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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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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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5,310 260,24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4,166) 262,193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0.06)港仙 5.23港仙
 －攤薄 (0.06)港仙 4.51港仙
每股中期股息 無 無

• 本集團營業額約 55.3百萬港元，與 2016年同期比較，減少約 79%。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 4.2百萬港元，而 2016年同期溢利約 262.2百萬港元。

• 每股基本虧損約 0.06港仙，而 2016年同期則為每股基本盈利約 5.23港仙。

• 董事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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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公佈本集團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 2016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7年 2016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55,310 260,245

銷售成本 (35,084) (111,531)
  

毛利 20,226 148,714

其他經營收入 13,195 1,838

行政開支 (14,152) (22,443)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249 1,782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9,390 26,318

應佔一間聯營企業業績 (29,289) 138,755

融資成本 4 – (5,601)
  

除稅前（虧損）溢利 (381) 289,363

所得稅支出 5 (3,785) (27,17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6 (4,166) 262,193
  

每股（虧損）盈利 8

 －基本 (0.06)港仙 5.23港仙
  

 －攤薄 (0.06)港仙 4.51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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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溢利 (4,166) 26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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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6 (1,397)

 換算一間合營企業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異 7,824 494

 換算一間聯營企業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異 23,571 61,246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 34,041 60,34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29,875 32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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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2017年 6月 30日

2017年 2016年
6月 30日 12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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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80 17,347

 投資物業 30,164 29,021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196,502 186,467

 於一間聯營企業之權益 517,101 520,316
  

760,847 753,151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4,034 8,886

 應收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2,534 2,650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 1,080,947

 銀行結存及現金 10 1,136,019 40,915
  

1,152,587 1,133,398
  

資產總值 1,913,434 1,886,54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2,672 8,803

 應付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10,832 13,238

 應付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5,851 5,813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52 378

 應付所得稅 29,079 26,353

 應付股利 132,014 –
  

180,600 54,585
  

流動資產淨值 971,987 1,078,81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732,834 1,83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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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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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07 66,007

 儲備 1,650,916 1,750,552
  

權益總額 1,716,923 1,816,55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911 15,405

  

1,732,834 1,83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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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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物業投資、天然鈾貿易及其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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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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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上市規則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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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使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修訂（「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關
修訂自本集團 2017年 1月 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2014年至 2016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表現及狀況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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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劃分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如下：

a) 物業投資分部指租賃；

b) 天然鈾貿易分部指天然鈾貿易；及

c) 其他投資分部是指於一間合營企業及一間聯營企業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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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收益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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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 – 54,295 55,310
    

分部（虧損）溢利 (666) (19,899) 14,763 (5,802)
   

其他經營收入 13,195

中央行政成本 (7,774)

融資成本 –
 

除稅前虧損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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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經營收入 1,838

中央行政成本 (13,456)

融資成本 (5,601)
 

除稅前溢利 289,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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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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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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06 46,839

其他投資 713,603 706,783

天然鈾貿易 2,720 4,738
  

764,429 758,360

未分配公司資產 1,149,005 1,128,189
  

資產總值 1,913,434 1,886,549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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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2 8,597

其他投資 – –

天然鈾貿易 7,676 6,999
  

16,008 15,596

未分配公司負債 180,503 54,394
  

負債總額 196,511 69,990
  

4. 融資成本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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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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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908 23,861

 －哈薩克斯坦預扣稅 735 –

 －英國企業稅 80 109
  

3,723 23,970

遞延稅項 62 3,200
  

3,785 27,170
  

截至 2017年及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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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處於虧損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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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英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 20%。

根據哈薩克斯坦稅法，預扣稅按分派予海外投資者之除稅前溢利之10%徵收。上述哈薩克斯坦預扣稅由合營企業
在其向本集團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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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虧損）溢利

期內（虧損）溢利乃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35,084 111,53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28 984

來自同系附屬公司的利息收入 (8,321) (1,404)

銀行利息收入 (1) (4)

來自一間合營企業的貿易預付款利息收入 – (161)

來自一間中間控股公司的租金收入 (1,015) (1,006)
  

7. 股息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隨後中期期間批准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
 為每股 2港仙（2015年 12月 31日：無） 132,014 –

  

於中期內，無派付任何股息。董事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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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 6月 30日止 6個月
2017年 2016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盈利

用於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虧損）盈利 (4,166) 262,193

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債券利息 – 5,601

  

用於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虧損）盈利 (4,166) 267,794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600,682,645 5,016,77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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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600,682,645 5,941,282,645
  

由於期內沒有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盈利等於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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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來自直接控股公司－中國鈾業發展約 2,720,000港元（2016年 12月 31日：約
4,738,000港元）的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來自同系附屬公司－中廣核華盛約 7,307,000港元（2016年 12月 31日：無）應收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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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至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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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齡分
析：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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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738

31至 60天 2,720 –
  

2,720 4,738
  

10. 銀行結存及現金

2017年
6月 30日

2016年
12月 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期末 /年終的無抵押銀行結存及現金 :

銀行結存及現金 46,487 40,915

存放於中廣核華盛的現金（附註） 1,089,532 -
  

1,136,019 40,915
  

附註 :  該結存為無抵押，按年率介乎0.22%至1.74%計息並於需要時可收回。因本集團能夠提取該存款（毋須發出
任何通知及不會受任何懲罰），董事認為存放於中廣核華盛的存款合資格作為現金。

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本集團一間合營企業之應付賬款約 1,760,000港元（2016年 12月 31日：約
1,419,000港元）。

本集團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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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19

31至 60天 1,760 –
  

1,760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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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表現及分析

2017年上半年經營環境分析

宏觀經濟環境

2017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復甦動力增強。其中，美國經濟總體穩定，美聯儲即將進入「加息 +縮表」
的新階段；歐元區經濟景氣程度進一步抬升，歐洲中央銀行開始考慮退出貨幣寬鬆政策；英國政
治風波暫時平息，經濟復甦加速；日本經濟溫和復甦，通脹有所上升，繼續維持貨幣寬鬆不變；
新興經濟體方面，中國和印度引領增長，經濟開始復甦好轉。

2017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6.9%，比 2016年同期提高 0.2個百分點，中國正處於新常態
下的平穩發展階段。

核電市場與行業發展

2017年上半年，國際核電行業發展總體平穩。部分國家積極推進核電開發：其中日本政府加快反
應堆重啟進程，繼川內核電站 1號和 2號機組、伊方核電站 3號、高濱核電站 3號和 4號機組之後，
佐賀地方法院批准玄海核電 3號及 4號機組重啟，預計將在 2017年夏季後正式重啟。日本滿足新
安全標準的核電機組已達到 12台；印度政府大力支持發展核電，於 2017年 5月份一次性批准建設
10座核反應堆；南非總統表示仍將推動擴大核電發展計劃，確保國家能源安全，不考慮法院此前
作出的與其他國家簽署的雙邊核能合作協議違法的裁決。另一方面，部分國家暫緩或抑制核電發
展：其中美國核電政策仍不明朗，其 2018財政年度財政預算案對核能撥款下降約 29%；法國新當
選總統馬克龍將維持前任核電發展政策，即支持法國核電比重由目前佔總能源比例超過 70%下降
至2025年的約50%；韓國新當選總統文在寅宣佈不再新建核電站，且對於在運反應堆不延期關閉。

中國核電整體發展狀況良好。在 2016年中國核電「零核准」之後，中國國家能源局的工作指導意見
指出，中國將在2017年建成投運5台新的核電機組，新增裝機容量6.41GWe；計劃開工建設8台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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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組，裝機規模達 9.86GWe。中廣核集團方面，陽江核電廠 4號機組已於 2017年 3月 15日正式
投入商業運行。繼英國欣克利角核電項目之後，中廣核集團借力「一帶一路」政策，在中東歐、非
洲、東南亞等地區加大力度推進「華龍一號」出海。

天然鈾市場情況

雖然全球經濟趨向復甦，核電發展平穩，但因天然鈾庫存量大，礦山生產量未明顯減少，市場繼
續呈現供過於求的狀態。現貨市場2017年上半年天然鈾月度均價為22.29美元╱lb，較2016年同期
下跌24.11%。現貨價格自2017年年初的24.50美元╱lb下跌至2017年6月30日的20.15美元╱lb，
其中 5月底達到二季度低點 19.60美元╱l b，此後一直在 19.60美元至 20.20美元╱l b之間震蕩。長
期市場2017年上半年月度均價為32.83美元╱lb，至6月底長期價格為32.50美元╱lb，相較現貨市
場波動較小。因天然鈾價格處於低位，2017年上半年天然鈾交易量有所提升。

2017年上半年經營概述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4.2百萬港元，較 2016年同期盈利 262.2百萬港元有較大幅度的下
降。期內，本集團營業額為55.3百萬港元，較2016年同期260.2百萬港元下降79%。期內本集團營
業額同比下降，有量價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受採購交付計劃調整的影響，2017年上半年可銷售天
然鈾量較 2016年同期減少近三分之二；二是今年開始執行新天然鈾銷售框架協議的價格機制，該
價格機制與市場變動聯繫更緊，受上半年市場價格持續低迷之影響，天然鈾銷售價格較 2016年同
期有較大幅度下降。期內較 2016年同期出現虧損，除上述貿易利潤下降之原因外，主要還因 2017

年6月30日的天然鈾價格較低而導致的對聯營企業Fission公司計提長期投資減值撥備24.03百萬港
元。

天然鈾貿易

根據本公司與謝公司商定的 2017年天然鈾採購計劃，首批包銷產品採購已於期內完成交付，後續
批次的產品採購在有序落實中。另外，2017年上半年銷售也已按計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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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公司生產經營

期內，謝公司共開採天然鈾 549.34噸，較 2016年同期減少 6.49噸。其中謝礦開採天然鈾 217.67

噸，伊礦開採331.67噸，半年度生產計劃完成率分別為100.16%及100.87%。期內，謝公司未進行
任何勘探活動。

謝公司期內實現淨利潤 2.69百萬美元（註：採用 2017年 1-6月平均滙率計算，美元：堅戈（哈薩克
斯坦堅戈，哈薩克斯坦之法定貨幣）=1: 317），向本公司分派 2016年度股利約 0.87百萬美元（扣除
有關預扣稅後）。期內，本公司應佔謝公司業績為 9.39百萬港元，較 2016年同期錄得 26.32百萬港
元下降 64%。

在天然鈾市場低迷的環境下，謝公司的生產保持穩定，經營保持盈利，表現穩妥。

Fission公司鈾資源勘探

Fission公司從 2017年 1月開始就旗下 PLS項目實施冬季勘探計劃。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本次冬
季勘探共鑽井57口，完成17,601米鑽探工作量，預計勘探費用為約9.6百萬加元。本次勘探成果包
括：( a )新發現R1515W高品位礦區（R1515W是目前 PLS項目礦化帶中最西部的礦體）。其中鑽井
PLS17-557發現超過8.5米厚的3.12% U3O8礦化層及27.5米厚1.24% U3O8礦化層；(b)將R780E礦
體邊界向東延伸60米，將R780E與R1620E礦體之間的距離縮減至210米；(c)在R840W和R1620E

礦體共鑽井16口，均獲得不同程度的礦化；(d) PLS項目礦體已經延長至3.17公里，刷新了阿薩巴
斯卡盆地最長的成礦帶記錄。上述勘探成果因尚未成為資源量，並未在 2017年 6月 30日對 Fission

公司的資產評估中體現。

新業務開發

鈾資源開發方面，期內，本公司積極捕捉行業持續低迷帶來的投資併購機會，並加大對加拿大及
哈薩克斯坦等低成本鈾礦區的優質項目的跟蹤與深度研究，以伺機獲得質優價優的鈾礦項目，為
本公司做大做強打造資源基礎，為迎接下一個行業周期做好準備。

天然鈾貿易方面，期內，本公司在利用多種資金渠道、創新貿易模式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和洽談，
以努力實現天然鈾貿易規模的提升及貿易渠道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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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優化

根據所在行業特點，本公司一直致力於引入更多優質的機構投資者或戰略投資者，一方面有利於
改善股東結構，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另一方面有利於提高公司風險應對和業務拓展能力。期內，
本公司本著協同、共贏的態度與多個潛在投資者進行了接觸。

針對天然鈾貿易關連交易佔比較大的情況，期內，本公司專門組織召開有關業務結構優化專題
會，就目前階段及未來三年拓展非關連交易的可行性進行研究及就具體措施進行探討，並明確了
後續行動。

其他重大投資及物業出售

本集團於期內無重大投資，且未出售任何物業。

業務展望

從全年來看，業內預計天然鈾價格已處於底部，未來天然鈾價格持續下跌的概率較小。

在天然鈾貿易方面，上半年較小的天然鈾交付量並不會對全年的天然鈾交付量產生影響，由於本
公司與中廣核鈾業發展建立了穩定的天然鈾銷售機制，預計本公司 2017年全年的銷售量穩定可達
到。

在謝公司生產經營方面，我們將通過對謝公司的持續監控，確保謝公司年度生產目標的實現，並
嚴控謝公司生產經營成本，保障本公司投資利益；另外，我們將密切關注Fission公司 2017年的夏
季勘探，確保其勘探資金的有效使用，以期進一步提升握有的資源量並體現其投資價值。

在新業務開發上，我們將按計劃推進哈薩克斯坦新鈾礦項目；努力爭取其他新鈾礦項目的併購機
會；並繼續加強貿易業務新模式的探索工作，力爭在新業務方面儘早有實質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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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與財務資本

財務表現及分析

本公司的投資策略、經營策略會影響業務表現，進而體現於財務報表內的數字。

主要財務指標

截止 6月 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能力指標
 毛利率 1 36.57% 57.14%

 EBITDA（百萬港元）2 0.35 295.95

 EBITDA╱營業額 3 0.63% 113.72%

投資回報指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回報率 4 (0.24%) 24.5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與營業額比率 5 (7.53%) 100.75%

 總資產回報率 6 (0.22%) 19.35%

2017年 2016年
6月 30日 12月 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償債能力指標
 流動比率 7 638% 2,076%

 資產負債比率 8 10.27% 3.71%

 資本負債比率 9 11.45%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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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營業額與銷售成本之差除以營業額再乘以 100%。

2、 稅前（虧損）溢利、財務費用支出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之和。

3、 稅前（虧損）溢利、財務費用支出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之和除以營業額再乘以 100%。

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以平均權益（即期初期末算術平均值）總額再乘以 100%。

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以營業額再乘以 100%。

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以平均資產（即期初期末算術平均值）總額再乘以 100%。

7、 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再乘以 100%。

8、 債務總額除以資產總額再乘以 100%。

9、 債務總額除以權益總額再乘以 100%。

財務業績分析

營業額

截至 6月 30日止六個月 變動額 變動百分比
2017年 2016年 增加╱（減少） 增加╱（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天然鈾貿易 54,295 259,239 (204,944) (79%）
物業投資 1,015 1,006 9 1%

營業額總額 55,310 260,245 (204,935) (79%）

本集團於期內錄得營業額 55.31百萬港元，較 2016年同期 260.25百萬港元下降 79%，主要原因是
期內本集團天然鈾的銷售價格和銷售量較 2016年同期有較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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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截至 6月 30日止六個月 變動額 變動百分比
2017年 2016年 增加╱（減少） 增加╱（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天然鈾貿易 35,084 111,531 (76,447) (69%）
銷售成本總額 35,084 111,531 (76,447) (69%）

期內本集團銷售成本為 35.08百萬港元，較 2016年同期 111.53百萬港元下降 69%，主要原因是期
內天然鈾的採購量較 2016年同期有較大幅度下降。

其他營業收入

期內本公司其他經營收入為 13.20百萬港元，較 2016年同期 1.84百萬港元增加 618%，主要原因為
本公司存放於中廣核華盛之資金額有所增長，同時，期內存款利率較 2016年同期有所提升，導致
利息收入有較大幅度增長。

行政開支

期內本公司行政開支為 14.15百萬港元，較 2016年同期 22.44百萬港元減少 37%，主要因為期內沒
有類似 2016年同期因併購 Fission公司股權而產生的諮詢費。

應佔一間合營公司業績

本公司的合營公司為謝公司，本公司應佔合營公司業績由2016年同期的溢利26.32百萬港元下降至
期內的 9.4百萬港元。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本公司的聯營公司為Fission公司，2016年同期本公司應佔聯營公司業績為溢利 138.76百萬港元，
包含從併購 Fission公司股權中產生的議價收益 261.64百萬港元及計提長期投資減值撥備 118.22百
萬港元。而期內為虧損 29.29百萬港元，其中包含計提長期投資減值撥備 24.03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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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Fission公司根據購股權計劃向其董事及僱員發放的部分購股權被行權，發行約638,969股普
通股，本公司持有 Fission公司的權益減少至 19.95%（2016年 12月 31日：19.98%）。

融資成本

本公司融資成本由 2016年同期的 5.60百萬港元減少至期內的無。主要因為中國鈾業發展已於 2016

年 5月 9日就其持有的可換股債券全部行使換股權，本公司無其他已發行但未行權的可換股債券。

所得稅支出

期內，所得稅支出由 2016年同期的 27.17百萬港元減少 86%至 3.79百萬港元，主要原因在於本公
司期內的除稅前溢利較 2016年同期有較大幅度下降。

期內（虧損）溢利

期內，本公司虧損為 4.17百萬港元，較 2016年同期的 262.19百萬港元溢利出現大幅下降。主要因
為期內天然鈾的銷售價格和銷售量下降，且較 2016年同期，期內並無一筆來自於收購本公司聯營
企業 Fission公司權益的一次性議價收益。

財務狀況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本集團資產總額為 1,913百萬港元，較 2016年 12月 31日的 1,887百萬港元
增加1%；本集團負債總額為197百萬港元，較2016年12月31日的70百萬港元增加181%；本集團
權益總額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 1,717百萬港元，較 2016年 12月 31日的 1,817百萬港元減少
6%。

流動資產淨額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額為 972百萬港元較 2016年 12月 31日的 1,079百萬港
元減少 10%，變動的主要原因是 2017年股東週年大會批准 2016年年度分紅方案而導致計提應付股
利，使流動負債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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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於 2017年 於 2016年 變動額 變動百分比
6月 30日 12月 31日 增加╱（減少） 增加╱（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4,034 8,886 5,148 58%

應收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2,534 2,650 (116) (4%）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 1,080,947 (1,080,947) (100%）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36,019 40,915 1,095,104 2,677%

流動資產總額 1,152,587 1,133,398 19,189 2%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本集團流動資產 1,153百萬港元，較 2016年 12月 31日的 1,133百萬港元增
加 2%，本集團原存放於中廣核華盛的存款由「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重新分類至「銀行結存及現
金」科目。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本集團擁有的銀行結餘、現金資金共計約 1,136百萬港元（2016年 12月 31

日：40.92百萬港元），其中約 43%（2016年 12月 31日：4%）以港元計算，約 55%（2016年 12月 31

日：19%）以美元計算，約 2%（2016年 12月 31日：77%）以人民幣計算。本集團無任何銀行結存及
現金抵押至任何銀行（2016年 12月 31日：無）。

流動負債

於 2017年 於 2016年 變動額 變動百分比
6月 30日 12月 31日 增加╱（減少） 增加╱（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帳款及其他應付款 2,672 8,803 (6,131) (70%）
應付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10,832 13,238 (2,406) (18%）
應付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5,851 5,813 38 1%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52 378 (226) (60%）
應付所得稅 29,079 26,353 2,726 10%

應付股利 132,014 – 132,014 不適用
流動負債總額 180,600 54,585 126,015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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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本集團流動負債為 180.6百萬港元，較 2016年 12月 31日的 54.6百萬港元增
加 231%，主要原因是 2017年股東週年大會批准 2016年年度分紅方案而產生 132.01百萬港元應付
股利。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本集團無任何銀行貸款（2016年 12月 31日：無）。但根據本公司與中廣核
華盛於2015年12月18日訂立的貸款協議，本公司自首次提款日起的三年內，在總授信額度內，可
不時向中廣核華盛借入資金用於短期資金周轉。

非流動資產

於 2017年 於 2016年 變動額 變動百分比
6月 30日 12月 31日 增加╱（減少） 增加╱（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17,080 17,347 (267) (2%）
投資物業 30,164 29,021 1,143 4%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196,502 186,467 10,035 5%

於一間聯營企業之權益 517,101 520,316 (3,215) (1%）
非流動資產總額 760,847 753,151 7,696 1%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本集團非流動資產 761百萬港元，較 2016年 12月 31日的 753百萬港元增加
1%。

非流動負債

於 2017年 於 2016年 變動額 變動百分比
6月 30日 12月 31日 增加╱（減少） 增加╱（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遞延稅項負債 15,911 15,405 506 3%

非流動負債總額 15,911 15,405 506 3%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本集團非流動負債為 15.9百萬港元，較 2016年 12月 31日的 15.4百萬港元
增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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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總額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本集團權益總額 1,717百萬港元，較 2016年 12月 31日的 1,817百萬港元減
少 5%，主要原因是 2017年股東週年大會批准 2016年年度分紅方案而產生 132.01百萬港元應付股
利。

期內本集團的資本結構保持相對穩定，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資本負債比率為 11%（2016年 12月
31日：4%）。

財務資本

財務結構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本公司共發行 6,600,682,645股普通股（2016年 12月 31日：6,600,682,645

股普通股），市值約為 4,158百萬港元（2016年 12月 31日：3,894百萬港元）。

流動資金和財務資源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本集團沒有任何銀行貸款（2016年 12月 31日：無）及可換股債券（2016年
12月 31日：無）。

為管理流動性風險，本公司實時監控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以及未動用的銀行授信水平。截至 2017

年6月30日，本公司擁有3億美元未提取的授信額度，可為本公司經營提供充足的現金支持及降低
現金流波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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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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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風險及貨幣政策

期內，本集團的產品銷售及採購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2016年同期：美元及人民幣）結算。本集團
日常經營開支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2016年同期：港元及人民幣）結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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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期內，本集團無重大或然負債（2016年 12月 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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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擔保及資產抵押

期內，本集團概無對外提供擔保和資產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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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本公司總股本為 6,600,682,645股。

董事任命

本公司於 2017年 3月 23日召開董事會會議審議非執行董事任命事宜。於該次董事會上，劉明東先
生獲委任為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僱員資料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本集團共有 22名僱員（2016年 6月 30日：22名）。其中，11名駐於中國，
7名駐於香港及 4名駐於哈薩克斯坦。

本公司的僱員薪酬安排均與業績表現掛鈎並貼近現行市場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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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員工能力，迎接各項挑戰，藉以增強
本集團的市場競爭優勢。回顧期內員工成本總計約為7.2百萬港元（2016年6月30日：約8.3百萬港
元）。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之中期股息（2016年同期：無）。

於隨後中期期間批准的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為每股 2港仙（2015年 12月
31日：無）。



25

中期業績審閱

本集團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未經審計的簡明綜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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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審核委員會共召開三次會議（註：除與審議 2016年度業績的董事會同日召開
的審核委員會會議之外，審核委員會還就 2016年度年審工作專門召開會議溝通年審安排及有關進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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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及內部
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本集團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止 6個月之未經審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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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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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的各項指引。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期內已遵守企業管治
守則內所載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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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非執行董
事：周振興先生（主席）、方春法先生、吳俊峰先生及劉明東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邱先
洪先生、高培基先生及李國棟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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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2017年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於 2017年 6月 9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

「連繫人士」或
 「聯營企業」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含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加元」 指 加拿大元，加拿大之法定貨幣。

「中廣核集團」 指 中廣核集團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公司」、「本公司」、
 「我們」或「我們的」

指 中廣核礦業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中廣核華盛」 指 中廣核華盛投資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為中廣
核集團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中廣核鈾業發展」 指 中廣核鈾業發展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為
中國鈾業發展之唯一股東。

「中國鈾業發展」 指 中國鈾業發展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含義。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列的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執行董事」 指 本公司執行董事。

「Fission公司」 指 Fission Uranium Corp.，一家以加拿大為基地之資源公司，
其中普通股以代號「FCU」於多倫多證券交易所、以代號
「FCUUF」於美國OTCQX交易市場及以代號「2FU」於法蘭克
福證券交易所上市。Fission公司為本公司的一間聯營企業。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GWe」 指 電力單位，相當於 1百萬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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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礦業」 指 海南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
份代號：601969。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鑫茂」 指 香港鑫茂投資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為海南礦業的全資附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 指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伊礦」 指 伊爾克利礦山，位於距離哈薩克斯坦Chi i l i鎮 20千米處之
Kyzylorzhinsk地區，由謝公司擁有及管理。

「哈薩克斯坦」 指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

「lb」 指 每磅。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新天然鈾銷售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中廣核鈾業發展訂立之日期為2016年12月6日之框架
協議，內容有關本集團向中廣核鈾業發展及╱或其附屬公司
銷售天然鈾。

「非執行董事」 指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回顧期內」或「期內」 指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期間。

「PLS項目」 指 Patterson Lake South項目，為 Fission公司之主要及全資擁有
資產。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報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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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謝礦」 指 謝米茲拜伊礦山，位於哈薩克斯坦Akmol tn sk Ob la s t之
Valihanov區，由謝公司擁有及管理。

「謝公司」 指 謝米茲拜伊有限合夥企業，於哈薩克斯坦成立之有限責任合
夥企業，為本公司合營企業，本公司擁有其 49%權益。

「股份」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含義。

「英國」 指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之法定貨幣。

代表董事會
中廣核礦業有限公司

主席
周振興

香港，2017年 8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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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非執行董
事：周振興先生（主席）、吳俊峰先生、方春法先生及劉明東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邱先
洪先生、高培基先生及李國棟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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