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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註冊辦事處
香港

灣仔

港灣道25號

海港中心

25樓2502–5室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陽山分行

主要法律顧問
禮德齊伯禮律師行

胡百全律師事務所

曾宇佐陳遠翔律師行

核數師
天健（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股份過戶登記處
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2樓

網址
www.cytmg.com

董事會
執行董事

張國慶（主席）

吳倩君

Lee Jalen

陳亞非

李鋈發

梁山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黃潤權

黃順來

胡超

審核委員會
黃順來（主席）

黃潤權

胡超

提名委員會
黃潤權（主席）

黃順來

胡超

吳倩君

薪酬委員會
胡超（主席）

黃潤權

黃順來

公司秘書
梁嘉威

股份買賣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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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展望

中期業績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

29,94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67,991,000港元）及每股盈利約7.69港仙（二零一三年：每股

虧損17.5港仙），主要由於確認本集團證券投資業務之有價證券投資之未變現收益。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業務包括貨品貿易、提供融資、經紀及證券投資以及礦產業務。本集團於期內之營業額下

跌約9%至約1,62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786,000港元），而毛利減少約16%至約1,30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1,548,000港元）。

貿易業務

由於本集團之貿易業務並不活躍，故於回顧期間並無產生任何營業額（二零一三年：無）。儘管本集團過往期間一

直專注於發展其他業務，但日後仍會繼續物色合適貿易業務商機。

融資業務

於回顧期間內，融資業務並不活躍，故該業務並無產生營業額（二零一三年：329,000港元），造成經營虧損約為

1,61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經營溢利168,000港元）。回顧期間內融資業務之經營開支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若干

經營開支於期內分配至有關分部。

經紀及證券投資業務

於回顧期間內，經紀及證券投資業務之營業額（主要為本集團證券經紀分部之經紀及佣金收入）增加約12%至約

1,62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457,000港元）。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回顧期間證券經紀業務之交易量較高所致。

由於確認證券投資未變現收益約116,273,000港元（二零一三年：未變現虧損89,883,000港元），此業務於回顧期

間錄得整體溢利約102,473,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經營虧損92,410,000港元）。證券投資錄得未變現收益乃因本

集團就投資持有之多項上市證券市價上升所致。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上市證券投資組合之市值約為

508,636,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5,37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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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展望

礦產業務

礦產業務為本集團其中一項主要業務。本集團之混合金屬礦（「礦山」）位於連南縣東南約39公里，及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國」）廣東省山聯鄉白帶頭村西南面約1.6公里，佔地約0.4197平方公里。根據技術報告所載由湖南省

地質礦產勘查開發局四零八隊編製之一項地質研究，礦山之估計鐵資源約為1,627,400噸，平均品位約44.71%至

61.86%。此外，亦有少量銅、鉛及錫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六日，連南瑤族自治縣國土資源局（「國土資源局」）發出通知，下令暫停連南縣境內所有採礦

業務直至另行通知為止（「指令」）。期內礦山之礦產業務因指令而嚴重受阻。本集團一直向中國有關當局（「當局」）

查詢何時解除指令，以便恢復礦產業務。惟截至本報告日期，當局仍未就何時解除指令給予具體及明確指示。

與去年相同，於回顧期間內，中國南部暴雨連綿，並對環繞及通向礦山的道路及高速公路的維修工程進度造成阻

礙。儘管中國政府及本集團已分別開始維修通往礦山之高速公路及道路工程，鑑於天氣惡劣及高速公路及道路遭

受嚴重破壞，故仍需進一步進行維修工程，以讓汽車、貨車及其他交通工具能無阻地進入礦山周邊地區及通往礦

山。

本集團將在有需要時就礦產業務之任何重大進展另行刊發公佈。

受指令及二零一四年上半年連場豪雨影響，本集團之礦產業務於回顧期內未有產生任何營業額（二零一三年：無），

但該業務錄得經營虧損約61,12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經營溢利69,693,000港元）。礦產業務錄得經營虧損之主

要原因為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鐵礦石產品市價由每噸人民幣1,020元下跌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每

噸人民幣810元，導致採礦權之減值虧損59,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減值撥回73,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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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展望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股本架構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887,415,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66,512,000港元），而包括銀行結存及香港上市有價證券之速動資產總值（不包括以獨立信託賬戶持有之銀行結

存）約達543,699,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6,868,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

887,415,000港元除流動負債約51,966,000港元計算）則處於約17.08（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98）之穩

健水平。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銀行及其他借款（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及融資租賃

承擔（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於回顧期末，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約為1,238,24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17,693,000港元），

相當於本公司每股綜合資產淨值約3.19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股3.14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民豐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配售協議」），據此，配售

代理有條件同意促使認購人認購本金總額最多4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票據。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本

公司與配售代理雙方同意，透過訂立終止協議終止配售協議。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

日及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之公佈。

外匯管理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美元及澳元結算及進行。本集團對外匯風險管理奉

行一貫之審慎策略，主要透過維持外幣貨幣性資產與相對貨幣負債之平衡，以及外幣收益與相對貨幣開支之平衡，

盡可能降低外匯風險。鑑於以上所述，本集團所承受外匯風險相信並不重大，故本集團並無採取且認為毋須採取

對沖措施。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固定資產（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作為本集團融資租賃承擔之

抵押品。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本承擔（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或然負債

本公司一間主要從事證券經紀業務之附屬公司，或須就一名前僱員所進行若干涉嫌違規交易，向相關執法機構

繳付罰款最高10,000,000港元。事件現時由執法機構調查。由於未能合理預計事件之最終結果，故最高罰款

10,000,000港元被視為本集團之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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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展望

重大收購及出售
(1)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四日、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六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一四年五月三十日之公佈。本報告所用詞彙之定義見上述公佈。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八日，本集團就收購目標集團訂立一項買賣協議，總代價為1,200,000,000港元（可予調

整）。

代價其中690,000,000港元將以現金償付、210,000,000港元將透過配發及發行代價股份償付，而

300,000,000港元將透過發行可換股債券償付。目標集團主要在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從事鐵礦開採及礦石

加工業務。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本集團與賣方簽立一項補充協議，同意修訂買賣協議若干條款，主

要涉及：(1)買賣協議所載代價調整機制及 (2)加入訂約各方不得豁免之先決條件。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編製及

落實須載入有關上述收購事項通函之資料，該通函預期將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2)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之公佈。下文所用詞彙於上述公佈內

界定。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集團分別就按現金代價370,000,000港元收購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40%

（「收購事項」）及建議發行本公司可換股票據作為收購事項之集資活動訂立買賣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八

月十八日之補充協議修訂）及配售協議。目標公司將於完成時成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目標集團主要業務為

負責「發展項目」（為位於中國重慶名為「金唐新城市廣場」之商住綜合樓群）之發展、建設及建築管理事宜。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本公司與民豐證券有限公司（作為配售代理）透過訂立終止協議彼此同意終止配

售協議。同日，本公司與民豐證券有限公司（作為包銷商）訂立包銷協議，有關詳情載於下文。

此外，本公司擬向股東建議進行股份合併，且本公司與包銷商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訂立包銷協議。本公

司擬於股份合併生效後進行供股。供股所得款項淨額擬用於支付收購事項之現金代價370,000,000港元，所

得款項餘額（如有）則撥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有關收購事項、建議股份合併及建議供股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四年八

月十八日之公佈。通函預期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或之前寄交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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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展望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65名（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69名）員工（包括執行董事）。期內產

生之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9,16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錄得之8,643,000港元增加約6%。本集團一般

按僱員之資歷、經驗、工作表現及市場基準釐定僱員酬金。本集團向僱員提供之福利包括酌情花紅、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購股權、培訓津貼及醫療保險。

業務展望
本集團預期，世界經濟將於二零一四年後半期恢復增長。於中國，當局已採取有限及有針對性之政策措施支持下

半年之相關業務活動，包括中小企業稅務寬減、加快財政及基礎建設支出以及有針對性削減存款準備金率。於美

國，預期就業市場改善及工廠生產力提高亦有助恢復業務活動增長。然而，鑑於全球經濟之未來潛力及增長仍不

明朗，考慮到中東地緣政治風險可導致石油價格飆升之較高風險、烏克蘭危機仍未解決及發達國家經濟結構改革

進展仍然緩慢，本集團在作出投資決策時仍將審慎警惕行事。

就礦山之採礦活動而言，本集團將繼續與中國當局跟進事態發展，並就於不久將來重新展開採礦業務作出必要準

備。本集團預期礦山將於指令獲解除後馬上恢復生產。從長遠來看，本集團對資源及採礦業務之前景充滿信心。

同時，本集團將繼續積極物色具吸引力的投資機會，為本公司股東創造重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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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致中國雲錫礦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本所已審閱中國雲錫礦業集團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載列於第10至30頁之中期財務

資料，其中包括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相關簡明綜合損益表、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和其他附

註解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規定，就中期財務資料編製報告須符合有關條文及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規定。 貴

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和公平地呈報此中期財務資料。本所之責任是根據審閱結果，對

此份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並按照雙方協定的應聘書條款僅向整體董事會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

本所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審閱範圍
本所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獨立核數師執行之中期財務資料審閱」

（「《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進行審閱工作。審閱中期財務資料主要包括向負責財務和會計事務之人員作出

查詢，及進行分析性和其他審閱程序。審閱之範圍遠較根據香港核數準則進行審核之範圍為小，故不能令本所保

證本所將知悉在審核中可能發現之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本所不會發表審核意見。

結論
根據本所之審閱工作，本所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本所相信中期財務資料在各重大方面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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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報告

強調重大事項
在上述結論並無保留意見的情況下，我們謹請股東垂注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附註11。誠如當中所披露，中國政府有關當局自二零一二年年初起下令暫停 貴

集團以及連南縣內所有採礦業務（「指令」）直至另行通知。截至二零一四年中期報告之報告日期止，當局尚未公佈

指令之解除日期。根據 貴集團可獲取之資料， 貴集團預期指令將於不久之將來，且無論如何將於二零一五年年

底前獲解除。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按已貼現現金流量方式以及基於指令將於二零一五年年底前獲解除之假設， 貴集團之

採礦權之估值為200,000,000港元。倘解除指令或礦山維修工程竣工遭進一步延誤，則 貴集團採礦權之價值可

能會受影響，且 貴集團可能因而須就採礦權之減值虧損額外計提撥備。

天健（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李炳佳

執業證書編號：P02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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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1,628 1,786

銷售成本 (320) (238)
  

毛利 1,308 1,548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之金融資產之

 收益╱（虧損）淨額 5 102,508 (92,764)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收益 – 3,555

採礦權之減值虧損 11 (59,000) –

撥回採礦權減值虧損 11 – 73,000

其他收入 5 1,870 1,925

行政開支 (30,377) (36,444)

融資成本 (1,112) (105)
  

除稅前溢利╱（虧損） 15,197 (49,285)

所得稅抵免╱（開支） 4 14,750 (18,706)
  

期間溢利╱（虧損） 5 29,947 (67,991)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9,947 (67,991)

 非控股權益 – –
  

29,947 (67,991)
  

每股盈利╱（虧損） 7

 – 基本及攤薄（每股港仙） 7.69 (17.5)
  

隨附之附註為整體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雲錫礦業集團有限公司11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溢利╱（虧損） 29,947 (67,991)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9,400) 3,74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 (18,021)
  

期間其他全面開支（扣除稅項） (9,400) (14,279)
  

期間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20,547 (82,270)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20,547 (82,270)

 非控股權益 – –
  

20,547 (82,270)
  

隨附之附註為整體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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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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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8,527 20,228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9 235,414 234,333

 其他資產 10 2,230 2,205

 交易權 – –

 採礦權 11 200,000 259,000
  

456,171 515,766
  

流動資產

 存貨 924 94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27,114 64,000

 誠意金 13 300,000 300,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之金融資產 14 508,636 405,370

 應退稅項 217 219

 以獨立信託賬戶持有之銀行結存 15 15,461 44,477

 銀行結存及現金 35,063 51,498
  

887,415 866,512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43,706 88,195

 應付稅項 260 260

 撥備 17 8,000 8,000
  

51,966 96,455
  

流動資產淨值 835,449 770,05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91,620 1,285,823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0,000 64,750
  

資產淨值 1,241,620 1,221,073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雲錫礦業集團有限公司13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8 2,269,674 3,894

 儲備 (1,031,434) 1,213,79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238,240 1,217,693

非控股權益 3,380 3,380
  

權益總額 1,241,620 1,221,073
  

隨附之附註為整體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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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可供出售
金融資產

儲備
購股權
儲備 累計虧損 小計

非控股
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3,894 2,265,780 2,126 (35,443) 52,865 (1,071,529) 1,217,693 3,380 1,221,073         

期間溢利 – – – – – 29,947 29,947 – 29,947
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 – (9,400) – – – (9,400) – (9,400)         

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9,400) – – 29,947 20,547 – 20,547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轉讓至

 無面值制度 2,265,780 (2,265,780) – – – – – –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269,674 – (7,274) (35,443) 52,865 (1,041,582) 1,238,240 3,380 1,241,620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3,894 2,265,780 (4,550) (30,400) 52,865 (1,071,351) 1,216,238 3,384 1,219,622         

期間虧損 – – – – – (67,991) (67,991) – (67,991)
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 – 3,742 – – – 3,742 – 3,74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公允值變動 – – – (18,021) – – (18,021) – (18,021)         

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3,742 (18,021) – (67,991) (82,270) – (82,270)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3,894 2,265,780 (808) (48,421) 52,865 (1,139,342) 1,133,968 3,384 1,137,352
         

隨附之附註為整體財務報表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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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雲錫礦業集團有限公司15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除稅前溢利╱（虧損） 15,197 (49,285)
就以下項目作出調整：

 利息開支 1,112 105
 銀行利息收入 (5) (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665 1,944
 採礦權之已確認╱（撥回）減值虧損 59,000 (73,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之金融資產之未變現（收益）╱虧損 (116,273) 89,88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400) –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收益 – (3,555)

  

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現金流量 (39,704) (33,9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 36,886 7,699
其他資產增加 (25) –
以獨立信託賬戶持有之銀行結存減少 29,016 49,97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 (44,489) (42,413)

  

經營所用現金 (18,316) (18,652)
已付利息 (1,112) (105)
已付之香港及中國稅項 – (135)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19,428) (18,892)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之金融資產減少╱（增加） 13,007 (17,210)
已付誠意金 – (300,000)
來自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項 400 –
來自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所得款項 – 5,115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44) (8)
利息收入 5 4

  

13,368 (312,099)
  

現金及等同現金之減少淨額 (6,060) (330,991)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10,375) 250
現金及等同現金承前 51,498 360,528

  

現金及等同現金結轉（指銀行結存及現金） 35,063 29,787
  

隨附之附註為該等財務報表其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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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撰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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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所載之適用

披露規定編撰。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撰，惟若干金融工具乃以公允值計量。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撰中國雲錫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一四

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本集團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投資實體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 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法之延續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費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於此等財務報表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著

手評估此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現時尚未能評定此等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現時分為四個營運部門 — 貨品貿易、提供融資、經紀及證券投資，以及開採及銷售礦

物。該等部門乃本集團申報主要分部資料之依據。

就評估分部間之表現及資源而言，本集團高級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控各個可呈報分部應佔業績及資產

與負債：

分部營業額指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雲錫礦業集團有限公司17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業績指各分部並無分配企業收入及開支、中央行政成本、董事酬金、融資成本及所得稅抵免或開支賺取

之溢利或招致之虧損。

分部營業額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貨品貿易 提供融資

經紀及

證券投資

開採及

銷售礦物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外部銷售 – – 1,628 – – 1,628

分部業務之間銷售* – – 62 – (62) –      

總計 – – 1,690 – (62) 1,628      

業績

分部業績 (7) (1,614) 102,473 (61,127) – 39,725

未攤分企業收入 411

未攤分企業開支 (23,827)

融資成本 (1,112) 

除稅前溢利 15,197

所得稅抵免 14,750 

期間溢利 29,947 

採礦權之減值59,000,000港元已計入開採及銷售礦物分部之分部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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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分部營業額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貨品貿易 提供融資

經紀及

證券投資

開採及

銷售礦物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外部銷售 – 329 1,457 – – 1,786

分部業務之間銷售* – – 15 – (15) –      

總計 – 329 1,472 – (15) 1,786      

業績

分部業績 – 168 (92,410) 69,693 – (22,549)

未攤分企業收入 3,555

未攤分企業開支 (30,186)

融資成本 (105) 

除稅前虧損 (49,285)

所得稅開支 (18,706) 

期間虧損 (67,991) 

採礦權之減值撥回73,000,000港元已計入開採及銷售礦物分部之分部業績。

* 分部業務之間銷售乃按成本加交易雙方同意之邊際利潤基準計算。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雲錫礦業集團有限公司19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451

 中國企業所得稅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5
  

– 456
  

遞延稅項

 本期間 (14,750) 18,250
  

期間所得稅（抵免）╱開支 (14,750) 18,706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之稅率計算。

就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而言，中國企業所得稅按25%（二零一三年：25%）之

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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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5. 期間溢利╱（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溢利╱（虧損）已扣除：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8,944 8,42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23 218
  

總員工成本 9,167 8,643
  

攤銷採礦權 –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665 1,944

匯兌虧損淨額 28 5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 –
  

並已計入：

利息收入來自：

 銀行存款 5 4

 其他貸款及應收款項 924 1,728
  

總利息收入 929 1,73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400 –

雜項收入 541 193
  

1,870 1,925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之金融資產之收益╱（虧損）淨額：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之金融資產已變現虧損淨額 (13,765) (2,881)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之金融資產未變現收益╱（虧損） 116,273 (89,883)
  

102,508 (92,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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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6. 股息
期內並無宣派股息（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7. 每股盈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29,947 (67,991)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389,421 389,421
  

由於本公司購股權行使價高於期內之平均市價而視為具反攤薄效應，因此所呈列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相同。

8.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期內，本集團產生的添置辦公室設備成本約為44,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辦公室設

備成本為8,000港元及租賃裝修成本為85,000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物業、廠房及設備乃根據融資租賃持有（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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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9.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指本集團於上市及非上市證券之投資。於報告期末之本集團上市證券指本集團於Aurelia 

Metals Limited（前稱YTC Resources Limited）之上市投資，其股份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上市投資乃根據相

關交易所所報之市場買入價以公允值計算。

於報告期末之本集團非上市證券指本集團於私人實體HEC Capital Limited（「HEC」）發行之非上市股本證券投

資，就已識別長期策略持有。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36,500,000股HEC股份，相當於HEC

全部已發行股本約3.77%。於報告期末，該等投資按成本減減值計量。

由於進行減值評估，本公司董事認為，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確認減值之客觀憑證，因此，截至二

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確認減值。

10. 其他資產
其他資產為就本集團於香港證券市場進行持牌活動向聯交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支付之法定按金。

11. 採礦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採礦權指位於中國廣東省之礦山（「礦山」）之磁鐵礦採礦權牌照（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屆滿）。

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連南縣大麥山礦業場發生嚴重地質災害。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六日，連南瑤族

自治縣國土資源局發出通知，宣佈縣內有關部門會全面審查所有採礦業務，並下令暫停連南縣所有採礦業務

直至另行通知及╱或獲當局批准為止（「指令」）。本集團已與中國相關政府當局（「當局」）聯繫，以查詢何時解

除指令以恢復採礦業務。但截至本報告日期，當局尚未就何時解除指令給予具體及明確指示。

有限可使用年期採礦權，按礦山估計探明及推定礦物總儲量，根據實際產量使用單位生產法攤銷。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就採礦權攤銷作出撥備（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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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採礦權（續）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採礦權牌照公允值按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中和邦盟評估有限公司進行之估值

釐定，假設本集團可以無期限續領採礦權牌照直至所有探明儲量已獲開採，鑒於鐵礦產品市價由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每噸人民幣1,020元減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每噸人民幣810元，礦山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之價值亦隨之下跌，導致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減值虧損約59,000,000港

元（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撥回採礦權減值：73,000,000港元）。

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 19,845 28,302

減：已確認之減值虧損 (1,490) (1,490)
  

18,355 26,812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 9,115 37,544

減：其他應收款項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356) (356)
  

8,759 37,188
  

27,114 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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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應收賬款詳情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證券經紀業務產生之應收賬款：

 孖展賬戶客戶 18,411 23,218

 現金賬戶客戶 886 4,530

 其他 297 297
  

19,594 28,045
  

採礦業務產生之應收賬款 251 257
  

19,845 28,302
  

證券經紀業務產生之應收賬款付款期為交易日後兩日。就採礦業務產生之應收賬款而言，本集團一般給予

六十日之借貸期。

於報告期末，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六十日 6,567 10,535

六十一至九十日 565 4,676

超過九十日 12,713 13,091
  

19,845 28,302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國雲錫礦業集團有限公司25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誠意金
於二零一三年二月，本集團就建議收購一組（其中包括）主要於中國從事鐵礦開採業務的公司（「建議收購事

項」）訂立買賣協議。本集團已就建議收購事項向賣方支付誠意金300,000,000港元，有關訂金須於一旦終止

建議收購事項時不計利息全額退還。

有關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四日、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六

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六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及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日之公佈。

14.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的金融資產
於報告期末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的金融資產指在聯交所上市之股本證券。

15. 以獨立信託賬戶持有之銀行結存
由於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證券經紀業務，該附屬公司於受規管業務過程中收取及持有客戶及其他機

構之貨幣存款。該等客戶款項乃存於一個或多個獨立信託銀行戶口。本集團已確認應付各客戶及其他機構之

相應款項。然而，本集團現時並無可把該等應付款項與所存入存款抵銷之可強制執行權利。

1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 18,314 76,74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53 4,405

證券賬款 23,339 7,045
  

43,706 88,195
  



中期報告 2014 26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應付賬款之詳情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證券經紀業務產生之應付賬款：

 現金賬戶客戶 7,326 8,653

 結算所 1,163 –

 孖展賬戶客戶 9,420 67,623
  

17,909 76,276
  

採礦業務產生之應付賬款 405 469
  

18,314 76,745
  

證券經紀業務產生之應付賬款付款期為交易日後兩日，而應付現金及孖展賬戶客戶之款項須按要求償還。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來自採礦業務之應付賬款均在六十日內到期。

於報告期末，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零至六十日 8,298 69,603

六十一至九十日 806 553

超過九十日 9,210 6,589
  

18,314 7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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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7. 撥備
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一間主要從事證券經紀業務之附屬公司，可能需就若干

被指稱由其前僱員進行之不尋常交易而須對若干第三方負上責任，涉及總額約9,250,000港元。該附屬公司

最初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向相關執法機構彙報有關事宜。該前僱員於二零零九年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罪名成立。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中國江蘇中級人民法院就一名個別人士向該附屬公司發出傳訊令

狀，索償人民幣1,103,000元（相當於1,359,000港元）另加利息。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支付人民幣600,000元

（相當於730,000港元）完全解決索償並自撥備中扣除（其中1,250,000港元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撥備至該個別人士）。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該個別人士之520,000港元餘下

撥備以雜項收入形式撇銷。

根據初步法律意見，該附屬公司亦可能須就由其前僱員進行之指稱不尋常交易而被執法機構要求作出最高

達10,000,000港元之罰款。截至報告期末，附屬公司並無遭到罰款。由於執法機構對事件之調查工作仍在

進行，董事無法就事件結果作出合理的預測，故此，10,000,000港元之可能最高罰款額被視為本集團於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或然負債。

18.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法定：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45,000,000 450,00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附註1） 不適用 不適用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389,421 3,894

 於廢除面值時由股份溢價轉撥（附註1） – 2,265,78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無面值之普通股（附註1） 389,421 2,269,674
  



中期報告 2014 28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8. 股本（續）
附註：

1. 根據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生效之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將不再擁有法定股本，而已發行

股份亦無「面值」之概念。此外，按照上述條例附表11第37條之過渡性條文，在股本溢價賬及資本贖回儲備內之結

存款項已成為本公司股本一部分。

19.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資本承擔（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20. 或然負債
除於附註17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重

大或然負債。

21. 公允值等級
以公允值計量之本集團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基於其公允值可觀察程度歸類為第一至第三級之分析如下：

第一級： 利用活躍市場上相同金融工具之報價（未經調整）計量公允值

第二級： 利用活躍市場上類似金融工具之報價，或採用全部重要輸入數據均直接或間接以可觀察市場

數據為基礎之估值方法計量公允值

第三級： 採用全部重要輸入數據均並非以可觀察市場數據為基礎之估值方法計量公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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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1. 公允值等級（續）
下表呈列以公允值計量等級劃分，本集團於報告期末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工具：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0,414 – –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之金融資產

 － 持作買賣投資 508,636 – –
   

總計 529,050 – –
   

金融資產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9,333 – –

透過損益按公允值計算之金融資產

 － 持作買賣投資 405,370 – –
   

總計 424,703 – –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第一及第二級之間並無轉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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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22.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除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期內曾與關連人士進行交易，董事認為，該等交

易乃於本集團日常業務中進行，詳情如下：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

主要管理人員酬金，包括支付予本公司董事之金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2,225 1,84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8 15
  

2,233 1,863
  

23. 報告期末後事項
報告期末後已發生下列重大事項：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之公佈。下文所用詞彙於上述公佈內

界定。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集團分別就按現金代價370,000,000港元收購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40%

（「收購事項」）及建議發行本公司可換股票據作為收購事項之集資活動訂立買賣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八

月十八日之補充協議修訂）及配售協議。目標公司將於完成時成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目標集團主要業務為

負責「發展項目」（為位於中國重慶名為「金唐新城市廣場」之商住綜合樓群）之發展、建設及建築管理事宜。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本公司與民豐證券有限公司（作為配售代理）透過訂立終止協議彼此同意終止配

售協議。同日，本公司與民豐證券有限公司（作為包銷商）訂立包銷協議，有關詳情載於下文。

此外，本公司擬向股東建議進行股份合併，且本公司與包銷商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訂立包銷協議。本公

司擬於股份合併生效後進行供股。供股所得款項淨額擬用於支付收購事項之現金代價370,000,000港元，所

得款項餘額（如有）則撥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有關收購事項、建議股份合併及建議供股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四年八

月十八日之公佈。通函預期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或之前寄交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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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並無可供分派之儲備。董事會議決不就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宣派

中期股息（二零一三年：無）。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載，或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董事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權益總數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吳倩君 實益擁有人 – 211,455

（附註1）

211,455 0.05%

黃潤權 實益擁有人 9,000 655

（附註2）

9,655 0.00%

附註：

1. 該等權益指吳倩君女士在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向彼授出之購股權項下可予發行之211,455股相

關股份之權益。吳倩君女士於接納獲授之購股權時所付之代價為1.00港元。行使價為每股股份96.80港元，可行使期為二

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日。

2. 該等權益指黃潤權博士在本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向彼授出之購股權項下可予發行之655股相關股

份之權益。黃潤權博士於接納獲授之購股權時所付之代價為1.00港元。行使價為每股股份96.80港元，可行使期為二零零

七年十二月三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日。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任何須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登記於本公司存

置之登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短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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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購股權計劃
現有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八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批准及採納。購

股權計劃之首要目的乃為參與者提供購入本公司股本權益之機會，並鼓勵參與者為提升本公司及其股份之價值而

努力，力保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購股權計劃之進一步詳情於本公司二零一三年年報內披露。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購股權計劃項下購股權變動如下：

購股權數目
  

參與者姓名或類別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間 每股行使價

於
二零一四年
一月一日 期內失效

於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港元

董事
吳倩君 3.12.2007 3.12.2007 – 

 2.12.2017
96.8 211,455 – 211,455

黃潤權 3.12.2007 3.12.2007 – 
 2.12.2017

96.8 655 – 655

   

小計： 212,110 – 212,110
   

董事以外之僱員總計 3.12.2007 3.12.2007 – 
 2.12.2017

96.8 136,178 – 136,178

   

小計： 136,178 – 136,178
   

其他參與者總計 3.12.2007 3.12.2007 – 
 2.12.2017

96.8 982,020 – 982,020

   

 
小計： 982,020 – 982,020

   

總計： 1,330,308 – 1,330,308
   

附註：

a. 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並無歸屬期。

b.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購股權授出及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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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續）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短倉」及「購股權計劃」各節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參與訂立任何安排，以讓本公司董事透過購買本公司

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務證券（包括債券）而得益，而董事或彼等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亦概無擁有

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亦無於期內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股東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而存置之權益登記冊所載，下列股東已知會本

公司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有關權益：

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權益總數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

HEC Capital Limited 由控制法團持有之權益 32,931,883 32,931,883 8.46%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有任何其他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披

露之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相關權益或短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於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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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審閱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外聘核數師審閱。



中期報告 2014 34

其他資料（續）

企業管治守則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

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第E.1.2條第一部分之守則條文除外，董事會主席張國慶博士因其他事

務而未能出席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大會」）。本公司執行董事以大會主席身份與其他董

事會成員，連同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之所有

其他成員出席大會。本公司認為出席大會之董事會成員以及審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就能力

及人數而言均足以於大會上回答提問。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在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

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標準規定。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雲錫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國慶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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