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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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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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164）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持續性業務） 260,245 1,898

營業額（非持續性業務） – 35,22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262,193 72,265

 －從持續性業務 262,193 (18,513)

 －從非持續性業務 – 90,778

每股盈利（虧損） 
 從持續性及非持續性業務 

 －基本 5.23港仙 2.09港仙
 －攤薄 4.51港仙 不適用
 從持續性業務 

 －基本 5.23港仙 (0.54)港仙
 －攤薄 4.51港仙 不適用
每股中期股息 無 無

• 本集團營業額（持續性業務）約 260.2百萬港元，與去年同期比較，增加約 136倍。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包括持續性及非持續性業務）約 262.2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溢利
約 72.3百萬港元，增加約 263%。

• 每股基本盈利（包括持續性及非持續性業務）約 5.23港仙，而去年同期則為每股盈利約 2.09

港仙。

• 董事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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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廣核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之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回顧期內」或「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
績，連同 2015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性業務
營業額 3 260,245 1,898

銷售成本  (111,531) (106)
   

毛利  148,714 1,792

其他經營收入  1,838 10,906

行政開支  (22,443) (10,462)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1,782 (519)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26,318 (6,805)

應佔聯營企業業績  138,755 –

融資成本 4 (5,601) (14,244)
   

除稅前溢利（虧損）  289,363 (19,332)

所得稅（支出）抵免 5 (27,170) 819
   

持續性業務期內溢利（虧損） 8 262,193 (18,513)
   

非持續性業務
非持續性業務期內溢利 6 – 90,800
   

期內溢利  262,193 7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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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從持續性業務  262,193 (18,513)

－從非持續性業務  – 90,778
   

  262,193 72,265

非控股權益應佔期內溢利：
－從非持續性業務  – 22
   

  262,193 72,287
   

每股盈利（虧損） 10

從持續性及非持續性業務
－基本  5.23港仙 2.09港仙
   

－攤薄  4.51港仙 不適用
   

從持續性業務
－基本  5.23港仙 （0.54）港仙
   

－攤薄  4.51港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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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262,193 72,287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或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異  (1,397) (1,840)

 換算一間合營企業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異  494 1,382

 換算一間聯營企業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異  61,246 –

 重列因出售海外業務而累計於損益表
  的匯兌差異調整 7 – (81,270)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60,343 (81,728)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322,536 (9,441)
   

下列人士應佔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22,536 (9,474)

 非控股權益  – 33
   

  322,536 (9,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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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2016年 6月 30日

  2016年 2015年
 附註 6月 30日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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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9 20,339

 投資物業  29,965 28,778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165,084 138,272

 於一間聯營企業之權益  656,439 –
   

  870,517 187,389
   

流動資產
 應收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4,610 10,07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264,337 185,721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的款項  381,583 476,588

 銀行結存及現金  43,717 285,528
   

  694,247 957,911
   

資產總值  1,564,764 1,145,30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12,391 46,453

 應付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9,871 11,772

 應付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4,166 3,293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388 2,891

 可換股債券  – 289,933

 應付所得稅  43,916 20,449
   

  170,732 374,791
   

流動資產淨值  523,515 583,12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394,032 77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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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6月 30日 12月 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9,413 46,369

 儲備 1,320,821 713,281
   

權益總額 1,380,234 759,65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3,798 10,859
   

 1,394,032 77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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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天然鈾貿易及其他投資。隨著於2015年3月25日本集團完成出售裕高飛控股有限
公司（「裕高飛」）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為「裕高飛集團」），於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本集團不再繼續
經營藥品及食品銷售、分銷及製造業務。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而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美元。由於本公司乃於香港上市，本公司董事認為以港
元呈列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屬適宜。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16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允值計量之投資物業除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使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
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於聯營企業的投資

聯營企業是指本集團對其有重大影響之實體。重大影響是指參與投資對象的財務及經營決策權力，而不是控制
或共同控制這些政策。

本集團於聯營企業的投資於綜合財務報表內採用權益法入賬。根據權益法，於聯營企業的投資初始按成本確
認。本集團分佔聯營企業的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變動於收購日期後分別在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倘本集
團分佔聯營企業的虧損等於或超過本集團於該聯營企業的權益（使用權益法釐定連同實質屬於本集團於聯營企業
的投資淨值的任何長期權益）時，本集團不再確認其分佔的進一步虧損。本集團僅在已招致法定或推定責任或代
表聯營企業支付款項的情況下計提額外虧損撥備及確認負債。

就類似交易及於類似情況下之事件，倘聯營公司使用的會計政策有別於本集團所採納者，則在權益法下本集團
使用聯營公司財務報表時，須調整聯營公司之會計政策，以符合本集團之會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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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被投資方成為一間聯營企業當日，於聯營企業的投資採用權益法入賬。

於收購投資後，本集團應佔可識別資產及負債之公允淨值超過收購成本之部分，經重新評估後於收購投資期間
在損益中確認。

應用權益法後並且確認聯營企業之虧損（如有），本集團需決定是否需要就其於聯營企業之投資確認任何額外減
值虧損。該項投資之全部賬面值作為單一資產，透過將其可收回金額（使用價值與公允值減出售成本之較高者）
與賬面值比較進行減值測試。任何已確認減值虧損構成於聯營企業之投資賬面值之一部分。有關減值虧損之任
何撥回於該項投資可收回金額其後增加時確認。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於本中期報告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以下與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關的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2年至 2014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8號修訂本 澄清折舊及攤銷的可接受之方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投資實體：實行綜合入賬之例外規定
 第 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修訂本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的入賬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41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修訂本 個別財務報表內之權益法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對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所呈報金額及╱或此等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所載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期內扣除退貨、允許折扣及相關銷售稅後來自銷售天然鈾之已收及應收款項及租金總收入。

藥品及食品分部（該「出售業務」）於上一期間已不再經營（詳情見附註 6）。為此，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劃分的持續性業務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如下：

a) 物業投資分部指租賃及出售辦公室；

b) 天然鈾貿易分部指天然鈾貿易；及

c) 其他投資分部是指合營企業及聯營企業的投資。

本集團並無將經營分部整合以組成上述可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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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呈列回顧期間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持續性業務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

 物業投資 其他投資 天然鈾貿易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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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1,006 – 259,239 260,245
    

分部溢利 273 165,073 141,236 306,582
   

其他收入及收益    1,838

中央行政成本    (13,456)

融資成本    (5,601)
    

持續性業務除稅前溢利    289,363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

 物業投資 其他投資 天然鈾貿易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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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額 1,898 – – 1,898
    

分部溢利（虧損） 187 (6,805) (5,710) (12,328)
   

其他收入及收益    10,906

中央行政成本    (3,666)

融資成本    (14,244)
    

持續性業務除稅前虧損    (1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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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呈列之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持續性業務：

 2016年 2015年
 6月 30日 12月 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物業投資 50,910 55,980

其他投資 821,523 138,272

天然鈾貿易 259,239 125,800
  

 1,131,672 320,052

未分配公司資產 433,092 825,248
  

資產總值 1,564,764 1,145,300
  

 2016年 2015年
 6月 30日 12月 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負債
物業投資 8,505 4,850

其他投資 – –

天然鈾貿易 114,777 46,564
  

 123,282 51,414

未分配公司負債 61,248 334,236
  

負債總額 184,530 385,650
  

4. 融資成本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可換股債券之估算利息開支 5,601 1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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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性業務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3,861 –

 －英國企業稅 109 –

遞延稅項 3,200 (819)
  

 27,170 (819)
  

截至 2016年及 2015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香港利得稅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16.5%的稅率計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稅率為
25%。

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若干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處於虧損狀況，或結轉自過往期間之稅務虧損足以抵銷期內估
計應課稅收入，因此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並無任何應課稅收入。

於英國營運之附屬公司須根據英國企業所得稅法計稅，因此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英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 20%。

根據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哈薩克斯坦」）稅法，預扣所得稅按分派予海外投資者之除稅前溢利之 10%徵收。上述
哈薩克斯坦所得稅由合營企業在其向本公司分派 49%之總股息時預扣。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之法律及法規，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毋須繳納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所
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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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非持續性業務

於 2015年 3月 25日，本集團訂立銷售及採購協議，以總代價 101,250,000港元向獨立第三方出售其於裕高飛集團
的全部股權，而裕高飛集團從事本集團之所有藥品及食品業務。出售完成當日，亦為裕高飛集團將控制權轉讓
予收購方之日期。

於出售裕高飛集團完成後，本集團終止其於該出售業務的營運。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該出售業務的溢
利載列如下。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
 止 6個月
 附註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期內該出售業務之虧損  (8,240)

出售該出售業務之收益 7  99,040
  

  90,800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該出售業務的業績如下：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
 止 6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5,221

銷售成本 (29,071)
 

毛利 6,150

其他經營收入 60

銷售及分銷開支 (3,362)

行政開支 (7,020)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309)
 

除稅前虧損 (4,481)

所得稅支出 (3,759)
 

期內該出售業務之虧損 (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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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出售業務所得稅開支（抵免）包括以下各項：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
 止 6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中國企業所得稅 3,840

遞延稅項 (81)
 

 3,759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出售裕高飛集團之全部權益，出售中國附屬公司的收益的 10%須繳納中
國企業所得稅。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該出售業務虧損包括以下各項：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
 止 6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攤銷無形資產 15

攤銷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款 102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28,75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686

銀行利息收入 (17)

淨匯兌虧損 136
 

該出售業務之現金流出淨額如下：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
 止 6個月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營業務 (1,327)

投資活動 (110)
 

 (1,437)
 



14

7. 出售附屬公司

如附註 6所提及，於 2015年 3月 25日，本集團訂立銷售及採購協議，向獨立第三方出售其於裕高飛集團之全部股
權，總代價為 101,250,000港元。

獨立第三方所付的總代價 101,250,000港元包括 (i)出售裕高飛 100%股權權益 61,250,000港元及 (ii)裕高飛前期應
欠本集團 40,000,000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裕高飛集團於出售日期之資產淨值如下：

無形資產 134

物業、廠房及設備 36,328

投資物業 69,209

土地使用權預付租賃款項 19,040

存貨 38,17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35,360

銀行結存及現金 15,277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2,857)

應付增值稅 (237)

應付所得稅 (4,624)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40,000)

遞延稅項負債 (10,651)
 

所出售資產淨值 45,154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已收及應收代價
已收現金 66,250

遞延現金代價（計入其他應收款項） 35,000
 

 101,250
 

所收取代價 101,250

所出售資產淨值 (45,154)

有關附屬公司資產淨值之累計匯兌差額於失去附屬公司
 之控制權時從權益重新分類至損益 81,270

非控股權益 1,674

轉讓應收裕高飛集團款項 (40,00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99,040
 

出售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所收取現金代價 66,250

所出售銀行結存及現金 (15,277)
 

 5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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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出售附屬公司於該期間對本集團的營業額及虧損淨值分別貢獻約35,221,000港元
及 8,240,000港元。

8. 期內溢利（虧損）

期內溢利（虧損）乃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性業務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11,531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84 525

研究及開發費用 – 7

來自同系附屬公司的利息收入 (1,404) (4,872)

來自一間中間控股公司的利息收入 – (1,669)

銀行利息收入 (4) (218)

來自一間合營企業的貿易存款利息收入 (161) –

來自一間中間控股公司的租金收入 (1,006) (1,898)

匯兌虧損淨額 3,009 856

出售裕高飛集團之收購方返還因出售附屬公司稅款 – (3,840)
  

9. 中期股息

於中期內，概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任何股息。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
無）。



16

10. 每股盈利（虧損）

從持續性業務及非持續性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從持續性業務及非持續性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盈利 262,193 72,265

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利息 5,601 不適用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期內盈利 267,794 不適用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016,772,373 3,447,888,458

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 924,510,272 不適用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941,282,645 不適用
  

從非持續性業務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來自非持續性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為每股盈利2.63港仙，乃基於來自非持續
性業務的期內溢利 90,778,000港元及上文詳述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的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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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持續性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性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虧損）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盈利 262,193 72,265

減：來自非持續性業務的期內盈利 – (90,778)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盈利（虧損） 262,193 (18,513)

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利息 5,601 不適用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期內盈利 267,794 不適用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016,772,373 3,447,888,458

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 924,510,272 不適用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941,282,645 不適用
  

計算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的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並無假設轉換本公司尚未償還的可換股債券，乃由於
轉換尚未償還可換股債券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或每股盈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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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直接控股公司－中國鈾業發展有限公司約 259,239,000港元（2015年 12月 31日：
125,800,000港元）的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於 2016年 6月 30日及 2015年 12月 31日，本集團就天然鈾分部授予其貿易客戶始於送貨日的信貸期介乎 25日至
30日。

下文為於報告期末，以與有關收益確認日期相若的發票日期為基準，扣除已確認減值虧損後之應收賬款及應收
票據賬齡分析：

 2016年 2015年
 6月 30日 12月 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259,239 125,800
  

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其中為應付本公司一間合營企業之應付賬款約 110,536,000港元（2015年 12月 31日：
42,637,000港元）。

本集團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6年 2015年
 6月 30日 12月 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110,536 42,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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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表現及分析

2016年上半年經營環境分析

宏觀經濟環境

2016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局勢不確定性增大，其中美國經濟復甦放緩，就業增長放慢，近期美元的
過度升值也可能制約美國經濟增長；歐元區經濟持續溫和復甦，但產業結構不均衡、公債負擔過
重等制約經濟增長的根源問題仍然存在，叙利亞難民問題也成為歐元區拖累經濟增長的因素；英
國公投脫歐給英國及歐洲各國經濟帶來不確定影響；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俄羅斯及巴西等國仍
深陷衰退。

中國持續進行產業機構調整，經濟運行相對穩定，2016年上半年GDP增長6.7%，高於全年預期目
標閥值的下限，處於新常態下平穩發展階段。

核電市場與行業發展

2016年上半年，國際核電行業繼續穩步復甦。日本高濱核電站 3號機組實現重啟，這是繼九州電
力川內核電站1號和2號機組之後第3個重啟的核電機組；印度與EDF Energy Holdings Limited（英
國最大的低碳電力生產商）簽署了建造六座反應堆的初步協議，同時正在編製一個長期綜合計劃，
根據該綜合計劃，印度未來將逐步提升核電比例，除公共部門投資外，印度政府每年將另外安排
300億盧比（約4.42億美元）推進核電項目；歐盟為了降低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減少二氧化碳的排
放，實現歐盟控制氣候變化的目標，將利用核技術優勢發展核電項目，並要求各成員國未來在財
政、研發和建設創新型核反應堆上加強合作，該戰略將於近期遞交歐盟議會審議；為確保瑞典未
來低碳電力能源的供應，瑞典左翼政府與反對黨就減少核反應堆的稅費達成共識，佔核電機組運
營成本 30%的核電裝機容量稅將於 2019年取消，此外，瑞典政府還計劃批准新建 10個核電機組來
替代退役核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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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核電發展形勢良好。於 2016年 1月 1日，陽江核電廠 3號機組與防城港核電廠 1號機組正
式投入商業運行；2016年 3月 17日，由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和中國廣核集團有限公司（「中廣核集
團公司」）共同出資的華龍國際核電技術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2016年3月29日，寧德核電廠4號
機組成功並網發電；2016年6月20日，海南昌江核電工程2號機組順利實現首次並網發電。同時，
2016年 5月 13日，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了中國核工業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核建」）的
首發申請，中國核建正式啟動首次公開募股。

總而言之，為抑制全球氣候變暖，核電作為一種清潔、低碳的環保能源，依然是多國政府下一步
應對氣候環境變化的重要戰略選擇，因此行業發展前景穩定。

天然鈾市場與行業發展

受天然鈾庫存、供應持續大於需求的影響，2016年上半年國際鈾價進一步走弱，整體呈下跌態
勢。現貨市場上半年月度均價為 29.37美元╱l b ( l b為「Lib ra」的縮寫，為重量單位「磅」），同比
(37.26美元╱lb)下跌 21.6%。價格自 2016年年初的 34.65美元╱lb下跌至年中的 26.40美元╱lb，
其中 3月份跌幅較大，此後一直在 26美元至 29美元╱l b之間震蕩。長期市場上半年月度均價為 43

美元╱lb,較現貨市場跌幅較小。受中短期價格下跌影響，長期價格在3月份也出現下跌，至6月底
長期價格下跌至 40美元╱lb。

因天然鈾價格低迷，2016年上半年天然鈾交易量進一步萎縮。預計 2016年現貨和長期市場成交
總量仍將維持低位，可能將創 2005年以來的新低（個別年份除外）。市場以規模較小的中期合約為
主，並且仍然延續疲弱態勢。

2016年上半年業務經營概述

於 2016年 6月 30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為 262.2百萬港元，較去年的同期 72.3百萬港元增長
263%，主要由於期內發生天然鈾貿易，謝米茲拜伊鈾有限責任合夥企業（「謝公司」，本集團擁有
49%權益之合夥企業）獲得的盈利及從收購加拿大 Fission Uranium Corp.（「Fission」）19.99%股權
中錄得的議價收益。於期內，本集團營業額為260.2百萬港元，較去年同期1.9百萬港元增長約136

倍，主要來源於本公司於 2016年上半年取得的天然鈾銷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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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鈾貿易

根據本公司與謝公司商定的 2016年全年採購計劃，首批包銷產品的採購已於上半年完成交付，後
續批次的產品採購在有序落實中。

另外，根據本公司與中廣核鈾業發展有限公司（「中廣核鈾業」）的《持續關連交易框架協議》所確定
的銷售原則，本公司採自謝公司的天然鈾產品將全部銷售給中廣核鈾業及其附屬公司，上半年銷
售按照計劃完成。

謝公司生產經營

期內，謝公司經營情況穩定。由於謝公司旗下 Irkol礦山（「伊礦」）及 Semizbay礦山（「謝礦」）均已
處於生產期，故期內均未進行任何勘探活動，其資源量及儲量無重大變化。於期內自伊礦及謝礦
生產的天然鈾分別為 348噸及 211噸，半年度生產計劃完成率分別為 112.5%及 108.5%，謝公司的
整體經營成本為約 171.6百萬港元，平均生產成本控制有效。

期內，除採購用於輔助生產的原材料及一般生產器械外，謝公司未簽署與兩座礦山有關的重大新
合同。

2016年上半年，本公司來自謝公司的投資收益為 26.32百萬港幣。

Fission股權交割

如本公司 2015年 12月 22日公告披露，為實現本集團在全球高品位優質鈾資源區域的戰略布局，
進一步擴大鈾資源掌控規模，公司與 Fi s s ion就認購後者 19.99%股權簽署《投資意向書》。根據該
《投資意向書》，本公司將以每股 0.85加拿大元（「加元」）認購 Fi s s ion 96,736,540股普通股，成為
Fission單一最大股東（持股19.99%）。Fission作為加拿大初級鈾礦勘探公司，擁有全球最大的待開
發高品位 PLS(Patterson Lake South)鈾資源項目。於 2016年 1月 11日，本公司與 Fission就該認購
事宜簽訂購股協議，並於 2016年 1月 27日完成交割。目前，本公司為Fission單一最大股東，未來
將分享 Fission發展的利益，並將以折扣價向 Fission購買其年產量 20%至 35%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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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派駐董事佔據 Fission 9人董事會中的 2席。同時，為加強對 Fission經營情
況及資金使用情況的監控和掌握，按股權認購協議中的約定，本公司已委派有關人員出任 Fis s ion

財務經理，目前已通過遠程辦公形式實現了對其財務事宜的在線審核。

對哈方合作進展

如本公司 2015年 12月 14日公告披露，本公司、中廣核集團公司、中廣核鈾業作為一方，與哈薩
克斯坦國家原子能工業公司（「哈原工」，持有謝公司 51%權益）及其下屬的烏裏賓冶金廠，訂立了
《有關在哈薩克斯坦設計建設燃料組件廠及共同開發哈薩克斯坦鈾礦的商業條款協議》（「該商業協
議」），擬與哈方就新鈾礦項目開展合作。該新鈾礦項目與本公司間接控股股東中廣核鈾業擬參與
的燃料組件廠項目互為條件。

於該商業協議訂立後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與哈方就未來擬開展合作的新鈾礦項目展開多輪談
判。後續如該項目取得確定性重大進展，本公司將適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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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必要披露。

加強全面風險控制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職責之一為定期檢討公司運營中存在的風險，並承擔風險管理
職能。為加強對公司經營風險的識別和監控，本公司於 2015年 12月成立了內部審計部門，並於
2016年第 1季度建立了審計部與審核委員會的溝通渠道、定期溝通機制及問題滙報機制。另外，
審計部於期內針對公司合同商務職能進行了專項審計，並形成專門報告及整改建議。

於 2016年第 2季度，本公司成立了規劃經營部，負責統籌公司經營管理及風險管理。目前，已形
成系統的風險管理政策，並將風險管理與日常經營管理有效結合起來，通過季度經營活動分析會
等方式，有效地識別及監控經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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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公司已建立「分類分層管理、重點聚焦、歸口負責」的風險管理責任體系，實現全面風險
管理流程與 PBA（計劃、預算、考核）流程一體化閉環管理，並啟動了風險評估機制和定期風險管
理報告機制。

優化企業管治

為利於非執行董事有效履職，並加強非執行董事對公司信息的掌握，公司建立了就重要事項與非
執行董事進行預討論和預溝通的機制。今年上半年，公司召開了董事會戰略務虛會，研討公司發
展環境與策略，重點聽取了非執行董事對於公司未來發展的建議；另外就 2015年年度審計與發展
事項等與非執行董事召開了 3次預溝通會議，並多次就重要事項的進展情況及時向非執行董事報
告。

其他重大投資及物業出售

除上述完成收購 Fi s s ion 19.99%股權之交易外，本集團於回顧期內並無其他重大投資。且本集團
於期內未出售任何物業。

業務展望

綜合分析天然鈾市場的利好與不利因素，預計 2016年下半年天然鈾供需不平衡的局面仍然存在，
全球範圍內天然鈾供應仍將大於需求。鑒於目前天然鈾現貨價格已顯著低於世界上幾乎所有礦山
的生產成本，國際鈾價繼續下降的空間有限，天然鈾價格將在低位保持穩定。

在經營方面，公司將繼續加強對謝公司的生產運營管理，保持參股礦山產量及生產成本的穩定，
確保投資收益目標的實現。在天然鈾貿易方面，將充分利用好的市場時機，降低天然鈾採購成
本，增加公司盈利水平，確保實現預期的全年經營目標。公司將積極推動 Fission PLS項目的夏季
勘探工作，進一步提升項目資源量，挖掘項目資源潛力。同時，公司將繼續按計劃推動落實與哈
薩克斯坦合作夥伴在新鈾礦項目上的合作，並持續跟進新的優質項目的併購機會，為公司在下一
個鈾價周期中佔得先機奠定基礎。



24

在企業治理與管理優化方面，公司將加強與投資者的溝通，適時引入戰略合作夥伴，優化公司股
東結構。同時，公司將進一步明確中長期業務發展計劃，完善全面風險管理和內控體系建設，不
斷完善內部管理，並進一步加強人力資源和培訓工作，以實現員工與公司的共同發展。

財務回顧

資本結構

於 2016年 5月 9日，中國鈾業發展有限公司（「中國鈾業發展」）按每股換股股份 0.23港元的轉換
價就本金額 300,000,000港元的可轉換股債券行使換股權，本公司向中國鈾業發展配發及發行
1,304,347,826股股股份。

於 2016年 6月 30日，本公司共發行 5,941,282,645股普通股（2015年 12月 31日：4,636,934,819股
普通股），市值約為 2,703百萬港元（2015年 12月 31日：2,782百萬港元）。

收購聯營企業議價收益確認

於 2016年 1月 27日，本公司完成加拿大 Fission 19.99%的股權收購，來源自有關收購聯營企業之
議價收益約 261.64百萬港元。

於2016年6月30日，本集團就期間應佔該聯營企業之虧損為4.66百萬港元（2015年6月30日：無），
計提減值準備為 118.22百萬港元（2015年 6月 30日：無）。

流動資金和財務資源

於 2016年 6月 30日，本集團並沒有銀行貸款（2015年 12月 31日：無）；於 2015年 12月 18日，本
公司（作為借款人）與中廣核華盛投資有限公司（「中廣核華盛」）（作為貸款人）訂立貸款協議，獲得
3億美元的信貸額度（2015年 12月 31日：3億美元），期限為 3年；於 2016年 5月 9日，可換股債券
負債部分已全部兌現（2015年 12月 31日：289.9百萬港元）。

本集團有足夠財務資源應對日常經營業務所需，且沒有季節性的借款需求。本集團採納了保守的
資金與庫務政策及目標，期內以內部產生的資源為營運提供資金。若未來有合適的併購機會，本
集團將利用多元化的融資渠道籌集資金，以應對項目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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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集團已就 Fission的收購事項支付對價 82.2百萬加元，由於本集團自有資金充足，是次交
易全部以本集團自有資金支付，沒有涉及融資安排。

於 2016年 6月 30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銀行結存及現金抵押予銀行（2015年 12月 31日：無）。本集
團擁有的銀行結餘及現金共計約 43.72百萬港元（2015年 12月 31日：285.53百萬港元），其中 0%

（2015年 12月 31日：81%）為加元，約 1%（2015年 12月 31日：6%）為美元，約 9%（2015年 12月
31日：1%）為港元及約 90%（2015年 12月 31日：12%）為人民幣。

外匯風險及貨幣政策

期內，本集團的產品銷售及採購都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2015年：美元及人民幣）計算。本公司日
常經營開支，包括行政開支、銷售及分銷費用，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2015年：港元及人民幣）計
算。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遠期合同、利息或貨幣掉期或其他對沖用途的金融衍生工具，且並無
因貨幣匯率的波動而令營運或流動資金出現任何重大困難或負面影響。

自 2015年 8月 20日起，哈薩克斯坦容許其本位貨幣堅戈自由浮動，堅戈出現顯著貶值，惟於期
內，滙率逐漸趨於平穩。由於堅戈是謝公司的功能貨幣，其貶值對謝公司的生產經營成本有一定
的影響，並可能對本集團持有的謝公司權益的公允值造成影響。

或然負債

於 2016年 6月 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2015年 12月 31日：無）。

融資成本

期內的融資成本主要由 2011年下半年發行及配發的可換股債券產生，截至 2016年 5月 9日止，所
有可換股債劵經已完全兌換。



26

主要的財務數據和比率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6年 2015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損益表項目：
從持續性及非持續性業務的營業額（百萬港元） 260.2 37.1

毛利率 57% 2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與營業額比率（註） 101% 195%

在利息、稅金、折舊和攤銷前的盈利
 （「EBITDA」）（百萬港元） 296 92

EBITDA與營業額比率（註） 114% 248%

 於 2016年 於 2015年
 6月 30日 12月 31日

財務狀況表項目：
可換股債券負債部份（百萬港元） – 290

銀行結存及現金（百萬港元） 44 286

有形資產淨值（百萬港元） 1,380 760

資本借貸比率 13% 51%

應收賬款周期－平均（註） 136天 85天

註：於 2015年 6月 30日止六個月期間，計算該指標之營業額包括持續性業務和非持續性業務。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的股東資金回報率平均為約 19%（2015年：12%）。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 2010年 6月 2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2010年購股權計劃」）。於
採納 2010年購股權計劃後，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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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於 2016年 6月 30日，本公司總股本為 5,941,282,645股。

董事變更

本公司於 2016年 6月 29日召開董事會會議審議董事變更事宜。於是次董事會，陳啟明先生辭任非
執行董事，尹恩剛先生辭任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委員。方春法先生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及審
核委員會委員，吳俊峰先生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

僱員資料

於 2016年 6月 30日，本集團共有 22名僱員（2015年 6月 30日：7名）。該等僱員中，16名駐於中國
內地，6名駐於香港。

各僱員的薪酬安排均與業績表現掛鈎並貼近市場水平。本集團重視僱員內部培訓，並鼓勵僱員透
過參加外界舉辦的專業培訓課程持續發展，以提高員工素質，迎接各項挑戰，藉以增強本集團的
市場競爭優勢。回顧期內持續性業務的員工成本總計約為8.3百萬港元（2015年6月30日：約2.8百
萬港元）。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之中期股息（2015年 6月 30日：無）。

中期業績審閱

本集團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的 6個月未經審計的中期財務報表已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外聘審
計師信永中和（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審閱。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第 3.21條及企業管治守則有關規定設定審核委員會，並制訂書面職權
範圍。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為董事會與審計師之間溝通的
重要橋樑，該委員會主要職責為協助董事會就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的
有效性提供獨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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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計、風險管理、內部
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本集團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的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採
納，認為該等報表已符合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法律規定，並且已作出足夠披露。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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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本公司全體
董事確認於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準則。

公司管治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政策遵從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列的原則及慣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守則報
告）（「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6月 30日期間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所載的守則
條文（「守則條文」），惟下文所披露偏離守則條文的情況除外。

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並邀請審核、薪酬、提名及任何其他委員會（視乎適用
而定）的主席一同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如該等委員會主席未能出席，董事會主
席應邀請該委員會的另一名成員出席（或如其未能出席，由其正式委任的代表出席）。此等人士應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以解答問題。

所有董事已有定期出席及積極參與公司會議，向董事會及各自所屬的委員會貢獻其技能、專業知
識及不同的背景及資格。董事會主席兼提名委員會主席周振興先生由於其他公務，未能出席本公
司於 2016年 5月 19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2016年股東週年大會」）。公司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余志平先生負責主持 2016年股東週年大會並回答股東提問。

代表董事會
中廣核礦業有限公司

余志平
首席執行官

香港，2016年 8月 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余志平先生（首席執行官）及幸建華先生；三名非執行董
事：周振興先生（主席）、方春法先生及吳俊峰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丘先洪先生、高培
基先生及李國棟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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