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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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
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Resources Group Limited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  1051)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主席報告  

 

親愛的股東：  

 

過去十二個多月對本公司至為重要－我們於七月在 Martabe 首次產金，躋身世

界黃金生產商之列。在執筆之時，我們現正向年產 250,000 盎司黃金及

2,500,000 盎司白銀的設計產能邁進。對國際資源而言，這是令人興奮、充滿挑

戰和極為重要的三年。二零零九年中，我們收購 Martabe 金銀礦項目，及後成

功集資，晉身為最大的香港黃金開採發展公司之一。  

 

在經驗豐富、勤勉竭誠的管理團隊的帶領下，我們在位於印尼北蘇門答臘省的

Martabe 建立了礦場、加工廠及相關基建設施。項目需時較我們於二零零九年的

預期稍長，資本開支也有所上升，但這在過去十多年被稱作「採礦潮」時期的

全球採礦行業項目發展中並不少見。現在，我們坐擁全球最新的黃金營運－其

設計及建築完善，廠房堅固耐用，有可能可沿用數十載。我們也獲得了廣泛的

社區支持，公司、營運及員工皆深深融入南 Tapanuli 及 Sibolga 政區內的鄰近

社區。印尼政府及社區的積極合作與鼎力支持，實為本公司成功的關鍵因素。  

 



 

2/30 

 

印尼是一個具備全球競爭力的優秀採礦投資地區－該國礦產豐富，尤以銅及黃

金稱著，採礦文化與基建實力雄厚。國際資源根據名為工程合約的長期許可證

進行營運，藉此可在三十年內在劃定地區勘探、開發及營運，另可重續十年年

期兩次。能夠在印尼投資，並且建立有數十年規模的最新基礎貴金屬項目，我

們對此深表自豪。  

 

全球經濟變數叢生，對資本市場股票價格造成了不利影響，而此時適逢金銀價

格高企，恰逢此際我們購入了 Martabe 金銀礦。我們一直，也將繼續看好黃金

前景。珠寶、電子零件、安全避險需求、保值、金融對沖、通脹對沖等對黃金

的需求頗為緊俏，此情況可望保持不變。另外，多家國家央行現正買入黃金，

反觀本世紀首十年，央行均向市場出售黃金，以填補供需差額。黃金供應方面，

大型發現和投產的新礦及擴張較少，今後供應相對平穩，因此我們相信黃金供

應無法滿足上漲的需求。我們認為強勁的黃金需求和有限的供應將使黃金價格

高企。  

 

我們是一家充滿活力的新興公司，建成並將 Martabe 項目投產，取得了卓越成

就。現在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將產能提高至最大，並把廠房做穩。其後，我們將

探求改善營運之法，研究擴充的可能性。我們坐擁龐大資源基礎，而 Martabe

地區很有可能蘊藏其它金銀礦床。最為重要的是，我們須設法確保股價能夠反

映我們世界級資產 Martabe 的全面價值，以此為股東創造價值。  

 

本人欲向國際資源經驗豐富並竭誠盡心的員工致謝，尤其是行政總裁 Peter 

Albert 先生，彼不辭勞苦、有效帶領本公司渡過大小難關。本人亦要感謝董事會

全體同寅及兩名副主席柯先生及 Hegarty 先生。  

 

股東一直對我們均支持有加且很有耐心，我們對此深表謝意。  閣下對本公司的

關注及支持對本公司而言彌足珍貴。  

 

展望來年，我們亟盼再創佳績。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趙渡  

香港，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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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報告  

 

親愛的股東：  

 

對國際資源而言，去年雖有挑戰，但也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績。國際資源全體

同寅竭力締造了斐然業績，本人未能一一盡述。  

 

年內，我們開始採礦活動，將黃金礦石運往堆存區及加工廠，我們亦建成了加

工廠，完成了所有礦地基礎設施 (除了高壓電纜與水處理廠相關剩餘工程外 )建

設，建成尾礦壩及沉積壩，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後，招聘了全部

營運團隊，開始及繼續生產黃金與白銀，並且在國際貴金屬現貨市場上出售。  

 

Martabe 強大的基礎穩健不變，隨著金銀資源量及儲量增加，基礎實力持續加

強。Martabe 礦體優良、品位高、開採成本低廉、加工技術簡單、現有基礎設施

與物流配置卓越，管理團隊饒富經驗且精明能幹。去年，Martabe 金銀礦項目演

變為 Martabe 金礦。未來數月，當我們達致穩定階段時，可望落實營運。  

 

Martabe 金銀礦項目按國際最佳標準建成。無論是設計及興建尾礦壩、審核資源

量及儲量，或是僱用最佳印尼及國際承包商承辦項目，我們一直均聘用最優秀

的專家。  

 

由於項目遇到若干挑戰，工期延遲約三個月，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首次

產金。資本開支亦因延遲而上升，最終資本開支估計約為 700 百萬美元。於二

零一二年八月底，調試活動進展良好，雖然加工廠已竣工，但水處理廠仍在最

後調試階段。二零一二年八月底時，約 8,422 盎司黃金及 53,718 盎司白銀經碳

浸煉金過程採收，已生產 3,437 盎司黃金及 23,295 盎司白銀，並送往精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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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全球所有採礦營運，由於耗材成本、勞工成本及整體通脹大幅上升，故

Martabe 的營運開支現面臨若干壓力。然而，Martabe 營運成本預期將依然維持

在全球黃金生產商最低水平，此乃有賴項目基礎條件優厚、副產品白銀貢獻強

大。  

 

建設團隊大致已全數撤走，尚餘水處理廠及高壓電纜工程有待完成。有關工程

將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底竣工。  

 

營運團隊爭取盡可能多的培訓並將當地人士納入團隊，目前營運團隊已全數招

滿。當地僱員佔僱員總數的 70%的礦山目標指日可待。  

 

二零一一年是 Martabe 資源量及儲量均告顯著增長的一年，而二零一二年則是

注重鞏固和關注區域機遇的一年。於二零一一年十月，Martabe 的林區勘探許可

證得以重續，支持我們繼續專注於更廣袤的工程合約地區內的勘探機遇。為識

別及確認新增及已知目標，我們進行了大量工作。勘探團隊亦花費頗多時間在

Martabe 及更廣袤的工程合約地區內，分別籌劃硫化資源計劃與斑岩銅金計劃。

該等計劃將於明年加快步伐，並全速啟動。  

 

Martabe 的安全紀錄相當出色。二零一二年，我們團隊的工人工時累計達 8.7 百

萬小時，而損失時間的工傷為 11 起，損失時間工傷頻率 1.20 較同等澳洲建設

行業平均優勝三倍。國際資源董事會及管理層對整個團隊在 Martabe 創下的成

績格外引以自豪。安全統計數據證明本公司非常注重保護所有僱員和承包商的

安全、健康和福利。這體現了本公司 GREAT (Growth (增長 )、Respect (尊重 )、

Excellence (卓越 )、Action (行動 )及 Transparency(透明 ))的核心價值，以及我

們對社會責任的承擔。除了安全外，我們亦正努力於 Martabe 地區做好環境保

護工作，並在社區推行如白內障手術等社會項目，以造福當地社羣。  

 

我們與地方社區領袖和各級政府關係融洽，保持不斷溝通。二零一二年七月二

十四日，本公司正式簽訂協議，將礦山 5%擁有權授予北蘇門答臘省及南 Tapanuli

政區作彼等的共有擁有權。這是礦山年期內的一個里程碑事件，備受印尼政府

認同。印尼的國家策略規劃是於二零二五年前晉身全球十大經濟體，年內，

Martabe 礦山獲認為能對該規劃有所貢獻的業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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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藉此機會鳴謝印尼中央、省級、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沒有他們的支持及

指導，工程定更為艱巨。印尼政府亦深明，長遠的採礦項目可為印尼本國及改

善印尼國民的生活水平增加長遠價值。  

 

本人衷心感謝各董事在過往一年的殷切鼓勵，亦感謝一直表示對 Martabe 營運

充滿信心的股東。本人特別致謝我們在 Martabe 礦山的員工，爲了達成所有里

程碑，他們在過去一年辛勤努力。  

 

此時能在國際資源工作，委實令人振奮，本人對能與才能卓越、竭誠盡忠的團

隊攜手共進深感自豪。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Peter Geoffrey Albert   

香港，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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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集團業績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 董事會  (「董事會」) 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  

  

綜合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  - 

銷售成本  -  - 

毛利  -  - 

其它收入  1,996  1,681 

行政開支  (19,841)  (19,117)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399)  (4,067) 

出售一項可供出售投資之收益  -  84 

除稅前虧損 4 (19,244)  (21,419) 

稅項 5 -  22 

     

持續經營業務的年內虧損  (19,244)  (21,397)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年內虧損 6 (42)  (8) 

     

年內虧損  (19,286)  (21,405)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美仙) 7 (0.12)  (0.15) 

     

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美仙) 7 (0.1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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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年內虧損   (19,286)  (21,405) 

      

其它全面(開支)／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3,891)  (558) 

就出售一項可供出售投資之重新分類調整   -  (84) 

現金流量對沖之虧損   (1,204)  - 

換算業務之匯兌差額   2,555  122 

      

年內其它全面開支總額   (2,540)  (52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21,826)  (2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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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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825,000  467,538 

勘探及評估資產 9  5,338  1,942 

可供出售投資 10  5,438  9,329 

其它應收賬款 11  45,595  21,889 

   881,371  500,698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它應收賬款 11  10,516  2,645 

持作買賣之投資 12  1,808  3,199 

已抵押銀行存款   82  92 

銀行結存及現金   65,338  135,627 

   77,744  141,563 
      

流動負債      

其它應付賬款 13  70,850  49,435 

衍生財務負債   1,204  - 

借貸   33,568  - 

   105,622  49,435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27,878)  92,12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53,493  592,826 
      

非流動負債      

其它應付賬款   1,493  - 

遞延稅項負債   -  - 

礦區復墾成本撥備   10,615  2,628 

借貸   48,568  - 

   60,676  2,628 
      

   792,817  590,19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21,757  18,147 

儲備   771,060  572,051 

權益總額   792,817  59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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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1.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及詮釋(以下統稱「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3號之修

訂，作為對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善之

其中部份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轉讓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預付最低資金要求 

 —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綜合財務報表呈報金額及／或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披露事項

並無重大影響。 

 

於本報告日期，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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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期間之年度改善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政府借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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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性生效日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及過渡披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披露於其它實體權益：過渡指引1
 

       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它實體權益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其它全面收入項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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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員工福利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1
 

   — 詮釋第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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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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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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引進有關財務資產分類和計量的新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經修訂)新增有關財務負債及取消確認的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範圍以內的所有已確認

的財務資產其後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的業務模式內所持有，而

且擁有僅為支付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利息的合約現金流量的債項投資，一般於報告期末按攤銷成本計量。

所有其它債項投資及所有權益性投資均於會計期末按公平值計量。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實

體可作出不可撤銷的選擇呈列一權益性投資(非持作買賣)在其它全面收入公平值其後的變動，通常只有股

息收入在損益賬內確認。 

 

就財務負債而言，重大變動關乎指定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負債。具體而言，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就指定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負債，如財務負債公平值變動金額來自該負債

信貸風險變動，則於其它全面收入中呈列，惟倘在其它全面收入呈列負債的信貸風險變動影響會造成或擴

大損益賬的會計不相配情況，則另當別論。來自財務負債信貸風險的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

賬。以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指定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負債之全部公平值變動均

於損益賬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可予提前採用。董事預期本集

團將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的財政年度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且萬一在將來作出該指定，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影響本集團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的分類及計量。然而，在完成詳細檢討之前，

將不能對該影響提供合理的評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0號「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應用於在礦場生產階段中

露天採礦活動所引致的廢物清除費用(「生產剝採成本」)。根據該詮釋，此改善礦通道的廢物清除活動(「剝

採」)所產生的費用，當符合若干條件時，會確認為非流動資產(「剝採活動資產」)。而日常進行的營運剝

採活動的費用將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存貨」入賬。剝採活動資產以作為現有資產的增加或改進來入賬，

及根據現有資產組成的性質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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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及過

渡性條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

開始之年度期間的綜合財務報表採納該詮釋。管理層正在評估採納該詮釋產生的財務的影響，所以尚未量

化影響的程度。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它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

響。 

 

2. 關鍵會計判斷及估計不確定因素的主要來源 

 

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當本公司董事未能從其它渠道確定資產及負債之賬面值，須為賬面值作出判斷、

估計及假設。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乃基於過往經驗及其它被視為相關的因素而作出，因此，實際結果或會

有別於該等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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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估計及相關假設須持續予以檢討。倘會計估計的修訂僅影響作出修訂的期間，則有關修訂會在該期間

確認，而倘修訂對現時及未來期間均有影響，則須在作出修訂的期間及未來期間確認。 

 

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之關鍵判斷 

除涉及估計(見下文)之判斷外，以下為董事在採用本集團會計政策過程中所作出、對在財務報表中確認的

金額具最重大影響的關鍵判斷。 

 

可收回增值稅(包括於其它應收款項內(非流動資產部份)) 

其它應收款項中(非流動資產部份)包括本集團一家印尼附屬公司就向供應商購買設備及服務所付之增值稅

45,595,000美元(二零一一年：21,889,000美元)。根據印尼相關稅務法律和法規，在本集團向相關之印尼

稅務局提出申請並經審批後，該筆增值稅款可獲退還。於本年度內，印尼稅務局已批准退還印尼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八年間產生的可收回增值稅38,229,261,631印尼盾(相當於4,046,281美元)，而本集

團正在申請二零零九年至現時的可收回增值稅的相關批文，，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截至本綜合財

務報表獲授權刊發當日為止，本集團尚未取得相關批文。董事不知悉任何有違反相關稅務法律之情況，並

認為將能取得相關稅務辦事處之批文並獲全數收回增值稅。 

 

估計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所作出有關未來的主要假設及估計不確定因素的其它主要來源，並具有相當風險而可能

導致須於下個財政年度就資產及負債的賬面值作出重大調整。 

 

礦石儲量及資源量估計 

具經濟可收回價值之儲量及資源量的估計數量乃根據於對地質及地球物理模型的解構，並須運用如估計未

來營運表現、未來資金需求、短期及長期商品價格、以及短期及長期匯率等因素而作出假設。已呈報之儲

量及資源量估計變動將會影響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賬面值、復墾責任之撥備，以及已確認折舊及攤銷金額。 

 

估計礦地物業及開發資產及在建工程之減值  

於釐定本集團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北部南Tapanuli之金銀礦(「Martabe金銀礦項目」)之礦地物業及開發資產

及在建工程是否出現減值時，須對現金產生單位(即Martabe金銀礦項目）之使用價值進行估計。管理層會

考慮是否有任何客觀證據顯示礦地物業及開發資產有減值跡象。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礦地物業及開

發資產及在建工程之賬面值分別為332,590,000美元(二零一一年：238,461,000美元)及492,005,000美元

(二零一一年：228,124,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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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及評估資產的估計減值 

在決定Martabe金銀礦項目的勘探及評估資產是否存有減值時，需要評核勘探及評估資產有否出現減值跡

象，其中包括(a)印尼附屬公司有權於特定地區範圍進行勘探的期間已經屆滿或於不久將來會屆滿，同時預

計不會予以重續；(b)於特定地區就礦產資源量作進一步勘探及評核涉及的龐大開支並無預算或制定任何計

劃；(c)於特定地區勘探及評估礦產資源量後發現並無商業上合理數量的礦產資產量，而印尼附屬公司決定

於特定地區終止有關活動；(d)即使特定地區的開發工作極可能會進行，但有足夠的數據顯示勘探及評估資

產的賬面值極不可能從成功開發或銷售之後全數收回。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勘探及評估資產的賬面

值為5,338,000美元(二零一一年：1,942,000美元)。 

 

礦區復墾成本撥備 

董事已根據現行監管規定以及由管理層估計Martabe金銀礦礦區受鑽採及建設活動影響的地區，估計礦區

復墾成本撥備，並已折現至其現值。與該成本有關的監管規定倘出現重大變動，將導致各期間之撥備金額

出現變動。此外，該等礦區復墾成本的現金流出預期時間，是根據Martabe金銀礦項目的預期完結日期而

作出估計，並會因應生產計劃的任何重大變動而修改。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礦區復墾成本撥備結

餘達10,615,000美元(二零一一年：2,628,000美元)。 

 

3. 分類資料 

 

為資源分配及分類業績評估目的而向本公司執行董事（即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資料側重於業務性質及

所提供之貨品及服務種類。 

 

外部呈報分類資料根據下列經營分類為基礎進行分析： 

 

 採礦業務； 

 提供金融資訊服務；及  

 證券買賣。 

 

由於電子貨品及配件貿易不再是本集團業務主線，其數額亦未達另行呈報的最低門檻，故並無分開呈報。 

 

就經營分類而言，提供金融資訊服務於本年度終止，詳情載於附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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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類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按經營分類分析收益及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證券買賣 採礦業務 總計 提供金融資訊服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類收益 - - - 388 388 

      

分類業績 (272) (5,942) (6,214) (42) (6,256) 
      

未分配企業開支   (13,851) - (13,851) 

未分配收入   821 - 821 

      

除稅前虧損   (19,244) (42) (19,286)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證券買賣 採礦業務 總計 提供金融資訊服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類收益 - - - 535 535 

      

分類業績 (2,710) (6,057) (8,767) (8) (8,775) 
      

未分配企業開支   (13,000) - (13,000) 

未分配收入   348 - 348 

      

除稅前虧損   (21,419) (8) (21,427) 

      

(b) 分類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按經營分類分析資產及負債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證券買賣 採礦業務 提供金融資訊服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分類資產 7,995 950,576 70 958,641 
未分配企業資產    474 

     

總資產    959,115 

     

負債     
分類負債 2 165,457 77 165,536 

未分配企業負債    762 

     

總負債    16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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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證券買賣 採礦業務 提供金融資訊服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分類資產 18,068 623,157 215 641,440 
未分配企業資產    821 

     

總資產    642,261 

     

負債     
分類負債 - 51,158 228 51,386 

未分配企業負債    677 

     

總負債    52,063 

     

 

為監察分類表現及在分類間分配資源，所有資產及負債分配至經營分類。 

 

(c) 其它分類資料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證券買賣 採礦業務 提供金融資訊服務 未分配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包括計量分類損益或 

分類資產的金額：    

 

 
      
添置非流動資產(附註) - 361,073 - 18 361,091 

折舊 - - 39 350 38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 27 - 2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證券買賣 採礦業務 提供金融資訊服務 未分配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包括計量分類損益或 

分類資產的金額：    

 

 
      
添置非流動資產(附註) - 164,357 5 458 164,820 

折舊 - - 35 205 24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 - 11 11 

      

 

附註：非流動資產不包括可供出售投資及其它應收賬款(非流動資產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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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區資料 

 

按資產所在之地區劃分非流動資產之分析如下： 

 
  不包括金融工具之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香港  107 507 

印尼  830,231 468,973 

    

  830,338 469,480 

    

本集團於這兩年所得的收益均來自香港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e) 主要客戶資料 

 

於兩個年度內，概無個別客戶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收益佔本集團銷售總額10%以上。 

 

4. 除稅前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員工成本       
 – 董事酬金 11,110 12,206 - - 11,110 12,206 
 – 其它員工成本 1,407 1,461 53 96 1,460 1,557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 
    董事) 

40 41 2 5 42 46 

 – 以股份支付之支出(不包括 
    董事) 

2,426  700 -  - 2,426  700 

員工成本總額 14,983 14,408 55 101 15,038 14,509 

       
核數師酬金 178 175 - - 178 175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350 205 39 35 389 240 
與辦公室物業及倉庫有關之經 
 營租約付款 

410 541 21 21 431 56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1 27 - 27 11 
       
匯兌虧損淨額 863 137 - 2 863 139 
其它應收賬款撥備 746 - - - 746 - 
       

利息收入 (1,996) (1,673) - - (1,996) (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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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項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綜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當前稅項        
   香港  - - - - - - 
   印尼  - - - - - - 
        
遞延稅項  - (22) - - - (22) 

年內稅項  - (22) - - - (22) 

 

兩個年度之香港利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稅率計算。其它司法管轄地區之稅項乃根據有關司法

管轄地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根據有關稅務法律，印尼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由於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兩個年度概無應課稅溢利或有足夠稅務虧損彌補應課稅溢利，故在兩個年

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中均未就香港利得稅或任何其它司法管轄地區之稅項作出撥備。 

 

年內之稅項與綜合收入報表內之除稅前虧損對賬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經重列) 
年內虧損    

- 持續經營業務  (19,244) (21,419) 

- 已終止經營業務  (42) (8) 

  (19,286) (21,427) 

    
按香港利得稅稅率16.5%繳交之稅項  (3,183) (3,535) 
在稅務方面不可扣減之開支之稅務影響  2,510 1,815 
在稅務方面毋須課稅之收入之稅務影響  (329) (32) 
未確認稅務虧損之稅務影響  1,073 1,760 
動用過往尚未確認稅項虧損  (4) (3) 

在其它司法管轄地區經營之附屬公司不同稅率之影響  (67) (27) 

    

年內稅項  - (22) 

    

 

6. 已終止經營業務 

 

為了專注於黃金礦業營運，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四月終止其香港附屬公司之一星光財經有限公司提供金融

資訊服務。由於星光財經有限公司於兩個年度有足夠稅務虧損用以抵扣應課稅溢利，故在兩個年度之綜合

財務報表中均未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於兩個年度內，提供金融資訊服務之業務分類列入已終止經營業務。年內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提供金融資訊服務的年度虧損  (4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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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至終止營運當日止期間，提供金融資訊服務之業績已計入綜合收入報表並載列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388 535 
銷售成本  (289) (380) 
其它收入  14 60 
分銷及銷售開支  - (47) 

行政開支  (155) (176) 

年內虧損  (42) (8)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收入報表之比較數字已予重列以呈列截至該日期止年度之已終止

經營業務之溢利。 

 

年內，已終止經營業務對本集團之經營現金流量淨額、投資活動及融資活動之貢獻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用於)/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淨額  (91) 28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 (5) 

來自融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48 - 

現金(流出) /流入淨額  (43) 23 

    

 

7. 每股虧損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19,286) (21,405) 

    

  股份數目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6,626,531,983 14,066,831,950 

    

 

由於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故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

股攤薄虧損時並未就該等購股權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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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19,286) (21,405) 

減：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 42 8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 (19,244) (21,397) 

   

 

所用分母與上文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詳述者相同。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每股0.00025美仙（二零一一年：每股虧損0.00006美仙），乃根

據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42,000美元（二零一一年：8,000美元）及上文所述之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

虧損之分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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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樓宇 廠房及設備 

礦地物業及 

開發資產 在建工程 

租賃物業 

裝修 

傢俬、裝置 

及設備 汽車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成本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390 107 201,023 102,607 330 1,258 238 305,953 

匯兌調整 - - 24 - - 1 - 25 

添置 - - 37,414 125,517 264 200 - 163,395 

出售 - - - - (330) (712) - (1,042)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390 107 238,461 228,124 264 747 238 468,331 

匯兌調整 - - 333 - 1 2 1 337 

添置 - - 79,826 277,851 - 18 - 357,695 

轉至/(轉自)在建工程 - - 13,970 (13,970) - - - - 

出售 - - - - - (232) - (232)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390 107 332,590 492,005 265 535 239 82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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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 廠房及設備 

礦地物業及 

開發資產 在建工程 

租賃物業 

裝修 

傢俬、裝置 

及設備 汽車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累計折舊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45 29 - - 63 734 122 993 

年內撥備 41 28 - - 104 160 48 381 

出售時撇銷 - - - - (77) (504) - (581)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86 57 - - 90 390 170 793 

匯兌調整 - - - - 1 2 1 4 

年內撥備 49 29 - - 109 304 48 539 

出售時撇銷 - - - - - (205) - (205)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135 86 - - 200 491 219 1,131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255 21 332,590 492,005 65 44 20 825,000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304 50 238,461 228,124 174 357 68 46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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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指為Martabe金銀礦項目興建礦場構築物及礦場基建設施。 

 

礦地物業及開發資產乃根據金銀礦之實際產量除以估計探明及概算儲量之比例採用產量法計提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其它項目(在建工程除外)乃按直線法計提折舊，並已計及各項目之估計剩餘價值，所

按年率如下： 

 

樓宇 10% 

廠房及設備 20%至50% 

租賃物業裝修 10%至50%或於租限內(以較短者為準) 

傢俬、裝置及設備 20%至50% 

汽車 20%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一家附屬公司就開發金銀礦而產生之折舊開支及借貸成本分

別為150,000美元 (二零一一年：141,000美元) 及約1,065,000美元 (二零一一年：零)，並已撥充

資本作為礦地物業及開發資產 (包括於物業、廠房及設備內) 的一部分。 

 

9. 勘探及評估資產 

 

 

 

 

千美元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   517 

添置   1,425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   1,942 

添置   3,396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5,338 

    

勘探及評估資產指獲取勘探權之成本及於有意開發地區探尋礦物資源之開支。增添之勘探及評估資產乃指

期內於蘊藏尚未能合理地評估為存在或經濟上可採收儲備之礦區裡探尋礦物資源所產生之顧問及諮詢

費、員工成本及其它開支。 

 

10. 可供出售投資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上市債務證券，按公平值列值    

 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  5,438 9,329 

    

於二零一零年，本集團購入一家公司(其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發行的優先票據，本金總額為12,000,000

美元，到期日為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八日(「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該等票據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

限公司上市，按固定年利率11.75厘計息，由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八日開始，於每年的五月十八日及十一月

十八日每半年期支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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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可於到期日前任何時間(在符合若干條件後)根據下列情況贖回： 

 

(1)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前任何時間，優先票據發行人在發出不少於30天或超過60天的通知後，可

按相等於所贖回優先票據本金額111.75%之贖回價，另加截至贖回日期應計及未付之利息(如有)，贖

回最多達優先票據本金總額之35%。 

 

(2)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前任何時間，優先票據發行人在發出不少於30天或超過60天的通知後，可

按相等於所贖回優先票據本金額100%之贖回價，另加截至贖回日期為止之湊整溢價，以及應計及未

付之利息(如有)，選擇贖回全部或部分優先票據。 

 

(3)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八日或之後任何時間，倘於下文所載任何年度的五月十八日開始起計十二個月

期間贖回，優先票據發行人可按相等於下文所載本金額的百比分之贖回價，另加截至贖回日期為止

就贖回優先票據應計及未付之利息(如有)，贖回全部或部分優先票據： 

 

期間  贖回價 

二零一三年  105.8750% 

二零一四年及其後 102.9375% 

 

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初步按公平值計量。在並無活躍市場報價下，公平值計量乃使用估值方法計算得

出，估值方法包括並非以可觀察所得市場數據為依據的資產或負債輸入數據(不可觀察所得輸入數據)。截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投資重估儲備確認公平值減少3,891,000美元(二零一一年：減少558,000

美元)。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出售其中2,000,000個單位之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並錄

得84,000美元之收益。本年度概無出售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 

 

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公平值乃採用Hull-White有期架構模式

及下列假設釐定：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貼現率：  45.08% 14.80% 

 到期時間:  2.88年 3.88年 

 均值回歸率: 0.03260 0.03008 

 波幅: 0.0055 0.01143  

 

11. 貿易及其它應收賬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應收賬款(附註a)  - 13 

其它應收賬款(附註b)  56,111 24,521 

  56,111 24,534 

減：分類為非流動資產之其它應收賬款(附註b)  (45,595) (21,889) 

分類為流動資產之貿易及其它應收賬款  10,516 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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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並無貿易應收賬款。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賬款13,000美元之

賬齡為60天內。本集團向提供金融資訊服務之貿易客戶提供平均60天之信貸期。  

 

在接受任何來自提供金融資訊服務的新客戶前，本集團將評估潛在客戶之信貸質素，並確定其信貸上

限。賒銷只對擁有良好過往信用記錄之客戶進行。本集團將定期檢討客戶享有之信用額度。 

 

(b)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於其它應收款項內包括了本集團之印尼附屬公司就其向有關興建礦場供應商

購買設備及服務而支付之增值稅稅款總額45,595,000美元(二零一一年：21,889,000美元)，該筆稅款於

期末列入非流動部份。於本年度內，印尼稅務局已批准退還印尼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八年間

產生的可收回增值稅38,229,261,631印尼盾(相當於4,046,281美元)，而本集團正在申請二零零九年至現

時的可收回增值稅的相關批文，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及截至本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當日為

止，本集團尚未取得相關批文。 

 

12. 持作買賣之投資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按公平值列賬之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1,808 3,199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全部結餘乃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所持之香港上市股本證券。公平值乃根據聯交所於各報告

期末所報之每股收市價而釐定。 

 

13. 其它應付賬款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其它應付賬款  72,343 49,435 

減：分類為非流動負債的其它應付賬款  (1,493) - 

分類為流動負債的貿易及其它應付賬款  70,850 49,435 

    

 

於報告期末，無貿易債權人。 

 

本集團已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藉以確保所有應付賬款均在信貸時段內支付。 

 

計入其它應付賬款內之65,246,000美元(二零一一年：46,520,000美元)款項乃有關於本集團一家印尼附屬

公司就興建Martabe金銀礦項目礦場應付其顧問及承建商之款項。 

 

 



 

24/30 

 

14.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 

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 31,330 145,578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獲授權但未訂約之 

資本開支 66,229 143,403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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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任何末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資料摘要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財務狀況    

流動資產    

銀行結存及現金   65,338 135,627 

其它  12,406 5,936 

非流動資產  881,371 500,698 

資產總值  959,115 642,261 

債項總額  (82,136) - 

其它負債  (84,162) (52,063) 

資產淨值  792,817 590,198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收入報表   (經重列 ) 

營業額  - - 

毛利  - - 

EBITDA (18,894) (21,214) 

除稅前虧損  (19,244) (21,419) 

稅項  - 22 

年度虧損  (19,244) (2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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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年內，本集團繼續建設位於印尼的Martabe金礦。儘管項目遭遇若干挑戰，本公

司仍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底首次生產黃金及白銀。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於勘探及開發活動上合共已投入約

353,000,000美元，其主要開支概述如下：  

 

 礦地物業  

及開發 * 

區域勘探  

及評估  在建工程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土地持有費用  153 - 253 

資產及設備  3,329 88 185,272 

土建工程及道路  19,391 - 55,328 

鑽探及檢驗開支  6,032 1,243 1,019 

顧問諮詢  1,772 75 1,819 

員工成本  20,688 1,468 2,196 

運輸成本  3,732 - 17,476 

其它  16,742 522 14,488 

小計  71,839 3,396 277,851 

總計    353,086 

  

*包括近礦勘探及評估活動產生之成本  

 

業績  

本集團的Martabe金礦營運延後到結算日後，因此，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產生任

何收入。為專注於本集團主要的黃金開採業務，本集團管理層於二零一二年一

月決定在二零一二年第二季終止提供金融資訊服務。  

 

本公司之擁有人應佔當年來自經營業務之虧損約為 19,200,000美元，較二零一

一年同期錄得虧損約 21,400,000美元減少 10%。虧損減少主要由於持作買賣之

投資之公平值變動而錄得虧損 1,300,000美元，而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年

度虧損約4,1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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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淨值約為 793,000,000美元，較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 590,000,000美元增加 203,000,000美元。資產淨值之增

加主要由於二零一一年八月股份配售所得款項 (淨額 )213,000,000美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錄得現金流出淨額約 73,000,000美

元。  

 

由於黃金及白銀生產延遲，本集團產生經營現金流出 42,000,000美元。  

 

現金支出約326,000,000美元用於本集團之物業、廠房與設備及勘探。該等活動

的 資 金 來 自 股 份 配 售 所 得 213,000,000 美 元 及 提 取 銀 行 循 環 信 貸 融 資

81,000,000美元 (扣除借貸成本後 )。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存約為 65,000,000 美元 (二零

一一年：約 136,000,000 美元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為數約

82,000 美元之銀行存款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一家附屬公司取得砍伐樹木許

可之保證 (二零一一年： 92,000 美元 )。  

 

年內，本集團印尼附屬公司PT Agincourt Resources (「PTAR」 )與法國巴黎銀

行、澳洲聯邦銀行、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及三井住友銀行簽立 100,000,000美元循

環信貸融資 (「融資」)，以為Martabe金礦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動用銀行融資為 15,000,000美元。融資按浮動利率安排。本集團扣除已撥作

資本之借貸成本的借貸淨額的到期日概況載列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美元  千美元  
    
一年內   33,568 - 

一年以上但兩年內   48,568 - 

借貸總額   82,136 -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 (即本集團借貸總額除以股東權

益之百分比 )為10% (二零一一年：零 )。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年內並無任何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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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幅及相關對沖之風險  

本集團經營之業務大部分以美元、澳元、印尼盾及港元計值。由於港元與美元

掛鈎，因此所承受的美元外匯波動風險極微。本集團承受來自澳元及印尼盾的

外匯波動風險。  

 

本集團管理層監察本集團承受的外匯波動風險。年內，本集團在正常業務過程

中訂立若干遠期貨幣合約，按固定匯率出售美元及買入印尼盾，以限制美元／

印尼盾匯率的不利波動。該等工具與信貸質素良好的金融機構簽立。管理層將

持續監察本集團其它外匯風險，如有需要，將實施其它對沖政策。本集團不會

因投機炒賣訂立衍生工具，此乃本集團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尚未結算固定匯率外匯遠期合約，須每月

購入印尼盾，其將之指定為預期日後印尼盾付款的對沖工具。  

 

業務展望  

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首次產金，二零一二／一三年的短期目標

為，迅速從廠房調試進入商業生產，並盡早將生產提高至設計產能。Martabe礦

體優良、品位高、開採成本低廉、加工技術簡易，其管理團隊饒富經驗且精明

能幹。  

 

我們擬透過於Martabe進行近礦勘探，同時持續於Martabe發展硫化物資源計

劃，以提升本集團的資源量及儲量。為未來能在工程合約區域有所發現，本集

團已界定一些勘探區，如Golf Mike、Gambir Kapur、Tango Papa及Pahae作為

勘探靶區。  

 

本集團不斷評估黃金產業的機會，冀望覓得可為股東締造重大價值的亞太區優

質黃金項目或產金資產。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分別於香港、印尼及澳洲聘用26名、500名及

1名僱員。僱員薪酬具競爭力並按僱員表現釐定。本集團之薪酬福利包括醫療計

劃、團體保險、強制性公積金、表現花紅及向高級僱員提供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本公司可按該計劃規

定之條款及條件，向本集團董事及合資格僱員授出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29/30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贖回其任何證券。本公司或其

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證券。  

 

遵守上市規則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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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本公司就截至二

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有否遵守標準守則而對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

彼等均確認已完全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遵守上市規則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採納及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

載經修訂及修訂前之企業管治守則與規則  (「守則」 )。  

 

審核委員會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包括柯清輝先生、馬燕芬女士及梁凱鷹先

生。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股東一直的支持以及全體員工在過去一年全力以赴致以

衷心感謝。  

 承董事會命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趙渡  

 

香港，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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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  

(i)  本公司執行董事趙渡先生、Owen L Hegarty 先生、Peter Geoffrey Albert 先

生、馬驍先生、華宏驥先生、許銳暉先生及關錦鴻先生；   

(i i)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徐正鴻先生；及   

(i i i )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柯清輝先生、馬燕芬女士及梁凱鷹先生。   

 

如媒體或投資者有任何查詢，請聯絡：  

 

香港 : 澳洲墨爾本 : 

許銳暉先生  Owen Hegarty 先生  

電話  +852 3610 6700 電話  +61 3 8644 1330 

 

Tracey Fanning 女士  Murraya Nuzli 女士  

電話  +852 3610 6700 電話  +61 3 8644 1330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