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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南南資源實業有限公司董事會之審閱報告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緒言

我們已完成審閱載列於第4頁至第22頁之中期財務報告，該中期財務報告包括南南資源實業有限
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貴集團」）於二零一五年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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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現金流量表及說明附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要求遵照其有關條文及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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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中期財務報告。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及呈列中期財
務報告。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對中期財務報告作出結論，並按照我們雙方所協定的應聘條款，
僅向董事會（作為一個整體）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不作其他用途。我們概不就本報告的
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

審閱範圍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
的審閱」進行審閱。中期財務報告審閱工作包括向主要負責財務及會計事項的人員作出查詢，並
採用分析及其他審閱程序。由於審閱的範圍遠較按照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範圍為小，所以
不能保證我們會注意到在審計中可能會被發現的所有重大事項。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計意見。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我們並無注意到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之中期財務
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並無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執業會計師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謝寶珠
執業證書編號P0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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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15,729 45,453

銷售成本 (11,810) (21,641)    

毛利 3,919 23,812

其他收益 7,003 3,307

銷售及分銷費用 (343) (377)

行政及經營費用 (13,276) (10,419)

融資成本 (191) –

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變動 12 (18,831) (39,322)    

除稅前虧損 (21,719) (22,999)

所得稅開支 4 (1,447) (2,389)    

期內虧損 5 (23,166) (25,388)

其他全面虧損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功能貨幣為呈列貨幣之匯兌差額 (4,937) (126)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零稅項） (4,937) (126)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8,103) (25,514)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3,166) (25,388)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8,103) (25,514)    

每股虧損（以港仙呈列）
－基本 7 (3.03) (3.32)    

－攤薄 7 (3.03)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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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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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8 21,862
無形資產 56,951 63,746
商譽 – –
保證按金 3,871 4,010    

80,220 89,618    

流動資產
存貨 34,851 20,481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480 3,069
結構性存款 10 – 27,92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45,072 334,151    

382,403 385,624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52,477 51,680
應付稅項 5,470 9,397    

(57,947) (61,077)    

流動資產淨值 324,456 324,54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04,676 414,165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 76,537 76,537
儲備 54,171 82,27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30,708 158,811

非流動負債
指定為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益內處理之
金融負債之可換股債券 12 263,032 244,201

關閉、復墾及環境成本撥備 2,853 2,762
遞延稅項負債 8,083 8,391    

273,968 255,354    

404,676 41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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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儲備 匯兌儲備 特別儲備 累計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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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i） （附註ii） （附註iii） （附註iv） （附註v）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76,537 191,534 14,882 12,266 18,542 27,143 (182,093) 158,811

期內虧損 – – – – – – (23,166) (23,166)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 – – – (4,937) – – (4,937)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4,937) – (23,166) (28,103)         

維簡及生產基金之分配 – – – 15,387 – – (15,387) –

維簡及生產基金之動用 – – – (15,309) – – 15,309 –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76,537 191,534 14,882 12,344 13,605 27,143 (205,337) 130,708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76,537 191,534 14,882 9,861 18,365 27,143 (174,169) 164,153

期內虧損 – – – – – – (25,388) (25,388)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 – – – (126) – – (126)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126) – (25,388) (25,514)         

維簡及生產基金之分配 – – – 11,984 – – (11,984) –

維簡及生產基金之動用 – – – (11,566) – – 11,566 –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76,537 191,534 14,882 10,279 18,239 27,143 (199,975) 13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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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i) 股份溢價

運用股份溢價須受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40條管轄。

ii) 資本儲備

資本儲備源於過往年度收購附屬公司額外股本權益。該儲備指於收購日期有關額外股本權益應
佔該等附屬公司資產淨值之賬面值與本集團所付代價公平值之間的差額。

iii) 法定儲備

法定盈餘儲備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規，本集團所有在中國之附屬公司須於分派溢利前將其部分除
稅後溢利轉撥至法定盈餘儲備，而該儲備為不可分派之儲備。轉撥金額須經由該等公司之董事
會按照其組織章程細則批准。

維簡及生產資金之專項儲備
根據相關中國規例，本集團須按照產量以固定比率轉撥生產及維簡基金至專項儲備賬。生產及
維簡基金可在產生生產維簡及安全措施之開支或資本性開支時動用。已動用生產及維簡基金將
由專項儲備賬轉撥至保留溢利。

iv) 匯兌儲備

匯兌儲備包括換算功能貨幣至呈列貨幣時產生之全部外匯差額。該儲備根據會計政策處理。

v) 特別儲備

特別儲備金額相當於進一步收購星力富鑫國際投資有限公司（「星力富鑫」）49%股本權益已付代
價與星力富鑫非控股權益賬面值減額間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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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 26,781 15,335

已付稅項 (5,092) (3,747)   

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21,689 11,588   

投資業務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591) (1,475)

已收利息 2,078 2,055   

投資業務所得現金淨額 1,487 58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淨額 23,176 12,168

四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34,151 319,460

匯率變動之影響 (12,255) (139)   

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可分為銀行結存及現金 345,072 33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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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南南資源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一間受豁免之有限公司。本公司股
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董事認為，本集團之母公司為於英屬
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晉標投資有限公司（「晉標」），而本集團之最終控股公司則為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創輝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創輝」），其最終控制方為馮婉筠女
士。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及
其主要營業地點地址則為香港金鐘夏愨道18號海富中心2座8樓。本公司功能貨幣為人民幣
（「人民幣」）。由於本公司在香港上市，故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以港元（「港元」）呈列，以
便股東使用。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開採及銷售煤炭。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編
製，包括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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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為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本公司外聘核數師根據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實體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
閱」進行審閱。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用會計
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依循
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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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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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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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於本期間應用以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無對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所呈報之
金額及╱或載於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披露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由於本集團僅設有一個單一經營分部，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境內開採及銷售煤
炭。因此，並無呈列地區分部資料。

4. 所得稅開支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中所得稅開支之主要部分為：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司法權區稅項
－即期 1,528 3,022

遞延稅項 (81) (633)
   

所得稅開支 1,447 2,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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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所得稅開支（續）

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兩段期間並無源自香港之估計
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之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於截
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兩段期間之稅率為25%。

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5. 期內虧損

期內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無形資產攤銷 4,719 3,674

減：存貨資本化金額 (3,590) (1,884)

計入銷售成本金額 1,129 1,790

確認為銷售成本之存貨金額 11,810 21,64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89 2,389

員工成本（董事酬金除外）
－基本薪金及津貼 3,392 3,237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395 407
   

6. 中期股息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付股息。本公司董事並不
建議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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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3,166) (25,388)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765,373,584 765,373,584
   

由於轉換可換股債券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故計算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有關轉換。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相同。

8. 物業、廠房及設備

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購入成本為851,000港元之物業、廠房及
設備（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75,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出售總賬面值為86,000港元之物業、廠房
及設備，並無產生溢利或虧損（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成本為16,000

港元並產生虧損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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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向客戶作出之煤炭銷售大部分以現金付款或須預付款項。就若干關係良好之客戶而
言，本集團給予90天平均信貸期。

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貨款及應收票據（於扣除呆賬撥備後）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內 368 76

91天至180天 – –

181天至365天 – –

超過1年 – –
   

應收貨款及應收票據 368 7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112 2,993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2,480 3,069
   

10. 結構性存款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匯率掛鈎結構性存款 – 27,923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保本型匯率掛鈎結構性存
款（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27,923,000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結構性存款分類為指定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益內處理之金融
資產，並基於由獨立及合資格估值師（惟與本集團概無關連）羅馬國際評估有限公司於該日
進行之估值釐定結構性存款。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公平值收益656,000

港元已於損益確認（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零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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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貨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90天內 5,273 3,203

91至180天 1,148 1,016

181至365天 5 1,177

超過1年 29 176
   

應付貨款 6,455 5,572

預收款項 3,196 1,432

應付增值稅及非所得稅 1,412 927

應付政府徵費
－煤炭資源地方經濟發展費 28,905 29,936

－其他 4,831 5,256

應計費用 1,257 2,437

其他應付款項 6,421 6,120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52,477 51,680
   

採購商品之平均信貸期為180天。本集團已制定財務風險管理政策，確保所有應付款項於
信貸期限內清償。

12. 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本公司於完成發行及配發4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
普通股之同時，向晉標發行本金總額為200,000,000港元之零息可換股債券。該等債券以
港元計值，賦予持有人權利於該等債券發行日期至結算日期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三日期間，
隨時按轉換價每股0.20港元（可予調整）將之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轉換時須為1,000,000

港元之倍數。轉換時發行及配發之股份彼此之間及與配發及發行日期本公司所有已發行普
通股於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倘可換股債券未獲轉換，本公司應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三
日償還晉標未轉換可換股債券之本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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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可換股債券（續）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本公司與晉標訂立修訂契據，以將可換股債券之到期日延期36

個月，及轉換期將相應從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四日（延期日期）延期36個月至二零一四年三月
十三日。除延長到期日及轉換期外，所有可換股債券條款按原有條款維持不變。

功能貨幣從港元轉為人民幣後，董事會認為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於到期日延期時不
可再以固定關係轉換。因此，可換股債券於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指定為按公平值列賬並
在損益內處理之金融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晉標訂立第二份修訂契據（「新可換股債券」），以將
可換股債券之到期日延期36個月，而轉換期將相應從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四日（延期日期）延
期36個月至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三日（「新到期日」）。除延長到期日及轉換期外，所有新可換
股債券條款按原有條款維持不變。

由於新可換股債券之現金流量已貼現現值與延長到期日前之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之現金流
量已貼現現值相差超過10%，故新到期日被視為可換股債券條款之重大修改。因此，已終
止確認可換股債券及確認新可換股債券。新可換股債券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四日之公平值
約為200,000,000港元。約211,000港元清償虧損已於損益中確認。

可換股債券及新可換股債券乃經本公司董事參考與本集團並無關連之獨立合資格估值師所
出具估值報告進行估值。新可換股債券由其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之公平值
增加約18,831,000港元已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損益中確認（截至二零
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增幅為39,32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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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可換股債券（續）

可換股債券於期內╱年內變動載於如下：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初╱年初之結餘 244,201 205,531

於損益扣除之公平值變動 18,831 38,970

可換股債券由以外幣計值換算為功能貨幣計值之
虧損╱（收益） 9,120 (375)

換算功能貨幣為呈列貨幣所產生之外匯調整，並於
其他全面收入（計入）╱扣除 (9,120) 375   

於期末╱年末 263,032 244,201   

分析呈報如下：
非流動負債 263,032 244,201   

賬面值與到期金額間之差額：
按公平值列賬之新可換股債券 263,032 244,201

到期時應付金額 200,000 200,000   

63,032 44,201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可換股
債券或新可換股債券已獲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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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及本公司以攤銷成本列賬之金融工具之賬面值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
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平值並無重大分別。

公平值層級
下表呈列本集團及本公司金融工具之公平值，乃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按經常性基準計量，並
分類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所界定之三級公平值架構。將公平值計量分
類之等級乃經參考如下估值方法所用數據之可觀察性及重要性後釐定：

• 第一級估值：僅使用第一級輸入數據（即於計量日同類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之未經
調整報價）計量之公平值

• 第二級估值：使用第二級輸入數據（即未能達到第一級之可觀察輸入數據）且並未使
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之公平值。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為無市場數據之輸入數
據

• 第三級估值：使用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計量之公平值

本集團透過獨立估值師對分類為公平值層級第二級及第三級之金融工具進行估值。載有公
平值計量變動分析之估值報告由獨立估值師就各中期及年度報告日期編製，並由財務總監
審閱及批准。本公司財務總監會討論估值的過程和結果，該討論每年進行兩次，與報告日
期一致。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之公平值計量分類

之公平值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及本公司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負債：
指定為按公平值列賬並在
損益內處理之金融負債
之可換股債券 263,032 – – 26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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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續）

公平值層級（續）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公平值計量分類

之公平值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及本公司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資產：
結構性存款 27,923 – 27,923 –

負債：
指定為按公平值列賬並在
損益內處理之金融負債之
可換股債券 244,201 – – 244,201

     

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概無第一級與
第二級之間的轉換，或由第三級轉入或轉出。本集團之政策為於報告期間結束時確認公平
值層級間的轉換。

有關第二級公平值計量之資料
結構性存款之公平值乃根據遠期匯率（來自報告期間結束時之可觀察遠期匯率）及訂約利率
按反映交易對手方之信貸風險之利率貼現訂約現金流量。

有關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之資料
可換股債券公平值等於負債部分與轉換期權部分分別按貼現現金流量及二項式計算的公平
值的總和。可換股債券估值採納之假設如下：

i) 作出無風險利率之估計乃參考年期與可換股債券相同之外匯基金票據收益率；

ii) 相關股價波幅之估計已考慮從事類似行業之公司之過往價格變動；



南南資源實業有限公司19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續）

有關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之資料（續）
iii) 貼現率乃根據本公司信貸評級及具有類似到期期限及信貸風險之指定可資比較公司

債券而訂定，以得出於估值日之可資比較到期收益範圍，計算時採納中位範圍；及

iv) 股息收益之估計乃基於本公司過往之股息派付。

計算公平值所採納之主要參數概列如下：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股價 0.47港元 0.43港元
行使價 0.20港元 0.20港元
無風險利率 0.22% 0.40%

貼現率 10.334% 8.580%

股息率 0% 0%

到期時間 1.45年 1.95年
股價波幅 82.25% 46.81%
   

公平值計量中所用的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為預期股價波幅。公平值計量與預期股價波幅
呈正比關係。倘預期股價波幅調高5%，而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虧損及累計虧
損將增加約1,745,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852,000港元）。倘預期股價波幅調低5%，而
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及本公司之年度
虧損及累計虧損將減少約1,763,000港元（二零一四年：2,87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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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金融工具之公平值計量（續）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之對賬
第三級公平值計量之金融負債結存於期內變動如下：

本集團及本公司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可換股債券（附註12）：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期初 244,201 205,231

於損益中確認之虧損╱（收益）總額：
於損益扣除之公平值變動，計入簡明綜合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益表中之相關項目 18,831 39,322

可換股債券由以外幣計值換算為功能貨幣計值之
虧損╱（收益），計入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9,120 (40)

計入期內溢利或虧損之虧損總額 27,951 39,282

於其他全面收入中確認之（收益）╱虧損總額：
換算功能貨幣為呈列貨幣所產生之外匯調整 (9,120) 40   

於期末 263,032 244,553   

有關以下項目之期內虧損總額：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持有之金融負債之
可換股債券公平值變動 18,831 39,322

－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持有之金融負債之行政及其他
經營費用 9,120 (40)   

27,951 39,382   

計入換算功能貨幣為呈列貨幣所產生之其他全面收入 (9,12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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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股本

每股面值0.1港元
之普通股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5,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765,373,584 76,537

   

15. 關連人士交易

a)  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其他部分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之重
大關連人士交易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安中國際石油有限公司（「安中國際」）（附註a）
－租金開支（附註b） 360 330

   

附註：

a)  安中國際為本公司之中介控股公司。

b) 根據與安中國際訂立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之未來應付最低租賃款項承擔達360,000港
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54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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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關連人士交易（續）

b) 主要管理人員補償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之
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1,398 1,334
離職後福利 18 17
   

1,416 1,351
   

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薪酬由薪酬委員會參照彼等之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後
釐定。

16. 經營租賃承擔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安排租用旗下若干辦公室及倉庫。該等物業之租約期經磋商後介乎一
年至三年不等，租金固定。

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賃之未來應付最低租賃款項承擔於以下期間到期：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1,591 1,012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98 –
   

1,689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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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營業額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15,729,000港元，與二零一四年同
期錄得45,453,000港元相比下跌65.4%或29,724,000港元。

地理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疆」）遠離中國主要工業城市。基於物流及運輸成本的因素，於
新疆生產之煤炭主要在當地使用。

銷售減少主要由於大塊煤、中塊煤及沫煤的需求疲弱所致。本集團銷售約202,248噸（二零一四
年：約477,211噸）煤炭，較去年減少57.6%。

銷售成本
期內銷售成本約為11,81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約21,641,000港元）。成本主要包括機械租賃
成本、直接勞動成本、爆破工程成本、折舊、攤銷等。銷售成本減少乃主要由於期內銷量比去
年同期下降。

毛利
基於上文所述因素，因此，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由截至二零一四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3,812,000港元減少至約3,919,000港元，即減少約84%，而截至二零
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率減少27.5%至24.9%，即減少52.4%。

其他收益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其他收益為7,003,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3,696,000港元或111.8%，此乃主要由於銷售煤矸石所得淨收入增加3,572,000港元。

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售、一般及行政開支為13,276,000港元，較去
年同期上升2,857,000港元或27.4%，此乃主要由於匯兌虧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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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續）

期內虧損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虧損約為23,166,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約
25,388,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2,222,000港元。儘管經營業務之毛利大幅下跌，惟虧
損之有所減少，乃主要由於可換股債券之公平值變動約為18,831,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為
39,322,000港元。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本集團經營分類按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其亦為執行董事）所報告之資料進
行分析，尤其注重本集團經營部門所交付貨品及所提供服務之類型。

煤礦業務為唯一可報告經營分類，而本集團收益均來自該分類之煤炭銷售。因此，並無提供進
一步分類資料。

煤礦業務
煤礦為本集團目前唯一業務。於報告期間，該業務之營業額為15,729,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45,453,000港元），較二零一四年同期下跌65.4%。營業額減少乃主要因報告期間之銷量下跌所
致。

煤炭銷售及生產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售出0.20百萬噸煤炭，總銷售收入為15,729,000港元。以噸計之煤炭銷售
詳情載於下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期間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煤炭銷售 202,248噸 477,211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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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料（續）

煤炭銷售（噸）及其百分比

煤炭銷售 煤炭銷售

（噸） 百分比   

鋸採大塊煤 3,002 1.48

大塊煤 11,520 5.70

中塊煤 19,936 9.86

三八分塊煤 8,408 4.16

小中塊煤 9,096 4.50

沫煤 99,714 49.30

風化煤 50,572 25.00   

總計 202,248 100.00   

儲量及資源
本集團於新疆凱源露天煤礦（「凱源煤礦」）及澤旭露天煤礦（「澤旭煤礦」），分別擁有一項採礦權
及一項勘探權。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凱源煤礦估計剩餘煤礦儲量為11.22百萬噸（二零
一四年：13.26百萬噸）。該煤礦儲量利用下列與市場慣例一致之方式計算：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之煤礦儲量=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煤礦儲量－本集團於二零
一五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期間採掘之煤炭量（「煤採掘量」）。

澤旭煤礦的勘查許可證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國土資源廳授出，期限自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起至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止。

銷售成本
期內銷售成本約為11,81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約21,641,000港元）。成本主要包括機械租賃
成本、直接勞動成本、爆破工程成本、折舊、攤銷等。銷售成本減少乃主要由於銷量下降。

地區分類
客戶地區位置乃依據貨品交付地點釐定。本集團之營業額及經營業績均源自中國之業務。並無
在中國境外從事業務活動。本集團之主要資產亦均位於中國。因此，並無提供地區分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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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項

優化升級方案#及優化升級更新方案##之進展
根據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之指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國土資源廳（「新疆國土資源廳」）須
對西黑山開採區內的七個不同煤礦（包括澤旭煤礦）進行管理重組（「優化升級方案」），將部分小
型煤礦整合從而增加規模效益（詳情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公告）。董事會
在得知此優化升級方案後，已要求在新疆之管理層與新疆國土資源廳及其他相關政府機關進行
多次拜訪及磋商，以保障本公司澤旭煤礦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之利益。

根據昌吉州煤炭工業管理局（「昌吉管理局」）就優化升級方案的最新情況所發出的日期為二零
一二年六月十三日之函件，下列有關本公司凱源煤礦及澤旭煤礦之建議（「優化升級更新方案」）
已呈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煤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作審批：

1. 本公司之凱源煤礦將給予改造及升級，而授予本公司之澤旭煤礦勘探權將被終止；及

2. 本公司正進行開採活動之凱源煤礦之開採面積建議由1.1596平方公里增至4.12平方公里，
估計煤礦資源約為131.18百萬噸。

截至目前，本公司仍未接獲相關新疆政府部門就優化升級更新方案審批所作出之任何書面通知。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的公告，本公司之澤旭煤礦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原
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屆滿。由於優化升級更新方案當時尚未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批
准，本公司就於優化升級方案中之地位及權利可能需作出調整，因此，儘管本公司於較早時獲
得中國法律意見，指出本公司澤旭煤礦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後不會再
獲得重續，惟本公司仍透過其新疆員工不斷向內地官員進行非正式陳述，要求行使行政酌情權
以重續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最終，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九日，本公司獲新疆國土資源廳重續
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批准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由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重續至二零一六年
二月二十五日。

# 「優化升級方案」之前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公告及於該日期後之本公司公
告、通知、通函、中期報告及年報中被提述為「管理重組計劃」。

## 「優化升級更新方案」之前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五日的公告及於該日期後之本公司
公告、通知、通函、中期報告及年報中被提述為「更新重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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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董事會認為煤炭業務充滿挑戰，本公司將會致力於加強公司管理、控制煤礦開採成本、配合國
家發展西部地區經濟的政策、尋找新機遇、開拓新市場及物色投資契機，以達到為股東創造最
大價值的目標。

儘管本公司已獲新疆國土資源廳重續澤旭煤礦礦產資源勘查許可證，由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五
日重續至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惟現時仍未進行開發或生產活動，我們現時並無計劃申請
澤旭煤礦的開採許可證，原因是本公司仍等待相關新疆政府部門就優化升級更新方案審批所作
出之書面通知。本公司將會繼續跟進優化升級更新方案批准進度的最新情況，以保障本公司於
凱源煤礦及澤旭煤礦的利益。

鑒於優化升級更新方案的上述進展情況，本公司仍等待相關新疆政府部門就優化升級更新方案
審批所作出之書面通知，還不能肯定有關建議最終獲中國政府批准。基於此因素，本公司將會
保留所有選擇方案，在此階段本公司不會排除恢復澤旭煤礦的勘探工作的可能性及其後申請澤
旭煤礦的開採許可證，倘情況需要採取有關行動，本公司或會自行或聯同其他於鄰近擁有煤礦
的公司作出申請。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

• 流動資產淨值約324,45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24,547,000港元）。

• 銀行結餘及現金約345,07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34,151,000港元），為
本集團流動資產約382,403,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385,624,000港元）之主
要組成部分。

• 流動負債約57,94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61,077,000港元），主要包括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約52,47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1,680,000港
元）。

• 非流動負債約273,968,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55,354,000港元），主要包
括遞延稅項負債約8,083,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約8,391,000港元），以及指
定為按公平值列賬並在損益內處理之金融負債之可換股債券約263,032,000港元（二零一五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44,20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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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續）

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為2.01（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1.54），乃按負債總額（指定為按公平
值列賬並在損益內處理之金融負債之可換股債券）除以總權益計算。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抵押資產（二零一四年：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收益主要以人民幣計值，而開支則以人民幣及港元計值。本集團面對其於中國之核心
業務所產生港元及人民幣間波動之外匯風險。為減低該兩類貨幣之間的外匯風險，本集團持有
該兩類貨幣足夠其應付三至四個月本集團經營現金流量需要之現金結餘。

庫存政策

除發行面值為2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債券外，本集團主要透過內部產生資源撥付其營運之資
金需求。

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及資本承擔。

僱員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僱員92名（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90名），遍佈香港
及中國。本集團與僱員一直保持良好僱傭關係。本集團已採用一套完備之僱員培訓政策，並資
助高級行政人員進修高等教育課程。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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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以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
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
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當作或被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須記入該條例所述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c)根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相聯法團之權益

董事名稱 附註 相聯法團名稱 身分
擁有權益之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
之概約百分比

      

羅方紅女士 1, 3 創輝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之權益 3,000(L) 30%

王翔飛先生 2 創輝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受控法團之權益 3,000(L) 30%

(L) 指好倉

附註：

1. 羅方紅女士（「羅女士」）擁有創輝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創輝」）3,000股股份之權益， 相當於創輝已
發行股本之30%，而創輝目前擁有安中國際石油有限公司（「安中國際」）70%持股權益。安中國
際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晉標投資有限公司（「晉標」）之控股公司。晉標於本公司之持股權益詳情載
於本報告「主要股東權益」部分。

2. 王翔飛先生為羅女士之丈夫，故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創輝3,000股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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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執行董事羅女士擁有創輝已發行股本之30%，而創輝擁有安中國際70%權益。安中國際
為晉標之控股公司。因此，羅女士於本公司569,616,589股股份以及涉及1,000,000,000股本公司
相關股份權益，轉換價為每股0.20港元之200,000,000港元可換股債券（「可換股債券」）中擁有應
佔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聯
繫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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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當作或被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352條須記入該條例所述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c)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及淡倉」及下文「購股權計劃」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
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包括彼等之配偶及十八歲以
下子女）可透過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利。

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上獲批准之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
劃」），董事會可酌情向本公司任何董事及合資格人士授予購股權，以按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及條
件認購本公司股份。購股權計劃旨在獎勵本公司之董事及合資格人士，有關計劃已於二零一三
年八月二十七日屆滿。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購股權計劃項下並無尚未行使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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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權益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下列人士（除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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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好倉

股東名稱╱姓名 附註 權益性質 所持股份數目
所持相關
股份數目

所持股份及
相關股份總數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附註6）       

晉標 1,4 實益擁有人 569,616,589 1,000,000,000 1,569,616,589 205.08%

安中國際 2,4 受控法團之權益 569,616,589 1,000,000,000 1,569,616,589 205.08%

創輝 2,4 受控法團之權益 569,616,589 1,000,000,000 1,569,616,589 205.08%

馮婉筠女士 3,4 受控法團之權益 569,616,589 1,000,000,000 1,569,616,589 205.08%

Africa Israel Investments Ltd. 5 實益擁有人 45,000,000 – 45,000,000 5.88%

Lev Leviev先生 5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 1,000,000 0.13%

5 受控法團之權益 74,000,000 – 74,000,000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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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晉標於569,616,589股股份中擁有直接權益，並於可換股債券按轉換價每股0.20港元轉換時可能
全面配發及發行之額外1,000,000,000股相關股份中擁有直接權益。該1,569,616,589股股份由晉
標作為實益擁有人直接持有，包括(i)於569,616,589股股份之權益；及(ii)涉及1,000,000,000股相
關股份權益之可換股債券。

2. 由於晉標為安中國際之全資附屬公司，而安中國際由創輝實益擁有70%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晉標之權益被視為安中國際之權益，繼而被視為創輝之權益。

3. 馮婉筠女士因擁有創輝70%權益而被視為擁有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4. 該569,616,589股股份及可換股債券項下之1,000,000,000股相關股份分別相當於本公司現有已發
行股本之74.42%及130.66%，因此，該569,616,589股股份及1,000,000,000股相關股份合共相
當於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之205.08%。倘緊隨兌換後，本公司未能達到上市規則之公眾持股
量規定，則可換股債券附帶之兌換權將不予行使，而本公司亦將不會發行兌換股份。

5. 就Lev Leviev先生所持有股份而言，該等股份中之45,000,000股股份由Lev Leviev先生所控制之公
司Africa Israel Investments Ltd.持有（Lev Leviev先生擁有該公司74.89%權益）；29,000,000股股份
則由Lev Leviev先生透過彼所持有Memorand Ltd. 99%權益控制之公司Memorand Management 

(1998) Ltd.持有；而1,000,000股股份則由Lev Leviev先生直接持有。

6. 股權概約百分比根據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之765,373,584股股份計算，而非根據於可換股債券
獲悉數兌換後本公司之經擴大已發行股本計算。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概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
或相關股份中擁有須記入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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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之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惟如下文所披露
偏離守則條文第A.2.1條及A.6.7條之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須分開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不應由同一個別人
士擔任。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任何高級人士出任行政總裁。
本公司主席兼董事總經理羅方紅女士於有關期間同時履行行政總裁之職務。鑒於本集團之營運
規模，董事會認為，此架構能促進本公司有效制定及落實策略，故此管理架構更適合本公司。

守則條文第A.6.7條
根據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並對股東的
意見有公正的了解，惟本公司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因本身的其他公務而未能出席於二零一五年
八月二十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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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本
公司全體董事已於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
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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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包括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家威先生、黃文顯先生、陳耀
輝先生及許小勝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
並討論及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關文輝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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