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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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國國際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39）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年度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5年 增加╱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減少）

收入 206,875 220,787 (6.3%)
銷售成本 (129,639) (156,214) (17.0%)

毛利 77,236 64,573 19.5%
毛利率 37.3% 29.2% 8.1%
稅前溢利 33,026 27,285 2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21,972 16,573 32.5%

• 收入減少6.3%至約人民幣206.9百萬元。

• 毛利增加19.5%至約人民幣77.2百萬元。

• 毛利率上升8.1%至37.3%。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32.5%至約人民幣22.0百萬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3.7分（2015年：人民幣2.8分）。

•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末期股息（2015年：每股人民幣1.3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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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國國際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截至2015
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5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4 206,875 220,787
銷售成本 (129,639) (156,214)

  

毛利 77,236 64,573
其它收入 5 1,586 2,084
其它收益及虧損 178 808
銷售與分銷開支 (2,865) (2,429)
行政開支 (30,402) (27,004)
融資成本 6 (12,707) (10,747)

  

稅前溢利 33,026 27,285
所得稅開支 7 (11,054) (10,712)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8 21,972 16,573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分） 9 3.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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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 2015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87,856 368,277
採礦權 16,889 7,723
勘探及評估資產 10,642 18,900
預付租賃款項 61,111 62,486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3,129 568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的按金 85,891 39,600
遞延稅項資產 2,960 2,805
受限制銀行結餘 7,576 2,495

  

576,054 502,854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1,377 1,377
存貨 11,013 10,64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11 18,910 23,130
銀行結餘及現金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777 12,296
 －受限制銀行結餘 32,750 –

  

72,827 47,44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2 37,613 39,231
應付稅項 8,153 6,565
應付股東款項 13 6,120 –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的一名前非控股股東代價 70,607 80,801
抵押銀行借款 14 102,636 30,000

  

225,129 156,597
  

流動負債淨值 (152,302) (109,15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23,752 39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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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015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的一名前非控股股東代價 64,643 71,677
抵押銀行借款 14 53,808 30,000
遞延收入 13,796 14,711
遞延稅項負債 750 1,100
撥備 3,791 3,223

  

136,788 120,71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48,955 48,955
儲備 238,009 224,03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86,964 272,992
  

423,752 393,703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1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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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乃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主板上市。其最終控制方為高明清先生。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江西省宜豐萬國礦業有限公司（「宜豐萬
國」）位於中國江西省，在中國從事採礦、礦石選礦及銷售精選礦業務。

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人民幣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功能貨幣。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過其流
動資產人民幣152,302,000元。於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已審閱本集團的財務
及流動資金狀況，並已計及以往年度取得的貸款融資人民幣600,000,000元及經營活動估計
所得的營運資金。本公司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有能力履行其於可見未來到期的一切財務責
任，因此，本集團已根據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2012年至2014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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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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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的會計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 披露計劃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

澄清可接納的折舊及攤銷方式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之修訂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的權益法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此等修訂對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呈報金額或綜合財務報表內之披
露資料概無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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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重要會計政策

合規聲明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
載有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的適用披
露事項。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基準進行編製，惟如下文所載會計政策所述的若干於各報告
期末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除外。

歷史成本通常按貨品及服務交換所給予的代價的公允價值計算。

公允價值為於計量日期市場參與者按有序交易出售一項資產而將收取或轉移一項負債而將
支付的價格，而不論該價格是否可直接觀察或須運用另一種估值技術作出估計。倘市場參
與者於計量日期對資產或負債定價時會考慮資產或負債的特點，則本集團於估計資產或負
債的公允價值時將考慮該等特點。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中作計量及╱或披露用途的公允價值
乃按此基準釐定，惟屬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付款的交易範圍的以股份付款的
交易、屬於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範圍的租賃交易，以及與公允價值有部分類似地方但
並非公允價值的計量（如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存貨的可變現淨值或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
減值的使用價值）則除外。

此外，就財務報告而言，按公允價值計量的輸入數據的可觀察程度及公允價值計量的輸入
數據對其整體的重要性而定，公允價值計量可分類為第一級、第二級或第三級，詳情如
下：

• 第一級輸入數據乃實體於計量日期可以取得的相同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的報價（未
經調整）；

• 第二級輸入數據乃就資產或負債可直接或間接觀察的輸入數據（第一級所包括的報價
除外）；及

• 第三級輸入數據乃資產或負債的不可觀察輸入數據。

所採納的主要會計政策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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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3. 重要會計政策(續)

綜合賬目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所控制實體的財務報表。本公司在下列
情況下擁有控制權：

• 有權控制投資對象；
• 因參與投資對象的營運而對其浮動回報承擔風險或享有權利；及
• 有能力運用其權力以影響其回報。

倘有事實及情況顯示上述三項控制因素中有一項或以上出現變動，則本集團會重新評估其
是否對投資對象擁有控制權。

附屬公司於本集團取得對附屬公司的控制權時開始綜合入賬，並於本集團喪失對附屬公司
的控制權時終止綜合入賬。特別是，於年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的收入及開支自本公司取
得附屬公司控制權的日期起直至本公司不再控制附屬公司之日止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
入表內列賬。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的各個項目乃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附屬公司的全面收
入總額乃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會導致非控股權益產生虧絀結餘。

如有需要，將對附屬公司的財務報表作出調整，以使其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會計政策一致。

本集團成員公司間的交易有關的所有集團內公司間資產及負債、權益、收入、開支及現金
流量於綜合時悉數對銷。

4. 收入及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乃按有關本集團各部分的內部報告（由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即本
公司的執行董事定期審閱）予以識別，以向各分部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

本集團於中國營運，而所有收入均來自中國。本集團的主要非流動資產亦位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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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收入及分部資料(續)

收入指來自銷售各種經處理的金屬精礦的收入。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收入分析如下：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精選礦的銷售
 －銅精礦 79,785 104,602
 －鐵精礦 39,410 44,125
 －鋅精礦 30,721 19,512
 －硫精礦 14,191 27,970
 －銅精礦中的金 13,267 13,091
 －銅及鋅精礦中的銀 10,087 11,476
 －鉛精礦中的金 7,086 –
 －鉛精礦 5,761 –
 －鉛精礦中的銀 5,384 –
 －鉛精礦中的銅 1,183 –
 －鋅精礦中的銦 – 11

  

206,875 220,787
  

主要客戶資料

於報告期內佔本集團銷售總額10%以上的客戶收入如下：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A1 69,354 86,450
客戶B2 33,283 49,241

  

1 銅、鋅、銅精礦中的金以及銅及鋅精礦中的銀的銷售收入

2 銅、銅精礦中的金以及銅精礦中的銀的銷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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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5. 其它收入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政府津貼：
 －與資產有關（附註i） 1,228 912
 －其他（附註ii） 163 –
銀行利息收入 104 185
尾礦碎片的銷售 – 900
其他 91 87

  

1,586 2,084
  

附註：

i) 該金額為中國市政府就採礦技術改進而授予宜豐萬國的款項，並因採礦技術改進而於
有關資產預期可使用年期內撥入損益內。

ii) 該金額主要為宜豐萬國獲得地方政府當局給予的獎勵，作為符合（其中包括）該相關政
府當局要求挽留當地員工的若干挽留條件的即時財務支援，預期未來不會就此產生相
關成本或產生任何相關資產。

6. 融資成本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借款利息 7,467 2,046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的一名前非控股股東代價的推算利息開支 5,240 8,701

  

12,707 10,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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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所得稅開支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費用：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10,806 10,616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153 –

  

10,959 10,616

遞延稅項費用
 －本年度 95 96

  

11,054 10,712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年度內並無應課稅溢利須繳納香港利得稅，故並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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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於兩個
年度內的稅率為25%。

年內的稅項費用可與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所列示的稅前溢利對賬如下。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稅前溢利 33,026 27,285
  

按企業所得稅稅率25%計算的稅項 8,257 6,821
不可抵扣稅開支的稅項影響 1,843 3,220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項影響 – (38)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153 –
尚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項影響 551 109
一間中國附屬公司可分派盈利的預扣稅 250 600

  

年內稅項開支 11,054 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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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8. 年內溢利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溢利已扣除（計入）：

董事酬金 3,048 3,351
其他員工成本 22,007 23,28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743 1,383

  

總員工成本 26,798 28,01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3,249 20,109
採礦權攤銷 1,067 453
預付租賃款項撥出 1,375 1,253

  

折舊及攤銷總額 25,691 21,815
  

核數師薪酬（包括審核及非審核服務） 1,285 1,285
物業經營租賃下的最低租賃款項 216 190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29,639 156,214
匯兌（收益）虧損 (823) 1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645 117
結構性存款的投資收入 – (942)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乃基於以下數據：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人民幣千元） 21,972 16,573

  

股份數目：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600,000 600,000

  

由於兩個年度內並無任何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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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股息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已確認以下作分派的股息：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1.33分
（2014年：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 
人民幣2.67分） 8,000 16,000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宣派末期股息。

1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2,609 9,468
  

預付款項 12,909 12,234
其他應收款 3,392 1,428

  

16,301 13,662
  

合計 18,910 23,130
  

本集團授予其貿易客戶最長60日的信貸期。以下為於報告期末對按發票日期（約為收入確
認日期）呈列的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至30日 2,609 7,272
31至60日 – 2,196

  

2,609 9,468
  

本集團於接納任何新客戶之前，會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及基於對客戶的背景調查結果
而界定其信用額度。既未逾期亦未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主要為應收與本集團擁有長期關係
客戶的款項，該等客戶的還款記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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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續)

於報告期末並無逾期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於2016年12月31日，應收貿易賬款內包括應收一名關聯方的款項人民幣104,000元（2015
年：無）。

12.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 7,440 6,901
  

客戶墊款 4,495 2,646
增值稅、資源稅及其他應付稅項 9,912 11,634
就在建工程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其他應付款項 12,330 14,077
評估及勘探資產的其他應付款 304 811
應計開支 3,132 3,162

  

30,173 32,330
  

37,613 39,231
  

於報告期末對按發票日期呈列的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至30日 5,343 3,583
31至60日 1,119 1,443
61至90日 – 659
91至180日 414 596
超過180日 564 620

  

7,440 6,901
  

於2016年12月31日，列入應付貿易賬款，其中包括關聯方金額為零（2015年：人民幣
55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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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3. 應付股東款項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捷昇投資有限公司（「捷昇」）（附註i） 3,365 –

達豐投資有限公司（「達豐」）（附註ii） 2,755 –
  

6,120 –
  

上述所有金額均為港元計值，非貿易性質、不計息、無抵押及須於要求時償還。

附註：

(i) 捷昇持有本公司約50.25%已發行股本，並由高明清先生全資擁有及控制。

(ii) 達豐持有本公司約24.75%已發行股本，並由高金珠女士全資擁有及控制。

14. 抵押銀行借款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抵押銀行借款，於：
 －固定利率 126,444 30,000
 －浮動利率 30,000 30,000

  

156,444 60,000
  

須償還上述借款賬面值：
 －一年內 102,636 30,000
 －期限超過一年，但不超過兩年 32,100 9,600
 －期限超過兩年，但不超過五年 21,708 20,400

  

156,444 60,000
減：流動負債項下所示一年內到期的款項 (102,636) (30,000)

  

非流動負債項下所示的款項 53,808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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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4. 抵押銀行借款(續)

本集團浮息借款的利息主要按照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計算。利率每年
重新設定。

本集團借款的實際利率如下：

2016年 2015年
% %

實際年利率 5.15至6.50 5.89至6.50
  

15. 股本

本公司股本詳情如下：

股份數目 股本
千股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法定：
於2015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及2016年12月31日 1,000,000 100,000

  

已發行：
於2015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及2016年12月31日 600,000 60,000

  

人民幣千元

於2015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及2016年12月31日
 於綜合財務狀況表列示 48,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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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銅

根據世界金屬統計局(World Bureau of Metal Statistics)數據顯示，2016年1月至11月銅市
場錄得供應過剩17,000噸，而2015年全年則供應過剩35,000噸。報告庫存於2016年11月
下跌並於年底收於23,200噸，較2015年12月底的數字有所下降。並無就非報告庫存變
動，特別是中國政府的庫存的消耗計算作出撥備。

2016年1月至11月全球礦產量約為18.8百萬噸，較2015年同期高7.0%。全球精煉產量增
加至約21.4百萬噸，較之前一年上升2.7%，當中大部分升幅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增加422,000噸）及西班牙（增加14,000噸）。

2016年1月至11月，全球銅消耗量約為21.4百萬噸，而2015年相應期間則為20.8百萬噸。
2016年1月至11月中國的表觀消耗量較2015年相應期間增加273,000噸至10,515,000噸，佔
全球需求49%以上。歐盟整體產量較2015年1月至11月下跌2.1%，而需求則為3,165,000
噸，較2015年1月至11月期間的總計上升了2.2%。於2016年11月，精煉銅產量及消耗量
分別為1,969,000噸及1,931,300噸。

鐵

根據中國冶金礦山企業協會(China Metallurgical Mines Enterprises Association)的資料顯
示，2016年首三季度退出市場的鐵礦石企業數目約為780家，佔整體數目三分之一。自
2012年以來，中國的鐵礦石產量下跌了47%。於2016年首11個月，鐵礦石產量為1,177
百萬噸，較2015年同期下跌6.2%。自2015年起，各大國際鐵礦石巨擘已相繼展開增產
大計。於2016年首三季度，Vale of Brazil、Rio Tinto及Fortescue Metals Group的產量分
別約為256百萬噸、206百萬噸及141百萬噸，升幅分別為3.3%、6.7%及14.6%，而BHP 
Billiton的產量則為166百萬噸，較2015年的相應期間下跌14.6%。整體而言，於2016年
首三季度，四大礦企的產量合計增加3.4%至769百萬噸，而2015年同期則為744百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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鋅

根據世界金屬統計局(World Bureau of Metal Statistics)數據顯示，2016年1月至11月鋅市
場供應短缺190,000噸，而2015年全年則錄得供應過剩100,000噸。報告庫存於2016年11
個月期間下跌74,000噸。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庫存於2016年11月減少8,800噸，月底
庫存量較2015年年底減少21,000噸。倫敦金屬交易所庫存佔全球總額44%。中國的需求
較去年增加3.4%。中國國內精煉金屬產量較2015年增加1.2%。中國進口最多的特高品位
金屬，於2016年11月份的進口量為25,000噸。

與上一年錄得的水平比較，全球精煉產量下降2.5%，而消耗量則維持於相同水平。日本
的需求量為447,000噸，較2015年1月至11月上升2%。世界需求較2015年1月至11月期間
減少4,000噸。中國的表觀需求量為6,137,000噸，佔全球總額逾48%。並無就未報告庫存
變動的消耗計算作出撥備。

鉛

根據世界金屬統計局(World Bureau of Metal Statistics)的資料顯示，於2016年1月至11
月，鉛市場錄得短缺66,000噸，而2015年全年則錄得短缺14,000噸。截至2016年11月底
止庫存總量較2015年年底減少3,200噸。並無就未報告庫存變動的消耗計算作出撥備。

於2016年1月至11月，全球來自一手及二手來源的精煉產量總計為9,886,200噸，較2015
年同期上升5.6%，而全球的需求則增加580,000噸。於2016年1月至11月，中國的表觀消
耗量合計為3,940,300噸鉛，較2015年同期上升434,000噸，並佔全球總計的約40%。至於
美國，截至2016年11月30日止11個月期間的表觀需求較2015年相應期間減少24,000噸。

金及銀

於2016年，由於憂慮全球衰退及圍繞英國脫歐投票的不明朗因素，年內上半年金價颷
升。由1月至7月期間，金價上升超過23%至1,380.00美元╱盎司。於本年度下半年，由
於美國經濟數據有所改善，金價輕微回落，但於特朗普勝出美國總統大選後大跌。全年
而言金價大約上升8.5%。對於黃金等商品而言，本年度是表現良好的一年，但年底仍然
呈現向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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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年上半年，銀價颷升超過50%，於近兩年來首次突破20美元╱盎司，此乃由於經
濟數據疲弱及對全球衰退的憂慮所致。於2016年4月，弱美元加上美國聯儲局不加息，
將銀價向上推高，到2016年6月末英國脫歐更進一步推動銀價上升，於2016年7月初令銀
價達到21.23美元╱盎司的高位。

雖然如此，於2016年下半年，由於美國經濟數據轉強，銀價調頭回落。於2016年11月特
朗普勝選美國總統成真，加上12月份美國聯儲局加息，進一步對銀價造成負面影響。

業務回顧

本集團在中國主營採礦、礦石選礦及銷售精礦產品業務。目前，我們透過我們的全資附
屬公司擁有江西省宜豐萬國礦業有限公司（「宜豐萬國」）的全部股權，而宜豐萬國則擁有
我們進行地下開採的新莊礦。新莊礦有大量有色多金屬礦產資源。本集團的產品主要包
括銅精礦、鐵精礦、鋅精礦、硫精礦、鉛精礦，以及金與銀的副產品。

擴建現有礦場

我們已完成本公司日期為2012年6月28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披露的新莊礦擴建計
劃，達到採礦能力及選礦能力600,000噸╱年（「噸╱年」）。根據招股章程所載的獨立技術
專家報告，新莊礦的儲量估計足以滿足以600,000噸╱年的計劃長期生產率生產約31年的
需要。宜豐萬國與中國瑞林工程技術有限公司訂立一項協議，對擴展我們的新莊礦的產
能至900,000噸╱年進行可行性研究。本集團預期於2017年收到該份可行性研究報告，繼
而於之後展開該項擴展計劃，這將進一步增加新莊礦的產能。

擴展周邊區域

按照招股章程的獨立技術專家報告，在本集團持有的新莊礦採礦許可界限範圍內，在計
劃採礦區以外區域，存在大量額外的礦產資源。於2012年11月20日，宜豐萬國與江西省
地質礦產勘查開發局（「江西地勘局」）訂立勘探合同（「勘探合同」）。於2013年年底，江西
地勘局已完成實地勘探工程。於2014年4月已完成一份資源儲量核實報告，並經江西省
國土資源廳批准並於2014年12月取得其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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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莊礦進行的勘探工作令本集團的地質礦儲量有所增加，並進一步證實該採礦區域的
水文地質條件。宜豐萬國亦委任長沙礦山研究院進行採礦實驗，研究移除該採礦區的隔
水礦柱的可能性。倘可成功移除隔水礦柱，本集團預期新莊礦的礦產資源可提升超過
10,000,000噸。

橫向擴建

我們擬透過收購新礦擴大我們的礦產資源及提高礦石儲量。就收購目標而言，我們將審
慎考慮及權衡評估標準，進行審慎收購，以期進一步發展我們的業務及盡量提高本公司
股東（「股東」）回報。

於2014年5月16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宜豐萬國和捷達投資國際有限公司（「香港
捷達」），與柳定波先生、楊志先生和文保林先生（統稱「賣方」）簽訂了兩份股權轉讓協議
（「收購協議」）。根據該協議，宜豐萬國和香港捷達已同意有條件地收購及賣方已同意有
條件地出售西藏昌都縣炟地礦業有限公司（「西藏昌都」）51%的權益，代價為合共人民幣
239.7百萬元。

然而，賣方並未滿足收購協議的先決條件，即於2014年9月30日前（即如本公司日期為
2014年8月28日的通函中披露的本公司最後付款日期）就轉讓取得當地不同政府機構的適
當批准和許可。本公司考慮到該收購將進一步開展本公司業務和為股東回報最大化，已
有條件地同意賣方建議，按照收購協議之修訂條款（「經修訂條款」）繼續進行該收購。經
長沙市仲裁委員會於2015年10月8日進行的談判及調解，本公司和每位賣方已有條件地同
意對收購協議的修訂，包括：(i)減低支付的代價和修訂付款日期，及(ii)於不同的當地政
府機構執行轉讓的適當批准和許可。

經修訂條款項下兩份收購協議的總代價已從人民幣239.7百萬元下調至人民幣195.0百萬
元，代表本集團就該收購節省了人民幣44.7百萬元或18.6%。

西藏昌都的探礦權所覆蓋的勘探面積約為21.87平方公里。於收購協議日期，其已完成
詳查勘探階段。下表為西藏昌都按JORC守則（由聯合可採儲量委員會(Joint Ore Reserves 
Committee)刊發的《澳洲礦產勘探結果、礦產資源量及可採儲量的報告規則》（以不時經修
訂者為準））估計的資源量。本集團認為，於2016年12月31日，西藏昌都的資源量估計並
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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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礦物資源估算
報告高於2.5%鉛的邊界品位的品位噸數

噸數 品位 銀 鉛金屬 銀金屬
類別 （百萬噸） （鉛%) （克╱噸） （千噸） （千公斤）

控制 6.70 4.64 63.34 311 424
推斷 10.62 4.15 45.32 440 481

     

總計 17.32 4.34 52.29 751 905
     

於本公告日期，西藏昌都尚未投產。根據由江西省地礦資源勘察開發有限公司（一家獨
立專業礦業諮詢公司）編製的預可行性報告，預期三年內，西藏昌都可完成選礦廠及投
產。

由於西藏昌都擁有豐富的鉛及銀資源，預期西藏昌都於完成後將由本公司進一步開發及
興建選礦廠，並為本集團帶來銷售收入及溢利。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5年12月2
日的通函。

由於2016年第四季實施新的規例，上述收購事項已進一步押後。董事會預期，此收購事
項將不遲於2017年第二季完成。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12月30日的公告。

於澳洲的勘探活動

於2014年10月24日，本公司與雪峰礦業有限公司（「雪峰礦業」，一間於2012年12月在澳
洲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簽訂投入賺股協議及礦物版稅契約，據此，本公司將在區域項
目和採礦區項目履行勘探活動。區域項目和採礦區項目均為雪峰礦業擁有。

區域項目部分，本公司承諾三年內最少完成150,000米勘探鑽進，換取最多可達50%區域
項目的權益。雪峰礦業將會與本公司成立50/50關於區域項目的合營企業，前提為本公司
已(i)成功獲取額外的20,000,000噸JORC探明資源量，其中，資源中銅成份最低平均品位
大於1%或鋅和鉛品位大於10%；或(ii)在區域項目，完成最少150,000米勘探鑽進。

採礦區項目部分，本公司將開發或提升每年最少200,000噸JORC儲量級別，換取各礦床
的淨冶煉提成（「NSR」），其來自本公司在採礦區項目所劃定的JORC儲量。應付本公司的
NSR就每一礦床的首1,000,000噸礦石開採和選礦量而言為3%，以後則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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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相信可能勘探活動，將會帶來與雪峰礦業進一步合作，擴大我們於澳洲的礦物資
源和礦石儲量，目的為進一步發展我們的業務及盡量提高股東回報。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完成初步考察及勘探。本集團已與地質學家審閱該考察及
勘探結果，並規劃了下一步的鑽探及實地工作。

礦產資源及儲量

成礦種類
JORC礦產
資源類別 噸千噸

新莊礦的礦產資源概要－於2016年12月31日
品位 所含金屬

  

銅% 鉛% 鋅% 全鐵% 磁鐵% 銅千噸 鉛千噸 鋅千噸 全鐵千噸 磁鐵千噸
             

銅鐵 探明 5,693 0.80 – – – – 45.69 – – – –
控制 12,213 0.69 – – – – 83.83 – – – –
小計 17,906 0.72 – – – – 129.52 – – – –
推斷 845 0.47 – – – – 3.93 – – – –
合計 18,751 0.71 – – – – 133.45 – – – –

           

鐵銅 探明 2,150 0.19 – – 43.24 30.87 4.09 – – 929.74 663.81
控制 3,585 0.34 – – 39.52 25.48 12.32 – – 1,416.90 913.37
小計 5,735 0.29 – – 40.92 27.50 16.41 – – 2,346.64 1,577.18
推斷 306 0.53 – – 44.19 31.06 1.62 – – 135.21 95.05
合計 6,041 0.30 – – 41.08 27.68 18.03 – – 2,481.85 1,672.23

           

銅鉛鋅 探明 1,985 0.12 0.96 5.21 – – 2.32 19.10 103.44 – –
控制 2,493 0.08 1.76 3.70 – – 1.96 43.97 92.36 – –
小計 4,478 0.10 1.41 4.37 – – 4.28 63.07 195.80 – –
推斷 340 0.13 0.39 4.44 – – 0.43 1.34 15.08 – –
合計 4,818 0.10 1.34 4.38 – – 4.71 64.41 210.88 – –

           

合計 探明 9,828 – – – – – 52.10 19.10 103.44 929.74 663.81
控制 18,291 – – – – – 98.11 43.97 92.36 1,416.90 913.37
小計 28,119 – – – – – 150.21 63.07 195.80 2,346.64 1,577.18
推斷 1,491 – – – – – 5.98 1.34 15.08 135.21 95.05
合計 29,610 – – – – – 156.19 64.41 210.88 2,481.85 1,6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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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礦產資源亦包括一定數量的黃金和白銀。依據有限組合樣品分析，銅鐵資源含黃金的平均
品位為0.19克╱噸，含白銀的平均品位為13.1克╱噸；鐵銅資源含黃金的平均品位為0.17
克╱噸，含白銀的平均品位為5.7克╱噸；銅鉛鋅資源含黃金的平均品位為0.61克╱噸，含
白銀的平均品位為56.7克╱噸。

(2) 誠如招股章程附錄五所披露，按JORC守則編製的礦產資源及礦產儲量乃根據直至2011年
12月31日為止的資料而估計得出。有關計算此等金屬資源及儲量的數目及質量時所採用的
假設及參數詳情，請參閱上述文件。

(3) 於2011年12月3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間內，此等估計概無重大變動。

JORC礦產
噸千噸

新莊礦礦產儲量概要－於2016年12月31日
成礦種類 儲量類別 品位 所含金屬

  

銅% 鉛% 鋅% 全鐵% 磁鐵% 銅千噸 鉛千噸 鋅千噸 全鐵千噸 磁鐵千噸
          

銅鐵 證實 4,252 0.77 – – – – 32.77 – – – –
概略 4,914 0.66 – – – – 32.39 – – – –
合計 9,166 0.71 – – – – 65.16 – – – –

           

鐵銅 證實 2,250 0.22 – – 37.27 32.70 4.89 – – 838.74 735.81
概略 2,014 0.33 – – 27.88 23.64 6.63 – – 527.77 451.91
合計 4,264 0.27 – – 32.60 28.19 11.52 – – 1,366.51 1,187.72

           

銅鉛鋅 證實 1,422 0.07 0.88 4.87 – – 1.06 12.71 70.36 – –
概略 1,065 0.03 1.36 3.48 – – 0.32 13.39 32.99 – –
合計 2,487 0.06 1.09 4.27 – – 1.38 26.10 103.35 – –

           

合計 證實 7,924 – – – – – 38.72 12.71 70.36 838.74 735.81
概略 7,993 – – – – – 39.34 13.39 32.99 527.77 451.91
合計 15,917 – – – – – 78.06 26.10 103.35 1,366.51 1,187.72

           

附註：

(1) 礦產儲量亦包括一定數量的黃金和白銀。依據有限組合樣品分析，銅鐵資源含黃金的平均
品位為0.19克╱噸，含白銀的平均品位為13.1克╱噸；鐵銅資源含黃金的平均品位為0.17
克╱噸，含白銀的平均品位為5.7克╱噸；銅鉛鋅資源含黃金的平均品位為0.61克╱噸，含
白銀的平均品位為56.7克╱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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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誠如招股章程附錄五所披露，按JORC守則編製的礦產資源及礦產儲量乃根據直至2011年
12月31日為止的資料而估計得出。有關計算此等金屬資源及儲量的數目及質量時所採用的
假設及參數詳情，請參閱上述文件。

(3) 於2011年12月3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間內，此等估計概無重大變動。

財務回顧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206,875 220,787
銷售成本 (129,639) (156,214)
毛利 77,236 64,573
毛利率 37.3% 29.2%

收入

本集團的收入由2015年約人民幣220.8百萬元減少6.3%至2016年約人民幣206.9百萬元。
該減少主要由於年內精礦銷量有所下降及售價下跌所致。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分別出售2,989噸、116,531噸及124,377噸銅精礦所含
的銅、鐵精礦及硫精礦，較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3,662噸、123,589噸及145,219
噸，分別減少約18.4%、5.7%及14.4%。該等減少主要是由於所開採的礦石屬低品位所
致。

於2016年，銅精礦所含的銅、鐵精礦及硫精礦的平均價格分別為每噸人民幣26,693元、
人民幣338元及人民幣114元，較於2015年的每噸人民幣28,564元、人民幣357元及人民幣
193元分別下跌約6.6%、5.3%及40.9%。於2016年，大部分金屬的價格在首三個季度持
續向下滑，但於第四季卻呈現復甦跡象。董事相信，該等轉變主要是由於若干礦場關閉
以及採礦商削減勘探資本開支，令供應短缺所致。

銷售成本

整體而言，我們的銷售成本由2015年約人民幣156.2百萬元下跌約17.0%至2016年約人民
幣129.6百萬元。該下降主要由於分包費的單位成本下跌，以及嚴格控制工資及電費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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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整體毛利為約人民幣77.2百萬元，較截至2015年12
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64.6百萬元增長約19.5%。整體毛利率由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
度約29.2%上升至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37.3%。該升幅主要由於嚴格控制生產成
本所致。

其它收入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的其它收入主要包括銀行利息收入約人民幣0.1百萬元
及政府授予宜豐萬國有關採礦技術改進的津貼約人民幣1.2百萬元。於2016年度，其它收
入較2015年減少約人民幣0.5百萬元，主要由於2015年我們錄得銷售副產品尾礦約人民幣
0.9百萬元所致。

其它收益及虧損

於2016年12月31日，我們的其它收益及虧損主要包括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約人民
幣0.6百萬元，以及因澳元及港元兌人民幣升值產生的未變現外匯收益約人民幣0.8百萬
元。其它收益及虧損減少約人民幣0.6百萬元，主要由於銀行結餘減少導致結構性存款投
資收益減少所致。

銷售與分銷開支

我們的銷售與分銷開支由2015年約人民幣2.4百萬元，上升約20.8%至2016年約人民幣2.9
百萬元。上升主要是由於客戶數目增加令交通運輸費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

我們的行政開支由2015年約人民幣27.0百萬元增加約12.6%至2016年約人民幣30.4百萬
元。該升幅主要為有關我們建議收購一家金礦公司的專業費用所致。

融資成本

我們的融資成本由2015年約人民幣10.7百萬元上升約18.7%至2016年約人民幣12.7百萬
元，主要由於銀行借貸的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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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開支

我們的所得稅開支於2016年約為人民幣11.1百萬元，包括應付中國企業所得稅約人民幣
11.0百萬元、應付預扣稅約人民幣0.3百萬元及遞延稅項抵免約人民幣0.2百萬元。我們的
所得稅開支於2015年約為人民幣10.7百萬元，包括應付中國企業所得稅約人民幣10.6百
萬元、應付預扣稅約人民幣0.6百萬元及遞延稅項抵免約人民幣0.5百萬元。

我們兩個年度的所得稅開支相若。

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基於上述原因，我們的稅後溢利增加約32.5%或約人民幣5.4百萬元，由截至2015年12
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16.6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22.0百萬
元。我們的淨溢利率由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7.5%上升至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
年度約10.6%，乃主要由於銷售精礦之邊際利潤上升所致。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在建工程分析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在建工程約為人民幣387.9百萬元，
較去年增加人民幣19.6百萬元或5.3%，主要由於我們的新莊礦購置採礦設備、升級礦石
選礦設施及建築採礦構築物所致。

存貨分析

存貨包括原材料、礦石、精礦及其他礦石商品。原材料主要包括生產精礦所用的鍛造鋼
球、爆炸物品、化工產品及柴油。於2016年及2015年12月31日，我們的存貨分別約為人
民幣11.0百萬元及約人民幣10.6百萬元。存貨增加主要是由於年底時精礦的市價上升，
增加精礦生產供2017年銷售所致。

應收貿易賬款分析

應收貿易賬款指銷售精礦的應收款。本集團通常在付運前要求精礦客戶支付一定金額的
定金。就貿易型客戶而言，本集團授予不超過60天的信貸期。於2016年及2015年12月31
日，我們的應收貿易賬款分別約為人民幣2.6百萬元及人民幣9.5百萬元。於2016年12月
31日的應收貿易賬款減少主要由於2015年結算日後才收到一名聲譽良好的客戶的訂金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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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貿易賬款分析

應付貿易賬款主要包括有關下述的應付款：(i)購買鍛造鋼球及水泥；(ii)就擴建計劃應付
承包商的建築費用；及(iii)就我們的採礦作業應付第三方承包商溫州第二井巷工程公司的
費用。於2016年及2015年12月31日，我們的應付貿易賬款分別約為人民幣7.4百萬元及約
人民幣6.9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鍛造鋼球、水泥及化學產品之價格上升所致。

流動資金與資本資源

我們的流動資金要求涉及營運資金、資本支出、收購採礦權和維持現金儲備的撥資，乃
透過銀行借款以及經營所得的現金相結合的方式撥資。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0.32倍，而於2015年12月31日則為0.30倍，這
主要是由於受限制銀行結餘增加所致。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人民幣8.8百萬元，而於2015年12月31
日則約為人民幣12.3百萬元，其中約人民幣0.7百萬元（2015年：約人民幣1.3百萬元）以港
元及澳元計值。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分別錄得資產淨值及流動負債淨值約人民幣
287.0百萬元（2015年：人民幣273.0百萬元）及約人民幣152.3百萬元（2015年：人民幣109.2
百萬元）。有關流動負債淨值增加乃由於分派股息約人民幣8.0百萬元，以及固定資產投
資及潛在收購事項增加所致。

借款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抵押銀行借款合共人民幣156.4百萬元，一至三年之間到
期，實際利率為5.86%。

資產負債比率

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相當於總銀行借款及應付一間附屬公司的一名前非控股股東款項
除以總資產）為45.0%（2015年：38.6%）。資產負債比率上升主要由於用作營運資金的新
銀行借款約人民幣126.4百萬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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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

下表載列本集團於截至2016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現金流量表簡明概述：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5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64,936 38,531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133,469) (40,334)
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64,942 (23,36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減少 (3,591) (25,167)
外匯匯率變動影響 72 (54)
年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296 37,517

  

年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777 12,296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營活動現金流入淨額約為人民幣64.9百萬元，主要包括
營運資金變動前溢利約人民幣70.5百萬元，加上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減少約人民
幣4.2百萬元、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增加約人民幣0.6百萬元，被存貨增加約人民
幣0.4百萬元及已付所得稅約人民幣10.0百萬元所抵銷。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約為人民幣133.5百萬元。其主要歸
因於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約人民幣47.2百萬元、支付評估及勘探資產款項約人民幣2.2
百萬元、受限制銀行存款約人民幣37.8百萬元，以及支付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按金約人民
幣46.3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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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約為人民幣64.9百萬元，主要歸因
於新增銀行貸款約人民幣126.4百萬元，收取政府補貼約人民幣0.3百萬元，以及獲取股
東的不計息及無抵押墊款約人民幣6.1百萬元，惟被償還銀行貸款及利息約人民幣37.4百
萬元、支付股息約人民幣8.0百萬元，以及已付一名前非控股股東的贖回款項約人民幣
22.5百萬元抵銷。

資本支出

本集團的總資本支出由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75.3百萬元增加至截至2016
年12月31日止年度約人民幣95.7百萬元，增幅約為27.1%。於2016年的資本支出主要由
於新莊礦購置採礦設備及建築採礦構築物，以及就收購一家附屬公司支付的按金而產
生。

訂約責任及資本承擔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就董事的住所訂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未來應付款項約為人
民幣0.2百萬元。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113.2百萬元，乃由於應付西藏昌都賣
方的或然代價所致。於本公告日期，尚未達成上述西藏昌都收購事項的先決條件。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就新莊礦的勘探及開發訂立以下承擔。

人民幣千元

三口新豎井項目 785
改良選礦廠 830
其他土木工程 7,680

 

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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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擔保。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附屬公司、聯營公
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投資，或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

重大投資及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本公告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本公告日期並無任何獲董事會授權的重大投資或添置資本
資產計劃。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2016年12月31日，本集團賬面值約為人民幣89.7百萬元的預付租賃款項、採礦權及樓
宇（2015年12月31日：賬面值約人民幣55.9百萬元的採礦權及樓宇）已予抵押，以取得本
集團的銀行借款。

匯率波動的風險

本集團業務主要位於中國，而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進行。除本集團若干銀行結餘及現金
以港元及澳元計值外，本集團的大部分資產及負債以人民幣計值。

由於2016年度人民幣兌港元及澳元的波動有限，本集團於年內並無面臨重大不利外匯波
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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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

我們的銀行借款均以人民幣計值，提供借款的國內商業銀行所提供的利率乃分別參照中
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設定的基準利率而釐定。我們的銀行貸款利率由貸款人根
據中國人民銀行基準利率變動而調整。我們面臨短期和長期銀行借款利率變動帶來的利
率風險。基準利率的提高，將提高我們銀行貸款的利率。利率的提高將增加我們未償還
借款的開支和新借款的成本，故可能對我們的財務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我們並未使
用任何利率掉期或其他衍生工具以對沖利率風險。

金融工具

本集團的主要金融工具包括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銀行結餘及現金、受限制銀行
結餘、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應付一間附屬公司的一名前非控股股東代價及抵押
銀行借款。

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派付末期股息（2015年：每股人民幣1.33分）。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2017年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17年6月9日星期五舉行。召開股東
週年大會的通告將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及上市規則的規定，於適當時候刊發及寄發
予股東。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自2017年6月6日（星期二）至2017年6月9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以釐定有權出席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的資格的股東身份，在上述
期間概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所有股
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須不遲於2017年6月5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
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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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2016年12月31日，我們共有313名（2015年：343名）正式員工，不包括負責地下採礦作
業的獨立第三方承包商。本集團的員工薪酬基於彼等經驗、資質及能力。其他員工福利
包括分別向我們的香港員工支付法定強制性公積金及向我們的中國員工支付社會保險連
同住房公積金。

勘探、開發及採礦業務

礦產勘探

於2016年，新莊礦的勘探活動在4-23勘探線內進行。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
們已完成地下地質鑽探7,032.38米，鑽孔大小為60至90毫米。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
度，我們亦已完成巷道掘進量896.3米，完成坑道編錄10,247.7米。

就澳洲的勘探項目而言，本集團於Einasleigh區域已完成合共2平方公里1:2000地質測
量、9.8公里1:10,000高精度磁場測量、53.74公里1:10,000激電（激電）測量、92個點的高
精度激電測深及鑽孔合共4,098米。根據初步結果，預期於Einasleigh區域將發現新的銅
多金屬礦，該區域擁有良好的資源前景。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礦產勘探的總支出約為人民幣2.2百萬元。

開發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本集團就新莊礦擴建計劃產生開發支出約人民幣47.2百
萬元，主要包括：

採礦系統： 完成提升運輸、通風、充填、排水、供風、供水及供電

選礦系統： 完成建設破碎、磨浮及脫水系統

整合系統： 完成建設採礦區的尾礦庫、廢石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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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支出的細明如下：

人民幣（百萬元）

採礦構築物 35.4
辦公大樓 0.9
選礦廠機器及電子設備 10.0
汽車 0.9

 

47.2
 

採礦業務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我們於新莊礦選礦礦石總量為639,936噸。我們精礦產品
的銷量分別為2,989噸銅精礦所含的銅、116,531噸鐵精礦、3,059噸鋅精礦所含的鋅、
124,377噸硫精礦、543噸鉛精礦、93公斤金、6,768公斤銀及104公斤銅。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就採礦及選礦活動產生的開支分別為人民幣68.6百
萬元（2015年：人民幣82.9百萬元）及人民幣40.8百萬元（2015年：人民幣46.2百萬元）。採
礦及選礦活動的每噸開支分別為每噸人民幣109.1元（2015年：每噸人民幣142.6元）及每噸
人民幣63.8元（2015年：每噸人民幣70.9元）。

前景

我們計劃繼續拓展我們的業務，透過下列主要策略發展成為中國領先的銅鐵礦業公司。

增加礦業生產、外包採礦作業

我們在新莊礦的生產規模已於2014年年底擴大至目標採礦能力及選礦能力600,000噸╱
年。我們計劃於來年進一步提升採礦能力至900,000噸╱年。為將成本降至最低，我們將
繼續向第三方承包商外包我們的地下採礦作業。

透過未來收購新礦進行橫向擴張

我們擬透過收購新礦進一步擴大我們的礦產資源及提高礦石儲量。就收購目標而言，我
們將審慎考慮及權衡評估標準，進行審慎收購，以期進一步發展我們的業務及盡量提高
股東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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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有色金屬價格增長的趨勢，本集團將制定策略，以透過擴展生產及收購，配合來年
預期資源行業復甦的周期。

遵守相關法律及法規

本公司採用了有關採礦行業的中國法律，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礦產資源開採登記管理辦法以及其他實務，確保符合及遵守
適用法律及監管規定，特別是對本集團的營運有重大影響的該等法律及監管規定。董事
會定期審閱及監察本集團的政策和實務是否遵守法律及監管規定。適用法律、規則及規
例任何不時作出的變動將讓有關僱員及高級管理層知悉。

此外，作為一間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本公司須遵守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發出的香港公司收
購、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香港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
港法例第571章）等。據董事所深知，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已遵守相關的
法律與法規。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保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保障股東的利益。本公司的企業管治常規乃基於
聯交所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原則、守則條文及若
干建議最佳常規。除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及第A.2.7條守則條文外，本公司於截
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守則條文，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區分，不應由同一人
兼任。高明清先生除擔任主席外，亦為本公司行政總裁，負責策略規劃及監管本集團各
方面的營運。此情況構成對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守則條文的偏離。高明清先生為本
集團創辦人之一，對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具備豐富經驗及知識，其監管本集團營運的職責
顯然對本集團有利。董事會認為此架構將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集團管理層之間的權責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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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A.2.7條守則條文，主席應至少每年與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
董事）舉行一次並無執行董事列席的會議。年內，本公司主席（「主席」）概無與非執行董
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舉行任何並無執行董事列席的會議。然而，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不時透過其他方法（包括通訊及電郵）直接向主席表達彼等的意見。本公司
認為，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與主席之間保持有效溝通。

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其條款並不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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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定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
具體查詢後，本公司確認全體董事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已遵守標準守則及行為
守則所載的交易必守標準。

本公司亦已就可能擁有本公司內幕消息的有關僱員進行的證券交易制定書面指引（「僱員
書面指引」），有關指引的條款並不比標準守則寬鬆。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
司並無察覺有任何有關僱員不遵守僱員書面指引的事件。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
司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沈鵬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祁楊先生及呂
建中博士）組成。審核委員會的成立目的為檢討及監管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風險管
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
綜合業績，並認為彼等已按照有關會計準則而編製，本公司亦已於當中作出適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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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經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認同，初步公告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2016年12
月31日止年度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及其相關附註的數字，等同
於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的數額。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執行的相關
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
委聘準則進行的核證委聘，因此，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未就初步公告作出任何保
證。

刊載年度業績及年度報告

本年度業績公告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wgmine.com)刊載。本公司2016年年度報告（當中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將
適時寄發予股東及於上述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萬國國際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高明清

香港，2017年3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高明清先生（主席）、高金珠女士、謝要林先生及劉
志純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國平先生及李鴻淵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呂建中博士、祁楊
先生及沈鵬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