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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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Vanadium Titano-Magnetite Mining Company Limited
中國釩鈦磁鐵礦業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93）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收入約為人民幣715.7百萬元，較2016年同期的約人民幣
1,184.8百萬元減少人民幣469.1百萬元或39.6%。

•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70.0百萬元，較2016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5
百萬元急增。報告期的毛利率約為9.8%，較2016年同期的毛利率約0.2%有顯著
改善。

• 報告期內的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25.6百萬元，較2016年同期的約人民幣46.4百
萬元減少人民幣20.8百萬元或44.8%，主要由於報告期內實行成本控制及停產
開支（包括與若干生產設施恢復生產有關的員工成本及間接成本）下降所致。
報告期內的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約為人民幣55.9百萬元，較2016年同期的約人
民幣81.9百萬元減少人民幣26.0百萬元或31.7%，乃由於可轉換票據於進行內
部評估後公平值下跌所致。

• 報告期內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約為人民幣111.3百萬元，
而2016年同期則約為人民幣217.5百萬元。

• 報告期內的本公司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股份基本及攤薄虧損約為人民
幣5分，而2016年同期則約為人民幣10分。

•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報告期內的中期股息（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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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財務資料連同相應期間的
比較資料如下：

中期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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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15,668 1,184,766
銷售成本 (645,645) (1,182,287)

毛利 70,023 2,479

其他收入 618 236
銷售及分銷開支 (35,817) (32,926)
行政開支 (25,626) (46,418)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9 (8,843) (31,302)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減值虧損 11 (20,000) –
按公平值計量而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
公平值虧損 10 (55,907) (81,948)

其他開支 (5,786) (3,349)
融資成本 (30,412) (29,897)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1,830) –

稅前虧損 4 (113,580) (223,125)

所得稅抵免╱（開支） 5 (1,601) 5,366

期內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115,181) (217,759)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11,327) (217,547)
非控股權益 (3,854) (212)

(115,181) (217,759)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6 人民幣(0.05)元 人民幣(0.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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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
2017年6月30日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 643,076 648,556
無形資產 7 1,427,996 1,430,373
預付土地租賃款 7 35,982 36,535
預付款項及押金 8 7,282 7,521
預繳款項 156 156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35,830 –
遞延稅項資產 37,966 39,567

非流動資產總值 2,188,288 2,162,708

流動資產
存貨 240,156 266,536
應收賬款及票據 9 298,256 321,675
預付款項、押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09,304 100,222
按公平值計量而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0 53,710 109,617
應收關連方款項 3,138 65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596 19,740

730,160 818,448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11 280,000 300,000

流動資產總值 1,010,160 1,118,44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2 172,858 179,26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540,586 536,899
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 13 873,758 873,458
應付關連方款項 2,247 2,244
應付稅項 3,610 3,610
應付股息 1,801 1,801

流動負債總額 1,594,860 1,597,277

流動負債淨額 (584,700) (478,82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03,588 1,683,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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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 13 353 653
復原撥備 11,035 10,670
其他應付款項 601 601

非流動負債總額 11,989 11,924

資產淨值 1,591,599 1,671,955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4 191,281 182,787
儲備 1,050,390 1,135,386

1,241,671 1,318,173
非控股權益 349,928 353,782

權益總額 1,591,599 1,671,955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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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財務資料附註
2017年6月30日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2008年4月28日在開曼群島根據公司法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
的註冊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德輔道中166-168號E168大廈4樓A室。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主要從事採礦、礦石洗選、含釩鐵精礦、普通鐵精礦與鈦精礦的銷售、煤炭
及鋼鐵買賣，以及策略性投資管理。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性質於報告期內概無任何重大變動。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完成收購Mancala Holdings的49%股本權益，購買代價為38,200,000港元。
購買代價透過支付現金代價3,20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2,835,000元）以及配發及發行
95,890,410股本公司新股份支付。Mancala澳洲的主要業務為提供專業開採服務，當中包括天井
鑽探、豎井開挖、工程服務及其他開採服務。

董事認為，合創國際（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母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

2.1 編製基準

報告期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財務資料已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未經審核中期簡明財務資料並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並應與本集團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持續經營基準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產生綜合淨虧損人民幣115,181,000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
幣217,759,000元）。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人民幣584,700,000元（2016年12

月31日：人民幣478,829,000元）。

有鑒於此，董事在評估本集團會否具備足夠財務資源以持續經營時已考慮本集團未來的流動性
及表現，以及其可用財政來源。為改善本集團的流動性及現金流以持續經營，本集團已經或正
在執行以下措施：

(a)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借貸總額為人民幣874,111,000元，其中人民幣873,758,000元
將於由2017年6月30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到期。管理層一直與中國多間銀行磋商借貸續期，
因此有合理理據相信本集團有可能可以於短期銀行貸款到期時將貸款延期。

(b) 本集團正採取必要措施，透過與潛在買家簽訂框架協議，加快按參考性出售價格出售黑
谷田洗選廠，預期交易將於2017年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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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集團正密切跟進可轉換票據的可收回性，並考慮採取其他可能進行的行動，包括就贖
回可轉換票據對可轉換票據發行人採取強制執行的行動。

(d) 在目前的不明朗市況下，本集團已採取必要行動收回未支付及若干已減值的應收賬款，
包括終止供應合約、磋商還款期及尋求法律意見。

(e) 本集團將積極落實多項策略性計劃，提升財務表現及經營現金流量，當中包括資產優化
計劃，以及縮減多餘產能、裁減冗員、削減營運開支等精簡營運措施。

經計及管理層所編製涵蓋本集團由報告期末起計十二個月期間的現金流預測，並考慮到上述因
素、計劃、行動及措施後，董事有合理理據相信，在無不可預見的情況下，本集團將具備足夠的
營運資金以撥付其營運所需及於可見將來履行到期的財務責任。因此，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
集團報告期的中期簡明財務資料對董事而言仍屬可接受及合適。

倘持續經營的假設因任何理由或因情況轉變而變得不合適，則可能須作出必要的會計調整，以
反映資產可能需要按與目前於綜合財務狀況表所記賬者不同的金額變現的情況。此外，本集團
亦可能須預提額外負債或就額外負債（包括在有關情況下可能產生的或然負債）計提撥備，並
因而可能須按可變現價值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視情況
而定）。

2.2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除採納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就由2017年1月1日開始的財政年度強制首次採納的多項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修訂外，編製本中期簡明財務資料時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6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時依循者一致。採納該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集團的財
務狀況或表現並無構成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3. 收入

收入（亦即本集團的營業額）指已售出貨品的發票淨值，並經扣除多種政府附加費。按產品劃分
的外部客戶收入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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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釩鐵精礦
－自產產品 189,515 26.5 122,636 10.4
－買賣 – – 33,041 2.8

普通鐵精礦 35,433 5.0 42,196 3.6
高品位鈦精礦 30,475 4.2 10,393 0.9
煤炭買賣 228,858 32.0 104,176 8.8
鋼鐵買賣 231,387 32.3 872,324 73.5

715,668 100.0 1,184,76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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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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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售出存貨成本 645,645 1,182,287

就以下項目確認的減值虧損：
應收賬款 9 8,843 31,302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11 20,000 –

已確認減值虧損總額 28,843 31,302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薪酬及最高行政人員
薪酬） 31,450 29,314

折舊及攤銷開支 7 29,756 44,633
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 3,060
經營租賃租金 555 276
核數師酬金 950 950
按公平值計量而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
公平值虧損 10 55,907 81,948

5.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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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遞延
期內開支╱（抵免） 1,601 (5,366)

根據「西部大開發政策」，阿壩礦業、會理財通及秀水河礦業享有15%優惠稅率至2020年12月31
日，並於報告期按1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本集團其他位於中國內地的子公司須就報告
期產生的應課稅利潤按2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6.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股份虧損乃根據報告期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人民幣111,327,000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
止六個月：人民幣217,547,000元）及報告期的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2,138,927,000股（截至2016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2,075,000,000股）計算。

由於在截至2016年及2017年6月30日止各六個月期間，本公司尚未行使的股份期權的行使價高
於本公司股份的平均市價，故並無就截至2016年及2017年6月30日止各六個月期間呈列的每股
股份基本盈利金額作出任何攤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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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以及預付土地租賃款

於報告期內，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以及預付土地租賃款的變動如下：

物業、
廠房及設備 無形資產

預付土地
租賃款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a)）

於2017年1月1日的賬面金額 648,556 1,430,373 36,535
添置 18,160 3,186 –
報告期的折舊╱攤銷開支（附註4） (23,640) (5,563) (553)

於2017年6月30日的賬面金額 643,076 1,427,996 35,982

附註：

(a) 於2017年6月30日，白草鐵礦、秀水河鐵礦及毛嶺鐵礦的採礦權（賬面淨額分別為人民幣
30,720,000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32,201,000元）、人民幣1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
幣248,000元）及人民幣23,145,000元（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23,543,000元））已經質押，
作為本集團銀行貸款的擔保。

8. 預付款項、押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流動部分：
預付款項包括：
購買原材料及服務 9,773 6,933
公用服務 2,819 3,440
道路使用權預付款項 45 45
預付剝離及開採費 (a) 53,641 56,757
預付運輸費 3,990 3,217
其他預付款項 10,266 9,049

押金 (b) 9,483 9,483
其他應收款項包括：
公用服務 11,743 6,066
其他應收款項 7,544 5,232

109,304 100,222

非流動部分：
道路使用權預付款項 694 739
環境修復押金 6,588 6,782

7,282 7,521

預付款項、押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116,586 10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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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2017年6月30日，該結餘包括就秀水河鐵礦及白草鐵礦的剝離及開採活動預付予一名獨
立第三方承包商的剝離及開採費，以獲得上述承包商提供較低的剝離及開採費率。

(b) 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6年12月31日的結餘指有關本集團根據其與Sapphire Corporation 
Limited（「Sapphire Corporation」）訂立的一份權益轉讓框架協議收購Mancala Holdings 
49%股本權益的可退還押金。

9. 應收賬款及票據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應收賬款 636,005 583,081
減值 (337,749) (328,906)

應收賬款，已扣除減值 298,256 254,175
應收票據 – 67,500

298,256 321,675

本集團與客戶的貿易條款大多屬賒賬形式。鑑於市況不景，本集團報告期內給予銷售自產產品
的客戶九個月的信用期，並給予貿易客戶三個月的信用期。應收賬款為不計息及無抵押。

於各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應收賬款（扣除減值）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3個月內 228,295 197,803
3至9個月 57,534 962
9至12個月 4,622 –
超過1年 7,805 55,410

298,256 254,175

應收賬款減值撥備的變動如下：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於1月1日 328,906 264,041
已確認的減值虧損（附註4） 8,843 64,865

337,749 32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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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個別減值的應收賬款及被視為已減值的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既無逾期亦無減值 229,558 198,765

到期及已減值的金額，已扣除撥備
－逾期3個月至9個月 56,271 –

－逾期9個月至1年 12,427 55,410

298,256 254,175

董事認為，由於可進一步影響信貸質素的關鍵因素並無大幅改變，故於評估之時結餘被視為可
全數收回，因此無需就上述結餘進一步計提減值撥備。

10. 按公平值計量而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該結餘指本集團於2011年所認購總額為30,000,000美元、於初步確認時指定為按公平值計量而
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可轉換票據。可轉換票據由發行人發行。可轉換票據的原到期日
為2014年11月25日。

截至2014年12月2日，本集團尚未收到發行人根據可轉換票據應付的任何部分贖回金額，導致發
生可轉換票據下的違約事件。於2015年，本集團連同其他票據持有人豁免違約事件，並根據兩
份獨立的違約豁免書，將可轉換票據的到期日由2014年11月25日延後至2015年3月25日，並進一
步延後至2015年8月25日。此外，可轉換票據全期及直至獲悉數贖回為止的持至到期日收益已由
每年20%修訂為每年25%，而本集團有權於悉數贖回可轉換票據前透過提呈一份或多份轉換通
知，隨時將全部或任何部分可轉換票據轉換為發行人擁有的目標公司股份。由於曾經延長違約
豁免期，故本集團並無收到發行人就贖回可轉換票據應付的任何部分款項。因此，於2017年6月
30日，發行人已違約。

可轉換票據公平值於截至2017年及2016年6月30日止各六個月期間的變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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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1月1日的賬面金額 109,617 221,172

期內確認的按公平值計量而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
公平值虧損（附註4） (55,907) (81,948)

於6月30日的賬面金額 53,710 13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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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轉換票據於2017年6月30日及2016年12月31日的公平值由管理層基於經無風險利率貼現的可
轉換票據估計可收回金額估計。下表呈列主要輸入值：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無風險利率（印尼）（每年%） 0.91 0.91
收回率(%) 7.00 15.66

11.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儘管本集團已針對具挑戰性的營商環境及業內嚴重產能過剩的問題採取多項營運精簡措施，
但由於黑谷田洗選廠持續以低於最佳的利用水平運作及無法達致規模經濟，故管理層已根據本
集團的策略計劃永久地終止該廠的生產。除非其後對可行性進行的技術及商業評估顯示情況有
所改善，否則管理層可實行產能優化的機會極為有限，亦無恢復此洗選廠生產的即時計劃。因
此，管理層已決定(i)逐步出售廠房及設備；或(ii)將黑谷田洗選廠全部出售。

管理層一直就廠房積極地與潛在買家協商。管理層注意到，將黑谷田洗選廠全部出售的潛在所
得款項很可能高於逐步出售廠房及設備所產生者。本集團致力實行黑谷田洗選廠的現有出售計
劃。因此，於2017年6月30日，黑谷田洗選廠繼續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並按公平值減出售成本
記賬。

非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280,000 300,000

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包括賬面金額為人民幣435,355,000元的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賬面金額為人民幣3,534,000元的預付土地租賃款）已撇減至其總公平值減
出售成本人民幣280,000,000元，因而產生累計虧損人民幣158,889,000元，其中人民幣20,000,000
元及人民幣138,889,000元已分別計入報告期（附註4）及過往年度的損益內。

於2017年6月30日，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的非經常性公平值計量被視為第二層（2016年12月31
日：第二層），原因是其根據非活躍市場的報價得出。

12. 應付賬款及票據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應付賬款 170,727 177,134
應付票據 2,131 2,131

172,858 17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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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或發出日期，本集團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180天內 39,646 40,969

181至365天 33,657 31,367

1至2年 25,244 27,971

2至3年 22,973 31,708

超過3年 51,338 47,250

172,858 179,265

應付賬款為不計息，通常於180天內結算。應付票據期限為180天。

13. 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
有抵押 (a) 428,992 428,992
無抵押 (b) 443,866 443,866

其他貸款，無抵押 (c) 1,253 1,253

874,111 874,111

須於下列期間償還的銀行貸款：
一年內 872,858 872,858

須於下列期間償還的無抵押其他貸款：
一年內 900 600
第二年 353 653

1,253 1,253

銀行及其他貸款總額 874,111 874,111
分類為流動負債的結餘 (873,758) (873,458)

分類為非流動負債的結餘 353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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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於2017年6月30日的結餘包括(i)由上海浦東發展銀行（「浦發銀行」）成都分行向秀水河礦
業提供固定年利率為5.88厘的計息銀行貸款人民幣120,000,000元。按照秀水河礦業與浦
發銀行訂立的銀行貸款協議，秀水河鐵礦的採礦權及秀水河礦業的95%股本權益已質押
予浦發銀行；(ii)由中國建設銀行（「建設銀行」）會理支行向會理財通提供固定年利率介
乎4.35厘至5.32厘的計息銀行貸款人民幣225,000,000元，以白草鐵礦的採礦權作抵押；及
(iii)由浦發銀行成都分行向阿壩礦業提供固定年利率介乎5.19厘至5.60厘的計息銀行貸款
人民幣83,992,000元，以毛嶺鐵礦的採礦權作抵押。

(b) 於2017年6月30日，會理財通擁有建設銀行西昌支行所提供固定年利率為4.90厘的人民幣
75,000,000元無抵押計息銀行貸款。按照會理財通與建設銀行西昌支行所訂立的銀行貸款
協議，會理財通同意不向任何其他人士按揭或質押年產能為500,000噸的鐵精礦生產線，
而倘進行有關按揭或質押，則建設銀行西昌支行將擁有優先購買權。

此外，於2017年6月30日，會理財通及秀水河礦業擁有招商銀行營門口支行、中國工商銀
行（「工商銀行」）涼山分行及浦發銀行成都分行所提供固定年利率介乎4.75厘至6.0厘、分
別人民幣136,141,000元、人民幣112,725,000元及人民幣120,000,000元的無抵押計息銀行貸
款。以上無抵押計息銀行貸款由本公司提供無償擔保。

(c) 其他貸款指汶川縣國有資產投資經營有限公司授予阿壩礦業的計息貸款，以供重建受2008

年5月地震影響的生產廠房。

於2017年6月30日，其他貸款為無抵押及免息（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按年利率5.76

厘計息），其中人民幣900,000元於由2017年6月30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到期償還，而人民幣
353,000元則於2018年8月31日到期償還。

14. 股本

股份

2017年 2016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法定：
10,000,000,000股股份 880,890 880,890

已發行及繳足：
2,170,890,410股（2016年12月31日：

2,075,000,000股）股份 191,281 18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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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本的變動概要如下：

已發行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本
人民幣千元

於2017年1月1日 2,075,000,000 182,787

發行新股份（附註(a)） 95,890,410 8,494

於2017年6月30日 2,170,890,410 191,281

附註︰

(a) 於2017年3月3日，本公司配發及發行合共95,890,410股本公司新股份，作為收購Mancala 

Holdings 49%股本權益的部分代價。該95,890,410股股份的公平總值乃參照收購日期股份
於聯交所主板的收市所報市價釐定，為數人民幣34,825,000元，其中人民幣8,494,000元及
人民幣26,331,000元分別計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及股份溢價賬。

15. 股息

於2017年8月28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決議不派付報告期的中期股息（截至2016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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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中國經濟在重大政策改革下繼續以「新常態」步伐發展，中國政府似乎已接受以較緩
慢速度增長以換取可持續發展。雖然溫和增長政策大致符合預期，但根據中國國家統
計局的資料顯示，報告期內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6.9%，稍稍高於大部分分析員
的預期。公共基建開支及意料之外的房地產需求顯然是報告期內的中國經濟主要增
長動力，有助於穩定報告期內的鋼鐵需求。儘管情況改善，惟在較長時間內執行全國
性供給側的改革依然是處理鋼鐵業生產過剩問題的重點工作。

中國國務院（「國務院」）已將「削減工業過剩產能」納入中國第13個五年規劃內鋼鐵業
重組改革的首要任務之一。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重點工作。於2017年3月的第
12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5次會議上，政府工作報告宣佈鋼鐵產能將於2017年進一步
壓減約50百萬噸。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亦於2017年4月公佈《2017
年鋼鐵去產能實施方案》（「該方案」），向業界發出具體指引，主要建議措施包括(i)
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方式去除落後產能；(ii)關停出清資不抵債的「僵屍企業」；(iii)嚴
格執行收緊後的環保等生產標準，淘汰落後產能；(iv)取締違法產能，確保不再恢復
生產；及(v)推動行業兼併重組，加快市場整合及轉型升級。為了加快推進產業轉型升
級，該方案敦促企業按照法治化原則處置企業債務，明確資產處置政策，促進產業佈
局進一步優化。

為促進產業升級，中國政府已採取措施取締地條鋼供應。發改委於2017年初明確表
示，地條鋼必須立即停產，並將2017年6月30日定為清除地條鋼產能的限期。中國政府
致力取締地條鋼產能，並實施其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措施，有效地以較大幅度壓減過
剩鋼鐵產能。國務院於2017年7月公佈壓減過剩鋼鐵產能的最新進度，2017年首五個
月共削減42.4百萬噸鋼鐵產能，達成年度目標的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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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鋼鐵供應下跌及需求上升令報告期內市況復甦，鋼鐵價格回暖。中國物流與採
購聯合會資料顯示，中國鋼鐵板塊的採購經理指數（「採購經理指數」）由2017年1月的
49.7%上升至2017年6月的54.1%，升穿50點的盛衰分界線。然而，取締地條鋼產能同時
令廢鋼供應過剩及價格下挫，促使鋼鐵生產商更多以廢鋼取代鐵礦石作為原材料。因
此，鐵礦石需求仍然疲弱，價格受壓。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編製的中國鐵礦石價格指數
由2017年1月底的289.93下滑21.1%至2017年6月底的228.79。2017年5月，中國港口進
口鐵礦石庫存達到逾140百萬噸的歷史高位，反映鐵礦石供求失衡情況依然顯著。

至於鈦行業方面，由於四川政府實施嚴格的環保標準，未能符合該等標準的部分鈦生
產商被關閉，因此2017年初的鈦供應出現短缺，暫時性推高鈦精礦價格，惟仍然大幅
波動。攀枝花的高品位鈦精礦（超過46%鈦含量）由2017年1月底的每噸人民幣1,580元
至人民幣1,650元攀升至2017年4月的每噸人民幣1,800元至人民幣1,900元。然而，由於
需求轉弱，故有關價格於2017年6月底回落至每噸人民幣1,250元至人民幣1,350元。

基於上文所述及通過控制成本，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財務表現較2016年同期有所改
善，毛利增加而開支減少，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得以收窄。然而，
除非鋼鐵的需求在可持續的基本因素支持下增加，否則本集團仍抱持審慎態度，認為
有關增長有可能消退。本集團亦注意到，由於精簡使用率過低之資產及重組業務的工
作需時，故行業近期的廠房整合所產生的正面影響不大可能即時湧現。

業務及營運回顧

概覽

誠如上文「市場回顧」所述，中國鋼鐵業於報告期內呈現若干復甦跡象，報告期內本
集團自產產品業務因價格提升及需求更趨穩定而受益。鑑於情況好轉，本集團決定減
少買賣銷售，原因在於買賣業務利潤極其微薄，促進該業務的動力有限。因此，本集
團的收入較2016年同期減少39.6%至約人民幣715.7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報告期內買賣
銷售大幅減少所致。基於買賣銷售減少，相比2016年同期，用於買賣的鋼鐵、煤炭及
鐵礦石產品採購量及銷售量總額分別約為298.8千噸及315.0千噸，減幅分別為53.6%
及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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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繼續向一名獨立第三方銷售原礦石，並為一名獨立第三方洗選含
釩鐵精礦。就會計而言，向獨立第三方銷售原礦石及提供洗選服務入賬列作「銷售自
產產品－含釩鐵精礦」。相比2016年同期，本集團自產產品的總產量有所增加，而總銷
量則有所減少。於報告期內，產量及銷量情況如下：

• 含釩鐵精礦分別約為605.3千噸及509.9千噸；

• 普通鐵精礦分別約為48.5千噸及48.0千噸；及

• 高品位鈦精礦分別約為26.2千噸及25.9千噸。

儘管總收入下跌，惟因本集團自產產品售價較高，故相比2016年同期，本集團的毛利
有所增加，約為人民幣70.0百萬元，而毛利率約為9.8%。鑑於停產開支降低，加上實行
成本控制，且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亦於進行內部評估後下降，行政開支有所減少。因
此，本集團錄得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於報告期內收窄，相比2016
年同期有所改善。

本集團目前擁有白草鐵礦、秀水河鐵礦、陽雀箐鐵礦、茨竹箐鐵礦、毛嶺－羊龍山鐵
礦、海保凼鐵礦及石溝石膏礦。此外，本集團於攀西地區擁有白草洗選廠、秀水河洗
選廠、海龍洗選廠、黑谷田洗選廠及球團礦廠，以及於阿壩州擁有毛嶺洗選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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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本集團(i)買賣銷售；及(ii)銷售自產產品的交易數量：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變動
（千噸） （千噸） (%)

(i) 買賣銷售

鋼鐵
向獨立第三方購買 66.9 367.9 -81.8

向一名獨立第三方銷售 75.7 443.2 -82.9

煤炭
向獨立第三方購買 231.9 159.2 45.7

向一名獨立第三方銷售 239.3 167.5 42.9

鐵礦石產品
向獨立第三方購買 – 116.3 -100

向獨立第三方銷售 – 128.6 -100

(ii) 銷售自產產品

含釩鐵精礦
秀水河洗選廠 275.0 321.8 -14.5
海龍洗選廠 161.6 124.0 30.3
白草洗選廠 168.7 45.2 273.2

總產量 605.3 491.0 23.3

總銷量 509.9 541.0 -5.7

普通鐵精礦
毛嶺洗選廠 48.5 60.9 -20.4

總產量 48.5 60.9 -20.4

總銷量 48.0 71.3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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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品位鈦精礦
白草洗選廠 – 16.1 -100

總產量 – 16.1 -100

總銷量 – – 不適用

高品位鈦精礦
秀水河洗選廠 – 15.8 -100
白草洗選廠 26.2 – 不適用

總產量 26.2 15.8 65.8

總銷量 25.9 19.1 35.6

可轉換票據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繼續密切跟進發行人因本集團於印尼一個礦場的投資而欠負Sure 
Prime Limited（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的可轉換票據的可收回性。於本公佈日期，儘管
本公司與發行人進行廣泛討論，惟尚未取得有關贖回可轉換票據的重大進展。有鑑於
此，在本集團於各個報告日期為分配會計公平值而進行的內部評估中，管理層已採取
保守態度評估可轉換票據的可收回金額。基於有關考量，於報告期內就可轉換票據確
認的估計公平值虧損為人民幣55.9百萬元，而可轉換票據於2017年6月30日的賬面值
約為人民幣53.7百萬元。本集團將繼續採取必要行動，包括就贖回可轉換票據徵求法
律意見及採取法律行動。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變動
（千噸） （千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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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於2017年6月30日，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約為人民幣280.0百萬元，指黑谷田洗選廠
的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土地使用權，已按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記賬。誠如本公司於2015
年年報所說明，除非其後對可行性進行的技術及商業評估顯示情況有所改善，否則管
理層仍會根據本集團的策略計劃永久終止黑谷田洗選廠的生產。因此，管理層已決定
(i)逐步出售廠房及設備；或(ii)將黑谷田洗選廠全部出售。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仍就建
議出售積極尋求合適的潛在買家及策略性夥伴。此外，本集團於收購Mancala Holdings
的重大權益後已邀請外國礦業專家檢討與潛在買家進行交易的建議，並就礦場的技
術方面尋求Mancala澳洲的意見。截至本公告之日，本集團致力實行黑谷田洗選廠的
現有出售計劃。於2017年6月30日，黑谷田洗選廠仍然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並繼續
按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記賬。

收購Mancala Holdings的49%股本權益

於2016年12月30日，本公司宣佈與Sapphire Corporation訂立買賣協議，據此，Sapphire 
Corporation已有條件地同意出售而本公司已有條件地同意購買2,940,000股Mancala 
Holdings（Sapphire Corporation當時的全資子公司）股份，佔Mancala Holdings全部已發
行股本49%，總代價為38,200,000港元，將透過支付現金代價3,200,000港元（相等於約
人民幣2,835,000元）以及按發行價每股代價股份0.365港元向Sapphire Corporation配發
及發行總值35,000,000港元的代價股份支付。收購已於2017年2月28日落實完成，而代
價股份已根據本公司的一般授權發行，並在所有方面均與所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有
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12月30日及2017年2月28日的公告。收購事
項構成本集團的技術技能改進及業務領域多元化戰略計劃的一部分。

財務回顧

收入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收入約為人民幣715.7百萬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
民幣1,184.8百萬元），較2016年同期減少39.6%，主要是由於買賣銷售大幅減少所致，
惟減幅部分被本集團自產產品銷量上升抵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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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採礦及剝離承包費、材料、人工、能源及其他公用服務、維修及維
護、折舊及攤銷以及買賣業務的採購成本。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約為人民
幣645.6百萬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182.3百萬元），較2016年同期
減少45.4%，主要是由於為買賣而進行的採購減少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由於本集團自產產品的售價上升及利潤微薄的買賣銷售大幅減少，故本集團於報告
期內毛利增加，錄得約人民幣70.0百萬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5百
萬元），較2016年同期急增。因此，報告期內的毛利率改善至約9.8%（截至2016年6月
30日止六個月：0.2%）。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0.2百萬元增加200.0%至報告期內約
人民幣0.6百萬元。其他收入主要包括銷售原材料及其他雜項收入。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2.9百萬元增加8.8%至報告
期內約人民幣35.8百萬元。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運輸費、物流成本、儲存及其他
行政費用。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46.4百萬元減少44.8%至報告期內約
人民幣25.6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報告期內實行成本控制及停產開支（包括與若干生產
設施恢復生產有關的員工成本及間接成本）下降所致。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3百萬元增加75.8%至報告期內約
人民幣5.8百萬元，主要是由於秀水河鐵礦為減輕雨季災害風險進行森林滑坡防治措
施，因而產生額外成本，而2016年同期則並無產生有關開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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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值虧損

減值虧損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1.3百萬元減少8.0%至報告期內約
人民幣28.8百萬元，包括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及應收賬款的減值虧損分別約人民幣
20.0百萬元及人民幣8.8百萬元。

按公平值計量而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

報告期內的金融資產公平值虧損約為人民幣55.9百萬元，乃由於可轉換票據的公平值
於進行內部評估後減少所致。於2017年6月30日，可轉換票據按公平值約人民幣53.7百
萬元記賬。

融資成本

報告期內的融資成本與2016年同期相比大致維持不變，約為人民幣30.4百萬元。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報告期內的應佔聯營公司虧損約為人民幣1.8百萬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無），乃指報告期內分佔Mancala Holdings的權益虧損。

所得稅抵免╱（開支）

報告期內的所得稅開支約為人民幣1.6百萬元，乃因動用中國子公司的稅務虧損抵銷
已變現利潤所致，而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則錄得所得稅抵免約人民幣5.4百萬
元。

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鑑於上文所述，報告期內的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約為人民幣115.2百萬元（截至2016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17.8百萬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

報告期內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全面虧損總額約為人民幣111.3百萬元（截至2016
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17.5百萬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報告期的中期股息（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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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及資本資源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截至2017年及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綜合現金流量表的若干
資料：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7年 2016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截至2016年╱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於綜合現金流量表列賬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740 187,840 
經營活動所得╱（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56,851 (113,670)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50,995) (29,74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5,856 (143,412) 

截至2017年╱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於中期綜合現金流量表列賬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596 44,428 

經營活動所得╱（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本集團的經營現金流量淨額狀況於報告期內有所改善，產生約人民幣56.9百萬元，而
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經營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約為人民幣113.7百萬
元，當中已計及(i)稅前虧損約人民幣113.6百萬元；(ii)應收賬款及票據減少約人民幣
14.6百萬元；(iii)存貨減少約人民幣26.4百萬元；及(iv)預付款項、押金及其他應收款
項增加約人民幣8.8百萬元。稅前虧損部分已被若干非現金開支抵銷，當中主要包括
(i)減值虧損約人民幣28.8百萬元；(ii)可轉換票據公平值虧損約人民幣55.9百萬元；及
(iii)折舊及攤銷約人民幣29.8百萬元。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本集團於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及報告期內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分別
約為人民幣29.7百萬元及人民幣51.0百萬元，主要是由於購置供生產用的物業、廠房
及設備項目約人民幣24.9百萬元，以及就本集團收購聯營公司及之前收購子公司支付
現金代價合共約人民幣23.0百萬元所致。

存貨分析

本集團的存貨由2016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66.5百萬元減少9.9%至2017年6月30日約人
民幣240.2百萬元，乃因為買賣而進行的採購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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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賬款及票據分析

本集團的應收賬款及票據由2016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321.7百萬元減少7.3%至2017年
6月30日約人民幣298.3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報告期內的買賣銷售減少所致。應收賬款
週轉日數約為69日（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54日）。本集團一般向其貿易客戶給
予三個月信用期，而於報告期內，買賣銷售佔總收入百分比下降。

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

於2017年6月30日分類為持作出售的資產約為人民幣280.0百萬元，指黑谷田洗選廠的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土地使用權，按公平值減出售成本記賬，當中已計及減值虧損約
人民幣20.0百萬元。

應付賬款及票據分析

本集團的應付賬款及票據由2016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179.3百萬元減少3.6%至2017年6
月30日約人民幣172.9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償還採購鋼鐵相關的應付賬款及票據所致。

流動負債淨額水平分析

本集團的流動負債淨額水平由2016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478.8百萬元上升22.1%至2017
年6月30日約人民幣584.7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可轉換票據的公平值虧損及減值虧損合
共約人民幣84.8百萬元所致。

借貸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借貸主要包括(i)由浦發銀行成都分行向秀水河礦業提供
並以秀水河鐵礦的採礦權及秀水河礦業的95%股本權益作抵押、固定年利率為5.88厘
的銀行貸款人民幣120.0百萬元；(ii)由建設銀行會理支行向會理財通提供並以白草鐵
礦的採礦權作抵押、固定年利率介乎4.35厘至5.32厘的銀行貸款人民幣225.0百萬元；
(iii)由浦發銀行成都分行向阿壩礦業提供並以毛嶺鐵礦的採礦權作抵押、固定年利率
介乎5.19厘至5.60厘的銀行貸款人民幣84.0百萬元；(iv)由建設銀行西昌支行向會理財
通提供、固定年利率為4.9厘的無抵押銀行貸款人民幣75.0百萬元；及(v)由招商銀行營
門口支行、工商銀行涼山分行及浦發銀行成都分行分別向會理財通及秀水河礦業提
供、固定年利率介乎5.6厘至6.0厘、4.75厘及5.88厘的無抵押銀行貸款人民幣136.1百萬
元、人民幣112.7百萬元及人民幣120.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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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負債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有負債。

資產抵押

於2017年6月30日，秀水河鐵礦的採礦權及秀水河礦業的95%股本權益已就人民幣120.0
百萬元的銀行貸款質押予浦發銀行成都分行。白草鐵礦的採礦權已就人民幣225.0百
萬元的銀行貸款質押予建設銀行會理支行；以及毛嶺鐵礦的採礦權已就人民幣84.0百
萬元的銀行貸款質押予浦發銀行成都分行。

外幣風險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中國，而經營交易均以人民幣進行。除若干應付專業人士的款項及
香港辦事處的行政開支以港元計值，以及可轉換票據以美元計值外，本集團大多數資
產及負債乃以人民幣計值。

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本集團須承受中國政府可能會採取行動影響匯率的風險，該等
行動可能會對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盈利及所宣派的任何股息（倘若有關股息須兌換或
換算為外幣）構成重大不利影響。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對沖交易以管理潛在的外幣波
動風險。管理層監察本集團的外幣風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的外幣風險。

下表說明對人民幣分別兌港元及美元出現5.0%變動的敏感度。5.0%乃內部向主要管
理人員匯報貨幣風險時採用的比率，並為管理層對外幣匯率合理可能變動的評估。
對本集團於各報告期末的外幣風險的敏感度分析，乃根據在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
下，就於各報告期末換算貨幣資產及負債，對本集團報告期內的稅前虧損作出人民幣
分別兌港元及美元出現5.0%變動的調整（源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及按公平值計量而
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變動）而得出：

人民幣千元

稅前虧損增加╱（減少）
倘人民幣兌港元及美元轉強 2,830
倘人民幣兌港元及美元轉弱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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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

本集團的收入及經營現金流量並不會大幅地受市場利率變動影響。除現金及現金等
價物外，本集團並無重大計息資產。本集團通過使用固定利率管理其所有計息貸款產
生的利率風險。此外，本集團並無利用任何利率掉期對沖利率風險。

合約責任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合約責任（2016年12月31日：人民幣31.3百萬元）。

資本開支

本集團的總資本開支由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人民幣35.4百萬元減少人民幣
14.1百萬元至報告期約人民幣21.3百萬元。資本開支主要包括(i)設備改進及儲存能力
升級約人民幣7.4百萬元；及(ii)建設其他項目及因收購而購置機器約人民幣12.3百萬
元。

金融工具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有本金額為30.0百萬美元的可轉換票據。於報告期內，可轉
換票據作為按公平值計量而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入賬，並於計算減值虧損約
人民幣55.9百萬元後按於2017年6月30日的公平值約人民幣53.7百萬元記賬。

借貸比率

借貸比率為金融槓桿的計量方式，按淨債務除以「總權益加淨債務」計算得出。淨債務
指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減去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並不包括就營運資金產生的負債。
權益包括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及非控股權益。於2017年6月30日，借貸比率為34.8%
（2016年12月31日：33.8%）。

前景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大致如預期般放慢，原因為中國已步入由出口主導經濟轉型
為更平衡的長遠增長模式的發展階段。於報告期內，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9%，使
市場普遍預期2017年下半年的增長率應維持穩定。此等預測有可能基於一帶一路倡
議下的持續基建開支及溫和的刺激經濟計劃，有望帶動日後鋼鐵需求向上，從近期鋼
鐵板塊採購經理指數的升幅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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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角度看，雖然基建投資預算不斷增加令人鼓舞，惟國家的債務負擔及槓桿狀況
仍然是信貸風險的密切監察指標，可能拖累結構性改革進程。循此方向發展，國內鋼
鐵行業的現行重整計劃肯定會取締及整合規模較小的生產設施，以穩定地方市場價
格及優化產能。至於中國以外的其他地方，生產商的出口機會則由於徵收重關稅及其
他限制性市場條件而受限，進而由行業自行規劃其他出口市場。再者，在行業現正進
行重大重組的同時，對環境的關注亦越發升溫，意味在收緊控制排放的規定下，需要
更大的資本投資及更高的合規成本，加重鋼鐵行業的負擔。

於2017年2月，本集團完成收購Mancala Holdings（擁有Mancala Holdings Pty Ltd.）全
部已發行股本的49%。Mancala澳洲的主要業務為提供專業開採服務，如天井鑽探、
豎井開挖、工程服務及其他開採服務，過去20年往績驕人。是項收購尤讓本集團有機
會接觸海外專業知識，同時取得有關國際認可的採礦經營效率、安全及環境管理標準
以及創新培訓方法等方面的技術知識。Mancala澳洲自此對本集團的若干業務進行技
術檢討。於實地考察期間，Mancala澳洲已就現行採礦方法向本集團提出不同升級改
進建議及給予有關採礦的環境意見，從技術層面討論礦場的產能及安全，並探索並評
估其他戰略合作及╱或合作發展礦場的機會。（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12月30日
及2017年2月28日的公告）。本集團收購Mancala Holdings一事正值中國政府強調可持
續開採發展時進行。

鄭永權先生（「鄭先生」）於2017年7月26日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為本集團的公司及業
務規劃提供新見解。鄭先生身兼Sapphire Corporation（一間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的公司，鄭先生成功使之扭虧為盈）的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鄭先生擁有豐富的
企業重組、企業融資、業務重組以及併購經驗，曾任新加坡、香港及澳洲多間上市公
司、家族企業及地區性資產擁有人的顧問及董事。

考慮到上文及行業近期於不確定市況下發展的相關不同因素，本集團繼續壓減其部
分產能，精簡業務，降低營運成本，務求取得更有效的規模經濟之餘，不斷開拓收入
來源及收窄分部虧損。就此，本集團亦尋求業務領域多元化的機會。

具體而言，時至今日，本集團相信精明地管理開採資源，提升技術及擴闊收入來源乃
令股東安心的要務。為實現此目標，本集團對抗市場風險，緊貼政策轉變，致力維持
以靈活手法應對瞬息萬變的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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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2017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1,435名僱員（2016年12月31日：1,486名僱員）。於報告
期內，僱員福利開支（包括以薪金及其他津貼形式發放的董事薪酬）約為人民幣31.5
百萬元（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9.3百萬元）。

本集團的酬金政策乃按表現、經驗、能力及市場可比較公司釐定。薪酬待遇一般包括
薪金、房屋津貼、退休金計劃供款及與本集團業績有關的酌情花紅。本集團亦為僱員
採納股份期權計劃，以參照合資格參與人士的貢獻向彼等給予嘉許及獎勵。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報告期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
管治報告（「企管守則」）的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A.2.1除外。

企管守則的守則條文A.2.1訂明，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
時兼任。本公司偏離此項守則條文，由蔣中平先生同時擔任本公司的主席及代理首席
執行官職務。於2015年5月15日，蔣中平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代理首席執行官，負責於
委任新首席執行官前承擔監督董事會所訂政策的執行情況的職責。本公司提名委員
會將考慮及物色適當人選，並盡快就委任首席執行官向董事會提供建議。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於報告期內任何時間有任何其他資料合理地顯示
本公司不符合或偏離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適用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條文。

審閱中期簡明財務資料

本公告所披露的財務資料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規定。審核委員會已討論風險管
理及內部監控事宜，並審閱本公司於報告期內的中期業績，而審核委員會認為報告期
的中期業績乃根據適用的會計準則、規則及規例編製，並已妥為作出適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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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阿壩礦業」 指 阿壩礦業有限公司，一間於2004年2月27日在中國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阿壩州」 指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白草鐵礦」 指 白草鐵礦，一個位於四川會理縣的釩鈦磁鐵礦，由會理
財通經營，採礦面積為1.88平方公里

「白草洗選廠」 指 位於白草鐵礦附近的礦石洗選廠，由會理財通經營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茨竹箐鐵礦」 指 茨竹箐鐵礦，一個位於四川會理縣的釩鈦磁鐵礦，由會
理財通經營，採礦面積為1.279平方公里

「本公司」 指 中國釩鈦磁鐵礦業有限公司，一間於2008年4月28日在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公司法」 指 開曼群島法例第22章公司法（1961年法例3，經綜合及修
訂）

「控股股東」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而就本公告而言，指合創國
際、Kingston Grand、王勁先生、石銀君先生、楊先露先
生、吳文東先生、張遠貴先生及李和勝先生、Long Sino 
International Limited、鄒華先生及姜華女士

「董事」 指 本公司任何一名或多名董事

「可轉換票據」 指 發行人根據有抵押可轉換票據購買協議發行的可轉換
票據，其條款及條件載於票據證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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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保凼鐵礦」 指 海保凼鈦鐵礦，一個位於四川攀枝花市仁和區的釩鈦磁
鐵礦，勘查面積為26.2平方公里

「海龍洗選廠」 指 位於茨竹箐鐵礦附近的礦石洗選廠，由會理財通經營

「黑谷田洗選廠」 指 位於陽雀箐鐵礦附近的礦石洗選廠，由會理財通擁有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會理財通」 指 會理縣財通鐵鈦有限責任公司，於1998年7月7日在中國
成立，並自2010年12月29日起成為中國的外商合資經營
企業，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鐵」 指 一種銀白色的、有光澤、有韌性、可延展、有磁性或可被
磁化的金屬元素，以化合物形式大量存在，主要有赤鐵
礦、褐鐵礦、磁鐵礦及角岩，在許多種重要結構材料中
用作合金的一種

「鐵精礦」 指 主要礦物成份（按價值）為鐵的精礦

「鐵礦石」 指 混合雜質（脈石）的鐵與氧混合物（氧化鐵）；是一種與
還原劑一起加熱時會成為金屬鐵的礦物

「球團礦」 指 適用於高爐的圓球狀硬化物料，含鐵量較高

「球團礦廠」 指 位於四川會理縣生產球團礦的工廠，由會理財通經營，
距離秀水河鐵礦約5.5公里

「發行人」 指 瑞通有限公司，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私人有
限公司，為有抵押可轉換票據購買協議項下的可轉換票
據發行人，且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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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ston Grand」 指 Kingston Grand Limited，一間於2007年2月20日在英屬處
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持有合創國際40%的已發行股
本

「公里」 指 公里，量度距離的十進制單位

「千噸」 指 千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Mancala澳洲」 指 Mancala Holdings Pty Ltd.及其子公司

「Mancala Holdings」 指 Mancala Holdings Limited，Mancala Holdings Pty Ltd.全
部已發行股本的法律上兼實益擁有人

「毛嶺延伸勘查區域」 指 原為毛嶺鐵礦延伸勘查許可證所覆蓋面積為2.83平方公
里（覆蓋了1.9平方公里的毛嶺鐵礦採礦面積）的獨立勘
查區域，自2012年9月起與羊龍山鐵礦合併成為毛嶺－
羊龍山鐵礦

「毛嶺鐵礦」 指 毛嶺鐵礦，一個位於四川汶川縣的普通磁鐵礦，採礦面
積為1.9平方公里

「毛嶺洗選廠」 指 位於毛嶺－羊龍山鐵礦附近的礦石洗選廠，由阿壩礦業
經營

「毛嶺－羊龍山鐵礦」 指 由毛嶺－羊龍山鐵礦勘查許可證所覆蓋總面積為11.6平
方公里的勘查區域，由毛嶺延伸勘查區域和羊龍山鐵礦
自2012年9月起合併而成，所覆蓋的採礦範圍由毛嶺鐵
礦擁有，並由阿壩礦業經營

「採礦權」 指 於批准進行開採活動範圍內開採礦產資源及取得礦產
品的權利

「百萬噸」 指 百萬噸

「票據證書」 指 可轉換票據的票據證書，載有可轉換票據的條款及條件

「礦石洗選」 指 利用物理及化學方式提取礦石中有用部分的廣義工序



32

 

「攀西地區」 指 四川的一個地區，位於成都市西南方，由攀枝花至西昌
之間的地區組成

「人民幣」 指 中國的法定貨幣

「報告期」 指 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有抵押可轉換票據
購買協議」

指 本集團與發行人於2011年5月2日訂立的有抵押可轉換票
據購買協議，據此，發行人及本集團分別有條件同意按
協議所載條款及在協議所載條件規限下發行及認購可
轉換票據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每股面值0.1港元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石溝石膏礦」 指 位於四川雅安市漢源縣的石溝石膏礦，採礦面積為
0.1228平方公里

「四川」 指 中國四川省

「平方公里」 指 平方公里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Oriental Mining and Mineral Resources Co., Ltd.，一間於
2011年4月8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及
其關連人士的獨立第三方

「鈦精礦」 指 主要成份（按價值）為二氧化鈦的精礦

「合創國際」 指 合創國際有限公司，一間於2006年7月19日在香港註冊
成立的公司，為控股股東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其領土、屬地及所有司法權區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

「秀水河鐵礦」 指 秀水河鐵礦，一個位於四川會理縣的釩鈦磁鐵礦，由秀
水河礦業經營，採礦面積為0.52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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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水河礦業」 指 會理縣秀水河礦業有限公司，一間於2007年6月26日在
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擁有95.0%股本權
益的間接子公司

「秀水河洗選廠」 指 位於秀水河鐵礦的礦石洗選廠，由秀水河礦業經營

「羊龍山鐵礦」 指 羊龍山鐵礦，一個位於四川汶川縣的普通磁鐵礦，原為
由羊龍山鐵礦勘查許可證所覆蓋面積為8.79平方公里的
獨立勘查區域，自2012年9月起與原來的毛嶺延伸勘查
區域合併為毛嶺－羊龍山鐵礦

「陽雀箐鐵礦」 指 陽雀箐鐵礦，一個位於四川會理縣的釩鈦磁鐵礦，採礦
面積為0.25平方公里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釩鈦磁鐵礦業有限公司
主席兼代理首席執行官

蔣中平

香港，2017年8月28日

截至本公告之日，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蔣中平先生（主席兼代理首席執行官）及鄭志
泉先生；非執行董事鄭永權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余海宗先生、劉毅先生及吳文
先生。

網站：www.chinavtmmin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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