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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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業績摘要：

• 收入增加約93.5%至約人民幣164.5百萬元

• 毛利上升約200.8%至約人民幣73.4百萬元

• 毛利率約為44.6%

• 淨溢利率約為19.8%

•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或稱「報告期」）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
額上升約28.6倍至約人民幣32.6百萬元

• 每股基本盈利約為人民幣5.4分（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0.2分）

• 董事會以每股人民幣0.50分宣派中期股息（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附註：與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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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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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我們」）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連同2016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64,483 85,014
銷售成本 (91,119) (60,637)

  

毛利 73,364 24,377
其他收入 1,151 750
其他收益（虧損） (99) 445
銷售與分銷開支 (1,980) (1,060)
行政開支 (15,061) (13,265)
融資成本 4 (8,757) (7,590)

  

稅前溢利 48,618 3,657
所得稅開支 5 (15,986) (2,552)

  

期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6 32,632 1,105
  

每股盈利
 基本（人民幣分） 7 5.4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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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7年6月30日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88,649 387,856
採礦權 16,298 16,889
勘探及評估資產 10,898 10,642
預付租賃款項 60,417 61,111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按金 2,780 3,129
收購附屬公司的按金 85,769 85,891
遞延稅項資產 3,146 2,960
受限制銀行結餘 7,610 7,576

  

575,567 576,054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1,377 1,377
存貨 13,294 11,013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 19,222 18,910
銀行結餘及現金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187 8,777
 －受限制銀行結餘 18,000 32,750

  

79,080 72,82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10 52,930 37,613
應付稅項 12,766 8,153
應付股東款項 – 6,120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的一名前非控股股東代價 70,037 70,607
抵押銀行借款 82,761 102,636

  

218,494 225,129
  

流動負債淨值 (139,414) (152,30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36,153 42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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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2017年6月30日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應付一間附屬公司的一名前非控股股東代價 53,672 64,643
抵押銀行借款 43,158 53,808
遞延收入 13,180 13,796
遞延稅項負債 2,377 750
撥備 4,170 3,791

  

116,557 136,78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8,955 48,955
儲備 270,641 238,0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19,596 286,964
  

436,153 42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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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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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附
錄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過
其流動資產人民幣139,414,000元。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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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預期所得的營運資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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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基準進行編製。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
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編製時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規定須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效的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不會對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金額及╱
或所載披露事項產生重大影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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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確認其僅有一個經營分部而收入指來自銷售精礦產品的收入。

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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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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4.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借款利息 4,297 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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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0 4,636

  

8,757 7,590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支出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本期間 14,218 2,415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78 153

  

14,296 2,568

遞延稅項支出（抵免）：
 本期間 1,690 (16)

  

15,986 2,552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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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於報告
期內的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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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5. 所得稅開支（續）

報告期的稅項費用可與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所列示的稅前溢利對賬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前溢利 48,618 3,657
  

按企業所得稅稅率25%計算的稅項 12,155 914
不可抵扣稅開支的稅項影響 1,676 1,389
以往年度稅項撥備不足 78 153
尚未確認稅項虧損之稅項影響 201 –
於中國成立的一間附屬公司可分派盈利的預扣稅 1,876 96

  

期內稅項開支 15,986 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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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6.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已扣除（計入）：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酬金 1,502 1,549
其他員工成本 13,536 11,02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的供款） 850 931

  

總員工成本 15,888 13,50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1,167 11,247
採礦權攤銷 591 217
預付租賃款項撥出 694 687

  

折舊及攤銷總額 12,452 12,151
  

核數師薪酬（包括審核及非審核服務） 285 285
物業經營租賃下的最低租賃款項 111 106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91,119 60,637
銀行利息收入 (317) (78)
外匯虧損（收益） 99 (49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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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的計算乃基於以下數據：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作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人民幣千元） 32,632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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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兩個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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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股息

期內，本公司已確認以下作分派的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
 每股為零（2016年：截至2015年12月31日
 止年度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1.33分） – 8,000

  

於中期期末後，董事已決定宣派每股0.57港仙（相當於人民幣0.5分）之中期股息（截至2016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就於2017年6月30日已發行股份而言合共人民幣3,000,000元，
將以現金方式支付予於2017年9月8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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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4,728 2,609
  

預付款項 11,227 12,909
其他應收款 3,267 3,392

  

14,494 16,301
  

合計 19,222 1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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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4,624 2,609
超過90日 104 –

  

4,728 2,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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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10,142 7,440
  

客戶墊款 15,761 4,495
增值稅、資源稅及其他應付稅項 11,185 9,912
在建工程及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其他應付款 13,328 12,330
評估及勘探資產的其他應付款 304 304
應計開支 2,210 3,132

  

42,788 30,173
  

52,930 37,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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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6月30日

2016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30日 4,772 5,343
31至60日 3,091 1,119
61至90日 751 –
91至180日 342 414
超過180日 1,186 564

  

10,142 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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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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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我們的全資附屬公司，我們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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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精礦、硫精礦以及金與銀
的副產品。

營運業績

下表載列了新莊礦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與2016年同期相比各類產品的銷
量。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產量 2016年產量 變動

（噸） （噸） (約%)

銅精礦所含銅 1,715 1,382 24.1
鋅精礦所含鋅 2,445 1,275 91.8
鐵精礦 62,133 51,361 21.0
硫精礦 77,614 61,219 26.8
鉛精礦所含鉛 652 165 295.2
精礦所含金（千克） 64 40 60.0
精礦所含銀（千克） 5,369 3,398 58.0

下表載列了新莊礦截至2017年及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各自的採礦及選礦量。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產量 2016年產量 變動

（噸） （噸） （約%）

期初礦石 5,171 15,082
礦石開採 374,768 279,430 34.1

  

合計礦石開採 379,939 294,512
  

選礦 373,610 290,125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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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量及各類產品銷量的大幅增長主要由於我們因完成新莊礦擴建計劃及市場需求增加
而增加的產能所致。

擴建現有礦場

我們已完成新莊礦的主要提升項目，並按照擴建計劃達到採礦能力及選礦能力600,000
噸╱年（「噸╱年」）（如本公司日期為2012年6月28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所披露）。

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宜豐萬國已與中國瑞林工程技術有限公司訂立一份協議，就
新莊礦至900,000噸╱年的擴建計劃進行可行性研究。本集團預期於2017年年底收到該可
行性研究報告，並展開有關擴建計劃，以進一步擴充新莊礦的產能。

擴建周邊地區

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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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大量額外確定的礦產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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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莊礦的探礦工作增加了本集團的地質儲量，並進一步印證了該礦區的水文地質條件。
宜豐萬國亦已委任長沙礦山研究院進行採礦實驗，研究移除該礦區的防水礦柱的可能
性。本集團於2017年6月底收到的報告顯示該等部份防水礦柱可予移除，新莊礦礦資源
將因此增加2.6百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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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擴建

收購西藏昌都縣 地礦業有限公司（「西藏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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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先生及文保林先生（統稱「賣方」）簽訂了兩份股權轉讓協議
（「收購協議」）。根據該等協議，宜豐萬國及香港捷達已有條件地同意收購及賣方已有條
件地同意出售西藏昌都51%的權益，代價為合共人民幣239.7百萬元。

然而，賣方尚未達成收購協議的先決條件，即於2014年9月30日（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8
月29日的通函中披露的本公司最後付款日期）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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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本公司業務及為本公司股東（「股東」）回報最
大化，已有條件地同意賣方建議，按照收購協議的經修訂條款（「經修訂條款」），繼續該
收購。經長沙仲裁委員會於2015年10月8日進行的談判及調解，本公司及各賣方已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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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本集團為該收購節省了人民幣44.7百萬元或約18.6%。

於2017年7月13日，上述收購已完成。西藏昌都自此成為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而本集團應佔51%權益。

成立合資公司

於2017年6月1日，萬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萬豐」）（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大
冶潤陽礦業有限公司（「大冶潤陽」）及建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建豐」）訂立合資協議（「合
資協議」），內容有關在中國湖北省大冶市成立湖北萬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湖北萬
國」），其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0,000元。根據合資協議之條款，萬豐、大冶潤陽及建
豐將會分別向湖北萬國的註冊資本注入人民幣5,500,000元、人民幣4,200,000元及人民幣
300,000元的資金，而湖北萬國亦將分別由萬豐、大冶潤陽及建豐擁有55%、42%及3% 
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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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現時的計劃，湖北萬國將主要經營石灰石產品採選和銷售。董事相信，湖北萬國能使
本集團現存業務多元化，開拓潛在增長顯著的新市場。因此亦有利提升本集團的收入及
溢利。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6月9日之公告。

於本公告日期，湖北萬國正在投標當地政府的石灰石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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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分別於區
域項目及採礦區項目進行勘探活動。區域項目及採礦區項目均為雪峰礦業擁有。

於2016年年底，本集團已完成初步測量及探測。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
已決定將資源用於其他方向，暫停區域項目及採礦區項目的進一步勘探。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正就可能的勘探活動的接受條款及細則與雪峰礦業進行磋商，以
促進與雪峰礦業的進一步合作。

建議收購一個所羅門群島金礦的55%權益

於2017年7月16日，本公司與祥符資源有限公司（「祥符資源」）簽訂股份買賣協議（「買賣
協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地同意收購及祥符資源有條件地同意出售1,000股祥符金岭
有限公司（「祥符金岭」）股份中的611股（佔祥符金岭的61.1%權益），代價為58.35百萬澳
元。根據買賣協議條款，本公司同意預計最多50百萬澳元的建築、機械安裝及其他相關
工程以繼續對黃金提取、選礦及生產項目重建（「重建工程」）及管理及維護開支（「管理維
護開支」）的承諾。因此，本公司對收購事項和重建工程及管理維護開支承擔的總金額為
108.35百萬澳元。

金岭項目為關於金礦的勘探及營運項目，該礦位於瓜達康納爾島中央山脈Chaunapaho山
北坡下部。金岭礦床是與低硫型侵入岩有關的淺成低溫熱液型金礦，由5個已知礦床組
成，分別是Valehaichichi、Charivunga、Namachamata、Kupers及Daw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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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目由30平方公里的採礦權(No. 1/1997）及周圍130平方公里的探礦權(SPL 194）組成。
下表為由獨立技術專家根據JORC守則編製的金岭礦的資源量估算。

金岭礦物資源量（2016年8月），報告於0.5克╱噸黃金的邊界品位

礦床 探明 控制 推斷 合計

千噸
黃金

克╱噸 千噸
黃金

克╱噸 千噸
黃金

克╱噸 千噸
黃金

克╱噸

Valehaichichi 434 1.26 3,118 1.28 867 1.48 4,419 1.32
Namachamata 166 2.03 457 1.66 146 1.36 769 1.68
Charivunga – – 8,437 1.51 16,905 2.06 25,342 1.88
Kupers 2,640 1.50 7,662 1.18 3,004 1.30 13,306 1.27
Dawsons 1,056 1.42 15,932 1.30 2,895 1.60 19,883 1.35
合計 4,296 1.48 35,606 1.33 23,817 1.88 63,719 1.52

於本公告日期，建議收購之先決條件尚未達成，本集團現正進行盡職調查。由於該項目
擁有豐富的黃金儲備，預期完成後本集團將進一步開採及整修選礦廠，可為本集團貢獻
銷售收入和溢利。與大部分其他商品不同，近年黃金表現穩定，預期在未來經濟波動的
影響下，可為本集團提高收入穩定性。

董事認為，買賣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屬一般商業條款及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
東的整體利益。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7月17日的公告。

財務回顧

收入

本集團整體收入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85.0百萬元增加約93.5%至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64.5百萬元。增加主要由於期間所出售的精礦量及售
價上升所致。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分別出售1,715噸銅精礦所含的銅、62,133噸鐵精礦
及77,614噸硫精礦，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1,382噸、51,361噸及61,219噸分別
增加約24.1%、21.0%及26.8%。增加主要由於生產技術提升及因擴建計劃產能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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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銅精礦所含的銅、鐵精礦及硫精礦的平均價格分別約為
每噸人民幣32,678元、人民幣451元及人民幣102元，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
噸分別約人民幣24,956元、人民幣282元及人民幣153元，分別上升約30.9%、59.9%及下
降約33.3%。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大部分金屬價格持續上升。本公司董事認
為，有關增幅主要由於供應不足及行業復甦所致。

銷售成本

我們的銷售成本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60.6百萬元增加約50.3%至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91.1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根據法定規定增加的銷量
及安全生產費用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整體毛利為約人民幣73.4百萬元，較截至2016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4.4百萬元增加約200.8%。整體毛利率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約28.7%上升至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44.6%。該增幅主要由於精礦售價
增長所致。

其他收入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的其他收入主要包括銀行利息收入約人民幣0.3百萬
元，以及政府授予宜豐萬國有關採礦技術改進的補助及津貼約人民幣0.6百萬元。其他收
入較2016年同期上升約人民幣0.4百萬元，乃由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銀行利息
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虧損）

我們的其他收益（虧損）減少約人民幣0.5百萬元，當中主要包括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由於澳元及港元兌人民幣錄得未變現匯兌虧損約人民幣0.1百萬元。截至2016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由於澳元兌人民幣增值，因而錄得未變現外匯收益約人民幣0.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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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與分銷開支

我們的銷售與分銷開支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1百萬元增加約81.8%，
至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0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銷量及客戶數量上
升令運輸費用上升所致。

行政開支

我們的行政開支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3.3百萬元增加約13.5%至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5.1百萬元。該增加主要由於與業務增長有關的員工薪
金增加所致。

融資成本

我們的融資成本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7.6百萬元增加約15.8%至截至
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8.8百萬元，主要由於銀行借款的利息開支上升所致。

所得稅開支

我們的所得稅開支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6.0百萬元，包括應付中國企
業所得稅約人民幣14.2百萬元、應付預扣稅約人民幣1.9百萬元及遞延稅項抵免約人民幣
0.1百萬元。我們的所得稅開支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2.5百萬元，包括
應付中國企業所得稅約人民幣2.6百萬元及遞延稅項抵免約人民幣0.1百萬元。

我們的所得稅開支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有所上升，乃主要由於經營溢利增加以
致中國企業所得稅開支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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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3.6%或約人民幣31.5百萬元，由截至2016年
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1.1百萬元至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2.6百萬
元。我們的淨溢利率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1.3%增至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約19.8%，主要由於已售精礦的溢利率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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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與財務資源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約為人民幣71.2百萬元
（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人民幣16.4百萬元），而於2017年

6月30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人民幣27.2百萬元（於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
8.8百萬元）。銀行結餘及現金中，約人民幣0.9百萬元（於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0.7百
萬元）以港元及澳元計值。有關升幅乃由於經營溢利增加所致。

於2017年6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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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38.1%。於2016年12月31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約為
45.0%。資產負債比率下降主要由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償還銀行借款約人民幣
67.3百萬元及償還一間附屬公司一名前非控股股東約人民幣16.0百萬元所致。

銀行借款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有抵押銀行借款合計為人民幣125.9百萬元，到期日介乎一年
至兩年，實際利率為5.69%。

資本支出

資本支出主要包括購置採礦設備、擴充礦石選礦設施、建造採礦構築物、辦公室物業的
費用、收購附屬公司的已付按金以及勘探及評估資產款項。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已產生資本支出約人民幣10.9百萬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37.4百
萬元）。

訂約責任及資本承擔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已就本集團若干物業訂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應付租賃款項
約為人民幣0.5百萬元。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本承擔約為人民幣127.5百萬元，較於2016年12月31日約
人民幣122.5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5.0百萬元，主要由於就湖北萬國應付的註冊資本所致。

或然負債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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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2017年6月1日，本公司與另外兩名訂約方就成立湖北萬國訂立合資協議，註冊資本為
人民幣10,000,000元。根據合資協議的條款，本集團將向湖北萬國註冊資本注資人民幣
5,500,000元並擁有湖北萬國55%權益。於本公告日期，該註冊資本尚未支付及湖北萬國
正在投標當地政府的石灰石項目。

除上文披露者外，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
營公司的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2017年7月13日，於報告日期後，本集團已完成收購西藏昌都，自此，西藏昌都成為
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而本集團應佔51%權益。

重要投資以及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的未來計劃

除本公告內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重要投資或增添資本
資產的任何計劃獲董事會批准。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賬面值約為人民幣87.4百萬元的預付租賃款項、採礦權及樓宇
（於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89.7百萬元）已予抵押，以取得本集團的銀行借款及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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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報告期內人民幣兌港元及澳元的波動有限，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
面臨重大不利外匯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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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

我們以人民幣計值的銀行借款是按參考中國人民銀行（「人行」）設定的利率所釐定的息率
向國內的商業銀行借貸。我們的銀行貸款的利率可能因貸款人按人行的基準利率的變動
而作出調整。我們承受因我們的短期及長期銀行借款的利率變動而產生的利率風險。基
準利率上升將令我們的銀行貸款的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將增加我們在未償還借款方面的
開支及新借款的成本，因而可能對我們的財務業績造成重大不利影響。我們並無使用任
何利率掉期或其他衍生工具對沖利率風險。

中期股息

董事會宣派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每股人民幣0.50分（相當於約0.57港仙）之中期股
息（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佔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約9.2%）
予於2017年9月8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根據本公司於2017年6月30日之已發行
股份數目，分派總額約人民幣3.0百萬元。擬派中期股息預期將於2017年11月3日派付。
股息並無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計為負債。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向於2017年9月8日（星期五）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支付中
期股息。本公司將自2017年9月6日（星期三）至2017年9月8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釐定有權獲派中期股息之股東身份。為符合資格獲擬派中
期股息，所有股票及填妥背面或另頁之過戶表格，須不遲於2017年9月5日（星期二）下午
四時三十分前，送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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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股權計劃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購股權獲授出、行使、屆滿或失效，且購股權計劃
下並無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人力資源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僱有約330名僱員。薪酬是按照公平原則，經參考市況及個人
表現而釐定及作出檢討。

本集團亦向其於中國的僱員提供其他福利，包括醫保及退休福利。本集團於香港的僱員
亦有參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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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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球領先的中型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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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計劃於未來數年將我們的產能進一步提升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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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回報。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已完成收購西藏昌都51%股權、就可能進行石灰石項目成
立湖北萬國及就建議收購金礦進行盡職審查以及於澳洲的勘探工作。

展望

隨著礦業的數年低迷，金屬價格自2016年第四季度觸底反彈。受強勁需求（特別是中國
的製造及基建開支）及供應限制所推動，金屬價格與去年同期相比明顯上漲。本集團預
計由於2017年下半年更多的供應限制及旺盛需求，金屬價格將持續上升。

勘探、開發及採礦業務

礦產勘探

於2017年上半年，新莊礦的勘探活動在4-23勘探線範圍內。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我們已完成地下地質鑽探6,214.7米的工作，鑽孔大小為60-90毫米，我們亦已完成
巷道掘進529.3米及完成坑道編錄5,987.5米。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並無產生礦產勘探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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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就新莊礦擴建計劃產生開發支出約人民幣10.9百
萬元，主要包括：

採礦系統： 完成提升運輸、通風、回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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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開始上述核心系統的竣工驗收評價。

開發支出的明細如下：

人民幣（百萬元）

採礦構築物 7.2
辦公大樓 0.1
選礦廠之機器及電子設備 3.5
汽車 0.1

 

10.9
 

採礦業務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我們於新莊礦選礦礦石總量為373,610噸。我們精礦產
品的銷量分別為1,715噸銅精礦所含的銅、62,133噸鐵精礦、2,445噸鋅精礦所含的鋅、
77,614噸硫精礦、30公斤銅精礦所含的金、2,632公斤銅精礦所含的銀及617公斤鋅精礦
所含的銀。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採礦及選礦活動產生的開支分別為
人民幣55.3百萬元（2016年6月30日：33.5百萬元）及人民幣26.5百萬元（2016年6月30日：
17.5百萬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採礦及選礦活動的每噸開支分別為每噸人
民幣147.5元（2016年6月30日：每噸人民幣119.8元）及人民幣70.9元（2016年6月30日：每
噸人民幣6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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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致力保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並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重大守則條文，惟偏離下文所
述的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守則條文有關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予區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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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清先生除擔任本公司主席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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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履歷資料變更

沈鵬先生，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於2017年6月辭任Carabella Resources Limited董事
職務。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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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的交易規定準
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
月均已遵守標準守則及行為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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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

由審核委員會審閱賬目

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沈鵬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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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程序、風險管理
及內部監控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並認為有關業績已按照相關會計準則編製，本公司亦已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當中
作出適當披露。

本集團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
方會計師行審閱。

刊載中期業績公告及中期報告

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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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期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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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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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