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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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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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百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26）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全年業績
百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
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a) 1,872,541 2,269,381
銷售成本 (1,632,909) (1,912,119)

毛利 239,632 357,262

其他收入 4 5,032 5,156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339) (9,048)
行政開支 (88,994) (114,019)
其他經營開支 (342) (15,119)

經營溢利 143,989 224,232
融資成本 5(a) (50,989) (8,966)

除稅前溢利 5 93,000 215,266
所得稅 6 (27,752) (46,128)

本年度溢利 65,248 169,138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6,348 177,716
非控股權益 (1,100) (8,578)

本年度溢利 65,248 169,138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8
基本 0.318 0.868

攤薄 0.315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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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溢利 65,248 169,138

本年度之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於往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30,616) 1,479

本年度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扣除零稅項（二零一六年：零）） (30,616) 1,479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34,632 170,617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5,434 179,043

非控股權益 (802) (8,426)

34,632 17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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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6,866 226,713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3,412 3,617
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之按金 – 31,938
商譽 9 – –
其他無形資產 10 – –
遞延稅項資產 49 84
租金按金 697 697

261,024 263,049

流動資產
存貨 52,500 40,815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11 1,491,495 1,842,22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6,037 77,688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69 52
可收回稅項 442 1,331
受限制銀行存款 7,547 1,271,88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15,165 80,326

1,603,255 3,314,32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2 947,410 1,270,521
應計費用、按金及其他應付款項 113,416 264,837
銀行貸款 – 1,199,055
銀行貼現票據墊款 414,080 458,555
應付稅項 18,107 44,491

1,493,013 3,237,45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6 94

資產淨值 371,200 339,816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3 4,217 4,111
儲備 375,036 342,937

379,253 347,048

非控股權益 (8,053) (7,232)

權益總額 371,200 33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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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資料乃按照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統稱詞彙包括
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適用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622章）之適用披
露規定編製。綜合財務資料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所適用之披露規定。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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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號之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的例外情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修訂本 收購共同營運權益之會計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本 披露方案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8號之修訂本
可接受之折舊及攤銷方法之澄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 

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本集團並無應用任何於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年度應用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或綜合財務資
料所載之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3. 收益及分類報告

(a) 收益

收益指供應予客戶貨品及公用產品及提供服務之銷售額。於年內各主要類別之已確認
收益金額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採購及銷售金屬礦物及相關工業原料 1,619,896 2,225,538

生產及銷售工業用產品 133,073 37,405

生產及銷售公用產品 119,343 –

其他 229 6,438

1,872,541 2,26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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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類報告

本集團按分類管理其業務，而分類則按業務類別組成。按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
本集團行政總裁（主要營運決策人）內部匯報資料之方式一致，本集團已呈列下列四個
可呈報分類。

(i) 採購及銷售金屬礦物及相關工業原料；

(ii) 生產及銷售工業用產品；

(iii) 生產及銷售公用產品；及

(iv) 其他

其他分類指並未單獨呈報的業務活動及經營分類，包括提供物流服務及銷售電器及電
子消費產品。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銷售電器及電子消費產品分類業
務已獲出售。

分類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類表現及於分類之間分配資源，本集團之行政總裁按以下基準監察各個可呈
報分類應佔之業績、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包括各分類之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土地租賃款項、就收購物業、廠房及
設備已付之按金、商譽、其他無形資產、存貨、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預付款項、按
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可收回稅項、遞延稅項資產及受限制銀行存款。分類負債包括各
分類之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應計費用、按金及其他應付款項、銀行貸款、銀行貼現
票據墊款、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

收益及開支乃參考該等分類所得之銷售額及該等分類所產生之開支，或因該等分類應
佔資產之折舊或攤銷而產生之開支，分配至可呈報分類。

呈報分類溢利所用之計量方式為各分類之毛利減銷售及分銷成本。

除取得有關分類溢利之分類資料外，行政總裁獲提供於營運中按分類使用有關收益、
折舊、其他無形資產及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之攤銷、物業、廠房及設備、商譽、其他無
形資產、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融資成本、所得稅開支或收入及添置
非流動分類資產之分類資料。分類間銷售乃參考就向外界客戶類似訂單收取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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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相同。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提供予本集團行政總裁作資源分
配及評估分類表現之本集團可呈報分類之資料如下：

二零一七年

採購及銷售
金屬礦物及 生產及銷售 生產及銷售

相關工業原料 工業用產品 公用產品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收益 1,619,896 133,073 119,343 229 1,872,541

可呈報分類溢利╱（虧損） 153,109 34,066 42,749 (1,631) 228,29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 (8,908) (9,227) (2) (18,137)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 (71) (544) – (615)
減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 – – (52) (52)
－其他應收款項 – – – (290) (290)
融資成本 (50,114) – (875) – (50,989)
所得稅開支 (11,680) (8,074) (8,170) (4) (27,928)
可呈報分類資產 1,460,545 87,239 297,615 960 1,846,359
年內添置非流動分類資產 – 1,982 70,742 – 72,724
可呈報分類負債 (1,401,924) (30,655) (47,931) (4,054) (1,48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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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

採購及銷售
金屬礦物及 生產及銷售 生產及銷售

相關工業原料 工業用產品 公用產品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收益 2,225,538 37,405 – 6,438 2,269,381

可呈報分類溢利╱（虧損） 339,960 13,971 – (5,717) 348,214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 (1,532) – (169) (1,701)

攤銷：
－其他無形資產 – – – (420) (42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 (12) – – (12)

減值：
－商譽 – – – (5,368) (5,368)

－其他無形資產 – – – (2,942) (2,942)

－物業、廠房及設備 – – – (1,077) (1,077)

－應收貿易款項 – – – (72) (72)

－其他應收款項 – – – (5,660) (5,660)

融資成本 (8,959) – – (7) (8,966)

所得稅（開支）╱收入 (43,036) (3,384) – 340 (46,080)

可呈報分類資產 3,087,573 136,987 262,351 973 3,487,884

年內添置非流動分類資產 – 58,196 203,928 7 262,131

可呈報分類負債 (2,938,394) (29,647) (91,970) (4,930) (3,064,941)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分類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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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及服務之收益

以下為本集團來自主要產品及服務之收益分析：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金屬礦物及相關工業原料 1,619,896 2,225,538

工業用產品 133,073 37,405

公用產品 119,343 –

其他 229 6,438

1,872,541 2,269,381

地區分類

下表載列(i)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及(ii)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土地租
賃款項、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之按金、商譽、其他無形資產及非流動租金按
金按地理位置劃分之分析。客戶之地理位置乃按交付貨品或提供服務之位置劃分。物
業、廠房及設備、就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之按金、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以及非流
動租金按金之地理位置乃根據所考慮資產之實際位置劃分。就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而
言，則根據彼等獲分配之經營業務所在位置劃分。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註冊地點） – 195,602 1,296 1,594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香港除外） 1,872,541 1,973,558 259,679 261,371

其他亞洲國家 – 9,589 – –

歐洲 – 88,349 – –

其他 – 2,283 – –

1,872,541 2,269,381 260,975 262,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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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佔本集團總銷售額10%或以上之客戶收益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附註(i)） 580,091 1,861,253

客戶B（附註(ii)） 1,118,492 –

附註：

(i)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述客戶之收益乃來自生產及銷售工業
用產品、生產及銷售公用產品以及採購及銷售金屬礦物及相關工業原料業務（二
零一六年：採購及銷售金屬礦物及相關工業原料及生產及銷售工業用產品業務）。

(ii)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述客戶之收益來自採購及銷售金屬礦
物及相關工業原料業務（二零一六年：於年內相關收益並無佔本集團總收益10%

或以上）。

4.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1,635 112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290 319

並非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之利息收入總額 1,925 431
雜項收入 761 142
出售預付土地租賃款項之收益 23 –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21 45
議價收購之收益 – 4,538
衍生金融工具公允值收益 
－遠期外匯合約 2,302 –

5,032 5,156



10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29,503 707

其他貸款利息 876 –

票據貼現費用 20,610 8,259

並非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 

 利息開支總額 50,989 8,966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50,535 24,909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4,709 1,110

股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 11,001

55,244 37,020

(c)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1,631,074 1,904,989

核數師酬金 914 1,20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 420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攤銷 615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8,506 2,016

經營租賃費用：最低租賃付款開支 14,687 8,89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 –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撇銷 255 18

應收貿易款項之減值撥備* – 72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撥備* 290 5,660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52 1,077

商譽之減值虧損* – 5,368

其他無形資產之減值虧損 * – 2,942

匯兌虧損淨額 41,588 29,516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允值虧損 – 1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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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貨成本包括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員工成本、折舊
及經營租賃費用47,25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3,804,000港元），有關款項亦已就各支
出類別計入分別於附註5(b)及5(c)所披露之各自總額中。

* 此等項目已計入綜合損益表之「其他經營開支」中。

6. 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

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指：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附註(i)） 11,378 43,036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附註(ii)） 16,585 3,384

27,963 46,420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香港利得稅 (217) 209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6 (501)

總計 27,752 46,128

附註：

(i) 二零一七年之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根據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六年：
16.5%）作出計算。

(ii) 中國附屬公司須按中國企業所得稅25%繳納稅項（二零一六年：25%）。

 根據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之通知財稅2008第1號，外資企業僅於向外國投
資者分派其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前賺取之溢利時可豁免繳納預扣稅。而於該日後所
產生溢利中分派之股息則須按5%或10%之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並由中國附屬公司預扣。

(iii)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毋須就百慕達、薩摩亞及
英屬處女群島之司法權區繳納任何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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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a)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一六年：每
股普通股0.06港仙之中期股息及每股普通股0.1港仙之末期股息，分別為12,330,000港
元及 20,554,000港元）。

(b) 於本年度批准派及付有關上一財政年度之已付本公司擁有人股息載列如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批准及派付之 

上一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0.1港仙 

（二零一六年：每股普通股0.04港仙） 20,984 8,220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除以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
數計算。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千港元） 66,348 177,716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836,044,743 20,466,801,648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仙） 0.318 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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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股攤薄盈利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已根據購股權計劃之潛在攤薄普通股數目作出調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千港元） 66,348 177,716

股份數目
就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836,044,743 20,466,801,648

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被視為無償 

發行股份之影響 230,768,820 596,763,353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1,066,813,563 21,063,565,001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仙） 0.315 0.844

9. 商譽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年初及年末 5,368 5,368

累計減值虧損
於年初 (5,368) –

減值虧損 – (5,368)

於年末 (5,368) (5,368)

賬面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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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無形資產

客戶關係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4,202

累計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840

年度攤銷 420

於損益確認之減值虧損 2,942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4,202

賬面值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

11.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款項 447,984 166,301

應收票據 1,043,584 1,676,087

減：呆賬撥備（附註(b)） (73) (160)

1,491,495 1,842,228

所有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預期將可於一年內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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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賬齡分析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或發貨日期呈列之應收貿易款項（扣除呆賬撥備）之賬
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60日 426,838 155,050

61 – 120日 19,678 8,921

121 – 180日 1,329 2,076

181 – 360日 66 94

447,911 166,141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貨日期呈列之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60日 112,670 208,558

61 – 120日 418,555 570,265

121 – 180日 238,107 388,668

181 – 360日 274,252 508,596

1,043,584 1,676,087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須於發票日期或發貨日期起計90至360日（二零一六年：30至360日）
內支付。

(b)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之減值

有關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之減值虧損乃使用撥備賬記賬，除非本集團信納收回有關金
額之可能性極低則作別論，在此情況下，減值虧損會直接撇銷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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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賬撥備變動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年初 160 88

已確認減值撥備 – 72

出售附屬公司時撇銷 (87) –

於年末 73 160

12.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款項 304,426 255,902

應付票據 642,984 1,014,619

947,410 1,270,521

附註：

(a)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預期將於一年內償還。

(b) 賬齡分析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或發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60日 242,641 74,875

61 – 120日 19,583 53,211

121 – 180日 10,988 70,195

181 – 360日 1,126 56,736

超過360日 30,088 885

304,426 255,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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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貨日期呈列之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 - 60日 154,874 213,429

61 - 120日 202,782 324,805

121 - 180日 73,664 263,836

181 - 360日 211,664 212,549

642,984 1,014,619

13. 股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股份數目 金額 股份數目 金額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於年初
（每股面值0.0002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000,000 100,000 – –

（每股面值0.002港元之普通股） – – 50,000,000,000 100,000

股份拆細 (i) – – 450,000,000,000 –

於年末 

（每股面值0.0002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000,000 100,000 500,000,000,000 100,000

普通股，已發行及繳足：
於年初
（每股面值0.0002港元之普通股） 20,554,072,140 4,111 – –

（每股面值0.002港元之普通股） – – 2,015,407,214 4,031

股份拆細 (i) – – 18,314,164,926 –

根據購股權計劃已發行股份 (ii) 530,000,000 106 224,500,000 80

於年末 

（每股面值0.0002港元之普通股） 21,084,072,140 4,217 20,554,072,140 4,111

附註︰

(i) 於股份拆細（「股份拆細」）後，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2港元之拆細股份（「拆細股
份」）於所有方面彼此之間及與股份拆細前之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益，而拆細股份所
附之權利不會因股份拆細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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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配發及發行530,000,000股每股面值0.0002

港元之普通股。

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配發及發行19,500,000股每股面值0.002

港元之普通股（股份拆細前）及205,000,000股每股面值0.0002港元之普通股（股份拆細
後）。

普通股擁有人有權收取不時宣派之股息，並有權於本公司大會上就每股股份投一票。所有
普通股於本公司剩餘資產方面享有同等地位。

末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
一六年：0.1港仙）。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主要從事採購及銷售金屬礦物及相
關工業原料、生產及銷售工業用產品以及生產及銷售公用產品。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呈報收益1,872,541,000港元，較去年（二零一六年：
2,269,381,000港元）下跌17.5%，而毛利則為239,632,000港元，同樣較去年（二零
一六年：357,262,000港元）下跌32.9%。本集團收益及毛利下跌主要是由於本集團
營運經受考驗，以及採購及銷售金屬礦物及相關工業原料業務放緩所致。本集團
錄得年度溢利65,248,000港元，較去年（二零一六年：169,138,000港元）減少約
61.4%，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則為66,348,000港元，較去年（二零一六年：
177,716,000港元）亦下降約62.7%。本公司每股盈利為0.318港仙（二零一六年：0.868

港仙）。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的採購及銷售金屬礦物及相關工業原料業務錄得收益
1,619,89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2,225,538,000港元）及分部溢利153,109,000港元（二
零一六年：339,960,000港元），較去年分別下跌27.2%及55.0%。此項業務的收益及
分部溢利下跌為市場競爭、客戶收縮採購、國內金屬礦物供應商因應內需需求而
減少出口，以及人民幣貶值的綜合影響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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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的生產及銷售工業用產品業務取得亮麗的業績，錄得收益
133,073,000港元（二零一六年：37,405,000港元）及分部溢利34,066,000港元（二零
一六年：13,971,000港元），較去年兩個月的業績大幅上升。此項業務表現令人滿
意，本集團將繼續尋找機會提高產能，並改進此項業務的生產技術。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已正式啟動其生產及銷售公用產品業務。截至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八個月，此項業務錄得收益及分類溢利分別為119,343,000

港元及42,749,000港元。業務表現已達到初步預期，並為本集團打入潔淨能源業務
投下基石。

於回顧年度，鑒於本集團縮減提供物流服務的規模，故已於綜合財務資料中將物
流服務的經營業績分類至「其他」業務分類。

為更有效地善用集團的資源，本集團已於回顧年度出售數間從事銷售電器及電子
消費產品業務的附屬公司。於出售後，本集團錄得收益21,000港元，並已確認為
其他收入。

本集團年內的其他收入為5,032,000港元（二零一六年：5,156,000港元），主要來自
遠期外匯合約公允值變動之收益及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於行政開支方面，費用為88,994,000港元，較去年的114,019,000港元減少21.9%。
行政開支減少為人力成本及外匯虧損上升、法律及專業費用減少，以及沒有與於
二零一五年四月授出的購股權有關的以股份為基礎付款支出的綜合影響造成。外
匯虧損乃由於就不同貨幣所面對的外匯風險而產生，主要與人民幣及美元相關，
且大多數來自以外幣與海外供應商進行購貨交易及以人民幣與國內客戶進行銷售
交易。因應特定客戶的需要，本集團會就所承受的外匯風險換取較佳的價格。

於回顧年度，其他經營開支為342,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5,119,000港元）。其他
經營開支大幅減少主要由於商譽、其他無形資產、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物業、
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及╱或撥備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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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錄得融資成本50,989,000港元（二零一六年：8,966,000港元），主要為銀行
貸款、其他貸款及應收票據貼現費用之利息。融資成本上升主要由於應收票據貼
現費用之利息上升，及銀行貸款利息， 此銀行貸款於二零一六年三月提取，但已
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全數償還。

於本年度，本集團確認其他全面開支30,616,000港元（二零一六年：其他全面收益
1,479,000港元），為換算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本集團因而於本
年度錄得全面收益總額34,632,000港元，而去年則為170,617,000港元。於回顧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全面收益總額（扣除稅項）為35,434,000港元，而去年則
為179,043,000港元。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主要以業務活動所產生之現金及銀
行提供之貼現票據墊款及信貸融資為經營業務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1,603,255,000港元（二零一六年：3,314,320,000港
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15,165,000港元（不包括受限制銀行存款）（二零一六年︰
80,326,000港元）。根據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1,493,013,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3,237,459,000港元）計算，本集團之流動比率處於1.07（二零一六年︰1.02）之健康
水平。

本集團之採購及銷售金屬礦物及相關工業原料業務主要以信用證為貿易支付條件。
應收票據的信貸風險處於低水平，原因為該等金額乃由信譽良好的銀行結欠。於
年末，本集團之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為1,491,495,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1 , 8 4 2 , 2 2 8 , 0 0 0港元）、受限制銀行存款為7 , 5 4 7 , 0 0 0港元（二零一六年︰
1,271,880,000）、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為947,41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1,270,521,000港元）及銀行貼現票據墊款為414,08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458,555,000港元）。本集團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和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減少乃主
要由於年內金屬礦物及相關工業原料之交易量減少所致。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總借貸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及本集團總借貸之總
和。於年末，本集團之借貸包括銀行貼現票據墊款414,080,000港元及銀行貸款零（二
零一六年：分別為458,555,000港元及1,199,055,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
團權益維持於379,253,000港元（二零一六年：347,048,000港元），因此本集團之資
產負債比率約為52%（二零一六年：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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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末，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權益為379,253,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347,048,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於年內賺取溢利
所致。

於回顧年度，本公司因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530,000,000股股份。於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21,084,072,140股（二零一六年：
20,554,072,140股）。

憑藉手上之流動資產及銀行所授出的墊款及信貸融資，管理層將探討在財務及證
券機構及專業顧問的支持進行若干集資活動之可行性，以應付持續營運及業務擴
展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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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及美元列賬和進行。
本集團恪守外匯風險管理政策，主要透過在金屬礦物貿易的定價中計入所面臨的
估計貨幣匯兌差異，藉以將外匯風險對本集團溢利之影響降至最低。本集團已訂
立遠期外匯合約對沖本集團之外匯風險。因此，本集團相信現水平以人民幣及美
元計值之銀行結餘、若干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所帶來之外匯風險可受控制。管理
層正緊密留意人民幣的波動，並會密切監察外匯風險。本集團將進一步考慮利用
任何合適的衍生金融工具對沖其外匯風險及管理其所面對的風險。

借款及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貼現票據墊款為414,080,0000港元及銀
行貸款為零（二零一六年︰458,555,000港元及1,199,055,000港元）。銀行貼現票據
墊款乃以本集團之應收票據作抵押。

受限制銀行存款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受限制銀行存款7,547,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1,271,880,000港元）主要指作為本集團應付票據而存放於指定銀行賬戶的保證存款。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寧夏天元發電有限公
司收購機器、設備及相關安裝工程擁有之資本承擔為人民幣11,811,000元（相當於
約13,323,000港元）（二零一六年︰24,28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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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六年：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及董事總數共約310人，人數維持於與
去年相若的水平（二零一六年：310人）。本年度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合共
為55,244,000港元（二零一六年：37,020,000港元）。員工成本上升乃主要由於員工
及董事的薪金及酬金上升，及本集團分別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及二零一六年三月在
中國寧夏回族自治區收購一個硫酸生產工廠及一個間餘熱發電廠的整年員工成本。
然而，本年度並無上年度與所授出購股權有關的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支出的影響。
僱員及董事的薪酬組合乃參考市場條款及個人的能力、表現及經驗而制定。本集
團提供的福利計劃包括公積金計劃、醫療保險、購股權計劃及酌情花紅。

前景
展望未來，全球經濟復蘇步伐不一，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宏觀經濟環境和資本市
場依然波動。與此同時，中國對外開放步伐加快，與世界經濟融合度日益提高，
特別是「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穩步推進，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本集團將密切關注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管理層將努力推進現有業務，同時加强
戰略規劃，引領、開拓低碳經濟資源循環利用「新業務」領域，務求達致新舊兩者
共同發展，為股東締造價值。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本集團與合作夥伴簽訂戰略性合作諒解備忘錄，以專注於探
索和開拓可再生能源領域投資機會。此外，為配合未來的業務發展，本集團可能
考慮採用多元化融資方式，當中包括銀行借貸及向金融市場集資等。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
業管治守則內之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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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其後方由董事會按審核委員會之建議正式批准。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資料
本業績公佈已分別刊登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bepgroup.com.hk)。本公司股東將獲寄發本公司的相關年報，年報亦將
於適當時候刊登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張虹海

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虹海先生（主席）、王仲何先生（副主席）、鍾
國興先生（行政總裁）、胡海峰先生（副行政總裁）及任海升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陳廣發先生、蕭喜臨先生及吳梓堅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