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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執行董事

胡長源先生（主席）
胡明烈先生（行政總裁）
王建立先生
馬萬軍先生
陳建華先生

非執行董事

戴建春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毛學暢先生（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退休）
柴朝明先生
樓棟博士
魯紅女士（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獲選）

審核委員會

柴朝明先生（主席）
毛學暢先生（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卸任）
戴建春先生
魯紅女士（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獲委任）

薪酬委員會

樓棟博士（主席）
毛學暢先生（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卸任）
王建立先生
魯紅女士（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獲委任）

提名委員會

柴朝明先生（主席）
毛學暢先生（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卸任）
戴建春先生
馬萬軍先生
樓棟博士
魯紅女士（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獲委任）

公司秘書

梅雅美女士

授權代表

王建立先生
梅雅美女士

主要法律顧問

香港

胡關李羅律師行

開曼群島

Conyers Dill & Pearman, Cayman

核數師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香港九龍
觀塘鴻圖道37-39號
鴻泰工業大廈11樓11室

中國

中國
浙江省
寧波市
杭州灣新區
金溪路68號
郵編：315336

開曼群島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Royal Bank of Canada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4th Floor, Royal Bank House
24 Shedden Road, George Town
P.O. Box 705
Grand Cayman KY1-1110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22樓

主要往來銀行

中國農業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
中國銀行

公司網站

www.xingyecopper.com

股份代號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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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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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興業盛泰集團有限公司

興業銅業國際（BVI）有限公司

興業銅業
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興業銅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同創投資有限公司

興業投資
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興業投資
控股有限公司

鷹潭
興業電子
金屬材料
有限公司

寧波興烈
貿易有限公司

寧波
興富金屬
材料有限公司

寧波
興業鑫泰

新型電子材料
公司

寧波興宏
物業服務
有限公司

寧波立泰
合金材料
有限公司

寧波
杭州灣新區
強泰金屬
材料有限公司

四川
興銅金屬材料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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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1,492,812 1,476,040

銷售成本 (1,279,010) (1,347,319)    

毛利 213,802 128,721

其他收入 14,119 29,376

分銷費用 (16,787) (13,136)

行政費用 (104,283) (90,349)

其他費用 (16,170) (1,561)    

經營溢利 90,681 53,051    

財務收入 1,718 6,815

財務成本 (23,399) (20,311)    

財務成本淨額 5(a) (21,681) (13,496)    

除稅前溢利 69,000 39,555

所得稅 6 (11,558) (6,109)    

期內溢利 5 57,442 33,446
    

下列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東 55,339 31,920

 非控股權益 2,103 1,526    

期內溢利 57,442 33,446
    

 

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人民幣分） 7 6.82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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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溢利 57,442 33,44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除稅及重新分類調整後）：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營運財務報表的匯兌差額 166 (2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7,608 33,424
   

下列各方應佔：

 本公司股東 55,505 31,898

 非控股權益 2,103 1,52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7,608 3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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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1,197,571 1,160,914

預付租金 14,019 14,199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11,617 15,973    

1,223,207 1,191,086    

流動資產

存貨 9 523,688 424,654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411,001 364,729

可供出售投資 – 9,000

衍生金融工具 1,091 830

已抵押存款 11 52,791 33,29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3,413 209,915    

1,191,984 1,042,42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616,746 545,863

計息借貸 13 587,478 487,662

衍生金融工具 254 1,711

應付所得稅 9,251 718    

1,213,729 1,035,954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21,745) 6,47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01,462 1,19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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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計息借貸 13 287,500 336,710

遞延收入 49,795 50,721

遞延稅項負債 5,391 7,052    

342,686 394,483    

資產淨值 858,776 803,075
    

資本及儲備 14

股本 73,687 73,687

儲備 759,670 705,085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833,357 778,772

非控股權益 25,419 24,303    

權益總額 858,776 80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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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中國法定

儲備 匯兌儲備

為股份獎勵

計劃所持

庫存股份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73,687 295,251 259,726 80,797 (14,874) – 84,185 778,772 24,303 803,075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的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 55,339 55,339 2,103 57,442

其他全面收益 – – – – 166 – – 166 – 16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166 – 55,339 55,505 2,103 57,608            

為股份獎勵計劃所持庫存股 3(b) – – – – – (920) – (920) – (920)

已出售附屬公司之權益 – – – (22,866) – – 22,866 – (987) (987)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73,687 295,251 259,726 57,931 (14,708) (920) 162,390 833,357 25,419 85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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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中國法定

儲備 匯兌儲備

以股份為

基礎的

薪酬儲備 保留盈利 總計 非控股權益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64,881 227,978 259,726 80,826 (18,379) 349 65,337 680,718 36,452 717,170

截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日止 

五個月的權益變動：

期內溢利 – – – – – – 31,920 31,920 1,526 33,446

其他全面收益 – – – – (22) – – (22) – (22)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 – (22) – 31,920 31,898 1,526 33,424            

已行使購股權 135 628 – – – (49) – 714 – 714            

轉撥至儲備 – – – – – – – – – –

尚未行使之到期購股權 – – – – – (300) – (300) – (300)            

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 – – – – – – – – – –

已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權益 – – – (29) – – – (29) (14,150) (14,179)            

於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日 65,016 228,606 259,726 80,797 (18,401) – 97,257 713,001 23,828 736,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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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

經營產生的現金 14,690 117,322

（已付稅項）╱稅項退款 (4,686) 4,974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10,004 122,296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付款 (77,801) (105,698)

投資活動產生的其他現金流 10,803 73,297   

投資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66,998) (32,401)
   

融資活動

借款所得款項 492,157 838,207

償還借款 (441,551) (1,130,505)

融資活動（所用的）╱產生的其他現金流 (920) 158,924   

融資活動產生的╱（所用的）現金淨額 49,686 (133,37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7,308) (43,479)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9,915 123,058

匯率變動的影響 806 (22)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3,413 7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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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申報實體及背景資料

興業銅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九日根據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

（一九六一年第3號法例，經綜合及修訂）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該公司的註冊地址為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股票於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市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聯交所」）主板上市。

該等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以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告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為製造及銷售高精度銅板帶、買賣原材料及提供加工服務。

2. 編製基準

本公司中期業績的初步公告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該報告法定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發佈。

本公司的中期財務報告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的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並根據與本集團的二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相同會計政策而

編製，惟預期將於二零一六年年度財務報表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則除外。會計政策任何變動的詳情載於附

註3。

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中期財務報告需要管理層對政策應用、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由年初至今

的列報額有影響的事宜作出判斷、估算及假設。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算。

本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選定的解釋附註。附註包括若干事件及交易的說明。該等事件及

交易就理解本集團自二零一五年年度財務報表以來的財務狀況及表現變動而言具有重大意義。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報表及附註並不包括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全份財務報表所要求的所有

資料。

於編製該等中期財務報告時，本公司董事已根據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主要資本承擔對本集團由報告期末起

十二個月期間之未來現金流動作出審慎考慮。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額為約人民幣21.7百萬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有未動用銀行融資人民幣479.5百萬元，其不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到期。經計

及本集團的財務狀況、經營業績及信貸歷史，本公司董事認為，有關銀行應不會在授予本集團的融資到期

前終止提供該等融資，且本公司董事預期本集團更新有關融資並無任何困難。考慮到上述因素，本公司董

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足夠營運資金應付報告期末起計十二個月所需，因此，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屬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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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3. 重大會計政策

(a) 會計政策的變動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已發出多項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並於本集團現時會計期間生效。其

中，以下修訂與本集團有關：

•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呈列財務報表：披露計劃

該等發展對本集團本期間或過往期間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

應用任何於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b) 新交易的會計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本公司採納了一項不構成上市規則第17章規限的購股權計劃的股份獎勵

計劃（「股份獎勵計劃」），旨在以本公司股份認可及獎勵為本集團業務增長及發展作出貢獻的傑出員

工。

本公司已委任受託人（「受託人」）管理股份獎勵計劃。受託人主要就股份獎勵計劃管理並持有本公司

股份，惠及本公司傑出員工的利益。根據股份獎勵計劃，受託人將以本公司提供的現金在市場上買

入本公司股份，並以信託形式為相關僱員持有，直至該等股份獎勵計劃條文無債歸還相關受益人為

止。受託人根據股份獎勵計劃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總數任何時間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20%。

由於本公司有權控制信託的財務及經營決策，亦可得益於僱員（通過與本集團的持續僱傭關係獲授

本公司股份（「獎勵股份」））的貢獻，故本集團須整合信託。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於信託中已注資人民幣2.53百萬元，在本公司財務狀況表中入賬

為「投資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受託人已購入1,140,000股本公司股份（包括相關交易成本），總成本為

人民幣920,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並無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獎勵傑出員工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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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4. 收益及分部報告

(a) 收益

本集團的主營業務為製造及銷售高精度銅板帶、買賣原材料及提供加工服務。

高精度銅板帶銷售收益指製造及銷售高精度銅板帶。

原材料買賣收益指銷售與銅產品有關的原材料。

加工服務收益指提供與高精度銅板帶產品有關的加工服務。

中期期間確認的各重大收益類別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高精度銅板帶 1,397,445 1,277,667

原材料買賣 24,999 126,460

加工服務 70,368 71,913   

1,492,812 1,476,040
   

(b) 分部呈報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規定須根據本集團的主要經營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績效評核所

定期審閱的內部財務報告而識別及披露經營分部的資料。按此基礎，本集團已釐定其僅有一個經營

分部，即加工及銷售銅相關產品。

由於按分部劃分資產與負債並非本集團主要運營決策者用以分配資料及評估表現的計算方式，故本

集團的分部資產與負債並無定期向本集團主要運營決策者呈報。因此，可呈報分部資產及負債並無

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內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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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4. 收益及分部報告（續）

(b) 分部呈報（續）

地區資料

下表載列本集團從外部客戶所得收益的地理位置資料。客戶地理位置資料乃根據提供服務或交貨的

地點。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中國 1,323,670 1,236,210

其他 169,142 239,830   

1,492,812 1,476,040
   

從客戶所得的收益並不集中，僅一名客戶的交易量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佔超過本

集團總收益的10%，即人民幣202,533,000元。

根據資產的實際所在地（就物業、廠房及設備而言）、獲分配資產的業務運營所在地（就無形資產而

言）以及業務運營所在地（就合營公司的權益），本公司指定非流動資產（不包括財務資產及遞延稅項

資產）均位於同一地理位置，即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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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a) 財務成本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存款的利息收入 1,457 4,762
遠期外匯合同未實現收益 261 –
外幣滙兌收益淨額 – 2,053   

財務收入 1,718 6,815   

利息開支 (22,322) (29,065)
減：資本化利息開支* 6,347 8,754   

於損益確認的利息開支淨額 (15,975) (20,311)
外幣匯兌虧損淨額 (7,424) –   

財務成本 (23,399) (20,311)   
 
財務成本淨額 (21,681) (13,496)
   

*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借款成本已按每年1.02%–5.93%的比率資本化（截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年1.16%–6.88%）。

(b) 其他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貨成本* 1,279,010 1,347,319
研究和開發費用（已包括在行政費用內） 65,718 58,140
折舊 33,173 34,301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15,116 –
預付租金攤銷 180 179
政府補助金 3,846 8,444
   

* 存貨成本中包括折舊人民幣19,450,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3,018,000元）
亦記入於下文就該類別開支披露的有關總金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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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 13,742 12,73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523) (5,375)   

13,219 7,355   

遞延稅項

源自及撥回暫時性差異 1,661 1,246   

11,558 6,109
    

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採用預期將適用於在中國營運的各個實體的預計年度實際稅率計算。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實際稅率為17%（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實際稅率增加主要由於適用更高所得稅率25%的子公司的應課稅盈利增加。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及每股攤薄盈利是按照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55,339,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1,920,000元）及中期期間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810,995,456股（截至二零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00,531,950股）。

8. 物業、廠房和設備

(a) 收購及處置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合共人民幣86,114,000元的成本收購廠房及設備若

干（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97,115,000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期間，出售賬面淨值為人民幣1,168,000元的廠房及設備（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人民幣406,000元），導致出售損失人民幣672,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

民幣35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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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8. 物業、廠房和設備（續）

(b) 減值損失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隨著本集團大量資本投資後，多個設備變成閒置。本集團評

估該等設備的可收回金額及導致該等設備賬面價值撇減至其可收回金額人民幣2,856,000元。人民

幣15,116,000元的減值損失確認於「其他費用」中。預計可收回金額乃基於設備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而

得出。可收回金額所依據之公平值分類為第三級別計量。

9. 存貨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102,026 71,910

在製品 325,934 273,076

製成品 95,208 79,214

其他 520 454   

523,688 424,65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已就可變現淨值低於其賬面值的存貨計提人民幣2,279,000元（二零一五年：人

民幣12,739,000）元）撥備。除上述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存貨按可變現淨值計算（二零一五

年：無）。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264,816 234,234

金屬期貨合同訂金 8,592 15,005

待抵扣增值稅 81,434 81,257

預付款項 15,764 19,240

其他 40,395 14,993   

411,001 36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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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續）

向客戶授出的信貸期介乎7天至90天不等，視乎客戶與本集團的關係、其信用程度及過往結算記錄而定。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若干按全面追索為基準的銀行承兌匯票向銀行貼現作現金，並背簽

若干按全面追索為基準的銀行承兌匯票，以向供應商按清算同額的貿易應付賬款，涉及金額為人民幣

10,259,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7,866,000元）。董事認為，本集團尚未轉讓與此等賬款有關的重大風
險及回報，故本集團繼續全額確認此等應收票據及相關已清算的貿易應付賬款，並將轉讓時所收取的現金

確認為貼現票據項下的現金墊款。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若干按全面追索為基準的銀行承兌匯票向銀行貼現作現金，並背簽若

干按全面追索為基準的銀行承兌匯票，以向供應商清算同額的貿易應付賬款。本集團已全數終止確認有關

應收票據及供應商的應付賬款。此等終止確認的銀行承兌匯票會自報告期末起計少於六個月內到期。董事

認為，本集團已基本上轉讓持有此等賬款的全部風險及回報並解除向其供應商清算應付賬款的責任，而即

使匯票發出銀行未能於到期日結算有關匯票，就中國相關規則及法規下對此等應收票據進行清算的責任而

言，本集團所面臨的風險仍有限。本集團董事認為，匯票發出銀行的信用良好，其不為此等匯票於到期時

進行結算的機會相當低。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倘匯票發出銀行未能於到期日結算有關匯票，本集團面臨的最大虧損及未貼現

現金流出風險（與本集團就貼現匯票及背書匯票而須應付銀行或供應商的金額相同）為人民幣15,945,000元
（二零一五年：人民幣38,860,000元）。

(a) 賬齡分析

截至報告期末，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包含於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當中）按發票日呈列並經扣除

呆賬撥備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250,456 198,341
三個月以上但少於六個月 14,314 35,408
六個月以上但少於一年 4 116
一年以上 42 369   

264,816 234,234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賬面值約為人民幣38,737,000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46,035,000元）的應收票據已就發出銀行承兌匯票作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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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續）

(b) 未減值的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並未個別及共同被視作減值的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逾期亦無減值 261,512 219,088

逾期少於3個月 3,258 14,662

逾期超過3個月 46 484   

3,304 15,146   

264,816 234,234
   

未逾期亦無減值的應收款項與眾多近期無拖欠記錄的客戶有關。

已逾期但未減值的應收款項與近期無拖欠記錄的獨立客戶有關。根據過往從客戶收回應收賬款的經

驗，管理層相信，無須就該等結餘作出減值撥備，此乃由於客戶信貸質素並無重大變動，而結餘仍

被視為可全數收回。

11. 已抵押存款

已抵押存款指用於開具商業票據的擔保按金。



興業銅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2016中期報告 20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523,228 430,279

收取客戶的預付款項 22,837 35,506

應付員工福利 6,863 14,927

應付物業、廠房及設備採購款項 53,649 56,073

應付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0,169 9,078   

616,746 545,863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包括於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當中）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賬齡分

析：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385,094 361,791

三個月以上但少於六個月 95,649 64,575

六個月以上但少於一年 40,876 946

一年以上 1,609 2,967   

523,228 43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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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計息借款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計息借款根據貸款協議所載預定還款日期的還款情況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

短期有抵押銀行貸款 361,600 332,500
無抵押銀行貸款 115,478 78,584
貼現票據下的銀行墊款 48,447 42,850
非流動有抵押銀行貸款的即期部分 61,953 33,728   

587,478 487,662
   

非即期

有抵押銀行貸款 287,500 336,710   

874,978 824,372
   

(i) 本集團長期銀行貸款償還情況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 61,953 33,728   

一年以上但少於兩年 187,500 236,710
兩年以上但少於五年 100,000 100,000   

287,500 336,710   

349,453 370,438
   

(ii) 本集團金額為人民幣145,000,000元的計息借款（二零一五年：人民幣100,000,000元）須待符合有關
本集團部份資產負債表比率的財務契據後，方可作實，有關契據於與財務機構作出的借貸安排中屬

常見。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有關支取融通的契據出現違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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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計息借款（續）

(iii)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有抵押銀行貸款所含年利率介乎4.03%至6.88%（二零一五年：

1.02%至8.4%），並以下列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賬面值：

存貨 255,670 272,916

物業、廠房及設備 962,953 686,926

租賃預付款項 14,019 8,326   

1,232,642 968,168
   

(iv)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無抵押銀行貸款所含年利率介乎0.40%至1.37%（二零一五年：

1.02%至1.17%）。

14. 股本、儲備及股息

(a) 股息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並無宣佈或派發股息，而本公司董事已決定將不就中期期間派發股

息。

(b) 股本

經授權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每股0.1港元的普通股 5,000,000,000 500,000 5,000,00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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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4. 股本、儲備及股息（續）

(b) 股本（續）

已發行及已繳清普通股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份

數目

千股

金額

港幣千元

等值

人民幣

千元

股份

數目

千股

金額

港幣千元

等值

人民幣

千元       

於一月一日及六月三十日 811,116 81,111 73,687 811,116 81,111 73,687
       

15.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

(a) 以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及負債

(i) 公平值等級

下表列示本集團的財務工具於報告日的公平值是按照經常性基準計量，並根據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所界定的三個公平值計量級別進行歸類。公平值計量所歸類的級別
乃參照以下估算方法所用數據的可觀察程度及重要程度而釐定：

• 第一級別估算：僅用第一級別數據，即於計量日期相同金融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的

未經調整報價計量公平值

• 第二級別估算：使用第二級別數據，即未能符合第一級別的可以觀察得到的數據，以

及不使用不可觀察得到的重要數據計量公平值。不可觀察得到的數據指未有相關的市

場數據

• 第三級別估算：使用不可觀察得到的重要數據計量公平值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公平值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公平值計量分類

第一級別 第二級別 第三級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衍生金融工具：

– 遠期外匯合約 1,091 1,091 – –

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 期貨合約 (254) (2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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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5. 金融工具公平值計量（續）

(a) 以公平值計量的金融資產及負債（續）

(i) 公平值等級（續）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公平值計量分類

第一級別 第二級別 第三級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衍生金融工具：

– 遠期外匯合約 830 830 – –
可供出售投資 9,000 – 9,000 –

負債：
衍生金融工具：

– 期貨合約 (1,711) (1,711) – –
     

(b) 並非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

以成本或攤銷成本計量的本集團金融工具的賬面價值與截至報告期末的公平值無重大差異。

16.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未於中期財務報告作撥備的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訂約 13,652 40,547   

13,652 4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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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7. 經營租賃承擔

應付不可撤銷有關員工宿舍及辦公大樓的經營租賃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少於一年 524 665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675 1,059   

1,199 1,724
   

18.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主要管理人員指有權利及責任直接或間接地計劃、指導及控制本集團活動的人士，包括本集團的董事。主

要管理人員的薪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福利 1,694 1,750

離職後福利 21 20   

1,715 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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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19. 報告期後的非調整事項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本集團附屬公司興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與獨立第三方Mobilefun Limited（「賣

方」）訂立協議（「該協議」），以收購Funnytime Limited（「目標公司」）的100%股權（「收購事項」）。

根據該協議，本集團的總應付賬面代價包括初次賬面代價186,000,000.20港元，受限於根據目標公司在二

零一六年、二零一七年與二零一八年經調整淨收入（定義見買賣協議）計算的隨後調整。代價須滿足：(i)現

金116,000,000港元；及(ii)以配發77,777,778股代價股份的方式支付剩餘70,000,000.20港元（可予調整）。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五日，本集團做出首期現金支付，金額為97,400,000港元，作為收購事項的代價。

於中期財務報告獲授權當日，本集團尚未完成其有關收購事項的公允值計量。因此，於收購日無法提供代

價、可識別資產及負債的公允價值，收購事項的初步會計處理亦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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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及前景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全球經濟、政治、地緣形勢更加錯綜複雜，矛盾突出，給經濟的復蘇蒙上了陰影。中國政府

加大了供給側的改革力度，但低增長仍將是中國經濟今後一段時期的狀態，供給側的改革仍將會繼續強化，經濟

轉型勢在必行，而製造業向中高端發展也是大勢所趨。報告期內，有色金屬價格（如銅、鋅、鎳等），在一月份創

下近7年來新低後，有所企穩反彈，但在需求端沒有實質好轉，美元依舊強勢的大背景下，銅價下半年仍難有出

色表現。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面對如此複雜的宏觀環境及國內銅板帶加工行業處於艱難的調整轉型期，本集團秉乘「加大

產出，增收節支，穩健發展」的二零一六年度工作方針，在管理層及員工的共同努力下，抓住了行業調整的機

遇，上半年產銷創出歷史新高，也錄得了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的溢利。具體措施如下：

加大產出：報告期內，本集團新綫進入全面的試投產階段，在先進設備的投用下，契合銅加工行業轉型升級的機

遇，結合本集團持續的研發創新，引綫框架用銅帶等高附加值產品質量有了大幅提高，進入了一些國際客戶的採

購序列，特別是對特殊行業用銅帶的規模化生產更促使了集團產銷與溢利的增長。

增收節支：本集團積極革新傳統產品的工藝路綫，縮短與優化工藝流程；通過小型技術改造，實現了大卷重生

產，以降低生產運行成本；積極推動自動化改造及生產方式創新，以達到減員增效的目的。

穩健發展：本集團採取穩健的財務政策，控制風險。

報告期內本集團調整發展戰略，在穩步發展銅板帶加工業的前提下，將於下半年切入網絡遊戲行業。在報告期內

本集團董事會通過了對Funnytime Limited的收購。收購詳情載於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19。

本集團管理層相信，在上半年良好的發展勢頭及一系列基礎工作的完善，依靠著全體員工的共同奮鬥，下半年本

集團銅板帶塊仍將取得穩定的增長及表現，也相信新並入的網絡遊戲產業能夠給本集團的穩定的增長及表現提供

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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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回顧

收益及毛利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為人民幣1,492.8百萬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人民幣1,476.0百

萬元增加1.1%。銷售高精度銅板帶、提供加工服務及原材料貿易產生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1,397.4百萬元、人民

幣70.4百萬元及人民幣25.0百萬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為人民幣1,277.7百萬元、人民

幣71.9百萬元及人民幣126.4百萬元）。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銷售高精度銅板帶、提供加工服

務及原材料貿易產生的收益分別佔總收益93.6%、4.7%及1.7%（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別為

86.6%、4.9%及8.5%），高精度銅板帶、提供加工服務及原材料貿易的銷售量則分別為40,792噸、13,633噸及

2,569噸，佔總數的71.6%、23.9%及4.5%。

與去年同期相比，報告期內的收益並無顯著增加。但其中高精度銅板帶銷量增加至40,792噸，較二零一五年同期

31,417噸增長29.8%。

本集團的毛利率由二零一五年同期8.7%增加至本期的14.3%，主要由於高毛利銅產品的銷售增加。

其他收入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共獲得其他收入人民幣14.1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29.4百萬

元下降52.0%，主要是政府補助金減少人民幣4.6百萬元，以及金屬期貨合同收入減少人民幣8.5百萬元。

分銷費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銷費用對收益的比率上升至1.12%，去年同期則為0.89%。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運輸開支隨着銷售量增加而有所上升。

行政費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費用由去年同期人民幣90.3百萬元，增加15.5%至人民幣

104.3百萬元，由於研發開支由去年同期人民幣58.1百萬元增加人民幣7.6百萬元至人民幣65.7百萬元所致。

其他費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其他費用人民幣16.2百萬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人民幣1.6百

萬元，增幅主要來自於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人民幣15.1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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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財務成本淨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財務成本淨額達到人民幣21.7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13.5百萬元增加

60.7%，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外匯虧損淨額人民幣7.4百萬元所致。

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所得稅開支為人民幣11.6百萬元（去年同期：人民幣6.1百萬

元）。寧波興業盛泰集團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月獲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可自該時起按優惠所得稅率15%

（而非法定所得稅率25%）繳稅。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實際稅率為17%（截至二零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實際稅率增加主要由於適用更高所得稅率25%的子公司的應課稅盈利增加。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55.3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31.9百萬

元上升人民幣23.4百萬元。

流動現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人民幣21.7百萬元，主要原因為回顧期內本集團作出的資本

開支主要源自短期銀行借貸。根據本集團的發展計劃，資本開支用於購買生產設備、土地及樓宇。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短期計息借貸佔計息借貸總額的百分比為67.1%。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取得及重續

中國多家銀行借出的短期貸款（該等短期貸款根據當地市場慣例每年續期），在融資方面並未遇到任何困難。

儘管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錄得流動負債淨額，但鑑於本集團由經營活動產生現金的能力、信貸狀況及與主要

借款銀行的關係良好，以及將不會在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起十二個月內屆滿可動用而尚未支取的銀行信貸及銀

行現金分別為人民幣479.5百萬元（包括有效至二零一七年的長期貸款額度人民幣165.6百萬元）及人民幣256.2百

萬元（包括已抵押存款人民幣52.8百萬元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人民幣203.4百萬元），董事會相信，根據過往經驗

及本集團與其主要借款銀行的關係，本集團將能夠於來年到期時重續現有短期銀行借貸。董事會有信心本集團具

備足夠財務資源，以維持其營運資金需求及應付其可預見的債務償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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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未償還銀行貸款約人民幣875.0百萬元，其中人民幣587.5百萬元須於一年內

清還。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81.3%的債務為有抵押。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即債務淨額除以資本總額）為44.6%（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4.1%）。債務淨額以債務總額（包括綜合財務狀況表所列的所有計息借款）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計算。資本總額

為綜合財務狀況表所載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加債項淨額。

抵押資產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抵押總計賬面值約人民幣1,232.6百萬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968.2百萬元）的資產以獲得銀行對本集團的貸款及信貸。

資本開支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投資約人民幣77.8百萬元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此等資本開支

通過銀行貸款提供資金。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撥備的未來資本開支為人民幣13.7百萬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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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市場風險

本集團須承受各類市場風險，包括價格風險、利率風險與外匯風險。

價格風險

本集團須承受原材料價格波動風險。陰極銅、合金邊角料、鋅、錫、鎳及其他金屬為生產本集團產品所使用的主

要原材料。本集團按市價購入該等原材料。此外，本集團的所有產品均按市價出售，有關價格可能出現波動且不

受本集團控制。因此，原材料價格波動可能會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構成不利影響。

本集團利用其於上海期貨交易所及倫敦金屬交易所的期銅合約以對沖銅價波動。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集團錄得期貨合約收益約人民幣7.5百萬元，去年同期約為人民幣16.0百萬元。

利率風險

除短期存款外，本集團並無重大計息資產。因此，本集團的收入及經營現金流量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市場利率的

變動。本集團面對的利率變動市場風險主要與銀行借貸的利率波動有關。本集團承擔的債務乃用於一般公司用

途，包括資本開支及營運資金需要。本集團的銀行借貸利率可由貸款方根據中國人民銀行（「人民銀行」）有關規例

的變更作出調整。如人民銀行提高利率，本集團的財務費用將會增加。利率波動將影響新增債務的成本。本集團

並未訂立任何利率掉期以對沖利率風險。

外匯風險

本集團的出口銷售及若干部分原材料購買均以外匯（主要為美元）計值。因此，匯率波動可能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

造成影響。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外匯合約以對沖外幣匯率風險。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外匯虧損淨額人民幣

7.4百萬元，而二零一五年同期錄得收益淨額人民幣2.1百萬元。

僱員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合共僱用1,173名（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92名）僱員。薪酬政策會

作定期檢討以確保本集團為我們僱員提供具競爭力的受聘條款。僱員福利包括薪金、退休金、醫療保險計劃及其

他適用的社會保險。晉升及薪酬調整則按照僱員表現評估。本集團的業務增長取決於僱員的技能及貢獻。本集團

相信人力資源於競爭激烈的行業中十分重要，故在其僱員培訓方面投放資源。本集團已為新僱員設立年度培訓計

劃，務求使新僱員可充分掌握履行職責所需的基本技術，而現有僱員則可提升或改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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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
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有關條文被列為或視作

為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必須並且已記錄在該條規定須
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標準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的股份的好倉權益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普通股數目 概約持股百分比

（附註1）    

胡長源 全權信託創辦人 265,200,000
（附註2）

32.70%

胡明烈 實益擁有人 400,000 0.05%

陳建華 實益擁有人 1,480,000 0.18%

王建立 實益擁有人 1,060,000 0.13%

馬萬軍 實益擁有人 1,060,000 0.13%

柴朝明 實益擁有人 134,000 0.02%

魯 紅 實益擁有人 200,000 0.02%

附註：

1. 此百分比乃根據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811,115,950股計算。

2. 該等265,200,000股股份由Luckie Strike Limited及Come Fortune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Luckie Strike Limited及 

Come Fortune International Limited由Dynamic Empire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Dynamic Empire Holdings Limited的

全部已發行股本由胡長源先生成立的胡氏家族信託實益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胡長源先生被視為擁有該等股份

的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或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
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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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一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二零零七年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本公

司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被股東終止。概無股權將按二零零七年購股權計劃授出。二零零七年購股權計劃的詳情

載列於本公司刊發的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回顧期內，概無股權按二零零七年購股

權計劃授出、行使、失效、註銷或尚未行使。

股東已於本公司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二零一六年購股權計

劃」）。據此，董事會可自行酌情向任何合資格人士（如二零一六年購股權計劃所界定）提供購股權，以供彼等在計

劃所訂明的條款及條件之規限下認購本公司股份。二零一六年購股權計劃自採納日期起為期十年。回顧期內，概

無股權按二零一六年購股權計劃授出、行使、失效、註銷或尚未行使。

股份獎勵計劃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所公告，董事會決議採納經董事會挑選之僱員（不包括除外僱員）可參與之股

份獎勵計劃。本計劃之目的為允許本公司向經甄選僱員授出獎勵，作為彼等對本集團作出貢獻之鼓勵，並為本集

團之進一步發展吸引合適人才。根據股份獎勵計劃，計劃期限內最多可獎勵的股份數目以採納日期已發行股份總

數的20%。可向任何一名經甄選僱員授出之獎勵股份最多不可超過採納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的5%。根據股份獎

勵計劃，股份將由受託人按董事會釐定的認購價認購或於聯交所購買（費用由本公司承擔），並將於歸屬前根據股

份獎勵計劃由受託人代表經甄選僱員以信託方式持有。根據上市規則第17章，股份獎勵計劃不構成一項購股權計

劃，而為本公司之一項酌情計劃。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所公告，於採納日期，本公司就本公司於任何財政年度在本計劃下為符合授予

獎勵股份將發行的新股份最大數目將限制至已發行總股份的2%（即16,222,319股股份）。於採納日期，本公司就

於任何12個月期間在本計劃下為符合向任何一位經甄選僱員授予獎勵股份將發行的新股份最大數目不得超過已發

行總股份的1%（即8,111,159股股份）。

自採納日期起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受託人認購股份，且本公司合共1,140,000股股份由受託人根據股

份獎勵計劃的規則及信託契約收購，且概無股份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獎勵予經甄選僱員。因此，於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有1,140,000股股份在股份獎勵計劃下以信託形式持有。

除非本章節另有界定，否則本章節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及二零一六年五月五日作出有關股

份獎勵計劃的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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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下列人士或法團（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已

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股東名稱╱姓名 身份 股份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概約持股百分比

（附註1）     

Luckie Strike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10,000,000 (L) – 13.56%

Come Fortune 
International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55,200,000 (L) – 19.13%

Dynamic Empire 
Holdings Limited 
（附註2）

受控制公司權益 265,200,000 (L) – 32.69%

Barclays Wealth 
Trustees (Singapore) 
Limited（附註2）

受託人（被動受託人除外） 265,200,000 (L) – 32.69%

Barclays Plc（附註3） 受控制公司權益 2,000 (S) – 0.000%
307,000 (L) 2,000 (L) 0.004%

受託人（被動受託人除外） 265,200,000 (L) – 32.69%

俞月蘇（附註4） 配偶權益 265,200,000 (L) – 32.69%

Mobilefun Limited 
（附註5）

實益擁有人 – 77,777,778 (L) 9.59%

任 灝（附註5） 受控制公司權益 – 77,777,778 (L) 9.59%

「S」表示股份的淡倉

「L」表示股份的好倉

附註：

1. 此百分比乃根據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已發行股份總數811,115,950股計算。

2. 該等股份由Luckie Strike Limited及Come Fortune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Come Fortune International Limited由
Dynamic Empire Holdings Limited全資擁有。Dynamic Empire Holdings Limite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胡氏家族信託實
益擁有，而該信託之受託人為Barclays Wealth Trustees (Singapore) Limited（現為Zedra Trust Company (Singapore) 
Limited）。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Dynamic Empire Holdings Limited視為擁有Luckie Strike Limited及Come Fortune 
International Limited所擁有的全部股份的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Barclays Wealth Trustees (Singapore) Limited
（現為Zedra Trust Company (Singapore) Limited）視為擁有Dynamic Empire Holdings Limited所擁有的全部股份的權益。
Luckie Strike Limited及Come Fortune International Limited名下的股份亦於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
及債券的權益」一節披露為胡長源先生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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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arclays Plc（經其100%受控法團）擁有(i)合共265,509,000股股份（包括以現金結算之2,000股股份的非上市衍生權益好

倉）；及(ii)2,000股股份的淡倉）。其中，265,200,000股股份由Barclays Wealth Trustees (Singapore) Limited（現為Zedra 

Trust Company (Singapore) Limited）以信託人身份持有。Barclays Wealth Trustees (Singapore) Limited（現為Zedra Trust 

Company (Singapore) Limited）由Barclays Plc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Barclays Plc視為擁有Barclays Wealth 

Trustees (Singapore) Limited（現為Zedra Trust Company (Singspore) Limited）所擁有的全部股份權益。

4.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俞月蘇女士因作為胡長源先生的配偶而被視為擁有該等股份的權益。

5. 該等77,777,778股相關股份由Mobilefun Limited（「Mobilefun」）持有，而任灝先生（「任先生」）控制Mobilefun 42%的權

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任先生被視為於Mobilefun持有的本公司77,777,778股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根據本

公司一間附屬公司、Mobilefun、任先生及其他與收購Funnytime Limited所有股本有關的人士（「收購事項」）訂立的日期

為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的買賣協議，收購事項涉及發行77,777,778股代價股份。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五

日完成，而77,777,778股潛在股份將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公告所載日程可發行予Mobilefun。

有關收購事項的詳情及所述代價股份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八月五日的公告。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就董事所悉，除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外，並無其他人士於

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已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

購買股份或債券的安排

除於上文「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一段所披露者外，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參與任何安

排，致使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股份或債券而獲益，亦無任何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

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擁有任何權利可認購本公司證券，或已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檢討本集團採用的會計準則及慣例並討論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根據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的回顧期內中期報告。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

遵守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標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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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除股份獎勵計劃的受託人外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結算的規則及契的條款，於聯交所購買本公司合共1,140,000股，代價

合共約為人民幣920,000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宣派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所作出之董事資料變更

據董事所知，由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作出的披露乃截至本中報報告日期，

故並無有關董事資料的變更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之規定作出披露。

承董事會命

興業銅業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胡長源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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