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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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而產生或因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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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摘要 

 收益為213.7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91.4百萬美元) 

 EBITDA為130. 3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12.5百萬美

元) 

 淨利潤為39.1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4.3百萬美元) 

 Martabe礦山產出156,316盎司黃金及1,288,553盎司白銀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34,937盎司黃金及1,046,535盎司白銀) 

 以已售出黃金計，可持續總成本為每盎司520美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每盎司695美元) 

 
主席及代行政總裁報告 
 
親愛的股東：  
 
國際資源在日曆年度二零一五年的首六個月取得持續的營運和財務成果。本公司銷售

黃金及白銀所得的收益為約211.0百萬美元，EBITDA為130.3百萬美元、以及除稅後

利潤為39.1百萬美元。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底的資產負債表十分穩健，其中現金

及投資為461.0百萬美元，並無債務。於二零一五年三月本公司公佈根據二零一四年

全年財務業績，派發首次股息每股0.4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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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Martabe金銀礦山的營運表現非常優異，已產出156,316盎司

黃金及1,288,553盎司白銀，這已經大大超出了預算。於期內，二零一五年全年的生

產指引增加至285,000盎司黃金及2,300,000盎司白銀。  

 

安全表現方面繼續表現優秀，損失時間的工傷比率為0.31，與世界同行相比，非常出

色。我們的僱員和承包商的安全、保障和整體福利是本公司之優先考慮。我們亦欣然

獲悉，International Mining Industry Underwriters Limited （「IMIU」）在其近期

向各保險公司發出的承保報告中，將Martabe礦山納入其承保風險矩陣中的低風險類

別。IMIU承保風險矩陣在結合所採納的降低風險之百分比與風險暴露指數後，將礦山

分為高風險，中風險及低風險類別。  

 

生產成本控制和節省做得非常好。因其良好的規模，相對較高的品位、露天的礦坑設

置以及通往附近的北蘇門答臘的基礎設施，按照世界標準，Martabe礦山之成本非常

具有競爭力。首六個月期間，根據世界黃金協會之標準計算的可持續總成本非常低， 以

已售出黃金計，每盎司520美元。  

 

管理團隊繼續通過Martabe 改善計劃達致降低成本。Martabe 改善計劃是一個涵蓋整

個工地的項目，包括了多項正在進行的個別項目，旨在提高產量並降低成本，繼續提

高 Martabe已非常優秀的全球競爭地位。  

 

首六個月的資本支出為22.2百萬美元 — 主要用作繼續加高尾礦庫。隨著時間的推移，

尾礦庫的年度資本支出可能減少，因為尾礦庫的牆體將被升高，使牆體每加高一米，

高度能儲存的尾礦量越多。  

 

首六個月，Purnama礦坑及其周邊地區，其它鄰近礦體及該區的勘探開支為3.1百萬

美元，低於預算。勘探鑽探達致若干傑出成績，對資源量及儲量將持續增加，以及

Martabe礦山年期將進一步延長，給予我們信心。六月底，在現有礦床、其周邊地區

及1,639平方公里工程合約勘探區域動用了六台鑽機 — 以發現更多黃金、白銀以及黃

金/銅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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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實現和維持與鄰近社區及地區政府的「社會認可」的良好記錄。本公司在

Martabe設置一套積極主動的計劃，與社區合作投入健康和衛生、培訓和教育、農業

發展、環境保護、基建發展、宗教與文化提升及鼓勵當地商業企業。國際資源對此等

範疇的建樹引以自豪，並於本年五月刊發了首份獨立的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  

 

於過去六年，我們已經制定了內部組織力量，有馬驍先生任本公司副行政總裁，Tim 

Duffy先生擔當印尼營運附屬公司PTAR董事總經理，以及Linda Siahaan小姐擔任

PTAR副董事總經理，確屬萬幸。該高層團隊與印尼營運及管理團隊將持續管理及推

動本公司Martabe礦山頂級營運表現。  

 

過去六個月，儘管金銀價格疲弱，我司營運及財務表現出色。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黃

金平均價格為每盎司1,207美元，二零一四年同期則為每盎司1,284美元。二零一五年

七月底，金價繼續下挫至每盎司1,100美元以下。  

 

董事會一直十分注重於我們所能控制之因素，以尋求機會為我們的股東取得回報。除

了金價的波動，無論美國、歐洲、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全球經濟晦明不定。考慮

到近期市場環境，董事會認為有必要拓寬本集團的收入基礎，並已採納一項多元化發

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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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六個月，我們已於自營投資業務投資約76.6百萬美元。我們亦已透過一間全資附

屬公司，世達發展有限公司(「世達」)，於香港開展放債業務。世達乃按放債人條例(香

港法例第163章)於香港領有牌照的放債人。 

 

新業務若干成果初見，我們將持續勤勉地執行我們的多元化發展策略。  

 

最後，本人謹代表董事會感謝僱員及承包商為本公司二零一五年上半年的傑出表現作

出貢獻。當然，我們亦感謝我們的股東對本公司的持續支持。  

 

本人願借此機會感謝我們的前任行政總裁，Peter Geoffrey Albert先生，在過去幾年

內做出各方面的貢獻，謹此祝願Albert先生今後事業一切順利。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及代行政總裁  
 趙渡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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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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及截

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數字。  
 

簡明綜合損益報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收益  4 213,689  191,433 
銷售成本   (137,190)  (134,248) 
毛利   76,499  57,185 
其它收入   1,538  5,409 
行政開支   (20,227)  (17,180)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865  3,841 
融資成本   (1,094)  (854) 
除稅前利潤   57,581  48,401 
稅項  5 (18,435)  (14,144) 
     
期間利潤  6 39,146  34,257 

     
下列人士應佔期間利潤：      
  本公司擁有人   37,758  33,475 
  非控股權益   1,388  782 
     
  39,146  34,257 
     
每股盈利       
 -  基本及攤薄 (美仙 )  8 0.14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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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它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期間利潤   39,146  34,257 
     
其它全面收入／ (開支 )      
     
之後不會重新被歸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業務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236  83 

  236  83 
     
之後可重新被歸類至損益的項目：      

就下列項目的公平值收益／ (虧損 )：      
可供出售投資   2,868  2,105 
指定為現金流對沖的對沖工具   510  (694) 

  3,378  1,411 
     
     
期間其它全面收入   3,614  1,494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42,760  35,751 

     
下列人士應佔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1,346  35,004 
  非控股權益   1,414  747 
     

  42,760  3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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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755,572  805,807 
勘探及評估資產  

 
22,392  19,292 

可供出售投資  10 142,024  39,039 
其它應收賬款  11 21,233  29,438 
存貨   8,841  7,780 
  950,062  901,356 
     
流動資產      
存貨  

 
45,518  47,685 

貿易及其它應收賬款  11 34,065  17,890 
持作買賣之投資  

 
30,527  29,216 

可供出售投資  10 -  39,419 
已抵押銀行存款   1,543  1,543 
銀行結存及現金   286,899  260,750 
  398,552  396,50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它應付賬款  12 24,567  28,161 
衍生財務負債   572  1,082 
應付股息 7 16,402  - 
應付稅項   24,827  15,559 
  66,368  44,802 
     
流動資產淨值   332,184  351,70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82,246  1,253,057 
     
非流動負債      
其它應付賬款  12 4,592  3,925 
遞延稅項負債   35,093  33,982 
礦區復墾成本撥備  

 
19,566  18,472 

  59,251  56,379 
     
  1,222,995  1,196,67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34,150  34,150 
儲備   1,166,119  1,141,2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200,269  1,175,366 
非控股權益   22,726  21,312 

權益總額   

 
1,222,995 

 
1,19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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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經營活動     
除稅前利潤   57,581 48,401 
就下列項目作出調整：     

利息收入   (3,369) (2,584) 
攤銷及折舊   71,582 63,252 
取消尚未歸屬購股權   (41) - 
持作買賣之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865) (3,841) 
存貨減值之撥備   448 2,34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損失  157 -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收益  (8) - 
融資成本   1,094 854 

    
營運資金變動前之經營現金流量   126,579 108,428 
存貨減少 / (增加 )   756 (4,377) 
其它應收賬款 (非流動部份 )減少 / (增加 )    8,205 (8,374) 
貿易及其它應收賬款 (增加 ) /減少   (16,175) 44,523 
持作買賣之投資增加   (442) - 
貿易及其它應付賬款減少   (2,893) (985)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   116,030 139,215 
已付稅項   (8,056) (4,034)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107,974 135,181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2,276) (38,845) 
增設勘探及評估資產   (3,100) (70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所得款   676 - 
購買可供出售投資   (76,649) (30,000) 
出售可供出售投資之所得款   17,308 - 
已收利息   2,427 1,525 
增加已抵押銀行存款   - (2)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81,614) (68,03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26,360 67,15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0,750 200,575 
匯率變動之影響   (211) 54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指銀行結存及現金   286,899 26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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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 )  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中要求的所有資料及披露，因而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財務工具以公平值計量。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一年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使用一致。此外，本集團已對本中期確認

之可供出售之財務資產採取以下會計政策：  
 
由本集團所持有，並分類為可出售投資之財務資產的股本證券，於各報告期末以公平值計量。當非上

市股本投資由於 (a)合理的公平值估計範圍的變動對於該投資影響重大，或 (b)符合該範圍的多種估計

不能合理評估並用於估計公平值，而導致公平值不能可靠計量，則該等投資以成本減去減值損失註明。 
 
於此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之新詮釋及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修訂本 )  界定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

期間之年度改善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

期間之年度改善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上述新修訂本並無對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 /或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披露事項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類資料 
 
為資源分配及分類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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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所提供之產品及服務種類。本集團每個業務分類代表一個策略性業務單位，該單元所提供之產品與

服務承擔之風險及回報與其它業務分類不同。  
 
本集團現有三項營運業務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兩項 )，代表三項營運分類 (二零一四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兩項 )，即自營投資業務，放債業務及採礦業務。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證券買賣及採礦業務 )。於二零一四年後期，本集團積極參與投資及證券交易。該等金融產品所

得之利息收入及股息收入被視為自營投資業務之分類收益。放債業務為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最新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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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分類收益及業績  
本集團按營運分類分析收益及業績如下：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  
 

 自營投資業務  放債業務  採礦業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黃金及白銀銷售  - - 210,996 210,996 
來自金融產品之利息收入  2,632 - - 2,632 
來自放債業務之利息收入  - 61 - 61 
分類收益  2,632 61 210,996 213,689 
     
分類業績  5,211 61 55,539 60,811 
未分配企業開支     (3,230) 
除稅前利潤     57,581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  
 

 自營投資業務  採礦業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分類收益  – 黃金及白銀銷售  - 191,433 191,433 
    
分類業績  5,591 45,409 51,000 
未分配企業開支    (2,808) 
未分配收入    209 
除稅前利潤    48,401 

 
(b)  分類資產及負債  
按經營分類劃分之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  
 

 自營投資業務  放債業務  採礦業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分類資產  395,363 18,340 918,138 1,331,841 
未分配企業資產     16,773 
總資產     1,348,614 
     
負債      
分類負債  3 336 107,736 108,075 
未分配企業負債     17,544 
總負債     12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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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 
 

 自營投資業務  採礦業務  總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分類資產  328,219 969,139 1,297,358 
未分配企業資產    501 
總資產    1,297,859 
    
負債     
分類負債  3 99,710 99,713 
未分配企業負債    1,468 
總負債    101,181 

 
4. 收益  
 

收益指期內銷售黃金及白銀產生之收益及來自金融產品及放債業務產生之利息收入。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黃金   189,451 174,135 
白銀   21,545 17,298 
來自金融產品之利息收入   2,632 - 
來自放債業務之利息收入   61 - 
  213,689 191,433 

 
5. 稅項  

 
兩個期間之香港利得稅乃根據估計應課稅溢利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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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有關稅務法例，印尼附屬公司之企業所得稅率為25%。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當前稅項    

香港  22 - 
印尼  17,302 2,002 

 17,324 2,002 
   
遞延稅項  1,111 12,142 
   
期內稅項  18,435 1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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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間利潤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期間利潤已扣除／ (計入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攤銷及折舊，包括    

– 銷售成本  68,006 59,981 
– 行政開支  3,576 3,271 

資源費開支  1,206 1,024 
其它稅項  1,140 1,636 
存貨減值之撥備  448 2,346 
匯兌虧損／ (利潤 )淨額  2,429 (2,796) 
   
利息收入  (3,369) (2,584) 

 
7. 股息  

 
於本中期内，本公司已宣佈支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0.48港仙予本公

司擁有人。於本中期内宣佈應付之末期股息，金額共約16,402,000美元  (相等於約127,000,000港
元 )。所有股東均被給予以股代息選擇。  
 

8.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

利潤  
 

37,758 33,475 
    
  股份數目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就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而言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6,490,076,130 26,490,076,130 
    
 
由於本集團尚未行使之購股權之行使價高於股份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

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平均市價，故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並未假設該等購股權獲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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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變動 
 
 於期內，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增加約22,242,000美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9,616,000美元 )  ，  其中投放於增設採礦物業、Martabe金銀礦項目之在建工程，以及傢俬、裝置

及設備分別為4,957,000美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467,000美元 )、17,282,000
美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140,000美元 )及3,000美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9,000美元 )。  
 

10. 可供出售投資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上市債務證券，按公平值列值    
  於二零一五年到期之優先票據(附註a、d)  - 9,300 
  於二零二一年到期之優先票據(附註b、d)  32,487 31,608 
   於二零二零年到期之優先票據(附註c、d)  22,879 - 
非上市證券    
已管理之投資基金(附註e)  47,104 37,550 
其它證券投資(附註f)  39,554 - 

  142,024 78,458 
減：分類為非流動資產之可供出售投資  (142,024) (39,039) 

分類為流動資產之可供出售投資  - 39,419 
    

附註： 
(a)  該結餘指本集團的優先票據投資，乃由一間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發行，本金總額

1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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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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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 (即到期前 )，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之發行人回購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是此得到本

集團接納及發行人之確認。先前累計於投資重估儲備之累計虧損重新分類至損益，626,000美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之減值虧損確認於損益。  
 
(b )  該結餘指本集團的優先票據投資，乃由一間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發行，本金總額為

30,000,000美元，到期日為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二零二一年到期優先票據」 )。此等票

據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按固定年利率8.125厘計息，由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開始，於每年的一月二十二日及七月二十二日每半年期支付利息。  
 
(c)  於期内，本集團收購的優先票據，乃由一間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發行，本金總額為

30,000,000美元，到期日為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 (「二零二零年到期優先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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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厘計息，由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開始，

於每年的三月十七日及八月十七日每半年期支付利息。於期内，本集團出售8,000,000張並確認

兌現收益8,000美元。於期內，本集團出售8,000,000張並確認兌現收益8,000美元。  
  
(d )  二零一五年到期優先票據、二零二一年到期優先票據及二零二零年到期優先票據按公平值計值。

在並無活躍市場報價下，公平值計量乃採用貼現現金流模式  及  Hul l -W hi te有期架構模式之估值

方法計算得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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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投資重估儲備確認公平值增加815,000美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公平值增加2,105,000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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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本集團持有三個由金融機構管理之非上市投資基金，投資於房地產物業、金融產品及非上市股本

投資，合計賬面價值為47,104,000美元。該等金融產品包括已上市權益股、普通債券、可換股

債券、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業務信託及衍生工具。房地產物業之公平值按相關地區類近物業之

市場交易價格釐定。相關金融產品及非上市股本投資按公開市場之市場價格或可比較投資之可觀

察價格估值，或採納估值技巧（根據可觀察市場資料所得之重大輸入數據）計量。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公平值增加2,053,000美元，於其它全面收入扣除。  
 

( f )  本集團之其它證券投資包括一個賬面價值為5,000,000美元之投資，該投資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

十日按公平值計量。在並無活躍市場報價下，公平值計量乃由金融機構採用包括盈利倍數（基於

發行人之預算盈利或歷史盈利，以及可比較上市公司之盈利倍數）及貼現現金流模式之估值方法

計算得出。該估值或因金融機構視之為必要的因素而調整，例如非穩定性收入、稅務風險、發展

階段及現金陷阱。  
 

餘下證券投資為六個其它證券投資，合計賬面價值為34,554,000美元，由於合理的公平值估計

範圍的變動對於該等投資影響重大，董事認為公平值不能可靠計量，因此該等投資以成本減去減

值虧損。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該六個其它證券投資中的三個佔合計賬面價值之92%（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無），其投資組合集中於消費者業務及金融行業之資訊技術公司之非上

市股本投資。  
 

11. 貿易及其它應收賬款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貿易應收賬款 (附註a)   13,302 - 
其它應收賬款，  扣除撥備  (附註b)   41,996 47,328 
減：分類為非流動資產之其它應收賬款 (附註b)   (21,233) (29,438) 

分類為流動資產之其它應收款項 (附註c)   34,065 17,890 
 
附註：  
(a )  本集團為其貿易客戶提供少於兩個星期之信用期。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

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0-14日   13,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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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預計的退款年期，於其它應收賬款內之非流動資產部份和

流動資產部份之增值稅稅款為29,438,000美元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21,233,000美元 )及
5,495,000美元 (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無 )，而該增值稅為本集團之印尼附屬公司就其向供

應商購買有關經營及興建礦場設備及服務所支付。由於印尼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二月收到退

款，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495,000美元被分類為流動部分。  
 
(c)  其它應收賬款中包括3,875,000美元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75,000美元 )來自PT 

Artha Nugraha Agung (「PTANA」 )注入PT Agincourt  Resources  (「PTAR」 )之權益注

資。  
 

其它應收賬款中包括6,450,000美元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為固定利率之貸款應收

款。  
 
12.  貿易及其它應付賬款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貿易應付賬款 (附註a)   3,001 1,826 
其它應付賬款 (附註b)   26,158 30,260 
貿易及其它應付賬款   29,159 32,086 
減：分類為非流動負債的其它應付賬款   (4,592) (3,925) 

分類為流動負債的貿易及其它應付賬款   24,567 28,161 
 
附註：  
(a )  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0-60日   2,251 1,299 
61-90日   353 71 
超過90日   397 456 

  3,001 1,826 
 
(b)  計入其它應付賬款內 22,795,000 美元 (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177,000 美元 ) 及

2,637,000美元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9 ,588,000美元 )賬項分別為有關於本集團一家印

尼附屬公司為Martabe金銀礦之營運及就興建Martabe金銀礦應付其顧問及承建商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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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股份數目  價值  
   千美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

十日 (未經審核 )  

 

60,000,000,000 76,923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及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  

 

26,490,076,130 34,150 
 
14.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有以下資本承擔：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未經審核 )  (經審核 )  
    
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  
 但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撥備之資本開支  

 
1,242 796 

    
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獲授權  
 但未訂約之資本開支  

 
47,682 64,423 

 
15. 訴訟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日，原訴人向雅加達中區地方法院入稟民事訴訟，指稱他為 Datu Nalnal 
Pasaribu 國王之後裔，且為其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内一百萬公頃土地之繼承人。被告人包括本公司附

屬公司 PTAR、印尼林業部、能源及礦產資源部以及財務部。原訴人向被告人申索損害賠償及補償，

並要求將所涉之爭議土地移交予原訴人。本集團管理層已就此事宜徵詢法律意見。法律意見指，PTAR
有足夠的法律理據反對該項申索，並可要求法院基於原訴人的申索欠缺充分法律依據而駁回其訟案。 
 

16.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本集團與一個獨立第三方就收購Supreme Racer  L imi ted(一家於英屬維

京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訂立了一份買賣協議，代價為780百萬港元 (相等於約101
百萬美元 )。該項收購所收購的資產，乃位於香港的三項物業及數個停車場。  
 
該擬議收購必須在該買賣協議所載之若干先決條件獲得履行後方告完成。截至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獲准

發佈之日，該等條件尚未符合。該項收購之詳情及先決條件，已於本公司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之公

佈中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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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二零一四年沒有

宣派中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營運回顧 
 
A.  Martabe 金礦  
 
開採及球磨資料如下：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已開採礦石噸數   2,202,000 2,948,000 
已開採廢石噸數   4,275,000 4,252,000 
已研磨噸數   2,056,000 1,816,000 
黃金入選品位，克／噸  2.89 2.76 
白銀入選品位，克／噸  29.2 25.7 
黃金回收率，%  82.5 83.3 
白銀回收率，%  66.5 69.8 
澆鑄黃金，盎司   156,316 134,937 
澆鑄白銀，盎司   1,288,553 1,046,535 
 
開採  
採礦團隊持續表現非常理想。為控制成本，及校對研磨噸數與開採量，截至目前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採礦車隊有所減少，因此總開採量之6.5百萬噸，較

二零一四年同期之7.2百萬噸有所減少。隨著採礦車隊的效率提高，開採材料較預算增

加約16%。大部分額外的材料為廢料，並用作完成建設尾礦庫牆體，以支撐最終高度

RL360之壩頂高程，並改善西側的安全因素，確定尾礦庫輪廓。該尾礦庫的峰值將在

今年年底達到高度RL330，從而達到容納尾礦及升高速度的目標。  
 
已開採礦石符合預算，與加工產能一致，並保持原礦堆存。實際開採礦石為2.2百萬噸

(二零一四年：2.9百萬噸)。  
 
礦坑，從北至南繼續平均發展，海拔分別為RL380米至RL410米，含一個全新的中央

水管理坑及北面大部份地區的延伸。一條新的南面運輸道已建成，以確保礦山兩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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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暢通。  
 
直接運往破碎機的礦石已從30%增加至逾50%，減少了堆存區再處理之成本，並著重

強調在礦混合及校平礦石品位及硬度。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原礦堆存為122,000噸，偏遠結合的低品位及礦化廢石為

2,556,000噸。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開採／已研磨礦石對儲

量保持正數對賬，並支持目前儲備升級之鑽探計劃  ，為取得更大的數據密度，於高變

異區域進行反循環鑽探。  
 
加工  
加工廠於二零一五年首六個月持續改善，已研磨2.1百萬噸(二零一四年：1.8百萬噸)，
平均生產率為每小時525噸。對半自磨機的運轉策略的改進，使球磨機得以在級聯模

式的若干邊界條件下運轉。一項監控系統將於二零一五年最後一個季度安裝，該系統

將進一步優化研磨表現。處理礦坑中「非常堅硬」之礦石成分仍屬一問題，妨礙達致

銘牌生產率。維修部繼續界定並重新設計高磨損區域，進一步改善球磨機的可用性。 
 
二零一四年下半年，礦石中高氰化物可溶性銅的價值較高，呈現出氰化物消耗高，貴

金屬回收較低的初始問題。於二零一五年，銅含量繼續增加，相關策略已落實，以緩

和這種影響。  
 
為更好地界定及傳達高銅區的存在，一項地質學-採礦-加工的合作已成立，以施行混

合策略及滙報實際研磨表現。 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度，利用現有設備，一個氰化物配

給理念亦已建立，使高氰化物消耗的早期識別得以實現，並自動調整氰化物增加。二

零一五年首六個月銅含量較高，但已控制在維持或高於預測之回收率，同時優化氰化

物之消耗。  
 
B. 自營投資業務 

 
鑒於二零一四年之商品價格波動及全球投資環境，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後期公佈採納

一項擴展其業務至包括一個自營投資業務的策略。目標為確定投資機會及投資於不同

行業，包括礦業，以為本集團提供更好的風險平衡回報及股本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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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成立投資管理委員會(「投資委員會」)，負責此自營投資業務。投資委員會

在計及本集團之流動資金要求、資本風險及投資的合理回報後，在風險相稱的情況下

確認、審閱及考慮批准不同投資機會。  
 

於期內，本集團，作為自營投資業務部份，投資約 76.6 百萬美元於上市及非上市金

融資產，例如：股票，債券，其它證券投資及已管理之投資基金。本集團錄得由本集

團持有之金融資產的已兌現及未兌現收益為 3.7 百萬美元，以及利息收入為 2.6 百萬

美元。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約 172.6 百萬美元之非現金金融資產。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美元 千美元  
   
上市股票  30,527 29,216 
上市債券  55,366 40,908 
非上市已管理之投資基金  47,104 37,550 
非上市其它證券投資  39,554 - 
總額  172,551 107,674 

 
C. 放債業務   

 
於期內，本集團之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已根據《放債人條例》(香港法例第 163 章)取得

放債人牌照。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固定利率貸款的應收賬款為 6.5 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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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及業績 
 
以下為財務資料概要：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損益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213,689 191,433 
銷售成本  (137,190) (134,248) 
毛利  76,499 57,185 
EBITDA 130,257 112,507 
除稅前利潤  57,581 48,401 
稅項  (18,435) (14,144) 
期間利潤  39,146 34,257 
   
售出黃金(盎司) 156,946 135,665 
售出白銀(盎司) 1,308,951 879,643 
取得黃金均價(美元) 1,207 1,284 
取得白銀均價(美元) 16.4 19.7 
   
礦場生產成本  57,610 66,618 
員工成本  6,425 7,318 
精煉及金銀條運送成本 1,992 1,677 
存貨變動  3,157 (1,346) 
 69,184 74,267 
折舊  68,006 59,981 
銷售成本總額 137,190 134,248 
   
資源費  1,206 1,024 
其它稅項  1,140 1,636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繼續鞏固其營運及財務狀況，錄得稅後

淨利潤為 39.1 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4.3 百萬美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為 213.7 百萬美元，來自以平均銷售現貨

價格黃金每盎司 1,207 美元及白銀每盎司 16.4 美元出售之 156,946 盎司黃金及

1,308,951 盎司白銀。於去年首六個月(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

為 191.4 百萬美元，來自以平均銷售現貨價格黃金每盎司 1,284 美元及白銀每盎司

19.7 美元出售之 135,665 盎司黃金及 879,643 盎司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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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毛利率為 35.8%及錄得毛利 76.5 百萬美元，相比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率及毛利分別為 29.9%及 57.2 百萬美元。毛利率較去年首六個月

有所增加是由於黃金及白銀的銷售以及研磨噸數有所增加，儘管黃金及白銀價格下

跌。另外，銷售成本為 137.1 百萬美元，較去年首六個月之 134.2 百萬美元，僅增加

2.9 百萬美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止之六個月，可持續總成本(「AISC」)為，以已售出黃金計，每

盎司 520 美元，相比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以已售出黃金計，每盎司

695 美元，減少 25.2%。該等良好成本結果是由於項目的堅實基礎，以及有利的能源

成本，還有本公司對 Martabe 改善計劃的注重，力求提高金屬回收並降低成本，從而

增加每盎司產出黃金之利潤。亦有一些本六個月期間特殊的延期開支，如勘探，原因

是地質小組對現有知識基礎進行自上而下的徹底檢查，並考慮下一步的計劃及策略。 
 
  (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一月至六月 

(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一月至六月  

  美元 美元  
 

售出每盎司黃金AISC 1   520 695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財務狀況  千美元 千美元  
流動資產    
  銀行結存及現金  286,899 260,750 
  持作買賣之投資  30,527 29,216 
  可供出售投資  - 39,419 
  存貨  45,518 47,685 
  其它  35,608 19,433 
非流動資產    
  可供出售投資  142,024 39,039 
  其它  808,038 862,317 
資產總值  1,348,614 1,297,859 
其它負債   (125,619) (101,181) 
資產淨值  1,222,995 1,196,678 

                                                      
1  AISC 為非公認會計原則下的財政表現衡量指標，僅旨在提供額外資料。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下沒有對該等
指標的標準詮釋，其不應被獨立評估或取代根據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制定的表現指標。雖然世界黃金協會
已刊載標準詮釋，但其它公司可能以不同方法計算該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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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總資產為 1,348.6 百萬美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97.9 百萬美元)，
增加 50.7 百萬美元，此乃來自營運之利潤。非流動資產為 950.1 百萬美元(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1.4 百萬美元)，增加 48.7 百萬美元，此乃由於本集團投資於

物業、廠房及設備 22.2 百萬美元，可供出售投資 76.6 百萬美元，該等增加被攤銷及

折舊費用 71.6 百萬美元抵銷，發行人以 9.3 百萬美元購回可供出售投資，餘下 30.1
百萬美元之可供出售投資從非流動資產重新歸類至流動資產。流動資產為 398.6 百萬

美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96.5 百萬美元)，增加之 2.1 百萬美元主要來自

現金增加 26.1 百萬美元。  
 
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總資產淨值為約1,223.0百萬美元，較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1,196.7百萬美元增加26.3百萬美元。資產淨值之增加主要來自期

內利潤39.1百萬美元，該增加被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股息之

16.4百萬美元抵銷。  
 
現金流量，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現金流量概要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美元  
   
經營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107,974 135,181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81,614) (68,03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26,360 67,151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60,750 200,575 
匯率變動之影響  (211) 54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86,899 267,78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底，本集團的現金結餘為286.9百萬美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267.8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經營活動所得淨

現金流入為108.0百萬美元，主要來自期內出售的黃金及白銀之收入。投資活動所用

之現金為81.6百萬美元，其中76.6百萬美元投資於可供出售投資，22.2百萬美元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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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物業、廠房及設備 (已計入近礦勘探及評估的3.5百萬美元)及3.1百萬美元投資於區

域勘探的，均已被出售之可供出售投資17.3百萬美元所抵銷。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期內並無任何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匯率波動及相關對沖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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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所承受的港元兌美元外匯波動風險極微。本集團承受以澳元及印尼盾計值的外匯

波動風險。  
 
於二零一四年，本集團訂立外匯遠期合約，於一般業務過程中按固定匯率出售美元及

購入印尼盾，以減低其因外幣匯率之不利波動所帶來之風險。管理層將繼續監察本集

團的外匯風險及因應所需考慮其它對沖政策。  
 
業務展望 
 
Martabe 金礦  
二零一五年之黃金及白銀現價持續不穩，波幅介乎每盎司黃金1,081美元至1,252美
元，以及每盎司白銀14.49美元至17.10美元。於編制之時，黃金及白銀現價為二零一

五年低位附近，分別為每盎司1,119美元及每盎司15.23美元。儘管本公司並無對金屬

價格進行預測或提供指引，但本公司已就內部預算採納了一套保守方案。  
 
二零一五年日曆年的生產指引為285,000盎司黃金及2.3百萬盎司白銀，以已售出黃金

計，AISC預期為每盎司600美元至700美元。本集團將繼續密切監控成本及營運環境

之變動，繼續專注於成本和生產營運的改良措施，並優化其資源，為股東提升價值並

創造價值。本集團將繼續於Martabe進行近礦勘探計劃及區域勘探計劃。  
 
自營投資業務  
本公司將持續評估適當的投資，以增加短期及長期回報。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自營投資業務所持有投資約為173百萬美元。此等投資包括於香港上市股本

證券、優先票據、投資於房地產、金融產品之非上市投資基金及投資於中國的消費者

業務及金融行業之資訊技術公司之其它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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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一日，本集團訂立了一份收購Supreme Racer 的100%股本的買

賣協議(「該買賣協議」)，代價約為101百萬美元。該買賣協議完成後，Supreme Racer
的主要資產將為位於香港灣仔的三個辦公室物業，總建築面積約為46,477平方呎，總

實用面積約為34,857平方呎。  
 
放債業務  
本公司將持續擴展其放債活動，並將持續平衡利率及適當風險的回報。於編制之時，

本集團已借貸約26百萬美元予各貸款人，並收到還款約6百萬美元。  
 
金融服務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七日，本集團公佈有意擴大其現有主要業務範圍至包括提供證券經

紀服務，配售及包銷服務，提供公司金融諮詢服務，提供保證金融資，投資諮詢及管

理服務。  
 
香港是亞洲領先金融中心。隨著滬港通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啟動，以及深港通的即將

開通，董事會相信在金融服務業會有許多的商業機會。  
 
擴大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範圍至包括多種金融服務，乃使其業務範圍多元化，旨在拓寬

本集團之收入基礎，並為本公司爭取更好回報。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分別於香港及印尼聘用21名及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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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花紅及向僱員授出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八日採納之新購股權計劃，本集團可按該計劃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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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

贖回本公司任何之上市證券。  
 



 

25/26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採納及遵守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內之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惟以下載列之偏差例外：  
 
守則條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有指定任期，並膺選連任。現時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並

無特定任期，惟須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因

此，本公司認為已採納充分的措施足以確保本公司擁有良好的企業管治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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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守守則。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諮詢，並獲各董

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

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之職權範圍符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規定，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其由三名成員組成，彼等均為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與管

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有關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

事宜。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本

公司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  
 
 承董事會命  
 國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及代行政總裁  
 趙渡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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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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驍先生、華宏驥先生及許

銳暉先生；及  
(i i)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柯清輝博士、馬燕芬女士及梁凱鷹先生。 
 
媒體或投資者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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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芷恩女士  Amy Kong 女士  
電話：+852 3610 6700 電話：+61 3 8644 1330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