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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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CNNC INTERNATIONAL LIMITED

（股份代號：2302）

中 核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中核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及二
零一八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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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187,537 717,899
銷售成本 (1,172,465) (711,694)

毛利 15,072 6,205
其他收入及匯兌收益淨額 1,107 1,910
銷售及分銷開支 (1,141) (1,224)
行政開支 (8,144) (6,623)
財務費用 (4,574) —

除稅前溢利 2,320 268
所得稅（開支）抵免 4 (37) 4,97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5 2,283 5,246

其他全面收入隨後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項目

換算為呈列貨幣產生之匯兌差額 820 648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 
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本投資之公平值收益 16,846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9,949 5,894

每股基本盈利 7 0.47港仙 1.0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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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893 15,048
勘探及評估資產 211,188 211,151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工具投資 462,931 —
為收購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工具 
之預付款 — 2,561

689,012 228,760

流動資產
存貨 274,380 100,380
應收貿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8 67,942 103,710
銀行結餘及現金 59,382 177,917

401,704 382,00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欠款 9 39,070 24,549
合約負債 64,490 15,520
銀行借款 108,086 —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1,974 1,977
應付一間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1,908 1,910
應付同母系附屬公司款項 134 117

215,662 44,073

流動資產淨值 186,042 337,9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875,054 566,694

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288,411 —

586,643 566,69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892 4,892
儲備 581,751 561,80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86,643 566,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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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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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算除外。

除下文所述外，編製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
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
一致。

  就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工具時應用新會計準則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權工具投資其後按公平值計量，其自公平值變動產生的損益於
其他全面收益確認，並於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儲備中累計；無須作減值評估。累計損益將
不重新分類至出售股本投資之損益，並將轉撥至累計虧損。

當本集團確立收取股息的權利時，該等股權工具投資的股息於損益中確認，除非有關股息明顯屬
於就該投資收回之部份成本。股息計入損益中「其他收入」的項目中。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就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於
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新訂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的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之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清償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之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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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下文所述外，於本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本集團的財
務表現及狀況，以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的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2.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的影響與變動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首次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
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相關的詮釋。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而累計影響於首次應用日期（二零一九年一月
一日）確認。

於過渡期間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應用經修訂追溯法時，本集團按個別租賃對先前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應用以下實務權宜措施（倘與相關租賃合約
有關）：

i. 依賴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評估租賃是否有價作為減
值審閱的替代方法；

ii. 選擇不會為租期於初步應用日期起計12個月內結束的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

iii. 根據於初步應用日期的事實及情況事後釐定本集團附有延續及終止權的租賃的租期。

本集團已選擇可行權宜方法，就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 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識別為租賃」的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

號，而並無對先前並未識別為包括租賃的合約應用該準則。因此，本集團並無重新評估於首
次應用日期前已存在的合約。

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於評估合約是否包含租賃
時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載的規定應用租賃的定義。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集團並無確認該等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

3. 收益及分部資料

就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而向主要營運決策人（即本集團執行董事）呈報之資料，主要集中
在本集團之產品或服務運送或提供的類別。本集團現時將其業務分為三個營運部門（即本集團用
作財務報告目的之營運分部），分別為經營礦產物業，勘探及銷售礦產物業以及供應鏈。該三個
分部為本集團所從事的三大業務。根據香港財務報表準則第8號，本集團的營運及滙報分部如下：

• 經營礦產物業 — 買賣鈾

• 勘探及銷售礦產物業 — 勘探及銷售鈾礦產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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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鏈 — 買賣電子和其他產品，包括但不限於液晶顯示器，閃存驅動器，存儲卡，金屬產
品等的交易，及提供供應鏈服務

本集團本期間及過往期間關於匯報及營運分部收入及業績之分析如下：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營礦產物業
勘探及 

銷售礦產物業 供應鏈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175,977 — 1,011,560 1,187,537

分部利潤（虧損） 3,093 (2,860) 8,085 8,318

未分配之其他收入及收益 1,107

中央行政成本 (2,531)

財務費用 (4,574)

除稅前溢利 2,320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營礦產物業
勘探及 

銷售礦產物業 供應鏈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231,274 — 486,625 717,899

分部利潤（虧損） 1,469 (3,327) 2,348 490

未分配之其他收入及收益 1,562

中央行政成本 (1,784)

除稅前溢利 268

分部利潤（虧損）指各分部產生之利潤或虧損，不包括利息收入、中央行政成本及融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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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產及負債按匯報及營運分部劃分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分部資產

— 經營礦產物業 13,647 204,636
— 勘探及銷售礦產物業 229,700 228,908
— 供應鏈 376,819 165,822

620,166 599,366

未分配企業資產 470,550 11,401

綜合資產 1,090,716 610,767

負債
分部負債

— 經營礦產物業 3,216 3,373
— 勘探及銷售礦產物業 17,611 16,425
— 供應鏈 191,569 22,629

212,396 42,427

未分配企業負債 291,677 1,646

綜合負債 504,073 44,073

就監察分部表現及分配分部間資源而言：

• 分部資產包括相關匯報分部直接應佔之物業、廠房及設備、勘探及評估資產、存貨、應收貿
易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應付欠款及銀行結餘及現金。

• 分部負債包括相關匯報分部直接應佔之應付貿易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欠款、合約
負債、應付票據以及應付最終控股公司一間中介控股公司及同母系附屬公司之款項。

4. 所得稅（開支）抵免

香港利得稅於兩個期間均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計算。由於兩個年度應課稅溢利全數被前年
度稅務虧損所抵扣，故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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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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子公司的稅率為25%。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稅收）抵免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37) —

上年度企業所得稅回撥 — 4,978

(37) 4,978

5.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311 68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161) —

匯兌收益淨額 (238) (338)
利息收入 (633) (1,562)

6. 股息

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沒有支付、宣派或建議派發股息。董事已決定不支付本中期期間的股息。

7.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盈利 2,283 5,246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數目 489,168,308 489,168,308



– 9 –

8.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30日的信貸期。以下為以發票日期為基準呈列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
並將收益確認日期接近報告期間末：

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 賬齡0至30日 46,859 21,611

其他應收款項 20,974 48,577

已付按金 109 82

預付款項 — 33,440

67,942 103,710

9. 應付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欠款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及票據款項約21,011,000港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已計入應付貿易、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欠款。該款項於報告期末的賬齡為30日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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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績

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本集團錄得天然鈾及供應鏈貿易
業務收入約港幣1,187,537,000元（二零一八年同期：港幣717,899,000元），相比去年同期
（「二零一八年同期」）收入大幅增長。收入大幅增長由於電子產品及其他產品貿易業務
收入增長所致。回顧期內錄得淨利潤約港幣2,283,000元（二零一八年同期：約港幣
5,246,000元）。回顧期內淨利潤低於二零一八年同期，乃由於(i)投資中核融資租賃有限
公司（「中核租賃」）所產生的融資成本；及(ii)回顧期內並無稅務撥備之回撥（二零一八
年同期稅務撥備撥回金額：約港幣4,978,000元）。

市場及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繼續礦產勘探及貿易、提供供應鏈管理服務，包括電子及其他產
品貿易（例如液晶顯示器、驅動器、記憶卡、金屬原材料等），以及完成對中核租賃註
冊股本18.45%的投資。儘管中美貿易戰帶來不穩定因素，本集團仍錄得營業額大幅增
長。本集團亦為投資中核租賃及貿易活動成功取得銀行貸款，以支持其業務擴張。

經營業務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收入」及「銷售成本」分別為約港幣1,187,537,000元（二零一八
年同期：約港幣717,899,000元）及約港幣1,172,465,000元（二零一八年同期：約港幣
711,694,000元），「收入」及「銷售成本」均上升約65%，產生「毛利」約港幣15,072,000元
（二零一八年同期：約港幣6,205,000元），比去年同期大幅上升約143%。收入及毛利大
幅增長是由於電子產品及其他產品貿易（包含在供應鏈分部）收入大幅增長所致。



– 11 –

於回顧期內，「其他收入及匯兌收益淨額」約港幣1,107,000元（二零一八年同期：約港幣
1,910,000元），主要來源於利息收入，比二零一八年同期下跌約42%，此乃由於本集團
在二零一九年二月動用超過港幣154,000,000元的自有資金以完成投資中核租賃，因此
可作存款以產生利息收入的資金金額減少所致。

於回顧期內，儘管收入大幅增加，「銷售及分銷開支」輕微下跌至約港幣1,141,000元（二
零一八年同期：約港幣1,224,000元）。然而，「行政開支」約港幣8,144,000元（二零一八年
同期：約港幣6,623,000元），增加約23%，此乃由於回顧期內擴充行政辦公室以管理經
擴大業務活動及探索投資機遇。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產生「融資成本」約港幣4,574,000元（二零一八年同期：無），主要
用於投資中核租賃的利息及成本。回顧期內就本集團於中國的業務營運產生中國企
業所得稅約港幣37,000元，而二零一八年同期有稅務撥備之回撥約港幣4,978,000元。

回顧期內全面收入

綜合以上各項原因，回顧期內利潤約港幣2,283,000元（二零一八年同期：約港幣
5,246,000元）。計入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收入有關換算為呈列貨幣產
生之匯兌收益約港幣820,000元（二零一八年同期：約港幣648,000元）及有關投資中核租
賃的公平值收益約港幣16,846,000元（二零一八年同期：無），回顧期內全面收入約港幣
19,949,000元（二零一八年同期：約港幣5,894,000元）。

未來策略及展望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收入錄得大幅增長，本集團會繼續發展天然鈾貿易及供應鏈管理
業務，積極擴大及多元化發展其他產品的業務活動，包括塑膠材料及金屬產品等。然
而，由於中美貿易戰為中國電子產品業務貿易增添不確定因素，二零一九年下半年供
應鏈管理業務所產生的收益可能不會如回顧期內大幅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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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刊發之公告，本集團已完成於中核租賃18.45%
權益的投資。管理層認為中核租賃的股東（包括中國核工業集團有限公司（「中核集團」）
（本集團之最終控股公司），其為核能市場的市場領導者）的市場專業知識及規模，其
能夠發展為前景看好的業務，及為其股東帶來理想回報。

本集團會繼續與蒙古國政府商議合營公司的籌備事項。儘管項目較慢的進展沒有嚴
重負面影響，因為天然鈾價格於本年度仍處於低位，本集團將致力加快進程。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本集團與中核集團之聯繫人中核產業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中核基金」）訂立訂立戰略協議，據此（其中包括），本公司有權（並非有責任）選擇參
與或投資中核基金向本公司提供的有關海外核電發展、核技術應用、核工業供應鏈和
新技術項目。憑藉中核集團於核能領域之優勢，本集團將重點專注擴大及多元化發展
業務，開發有合理回報的專案，及繼續探討其他投資機會。

人力資源管理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雇用約21名全職員工。本集團之薪酬方案乃參考個
別員工之經驗、資歷及表現而定。本集團亦確保全體員工獲提供足夠培訓以及符合個
別需要之持續專業機會。公司將進一步充實專業人員，理順工作機制，確保公司業務
發展與員工成長。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現金流出淨額約為港幣118,598,000元（二零一八年同期：約港
幣163,331,000元），主要是用於中核租賃的投資及支付存貨。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維持穩
健。本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按負債總額相對資產總值計算）乃
由於用於本集團投資及貿易活動的銀行貸款，其增加至約0.46（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約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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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一般以銀行貸款及銀行及現金結餘撥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主要由於將本集團資金用於投資，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約為港幣59,382,000
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177,917,000元），本集團未償還銀行貸款總額
為約港幣396,497,000元，利息以浮動年利率3.39%至5.00%計算（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無）。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及流動負債額分別為
約港幣186,042,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337,934,000元）及約港幣
215,662,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44,073,000元）。

股東資金總額由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港幣566,694,000元增至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之約港幣586,643,000元，主要是期內全面收入總額增加所致。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期內，除已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刊發完成出資中核租賃的公告外，本集團並無
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外匯風險承擔

本集團之收入、銷售成本開支、行政開支、融資成本、投資及借貸主要以美元、港幣、
蒙古圖格裡克及人民幣計值。蒙古圖格裡克及人民幣兌匯率波動對本集團經營成本
可構成影響。蒙古圖格裡克及人民幣以外之貨幣於回顧期內相對穩定。本集團現時並
無外幣對沖政策。然而，管理層將繼續監察外匯風險，並採取審慎措施減低匯兌風
險。本集團將於必要時考慮就重大外匯風險進行對沖。

資本結構

本集團之資本結構自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並無重大變動。

資產抵押

由本公司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理想礦業有限公司）持有之Société des Mines d’Azelik 
S.A.（「Somina公司」）之37.2%股本已抵押予銀行以取得授予Somina公司之銀行融資。
在中核租賃約18.45%的投資（「投資權益」）而作為授予本集團銀行融資的抵押品，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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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將以下項目以作抵押：(i)投資權益；(ii)中核國際（香港）有限公司（「中核國際（香
港）」）（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及投資權益的持有人）全部股本；(iii)中核租賃的股息
款項；及(iv)中核國際（香港）若干的銀行賬戶。除上文所述外，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
無抵押任何資產（二零一八年同期：除了Somina公司之股份，無）。

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就回顧期派發中期股息（二零一八年同期：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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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訂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不寬鬆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的操守準則。向全體董事作出明確
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於回顧期內已遵守標準守則及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所
採納的操守準則所載之標準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管本集團的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
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英潮先生、崔利國先生及張雷先生及一名非執行董
事李志煌先生組成。張英潮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本集團於回顧期的中期報告連同
會計準則及處理方法已經過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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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成立薪酬委員會，以釐定本公司董事酬金。薪酬委
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英潮先生、崔利國先生及張雷先生、一名執行董事程磊
先生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李志煌先生組成。崔利國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成立提名委員會，以檢討董事局架構，並物色合資
格人士成為董事局成員。提名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英潮先生、崔利國先生
及張雷先生、一名執行董事程磊先生及一名非執行董事楊朝東先生組成。楊朝東先生
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於聯交所網站披露資料

本公告之電子版本將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刊登。本公司將於適當時
候向股東寄發及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登載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報告，當中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規定之所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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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董事局
CNNC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核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楊朝東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包括非執行董事暨主席：楊朝東先生；執行董事暨行政
總裁：程磊先生；非執行董事：李志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張英潮先生、崔利國
先生及張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