交易的披露規定。該等修訂旨在當金融

資產經轉讓，但轉讓人仍於資產保持若干持程度的持續風險承擔時，就風險承擔提供更高的透

明度。在財務資產轉讓於整個期間內並非平均分佈的情況下，該等修訂亦規定需要就此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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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營金屬回收、加工及營銷業務，包括黑色及有色金屬（為多種終端金屬產品的原材

料）。本集團回收廢鋼、廢銅及其他廢金屬，並利用先進設備加工生產優質循環再造廢金屬。本

集團亦不時於該等廢金屬質量符合若干規定標準時向客戶直接出售產品。除金屬外，本集團亦

經營其他物料的回收及營銷業務。收益大致分為三類：

(i) 黑色金屬，即鐵及鋼；

(ii) 有色金屬，包括銅及鋁等；及

(iii) 其他物料，包括礦石及廢塑膠等。

本公司董事會定期審閱本集團主要產品加工／出售的收益分析以及本集團的期內綜合溢利，以

進行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由於並無其它分立財務資料可用於評估不同業務活動，故無呈列分

部資料。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按主要產品劃分的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黑色金屬 5,500,262 4,724,841

有色金屬 30,391,652 18,877,522

其他物料 1,427,100 1,733,050

37,319,014 25,33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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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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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支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 35,816 63,086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554 2,261

36,370 65,347

於上述兩段期間，由於本集團於香港的附屬公司並無應課稅溢利或產生稅項虧損，故並無就香

港利得稅作出相關撥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企業所得稅法的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的稅

率為25%。

中環鋼鐵（澳門離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為根據第58/99/M號法令註冊成立的澳門附屬公司（稱為

「58/99/M公司」）。由於該58/99/M公司於上述兩段期間並無向任何澳門本土公司銷售產品，故此

獲豁免繳納澳門補充稅（澳門所得稅）。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於中國的附屬公司未分派盈利的相關暫時差額合共450,751,000港元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33,753,000港元）。由於本集團有能力控制撥回暫時差額的時

間，且該等差額將不會於可見未來撥回，故並無就該等差額確認最多為22,538,000港元（二零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688,000港元）遞延稅項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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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內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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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

預付租賃款項攤銷 5,559 4,718

存貨撥備（附註） 473,814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0,212 18,294

投資物業折舊 － 6

就租賃物業支付的經營租賃租金 13,635 14,557

出售投資物業及預付租賃款項收益 － (12,964)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虧損 (232) 236

利息收入 (26,654) (20,992)

匯兌收益淨額 (914) (22,360)

附註：本期間內，本集團就其存貨參考其後售價及市價趨勢作出撥備，並包括在銷售成本內。

有關存貨包括黑色金屬及有色金屬。

6.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已向本公司擁有人宣派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32港仙的末

期股息（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16港

仙）。於本中期期間，已確認為末期股息的總額為365,771,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182,303,000港元）。

本報告期結束後，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三日，本集團分別向股東派付現金總額達173,497,000港

元，以及按發行價每股普通股6.41港元發行及配發每股面值0.001港元的普通股29,995,930股，作

為二零一一年末期現金股息及以股代息。

董事議決不派發本期間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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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按下列數據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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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1,088,343 1,043,076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142,202,650 1,138,767,566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前計劃及首次公開發售後計劃

　　所授出購股權的潛在普通股攤薄影響 5,615,807 12,080,080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加權平均普通股數目 1,147,818,457 1,150,847,646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未包括本公司若干尚未行使的購股權，因其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

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攤薄本公司盈利的影響，此乃因為於兩個期間

內，該等本公司購股權的行使價均高於本公司股份的平均市場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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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本集團一般向貿易客戶提供介乎30日至90日的平均信貸期。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應收貿易

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0至30日 3,993,782 1,150,953

31至60日 2,645,739 1,084,236

61至90日 2,389,331 1,259,063

91至120日 1,413,941 1,935,884

121至180日 1,737 1,479,352

超過180日 11,616 33

10,456,146 6,909,521

其他應收款項及按金：

按金及預付款項 38,595 34,439

購買原材料的已付按金 2,145,974 757,355

其他可收回稅項 344,703 329,228

其他 10,706 12,321

2,539,978 1,133,343

12,996,124 8,042,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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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票據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本集團應付貿易款項的賬齡分析（按發票日期呈列）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

0至30日 3,735,391 995,844

31至60日 694,252 1,023,810

61至90日 24,918 410,858

91至120日 682 395

121至150日 9 9,808

超過150日 33,105 742

4,488,357 2,441,457

其他應付款項：

應計費用 62,455 79,454

購買於附屬公司的額外權益而應付的代價 3,537 3,537

已收客戶按金 788,087 149,453

其他應付稅項 23,053 8,972

應付經紀款項（附註） 67,628 127,274

其他 32,432 31,164

977,192 399,854

5,465,549 2,841,311

附註： 應付經紀的款額為本集團衍生工具的保證金戶口所產生。款項當中，67,628,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3,305,000港元）為無抵押及按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加介乎1%

至2%的息差計息。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23,969,000港元為免息及由賬面

總值為106,582,000港元的存貨作抵押。

本集團所有應付票據的賬齡均在360日內，且於報告期間結束時尚未到期。應付票據由已質押銀

行存款898,357,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35,934,000港元）及應收票據60,976,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81,646,000港元）作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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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務概況

儘管金屬價格在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波動，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期間」），收益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分別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前期」）上升47.3%及4.3%，主要由於中國的廢金屬使用量滲透率增加，

本集團地區覆蓋範圍的擴展以及所佔市場份額增加所致。營運成本上升，市場低

迷，加速擠壓業內不少規模較小的公司。憑藉本集團龐大的營運規模、充裕的資金

以及其他競爭優勢，本集團一直擴大市場份額。於本期間，黑色金屬的銷售量約為

134萬噸，較前期增加約21.8%，而於本期間有色金屬的銷售量則約為52.6萬噸，較

前期增加約69.7%。於本期間，其他材料收益減少至14.271億港元，較前期減少約

17.7%。

中國於本期間的鋼材產量約為4.67億噸，較前期增加約6%。於本期間中國的銅材產

量約為590萬噸，較前期增加約13%。雖然國家的鋼材生產已進入慢增長期，但於本

期間，中國的廢金屬消耗量滲透率相比發達國家的數字相對而言仍屬於偏低水平。

因此，中國具有提高再生金屬滲透率的龐大潛能。

華東地區營運方面，受惠於江陰市及寧波市業務的擴展，以及華東地區作為中國其

中一個最佳的再生金屬市場，區內業務量已穩定。於本期間，本集團在華東地區的

收益增長勢頭持續。江陰港成為支持本集團於華東地區再生基地的區域物流及分銷

樞紐，亦有助聯繫本集團其他地區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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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北地區營運方面，業務運作暢順，加上新合營企業的組成，因而業務量持續錄得

增長。本集團與天津鋼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11名當地回收商於天津組成之合營企

業（「天津合營企業」）的業務繼續保持穩定增長。此外，於二零一二年二月，本集團

與包頭市利吉隆貿易有限責任公司（連同其集團公司，統稱「利吉隆集團」）組成合營

企業（「包頭合營企業」），本集團佔其中55%股權。受惠於內蒙古的豐富天然資源，

包頭市為華北地區的大型重工業城市之一，同時亦是廢金屬供求龐大的城市。利吉

隆集團是包頭市的領先金屬資源再生公司之一，年產能為25萬噸，在該地區經營，

歷史悠久，擁有大量優質客戶，如包頭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及內蒙古北方重工

業集團有限公司，以及龐大的供應商網絡，並擁有報廢車輛拆解許可證。包頭合營

公司擁有50萬噸產能。上述兩項舉措將可加強本集團在華北地區的議價及管理能

力。

華南地區營運方面，業務穩定。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與廣東物資集

團公司（「廣物集團」）的主要附屬公司廣東省金屬回收公司（「廣東金屬回收」）訂立協

議，於華南地區廣東省成立合作合營企業（「廣東合營企業」），本集團佔其中40%股

權，從事廢舊汽車拆解及汽車零部件貿易的業務，年處理能力達100萬台，該地區於

二零一一年年底的汽車保有量已達約2,000萬台。廣東合營企業將強強聯手，結合兩

家合營企業夥伴的競爭優勢。憑藉廣物集團及廣東金屬回收現有在拆解汽車領域的

牌照，以及在廣東省的完善回收網絡，加上本集團擁有的先進機器及管理經驗，廣

東合營企業將可成為區內規模最大的汽車拆解及汽車零部件貿易平台之一。未來數

年，汽車更換週期將為廣東合營企業及本集團提供廣闊的發展機會。中山市基地業

務保持穩定增長，繼續擴大我們的回收覆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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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地區營運方面，本集團繼續提升武漢基地的業務增長。本集團一直致力擴大其

區內供應商網絡以應付來自主要客戶之一的武漢鋼鐵（集團）公司的需求。

本集團的未來發展策略是繼續提升本集團的競爭優勢，1)鞏固全國性的策略布點及

產品種類，設立一個集回收拆解廢金屬、家電、汽車及船舶於一身的一體化金屬回

收體系，以全面支援中國政府根據第十二個五年規劃設立全面回收體系的目標；2)

發展多元化的銷售及採購網絡以擴大我們的市場份額；3)持續投資於先進機械及環

保設施以確保營運效率及經濟規模效益；及4)增加投資於栽培員工以提升管理質

量，以及增強我們整體營運及業務整合的能力。採用綜合自然發展及人為方式的企

業發展策略來維持我們作為先行者的相對競爭優勢，將繼續有助提高我們在中國金

屬再生行業的市場領先地位。

展望二零一二年下半年，雖然面對未見明朗的全球宏觀經濟環境，但本集團有信心

可以繼續二零一二年上半年的增長勢頭。憑藉來自多個地區的營運貢獻，本集團信

心十足可以為本公司股東帶來令人滿意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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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收益為373.190億港元（前期：253.354億港元），較前期上升

47.3%。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收益上升，主要原因為黑色及有色金屬的銷售上升。本集

團來自各地區的業務對本期間的收益上升作出貢獻。

毛利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毛利為13.290億港元（前期：11.286億港元），較前期增加17.8%。

本集團於本期間的毛利率為3.6%（前期：4.5%），下降0.9個百分點。毛利率下降主要

是參考最終售價及市場趨勢而作出存貨撥備4.738億港元所致。

其他收入及收益

於本期間，其他收入及收益主要包括利息收入及匯兌收益，由前期的5,910萬港元下

跌44.2%至3,300萬港元。前期有出售投資物業收益以及有關的預付租賃款項1,300萬

港元，而本期間則沒有有關收益。

分銷及銷售開支

於本期間，分銷及銷售開支為2,790萬港元，較前期增加63.0%，主要是由於產品銷

售量上升所致。

行政開支

於本期間，行政開支包括員工薪酬、銀行費用、折舊開支及其他一般行政開支，由

前期的1.335億港元增加10.3%至1.473億港元。

增加的主要原因為各項開支增加，主要為本集團擴充業務所導致的銀行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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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工具的收益淨額

衍生金融工具的收益淨額為用作對沖本集團購入貨品及存貨的金屬商品期貨合約的

公允值變動所產生的收益淨額。於本期間，金屬商品價格一直波動，在金屬商品價

格於對沖期間下跌時，促使用作對沖相應採購該等商品現貨或存貨的期貨合約錄得

收益淨額。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前期的1.132億港元增加38.1%至本期間的1.562億港元。於本期間，融資

成本主要由來自銀行貿易融資撥作營運資金用途所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於本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較前期的10.431億港元增加4.3%至10.883億港

元。

主要財務比率

下表列載本集團截至所示期間日期的若干主要財務比率。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流動比率 1.4 1.5

資產負債比率(%) 30.3 32.2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存貨周轉日數 14 14

應收款項周轉日數 53 51

應付款項周轉日數 3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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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金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存貨周轉期為14日，前期同為14日。於本期間，為了更妥善管

理商品價格風險，存貨周轉期維持在低位。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應收款項周轉期（包括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為53日，前期

則為51日。本集團一般給予黑色金屬及有色金屬客戶的平均信貸期分別為30至60日

及30至90日。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應付款項周轉期（包括應付貿易款項及應付票據）為32日，而前

期則為28日。本集團部分主要供應商給予本集團的信貸期增至60日。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62.902億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55.621億港元），當中現金及銀行存款為43.256億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1.834億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借款總額（包括貼現票據）為72.427億港元（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56.528億港元），其中68.769億港元須於一年內償還（二零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52.869億港元）。該等借款主要以人民幣、美元及港元計值，主要用作

本集團的採購資金。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負債比率（借款總額除以資產總值）為30.3%（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2.2%）。

本集團的交易及貨幣資產主要以人民幣、港元及美元計值。於本期間，本集團的營

運或流動資金並無由於貨幣匯率浮動而出現任何重大困難或受到任何重大影響。

為確保本集團資金得以有效運用，本集團採用中央財務及庫務政策，並以保守態度

監控外匯及利率風險。本集團在認為合適情況下採用遠期合約對沖交易活動的外匯

風險。

本集團的流動資金狀況仍然強勁。本集團擁有充裕現金及可用銀行融資，足以應付

承擔及營運資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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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及資本承擔

為提升產能，本集團於本期間投資約6,030萬港元（前期︰8,710萬港元）增購新固定資

產，主要為繳付中國各地廠房的土地使用權及機器之購置及按金。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已訂約但尚未於財務報表撥備的本集團資本開支承擔約

為1.497億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39億港元）。該等承擔主要涉及增購

於江蘇的土地使用權。

抵押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融資主要以若干銀行存款19.235億港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340億港元）、應收票據18.571億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5.003億港元）及存貨3.124億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345億

港元）為抵押。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大部分銷售以人民幣結算，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為外幣。人民幣於本期間的

波動並無對本集團業績造成任何不利影響。除此之外，本集團將會定期檢討外匯風

險，並在認為合適情況下可能使用金融工具作對沖之用。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

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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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逾600名員工。員工的薪酬維持於競爭水平，並

會每年檢討，屆時會密切參考有關勞工市場及經濟情況。本集團設有購股權計劃，

僱員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本集團與僱員的關係良好。本集團亦向員工提供內部培訓及根據員工表現及本集團

盈利發放花紅。

中期股息

董事會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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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購入、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遵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條款不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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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之買賣標準規

定寬鬆的董事、高級管理層及相關僱員（基於在本集團的職位而可能取得關於本公司

或其證券的未公開股價敏感資料者）進行證券買賣的行為守則（「自訂守則」）。

經向全體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自訂守則的規定標準。於本期間內，本公司概無

發現高級管理層及有關僱員違反自訂守則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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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保持高水準的企業管治，以符合本公司股東利益。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循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常規，並遵守所有守則條文，惟下文披露之偏離除

外。

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能應分開而不應由一人兼任。秦志

威先生現時擔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職務。董事會認為，由於所有重大決策乃經

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及高級管理層磋商作出，故主席及行政總裁由一人兼任的現有

架構不會有損董事會的權責平衡。再者，這安排亦為本公司提供穩固一致的領導團

隊，可更為有效充分規劃及實施業務決策及策略。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

績。審核委員會全體成員均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陳錦雄先生（委員會主

席）、梁創順先生及閆啟平先生。

本集團的中期財務報表已由本公司的核數師根據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

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致謝

董事會藉此機會對本集團管理層及全體員工的努力及貢獻致以真誠的感激，並感謝

股東、商業伙伴、往來銀行及核數師於本期間對本集團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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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業績公告登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chinametalrecycle.com及www.cmr773.com）。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將會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上述網站登載。

代表董事會

中國金屬再生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China Metal Recycling (Holdings) Limited

主席兼行政總裁

秦志威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秦志威先生、馮嘉倫先生及姜延章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黎煥賢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錦雄先生、梁創順先生及閆啟平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