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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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Zhongsheng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中盛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623）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

財務摘要

本集團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得收入約人民幣871.5百萬元，較截至
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收入人民幣1,010.3百萬元減少約13.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集團的綜合收益總額較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
人民幣130.4百萬元減少約63.2%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48.0百
萬元。

全年業績

中國中盛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合併綜合收益表及
本集團於2012年12月31日的經審核合併財務狀況表，連同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
年度之相關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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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綜合收益表
（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2012年 2011年

收入 4 871,521 1,010,252
銷售成本 (718,715) (734,056)

毛利 152,806 276,196

銷售及分銷成本 (10,973) (9,649)
行政開支 (49,044) (41,462)
其他收益淨額 5 7,448 3,016

經營溢利 100,237 228,101

財務收入 1,463 2,425
財務成本 (35,190) (50,888)

財務成本淨額 6 (33,727) (48,463)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 (1,606)

除所得稅前溢利 66,510 178,032

所得稅費用 7 (24,113) (48,042)

年度溢利 42,397 129,990

以下各項應佔年度溢利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6,904 132,150

非控股權益 (4,507) (2,160)

42,397 12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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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附註 2012年 2011年

其他綜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價值變動 1,064 (1,064)
貨幣換算差額 591 (1,409)

年度綜合收益總額 44,052 127,517

以下各項應佔綜合收益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8,046 130,416
非控股權益 (3,994) (2,899)

44,052 127,51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元列示）
 基本及攤薄 9 0.07 0.22

股息 8 2,304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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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狀況表
（金額以人民幣千元列示）

於12月31日
附註 2012年 2011年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13,490 192,523
無形資產 27,585 29,21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441 4,256
其他金融資產 – 561
遞延所得稅資產 1,973 2,790

245,489 229,349

流動資產
存貨 16,272 34,080
應收賬款 10 271,716 199,798
應收票據 11 261,739 327,150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182,705 102,39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2,920 202,586
受限制銀行存款 798 –

816,150 866,005

總資產 1,061,639 1,095,354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及股份溢價 385,160 274,769
儲備 18,662 (6,956)
留存收益 184,186 161,590

588,008 429,403
非控股權益 4,568 8,490

總權益 592,576 43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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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2月31日
附註 2012年 2011年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00,000 160,000
關閉、復墾及環境成本撥備 6,551 9,978
遞延所得稅負債 3,635 3,189

110,186 173,167

流動負債
借款 249,900 357,620
應付賬款 12 59,936 63,280
應付票據 13 1,180 –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2,803 36,113
流動所得稅負債 5,058 27,281

358,877 484,294

總負債 469,063 657,461

總權益及負債 1,061,639 1,095,354

流動資產淨值 457,273 381,71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02,762 61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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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中國中盛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1年2月8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2010
年版）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註冊辦公室的地址為Clifton 
House,75 Fort Street, PO Box 1350,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

本公司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國」）從事鐵礦石開採、鐵礦石加工及銷售鐵精粉以及在澳大利亞從事金屬礦藏的
勘探。2012年4月27日，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主板上市。

董事認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及由李運德先生（「控股股東」）全資
擁有的公司鴻發控股有限公司（「鴻發控股」）為最終控股公司。

2. 會計政策之變更及披露

多項新訂準則以及對準則及註釋之修訂於2012年1月1日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且未有
於編製該等合併財務報表時採納。該等準則及修訂預期不會對本集團之合併財務報表構成
重大影響，惟下文所載者除外：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呈列」有關其他綜合收益之修訂。修訂的主要變動
為要求實體將呈列於「其他綜合收益」的項目按該等項目其後有否可能重新分類至損
益（重新分類調整）的基準分組。修訂並未說明須於其他綜合收益呈列的項目。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闡述了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計量及確
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2009年11月及2010年10月頒佈。該準則取代了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39號中與金融工具的分類及計量相關的部份。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規定金融資產分類為兩個計量類別：按公允值計量類別及按攤銷成本計量類別。此
釐定需於初步確認時作出。分類視乎實體管理其金融工具的業務模型及該工具的合
約現金流量特徵而定。就金融負債而言，該準則保留了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的大部
份規定。主要變動為倘金融負債選擇以公允值列賬，因實體本身信貸風險而產生的
公允值變動部份於其他全面收益而非收益表入賬，除非這會導致會計錯配。本集團
尚未評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全面影響及擬不遲於2015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
會計期間對其進行採納。本集團亦將於董事會完成後考慮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餘
下部份之影響。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合併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合併財務報表」，以現有原則為基礎，確定將控制權之概
念作為釐定實體是否須計入母公司之綜合財務報告之因素。該準則提供額外指引，
在難以評估之情況下協助釐定控制權。本集團尚未評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
全面影響及擬不遲於2013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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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於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納入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所有形
式權益的披露要求，包括合營安排、聯營、特殊目的工具及其他資產負債表外的工
具。本集團尚未評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的全面影響及擬不遲於2013年1月1日
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對其進行採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值計量」旨在透過提供公允值的精確定義及於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中使用的公允值計量及披露規定的單一來源而提升一致性及減少複雜
性。該等規定大致上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貫徹統一，並不擴大
公允值會計的使用，但提供當其使用已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美國公認會計原則內
的其他準則規定或准許的情況下應如何運用的指引。

•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經修訂）－「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2011年經修訂）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控制權條文納入新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後餘下之獨立財務報表條文。

本集團現正評估該等準則、修訂及詮釋於首次應用時對本集團合併財務報表之影
響，並預期有關採納將不會對本集團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目前並無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或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之詮釋尚未生效
而預計將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a) 一般資料

首席營運決策者已確認為高級執行管理層，負責審核本集團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
及分部資源。首席營運決策者已根據該等報告釐定業務分部。

高級執行管理層根據各分部所佔的淨溢利╱虧損評估業務分部表現。

本集團可報告分部按地區呈列，這是首席營運決策者隊分部作出資源分配及評估其
表現的基準。兩個地區供首席營運決策者審核的財務資料已分開呈列。

首席營運決策者評估兩個可報告分部的表現：

(i) 山東興盛礦業有限責任公司（「山東興盛」）於中國註冊成立，並於中國從事鐵礦
開採、鐵礦加工及銷售鐵精粉。

(ii) Ishine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Limited（「興盛國際」）於澳大利亞註冊成立，並
於澳大利亞從事金屬礦藏勘探。

(b) 可報告分部溢利、資產及負債資料

經營分部溢利或虧損、資產及負債的計量與主要會計政策概要所述者相同。山東興
盛及興盛國際的分部資料金額分別以人民幣及澳元列值。興盛國際的分部資料就主
要營運決策者採用的報告而換算為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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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2年及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就可報告分部提供予首席營運決策者的分部
資料如下：

山東興盛 興盛國際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
收入 871,521 – 871,521
礦權及勘探費用 (1,020) (1,671) (2,691)
毛利╱（虧損） 154,477 (1,671) 152,806
財務收入 1,373 92 1,465
財務成本 (36,275) – (36,275)
減值虧損 – (6,988) (6,988)
所得稅費用 (24,113) – (24,113)
淨溢利╱（虧損） 69,987 (14,388) 55,599

其他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1,758 149 31,907
非流動資產支出 55,247 27 55,274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
收入 1,010,252 – 1,010,252
礦權及勘探費用 (792) (3,103) (3,895)
毛利╱（虧損） 279,299 (3,103) 276,196
財務收入 2,390 35 2,425
財務成本 (51,386) – (51,386)
分佔聯營公司虧損 – (1,606) (1,606)
所得稅費用 (48,042) – (48,042)
淨溢利╱（虧損） 143,274 (6,868) 136,406

其他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186 205 19,391
非流動資產支出 94,567 13 94,580

(i) 可呈報分部收入及損益之調節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總收入 871,521 1,010,252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淨溢利 55,599 136,406
其他未分配支出 (13,202) (6,416)

淨溢利 42,397 12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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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2年及2011年12月31日，就可呈報分部提供予首席營運決策者的分部資料
如下：

山東興盛 興盛國際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12年12月31日
分部資產 1,015,609 17,676 1,033,285
分部負債 (531,090) (267) (531,357)

於2011年12月31日
分部資產 1,065,148 30,551 1,095,699
分部負債 (650,616) (649) (651,265)

(ii) 可呈報分部資產之調節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呈報分佈資產總值 1,033,285 1,095,699
其他未分配資產 494,917 398,137
分部間賬款之抵銷 (466,563) (398,482)

集團資產 1,061,639 1,095,354

(iii) 可呈報分部負債之調節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可呈報分部負債總值 531,357 651,265
其他未分配負債 10,587 10,995
分部間賬款之抵銷 (72,881) (4,799)

集團負債 469,063 657,461

4. 收入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生產
 －銷售鐵精礦 549,032 687,010

貿易
 －銷售粗鐵粉 310,936 262,928
 －其他 11,553 60,314

322,489 323,242

總計 871,521 1,01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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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轉換聯營公司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時重估公允值之收益 – 3,10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1,459)
政府補助 8,010 –
其他 (562) 1,372

7,448 3,016

6. 財務成本淨額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財務收入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463 2,425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831 (1,531)

財務成本
 －銀行借款利息支出 (29,545) (38,446)
 －折現利息支出 (729) (850)
 －銀行承兌票據貼現利息支出 (5,296) (10,061)
 －其他 (451) –

(36,021) (49,357)

財務成本淨額 (33,727) (48,463)

7. 所得稅費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所得稅 22,850 46,020
遞延所得稅 1,263 2,022

24,113 48,042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2010年修訂版）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因
此可獲豁免支付開曼群島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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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屬處女群島根據國際商業公司法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獲豁免支付英屬處女群島所得
稅。

由於並無估計可課稅溢利於截止2012年及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產生於或來自香港，故尚
未就香港的附屬公司對香港利得稅作撥備。

澳大利亞企業所得稅率為30%。由於並無估計可課稅溢利於截止2012年及2011年12月31
日止年度產生於或來自澳大利亞，故尚未就澳大利亞附屬公司對澳大利亞公司所得稅作撥
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經調整就課稅目的若干不可評估或扣除的收入及開支項
目，基於於中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的法定溢利根據中國稅法及規例計算。根據中國政府
於2007年3月16日實施的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
山東興盛的稅率於2008年1月1日起為25%。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與使用以下法定稅率而計算的理論數額的差異分析列示如下：

截止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所得稅前溢利 66,510 178,032

按法定稅率計算的稅項 19,116 45,973
無須納稅的收入 (1,906) (218)
不可扣稅開支 4,947 66
未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的稅項虧損 1,956 2,221

所得稅開支 24,113 48,042

8. 股息

董事於2013年3月26日建議就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進行股息派發，按每股普通股派
發0.004港元，共計2,880,000港元（相當於人民幣2,304,000元），該次股息派發金額將從本
公司之股本溢價賬戶轉出。該次派發股息之決策將報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批准。本財務報
表並未反映是次應付股息。

除山東興盛於2011年1月7日向其權益持有人宣派人民幣80,000,000元的股息外，本公司或
組成本集團的公司於2011年並無支付或宣派其他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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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截至2012年及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各年，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股份持有人應佔溢利
及假定於以首次公開發售為目的的重組完成後已發行的1,111,112股股份乃視作自2011年1
月1日發行而計算。

截止12月31日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46,904 132,150

已發行股份之經調整加權平均股數 679,277,283 591,111,584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以每股人民幣元列示） 0.07 0.22

由於在截至2012年及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股份，故每股攤薄盈利
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10. 應收賬款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271,716 199,798

本集團的銷售信貸期主要為90日。

於2012年以及2011年12月31日，應收賬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於2012年以及2011年12月31日，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少於3個月 162,309 195,864
 －3個月至6個月 68,648 3,399
 －6個月至1年 40,759 535

271,716 199,798

於2012年以及2011年12月31日，本集團所有應收賬款以人民幣列示。於2012年以及2011
年12月31日，並無就應收賬款計提準備。信貸風險於結算日面對的最大風險為應收賬款的
賬面值。

於2012年及2011年12月31日，賬面值分別為人民幣181,423,000元及人民幣145,445,000元
的應收賬款作為本集團借款的抵押。

於2012年及2011年12月31日，分別有約人民幣109,407,000元及人民幣3,934,000元的應收
賬款已到期但未作減值。該等款項與若干近期無拖欠記錄的獨立客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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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票據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票據
 －銀行承兌票據 261,739 327,150

應收票據的賬齡為6個月以內。於2012年及2011年12月31日，應收票據的賬面值與其公允
值相若。

於2012年及2011年12月31日，賬面值分別為人民幣20,000,000元及人民幣69,000,000元的
銀行承兌票據作為其銀行借款的抵押。

12. 應付賬款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59,936 63,280

應付賬款於各結算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6個月 57,103 63,015
6個月至1年 2,473 194
1年以上 360 71

59,936 63,280

於2012年以及2011年12月31日，應付賬款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應付賬款以人民幣列
示。

13. 應付票據

於12月31日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票據
　－銀行承兌票據 1,180 –

應付票據的賬齡為6個月以內。

於2012年12月31日，應付票據的賬面值與其公允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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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山東省從事鐵鈦礦勘探、鐵礦石採礦和鐵
礦石加工，以生產鐵精礦的業務。本集團的重大客戶主要是臨近地區的鐵團礦或
鋼鐵生產商。

本集團擁有楊莊鐵礦（「楊莊鐵礦」，位於中國山東省楊莊鎮秦家莊的鐵礦）、諸葛
上峪鐵鈦礦（「諸葛上峪鐵鈦礦」，位於中國山東省沂水縣的鈦鐵礦及磁鐵礦）及跋
山鐵礦項目（位於沂水縣的一個鐵礦）的採礦權，並擁有楊莊鐵礦、秦家莊鈦鐵礦
項目（位於中國山東省沂水縣秦家莊的鈦鐵礦項目）、諸葛上峪鈦鐵礦和高莊上峪
鈦鐵礦項目（位於中國山東省沂水縣上峪區的鈦鐵礦項目）的勘探權。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山東興盛礦業有限責任公司（「山東興盛」）於2012年
12月19日與楊文興先生訂立買賣協議，以代價人民幣20.9百萬元收購臨沂魯興
鈦業股份有限公司（「魯興鈦業」）95%之股本權益（「收購事項」）。收購事項已於
2013年2月完成。魯興鈦業是一家位於中國山東省的採礦公司，主要從事鐵鈦礦開
採及加工，藉以生產鐵精礦及鈦精礦。有關收購協議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12年12月19日之公佈。

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之總收益較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下
降約人民幣138.7百萬元或約13.7%。收益大幅下降乃由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
年度，楊莊鐵礦鐵礦石生產之鐵精礦的收入減少，且鐵精礦之平均售價下降所致。

本公司權益擁有人應佔綜合收益總額減少約人民幣82.4百萬元，較截至2011年12
月31日止年度下降約63.2%。主要乃由於(1)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且來自中國山東省
造鋼廠的需求低迷，故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鐵精礦之平均售價較截至2011
年12月31日止年度下跌約20.0%；(2)Ishine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Limited（「興
盛國際」）董事會決定不再繼續增加於其物業單位Boomarra項目（「Boomarra項
目」）的權益而產生Boomarra項目減值虧損約人民幣4.0百萬元（相當於約613,053
澳元）；及(3)所持Athena Resources Limited上市股份減值虧損約人民幣3.0百萬元
（相當於約456,500澳元），原因為公允值虧損被視作永久減值而被確認為減值虧
損。

本公司股份（「股份」）已於2012年4月27日（「上市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上市，以發售價每股股份1.23港元發行合共129,760,000股股份。
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65%鐵精礦的平均售價為每噸人民幣947.5元。自
2012年4月起，中國經濟持續放緩，鋼鐵市場整體呈現下滑趨勢。65%鐵精礦的售
價也隨之不斷探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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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國內外經濟形式複雜的一年，美國、日本經濟復甦乏力、歐洲債務危機
不斷，市場信心下降，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國內經濟運行持續走低，受整個鋼鐵
行業不景氣的影響，鐵精粉市場低迷，價格持續處於走低趨勢。2012年鐵精粉
的平均售價每噸人民幣947.5元，比2011年平均售價每噸人民幣1,148.5元，降低
20%。在不利的市場形勢面前，公司在董事會領導下，管理層帶領全體員工，為
加強運營管理，採取了以下措施︰

一、 把握市場，銷售與生產聯動，最大限度的保護資源，避免市場價格降低和無
目的的擴大生產帶來效益下降和資源被賤賣的雙重風險

通過網絡和客戶渠道收集市場信息，每日發送市場簡報，密切把握市場動
態，進行行情分析，在價格下跌前積極銷售，在價格低迷期減少生產保證庫
存，在價格上漲時有計劃的銷售。生產上根據市場進行必要的調節，適度庫
存，最大限度滿足市場，保護資源儲量。2012年銷售自採礦生產鐵精粉31.03
萬噸，比2011年32.81萬噸，減少1.78萬噸。

二、 積極規避風險貿易

進入2012年第三季度，鐵精粉價格大降，市場持續走低，貿易風險加大，公
司逐漸減少了貿易業務量，包括減少外礦加工和粗粉貿易，以規避受價格波
動影響較大的貿易風險。全年外礦加工鐵精粉23.9萬噸，其中下半年生產3.1
萬噸。全年自其他供應商採購及╱或自粗鐵粉生產的混合鐵精礦而生產鐵精
礦26.9萬噸，其中下半年4.74萬噸。貿易粗粉43萬噸，其中下半年15萬噸。

三、 還貸降息，減少財務成本

針對市場變化，減少貿易風險，公司將資金量佔用較大的貿易進行減少，採
取戰術性的減少銀行貸款，還款降息減少財務成本的措施。截至2012年12
月31日，銀行貸款總額約為349.9百萬元，較2011年12月31日降低167.7百萬
元。同時，減少票據貼現，降低貼現利息成本4.77百萬元。2012年1月至12
月，財務成本為33.73百萬元，比去年同期48.46百萬元，減少14.74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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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控制管理費用支出，減少管理成本

制定了嚴格的業務應酬制度和出差制度，細化業務應酬標準、差旅費報銷標
準和流程。差旅費和招待費減少約3百萬元。

五、 優化組合，降低勞動用工成本

下半年針對鐵精粉市場持續低迷的情況，積極採取措施，進行崗位優化組
合，充分提高勞動生產率。子公司山東興盛礦業減少用工32人，降低了勞動
用工成本。

六、 積極爭取政府獎勵資金

2012年因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獲得政府獎勵資金8.0百萬元。

七、 鈦鐵並舉，公司重新定位戰略，將鐵礦石生產供應商轉型為鈦鐵公司的戰略
轉型

針對國家戰略的調整，上半年，完成鈦精礦採選的關鍵技術的儲備。下半
年，把握市場機遇，就收購魯興鈦業進行準備工作，增加的資源儲量，進一
步優化了鈦鐵的選礦工藝技術，公司全面進入鈦產品行業。未來的10年，將
公司從單一的鐵礦石公司轉型為鈦精礦為主攻方向、鐵精礦為基礎的鈦鐵公
司。

礦產資源及儲備

本集團所擁有的礦產及項目具備大量鐵鈦礦石儲備及資源。根據獨立技術顧問
Micromine Consulting Services的報告，於2011年11月，楊莊鐵礦的已探明及可能
礦石總儲備約為43.93百萬噸，平均等級約為24.58%TFe（全鐵）；諸葛上峪鐵鈦礦
的已探明及可能礦石總儲備約為546.29百萬噸，平均等級約為5.69%二氧化鈦及約
12.81%TFe（全鐵）；秦家莊鐵鈦礦項目的已探明及可能礦石總儲備約為86.63百萬
噸，平均等級約為4.50%二氧化鈦及約13.56%TFe（全鐵）。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2012年4月17日之招股章程所披露澳大利亞礦業聯合會
（「JORC」）作出的楊莊鐵礦、諸葛上峪鐵鈦礦及秦家莊鐵鈦礦項目於2011年11月
的資源及儲備，本集團於2012年12月的估計資源及儲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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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2年12月之JORC礦產資源：

楊莊鐵礦
諸葛上峪
鐵鈦礦

秦家莊
鐵鈦礦項目

礦石儲備（百萬噸）
 －已探明 8.73 200.08 45.33
 －可能 32.94 346.20（附註） 41.30

礦石總儲備 41.67 546.29 86.63

附註： 除可能總儲備外，地下儲備約為256.29百萬噸。

於2011年11月之JORC礦產資源：

楊莊鐵礦
諸葛上峪
鐵鈦礦

秦家莊
鐵鈦礦項目

礦石儲備（百萬噸）
 －已探明 11.00 200.08 45.33
 －可能 32.94 346.20（附註） 41.30

礦石總儲備 43.93 546.29 86.63

全鐵(TFe)等級(%)
 －已探明 24.17 12.78 13.50
 －可能 24.72 12.83 13.61
全鐵(TFe)平均等級(%) 24.58 12.81 13.56

二氧化鈦(TiO
2
)等級(%)

 －已探明 不適用 5.76 4.52
 －可能 不適用 5.65 4.48
二氧化鈦(TiO

2
)平均等級(%) 不適用 5.69 4.50

附註： 除可能總儲備外，地下儲備約為256.29百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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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收入約人民幣871.5百萬元，較截至2011
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0億元減少約13.7%。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
總銷售的63.0%包括我們的加工廠所生產的鐵精礦銷售，而餘下37.0%銷售主要來
自買賣粗鐵粉及鐵精礦。我們主要向中國山東省的鐵團礦及鋼鐵製造商出售所生
產的鐵精礦。除了購買我們所生產鐵精礦的該等客戶外，我們亦向於中國從事鐵
相關產品貿易及製造業務的其他客戶出售鐵精礦、粗鐵粉及其他貿易產品。

產品價格

我們生產的鐵精礦單位價格主要根據我們鐵精礦所含的鐵成份而定，並受市場環
境影響，包括但不限於全球、中國及山東對鐵礦產品的供應及需求，以及山東鋼
鐵行業的興旺。

鐵精礦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平均單位售價約為每噸人民幣947.5元，較截
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平均單位售價每噸約人民幣1,184.5元減少約20.0%。
有關減少主要是由於中國經濟放緩及山東省鋼鐵製造商的需求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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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收入乃來自向外部客戶銷售產品（扣除增值稅）及來自貿易活動。來自銷售產品的
收入受總銷量影響，而總銷量則受開採與加工產能及市場狀況和產品價格影響。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按分部類劃分的收益的細明分類：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1年
12月31日止年度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收入
我們所生產的鐵精礦銷售
 －來自楊莊鐵礦的鐵礦石 289,003 33.2% 388,662 38.5%
 －來自其他供應商採購及╱或
   生產自粗鐵粉的混合鐵精礦 260,029 29.8% 298,348 29.5%

549,032 63.0% 687,010 68.0%

貿易
 －鐵精礦 11,553 1.3% 9,256 0.9%
 －粗鐵粉 310,936 35.7% 262,928 26.0%
 －鐵團礦 – – 50,202 5.0%
 －其他 – – 856 0.1%

322,489 37.0% 323,242 32.0%

871,521 100.0% 1,010,252 100%



20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本集團所出售鐵精礦量的細明分類：

截至
2012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
2011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千噸） （千噸）

鐵精礦銷量
我們所生產的鐵精礦
 －來自楊莊鐵礦的鐵礦石 310.3 328.1
 －來自其他供應商採購及╱或生產自粗鐵粉
　　的混合鐵精礦 269.2 251.9

579.5 580.0

貿易
 －銷售鐵精礦 13.3 9.1
 －銷售粗鐵粉 432.3 303.5
 －銷售鐵團礦 － 35.0
 －其他 － 0.2

445.6 347.8

下表載列鐵精礦總產量按所使用材料種類的明細分類：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1年
12月31日止年度

（千噸） % （千噸） %

來自楊莊鐵礦的鐵礦石鐵精生產的
　鐵精礦 310.3 56.4 328.1 54.0

來自使用其他供應商的鐵礦石
　使用混合流程所生產的鐵精礦 – – 45.0 7.4

來自採購自其它供應商的粗鐵粉
　所生產的鐵精礦 239.4 43.6 234.7 38.6

合計 549.7 100 607.8 100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的鐵精礦銷售收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
63.0%。我們亦採購鐵精礦及粗鐵粉以供出售予我們的交易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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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0億元減少約13.7%至截至2012年12
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871.5百萬元，主要是由於(1)產自楊莊鐵礦鐵礦石的鐵精礦
銷售減少約人民幣99.7百萬元；(2)產自加工粗鐵粉的鐵精礦銷售減少人民幣38.3
百萬元；及(3)買賣鐵球團及其他的營業額因該等產品終止買賣而由截至2011年
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51.0百萬元減少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人民幣零
元，部分受(i)買賣鐵精礦的營業額增加約人民幣2.3百萬元；及(ii)截至2012年12
月31日止年度買賣粗鐵粉的營業額增加約人民幣48.0百萬元所抵銷。

楊莊鐵礦鐵礦石所生產的鐵精礦銷售減少主要是由於(1)鐵精礦的平均單位售價由
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每噸人民幣1,184.5元減少約20%截至2012年12月31
日止年度約每噸人民幣947.5元，及(2)楊莊鐵礦鐵礦石所生產的鐵精礦銷量下跌約
5.4%所致。由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鐵精礦平均單位售價下跌，管理層
策略性決定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將楊莊鐵礦鐵礦石所生產的鐵精礦的產
量及銷量減少17.8千噸。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從向其他供應商採購及╱或從粗鉄粉生產的
混合鐵精礦生產鐵精礦。來自其他供應商採購及╱或生產自粗鐵粉的混合鐵精礦
銷售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98.3百萬元下跌約12.8%至截至2012
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60.0百萬元，主要由於鐵精礦平均單位售價下跌約
20.0%所致。我們利用楊莊鐵礦剩餘加工能力將產自粗鐵粉的鐵精礦銷量由截至
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51.9千噸增加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269.2千
噸，然而，自其他供應商採購的混合鐵精礦所生產的鐵精礦銷量增加於截至2012
年12月31日止年度被平均單位售價下跌所抵銷。

來自貿易活動的銷售總額輕微減少約0.2%，主要由於買賣鐵球團及其他的營業額
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51.0百萬元減少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零元，部分受(i)買賣鐵精礦的營業額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
幣9.3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2.3百萬元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1.6
百萬元。鐵精礦的貿易量增加46.2%，但買賣鐵精礦的銷量增加被平均單位售價
下降（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人民幣1,017.1元下降至截至2012年12月31
日止年度約人民幣868.6元）所抵銷；及(ii)買賣粗鐵粉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營業額較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增加約人民幣47.9百萬元所抵銷。粗
鐵粉乃來自山東省多家貿易公司。我們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買賣大量粗
鐵粉，主要由於我們於期內成功物色多家穩定供應商。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
度，粗鐵粉的貿易量增加42.4%，但買賣粗鐵粉的銷量增加被平均單位售價下降
所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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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按分部劃分的本集團銷售成本的細明分類：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1年
12月31日止年度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銷售成本
我們所生產鐵精礦的銷售成本
 －來自楊莊鐵礦的鐵礦石 181,562 25.3% 184,631 25.2%
 －來自其他供應商採購及╱或
   生產自粗鐵粉的混合鐵精礦 232,609 32.3% 256,937 35.0%

414,171 57.6% 441,568 60.2%

貿易的銷售成本
 －鐵精礦 11, 264 1.6% 9,166 1.2%
 －粗鐵粉 291,460 40.5% 230,753 31.4%
 －鐵團礦 – – 48,605 6.6%
 －其他 – – 861 0.2%

302,724 42.1% 289,385 39.4%

興盛國際產生的勘探成本 1,820 0.3% 3,103 0.4%

718,715 100% 734,056 100%

銷售成本主要於我們生產鐵精礦期間產生及來自購買鐵相關產品作貿易用途。生
產活動產生的銷售成本主要包括採礦承包費、爆破承包費、其他原材料的成本、
電力及公用事業的費用、僱員福利、折舊及攤銷，以及其他間接成本。

銷售成本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734.1百萬元輕微減少約2.1%至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718.7百萬元。有關減少與同期收入下跌相一
致，主要原因為(1)因銷量減少17.8千噸而令本集團產自楊莊鐵礦的鐵精礦之銷售
成本下跌約人民幣3.1百萬元；(2)因平均銷售成本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
約每噸人民幣1,020.0元跌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每噸人民幣864.1元而令
購自其他供應商及╱或產自粗鐵粉的混合鐵精礦之銷售成本下跌約人民幣24.3百
萬元；(3)鐵團礦及其他貿易產品的銷售成本下降約人民幣49.5百萬元，部分受因
鐵精礦及粗鐵粉銷量分別增加4.2千噸及128.8千噸而令買賣該等產品的銷售成本
增加約人民幣62.8百萬元所抵銷；及(4)興盛國際產生之勘探成本減少約人民幣1.3
百萬元。



23

毛利及毛利率

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按分部劃分的毛利及毛利率的細明分類：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1年
12月31日止年度

人民幣
千元 %

人民幣
千元 %

毛利
生產
 －銷售鐵精礦
  －來自楊莊鐵礦的鐵礦石 107,441 70.3% 204,031 73.9%
  －來自其他供應商採購及╱或
    生產自粗鐵粉的混合鐵精礦 27,420 18.0% 41,411 15.0%

134,861 88.3% 245,442 88.9%

貿易
 －銷售鐵精礦 289 0.2% 91 –
 －銷售粗鐵粉 19,476 12.7% 32,175 11.6%
 －銷售鐵團礦 – － 1,597 0.6%
 －其他 – – (6) –

19,765 12.9% 33,857 12.2%

興盛國際產生的勘探成本 (1,820) (1.2)% (3,103) (1.1)%

152,806 100% 276,196 100%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11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 %

毛利率
鐵精礦的毛利率
－來自楊莊鐵莊的鐵礦石 37.2% 52.5%
－來自其他供應商採購及╱或生產自粗鐵粉
　　的混合鐵精礦 10.6% 13.9%

貿易的毛利率
 －鐵精礦 2.5% 1.0%
 －粗鐵粉 6.3% 12.2%
 －其他 – 3.1%

6.1% 10.5%

整體毛利率 17.5%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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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76.2百萬元減少約44.7%至截至2012
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52.8百萬元。毛利下跌主要是由於(1)本集團使用來自
楊莊鐵礦的鐵礦石生產鐵精礦的毛利下降約47.3%，主要由於為鐵精礦平均單位
售價下降及楊莊鐵礦所開採的鐵礦石的鐵精礦銷售下跌所致；(2)採購自其他供應
商採購及╱或生產自粗鐵粉的混合鐵精礦的毛利率下降約33.8%，主要由於鐵精
礦平均單位售價下降所致；及(3)買賣粗鐵粉的毛利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
約人民幣32.2百萬元減少約39.5%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9.5百萬
元，主要由於鐵精礦平均單位售價下降所致。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整體毛利率較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下跌9.8%
至17.5%，主要是由於(1)我們使用楊莊鐵礦的鐵礦石所生產的鐵精礦毛利率由
52.5%下跌至37.2%，以及來自其他供應商採購及╱或生產自粗鐵粉的混合鐵精
礦所產生的鐵精礦毛利率下跌3.3%至10.6%，主要是由於鐵精礦的平均單位售價
因中國經濟放緩及山東省鋼鐵製造商的需求疲軟而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
每噸人民幣1,184.5元減少約20.0%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噸人民幣947.5
元。我們使用來自楊莊鐵礦的鐵礦石所生產的鐵精礦每噸平均銷售成本由截至
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每噸人民幣562.7元輕微增加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
每噸人民幣585.1元，此乃由於(i)折舊及攤銷成本增加69.3%；(ii)電力及公用事業
成本增加24.2%；(2)買賣粗鐵粉的毛利率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12.2%
減少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6.3%，主要是由於鐵精礦平均單位售價下跌
約20.0%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

銷售及分銷成本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9.6百萬元增加14.6%至截
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1.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我們代客戶墊付的運
輸成本增加，該運輸費用已附加於已訂約銷售價。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11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2012年 201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運輸成本 10,951 9,451
其他開支 22 198

10,973 9,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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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僱員福利、折舊及攤銷、專業費用、差旅費、應酬費及其他開
支。下表載列於所示期間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的細明分類：

截至2012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11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僱員福利 8,747 7,908
其他稅項及附加費 1,210 457
折舊及攤銷 8,580 5,572
專業費用 12,189 11,371
差旅費 998 2,908
應酬費 820 1,617
車輛費用 1,700 2,170
辦公室費用 597 366
減值虧損 6,988 –
其他開支 7,215 9,093

合計 49,044 41,462

行政開支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41.5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2年12
月止年度約人民幣49.0百萬元。有關增加主要是由於(1)興盛國際董事會決定不再
繼續增加於Boomarra項目的權益而產生Boomarra項目減值虧損約人民幣4.0百萬元
（相當於約613,053澳元）；(2)所持Athena Resources Limited上市股份減值虧損約
人民幣3.0百萬元（相當於約456,500澳元），原因為公允值虧損被視作永久減值而
被確認為減值虧損；及(3)折舊及攤銷成本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5.6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8.6百萬元，原因為(i)固定
資產增加人民幣21.0百萬元，折舊費用增加約人民幣1.4百萬元；(ii)綠化工程及礦
區道路建設的攤銷費用增加約人民幣1.6百萬元。此增加被(a)主要因管理層的商務
出差減少而導致差旅費減少約人民幣2.0百萬元及(b)應酬費用減少約人民幣0.8百
萬元所抵銷。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其他收益約人民幣7.4百萬元，而截至
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其他收益則約為人民幣3.0百萬元，主要包括地方政府
為認可本公司成功在聯交所上市及支援其日後發展而授出政府補助人民幣8.0百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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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成本淨額

財務成本淨額主要指本集團的銀行貸款以及貼現銀行承兌票據的利息開支，乃由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所抵銷。財務成本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
48.5百萬元減少約30.8%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33.7百萬元，主要
是由於(1)銀行貸款結餘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517.6百萬元減少約32.4%
至截至2012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349.9百萬元；及(2)銀行承兌票據貼現利息開支
減少人民幣4.8百萬元。

綜合收益總額

綜合收益總額由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27.5百萬元減少65.4%至截
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44.1百萬元，主要是由於(1)毛利減少約人民幣
123.4百萬元；(2)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約人民幣1.3百萬元；(3)興盛國際董事會決
定不再繼續增加於Boomarra項目的權益而產生Boomarra項目減值虧損約人民幣4.0
百萬元（相當於約613,053澳元）；及(4)所持Athena Resources Limited上市股份減
值虧損約人民幣3.0百萬元（相當於約456,500澳元），原因為公允值虧損被視作永
久減值而被確認為減值虧損。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2012年12月31日的物業、廠房及設備較2011年12月31日增加約人民幣21.0百萬
元或10.9%。有關增幅主要指(i)干排將尾礦而增建一套設備的成本；(ii)基礎設施
建設；及(iii)購置製造設備。

存貨

存貨由原材料、製成品及零部件及其他組成。原材料包括鐵礦及其他原材料（主
要包括粗鐵粉）（將予加工成為鐵精礦）。下表載列於各資產負債表日期的存貨結
餘：

於2012年
12月31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鐵礦 238 3,140
 －其他原材料 8,612 4,749
製成品 3,589 22,708
零部件及其他 3,833 3,483

合計 16,272 3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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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結餘減少約人民幣17.8百萬元，主要是由於製成品減少約人民幣19.1百萬
元，部份由其他原材料（主要由粗鐵粉組成）增加約人民幣3.9百萬元所抵銷。

應收賬款

本集團的銷售一般透過信貸期90日進行，應收賬款以銀行轉賬方式或於6個月內到
期的銀行承兌票據償付。有關於2012年及2011年12月31日，應收賬款的帳齡分析
載述如下：

於2012年
12月31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少於3個月 162,309 195,864
 －3個月至6個月 68,648 3,399
 －6個月至1年 40,759 535
 －1年以上 – –

合計 271,716 199,798

應收賬款由201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199.8百萬元增加至2012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271.7百萬元，由於鋼鐵市場行情低迷，客戶需要多時間償還應付本集團款項。

應收票據

應收票據指各銀行發出的銀行承兌票據，主要由客戶提供以支付應收賬款。

於2012年
12月31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票據
 －銀行承兌票據 261,739 327,150

應收票據由201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327.2百萬元減少至2012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261.7百萬元，由於本集團客戶需要更多時間以銀行承兌票據償還應付賬款，故與
2011年12月31日相比，較少應收賬款已於2012年12月31日以銀行承兌票據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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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賬款

於2012年
12月31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59,936 63,280

應付賬款由201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63.3百萬元減少至2012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
59.9百萬元。

銀行借款

下表載列於各資產負債表日期的銀行借款細目分類：

於2012年
12月31日

於201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
 －銀行借款 100,000 160,000

流動
 －銀行借款 189,900 317,620
 －非流動借款的短期部份 60,000 40,000

249,900 357,620

合計 349,900 517,620

於2012年12月31日，銀行借款總額由2011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517.6百萬元減少至
約人民幣349.9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流動銀行借款有所減少藉以將截至2012年12月
31日止年度之融資成本減少約人民幣14.8百萬元。

於2012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150.0百萬元的銀行借款由本集團賬面值約為人民幣
181.4百萬元的應收賬款作抵押。約人民幣19.9百萬元的銀行借款由本集團賬面值
約為人民幣20.0百萬元的應收票據作抵押。此外，約人民幣160.0百萬元的銀行借
款由山東興盛賬面值約為人民幣4.1百萬元的採礦權作抵押。

於本公司上市後借出的人民幣20.0百萬元之借貸由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執行董事
兼主席李運德先生作出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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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盛國際

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興盛國際主要在澳大利亞從事是礦產資源的探測，其股份
已於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上市。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興盛國際的淨虧損
約為人民幣14.4百萬元，相比截至201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淨虧損約為人民幣6.9
百萬元。淨虧損增加主要是由於(1)興盛國際董事會決定不再繼續增加於Boomarra
項目的權益而產生Boomarra項目減值虧損約人民幣4.0百萬元（相當於約613,053
澳元）；及(2)所持Athena Resources Limited上市股份減值虧損約人民幣3.0百萬元
（相當於約456,500澳元），原因為公允值虧損被視作永久減值而被確認為減值虧
損。

資本架構

本公司於2012年12月31日的已發行股本為7,208,715.84港元，分為720,871,584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股份。

本集團採納審慎的庫務政策，其於2012年12月31日的資產負債比率（按借款總額
除以總權益及借款總額計算）約為37.1%（2011年12月31日：約54.2%）。於2012年
12月31日，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約為2.3倍（2011年12月31
日：約1.8倍）。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12年12月31日，本集團借款總額約為人民幣349.9百萬元（2011年12月31日：
約人民幣517.6百萬元）。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已支付約人民幣
520.6百萬元。本集團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人民幣82.9百萬元（2011年12月31
日：約人民幣202.6百萬元）。

重大收購或出售

山東興盛於2012年12月19日與楊文興先生訂立買賣協議，以代價人民幣20.9百萬
元收購魯興鈦業95%之股本權益（「收購事項」）。收購事項已於2013年2月完成。
魯興鈦業是一家位於中國山東省的採礦公司，主要從事鐵鈦礦開採及加工，藉以
生產鐵精礦及鈦精礦。有關收購協議之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2年12月19日
之公佈。

匯率及相關對沖項目之波動風險

山東興盛及興盛國際（分別於中國及澳大利亞經營）為組成本集團之兩大附屬公
司。山東興盛及興盛國際差不多所有交易均以彼等各自之功能貨幣（分別為人民
幣及澳元）計值及結算。

儘管本集團可能會承受外匯風險，董事會並不預期未來貨幣波動將對本集團的運
作造成重大影響，且本集團並無就對沖採用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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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的抵押

於2012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150.0百萬元的銀行借款由本集團賬面值約為人民幣
181.4百萬元的應收賬款作抵押。約人民幣19.9百萬元的銀行借款由本集團賬面值
約為人民幣20.0百萬元的應收票據作抵押。此外，約人民幣160.0百萬元的銀行借
款由山東興盛賬面值約為人民幣4.1百萬元的採礦權作抵押。

資本承擔及經營租約承擔

根據勘探許可證，興盛國際有義務就項目動用最低的勘探開支。該義務可能不時
變動，並須取決於相關政府機關的批准。基於興盛國際在勘探的業務性質，以及
權益的評估範疇，故難以準確預測下一個年度後的未來開支性質及款額。有關開
支可藉著尋求豁免個別承擔，以及放棄租約或任何新合營企業協議而減少。有關
開支於授出新礦權或修訂合營企業協議時可能增加。於2012年12月31日，興盛國
際的探礦區承擔總額約為人民幣16.1百萬元（相當於約2,461,054澳元）。

僱員福利及酬金政策

於2012年12月31日，本集團共聘用491名僱員（2011年12月31日：406名）。本集團
僱員的薪酬根據其經驗、資格、本集團表現及市場狀況釐定。於截至2012年12月
31日止年度，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人民幣24.9百萬元（2011年：約人民
幣24.3百萬元）。

或然負債

於2012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未來計劃

針對國家策略的調整，預期中國對鈦的需求將大幅增加。本公司把握市場機遇，
收購魯興鈦業，增加資源儲備，並進一步優化加工技術，進軍鈦產品行業。未來
的十年，本公司將從單一的鐵礦石公司轉型為鈦精礦為主攻方向、鐵精礦為基礎
的鈦鐵公司。

楊莊鐵礦

本集團在楊莊鐵礦展開技術改良計劃，包括將加工線的若干部件及機器更換為更
具效率者藉以降低鐵礦石的加工成本，預期將於2013年5月完成。待楊莊鐵礦的技
術改良計劃完成後，本集團擬將若干餘下加工部件及機器用於秦家莊鐵鈦礦的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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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上峪鐵鈦礦

本集團目前擁有諸葛上峪鐵鈦礦的採礦許可，獲批准年開採量為400,000立方米
（或約1.2百萬噸）。為使諸葛上峪鐵鈦礦盡快可行地展開營運，本集團決定在諸
葛上峪鐵鈦礦採礦許可所覆蓋礦區出租一塊土地。預期鐵鈦礦石的產量將達約每
年1.5百萬噸。此外，本集團已明確若干可行目標，並正就出租鐵礦石加工廠房
進行談判，計劃在上述廠房安裝全新鈦加工線藉以擴充諸葛上峪鐵鈦礦的加工能
力，達致約每年1.5百萬噸（待獲取年採礦許可、年採礦量8百萬噸獲批准後方可
作實），就此，本集團每年將能生產約60,000噸57%鐵精礦及約60,000噸46%鈦精
礦。本集團計劃於2013年開採洗選約1百萬噸鐵鈦礦石，生產約40,000噸57%鐵精
礦及約40,000噸46%鈦精礦。

秦家莊鐵鈦礦項目

本集團計劃為秦家莊鐵鈦礦項目申請採礦許可，獲批准年採礦量達2百萬噸。本
集團計劃進行採礦準備工作以達致採礦能力每年1.5百萬噸。本集團擬使用楊莊鐵
礦的餘下加工線部件及機器，並另行建設年加工能力達1.5百萬噸的鐵鈦礦石加工
線，將於2013年4月底完成採礦準備工作及加工線安裝。本集團計劃於2013年開
採並加工約1百萬噸鐵鈦礦石，生產約100,000噸20%至30%鐵鈦精礦。

魯興鈦業鐵鈦礦

於本公佈日期，魯興鈦業擁有加工能力達每年1.2百萬噸鐵鈦礦石的加工線，並取
得新的採礦許可，獲批准年採礦量達1.5百萬噸。本集團擬投資一項技術改良計
劃，擴大魯興鈦業鐵鈦礦加工線鐵鈦礦石的年加工能力，使加工線得以加工魯興
鈦業現時所加工的鈦成分尾礦。本集團擬於2013年5月完成上述技術改良計劃，待
完成後，魯興鈦業鐵鈦礦加工線鐵鈦礦石的年度加工能力將增加至約1.5百萬噸鐵
鈦礦石，本集團將能每年生產約100,000噸57%鐵精礦及約16,000噸46%鈦精礦，
上述加工線的尾礦加工能力將使本集團能夠生產約20,000噸46%鈦精礦。本集團
預期將於2013年生產約100,000噸57%鐵精礦及約30,000噸46%鈦精礦。

末期股息

董事會决議將於2013年5月14日（星期二）舉行的本公司應届股東週年大會（「2013
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向本公司股東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0.004港元（2011年：
無），而有關股息將於2013年6月14日（星期五）派發予於2013年5月24日（星期五）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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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為釐定股東出席2013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13年5
月13日（星期一）至2013年5月14日（星期二）止（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登
記手續，期內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取得出席本公司2013年
股東週年大會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2013年5月
10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辦理股份登記手
續。

為釐定股東享有擬派末期股息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13年5月24日（星期五）暫停
辦理股份登記手續，期內將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享有擬派末
期股息的資格，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於2013年5月23日（星期四）下
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辦理股份登記手續。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於上市日期至2012年12月31日期間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
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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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上市日
期至2012年12月31日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
條文（「守則條文」）作為其本身的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認為，除下文所述偏離者外，本公司於上市日期至2012年12月31日期間一直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職責應予以區分，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主席及行政總裁之間的職責分工須以書面清晰地確立。

自上市日期起至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並未委任任何行政總裁。執行董事兼
主席李運德先生及執行董事兼首席運營官耿國華先生亦負責監督本集團的整體營
運。董事會將定期開會，以考慮影響本集團營運的主要事宜。董事會認為，此架
構將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權限平衡。各執行董事及高級
管理層（負責不同職能）的角色補足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董事會相信此架構有
利於建立穩健而一致的領導，讓本集團得以有效地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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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

本公司於2012年4月9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
企業管治守則。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鉅昌先生（主席）、李曉
陽先生及張涇生先生所組成。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負責與本公司核數師的關
係、審閱本公司的財務資料以及監察本公司的財務申報系統及內部監控程序。

審核委員會於提呈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予董事會審閱及
批准前，已審閱有關文件，並認為該等文件符合適用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其他
適用法律規定，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本集團之核數師普華永道已就本集團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業績公告所載
之數字與本集團於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核對一
致。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盛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運德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李運德先生、耿國華先生及郎偉國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張涇生先生、李曉陽先生及林鉅昌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