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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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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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NNC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 核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02）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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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及二零一一年同期比較
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 —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3,546 4,497
行政開支 (9,212) (9,925)
其他開支 (228) (237)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5,347) (4,322)
可換股票據實際利息開支 (16,282) (21,185)

除稅前虧損 4 (27,523) (31,172)

所得稅抵免 5 2,114 2,069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25,409) (29,103)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6 — (5,795)

期內虧損 (25,409) (34,898)

其他全面（開支）收入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260) 1,27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25,669) (33,626)

每股虧損
由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 基本及攤薄 8 (5.2港仙) (8.1港仙)

由持續經營業務
— 基本及攤薄 8 (5.2港仙) (6.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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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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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76 35,473
勘探及評估資產 202,923 199,17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42,400 447,747

679,699 682,390

流動資產
存貨 278,684 278,684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5,016 46,016
銀行結餘及現金 410,941 383,714

694,641 708,414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欠款 12,657 13,480
可換股票據 395,748 —

408,405 13,480

流動資產淨值 286,236 694,9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65,935 1,377,324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票據 — 383,606
遞延稅項負債 255 2,369

255 385,975

資產淨值 965,680 991,34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892 4,892
儲備 960,788 986,45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965,680 99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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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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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
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金融工具：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應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期間或過住期間之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之準則及詮釋。以下修訂本已於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獲授權刊發日期後頒佈，惟尚未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一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聯合安排及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過渡指引1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該等修訂本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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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向本集團執行董事（即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呈報之內部報告釐定其營
運分部及計算分部溢利。

下文報告之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分部資料乃有關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之唯一營運及匯報分部
勘探及經營礦產物業（即鈾）且並不包括附註6所述之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呈列為已終止經
營業務之製造及分銷壓鑄部件之金額。

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唯一匯報及營運分部為勘探及經營礦產物業分部，其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 —

分部虧損 (4,883) (1,576)

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 (5,347) (4,322)

利息收入 3,165 1,030

中央行政成本 (4,176) (5,119)

可換股票據實際利息開支 (16,282) (21,185)

除稅前虧損（持續經營業務） (27,523) (31,172)

分部虧損指分部產生之虧損，不包括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利息收入、中央行政成本及可換股票據實際利
息開支之分配。

4. 除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除稅前虧損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05 324

撇銷╱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794 37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44 (3,467)

利息收入 (3,165)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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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抵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遞延稅項抵免 2,114 2,069

所得稅抵免為兩個期間內遞延稅項從可換股票據暫時差額中產生。

由於本集團成員公司於兩個期間產生稅項虧損，故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或其他司
法權區所得稅撥備。

6.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七日，本公司訂立一份有條件出售協議，向一名獨立第三方出售本公司於United Non-

Ferrous (Overseas) Limited（「United Non-Ferrous」）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出售集團」）之100%股本權益，代
價為港幣159,000,000元。出售集團負責進行本集團之所有壓鑄部件製造及分銷業務（分類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有關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五日之通函內。該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完成。代價港幣119,250,000元已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取，而剩餘代價港幣39,750,000元
已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收取。

7. 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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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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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 (25,409) (34,898)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普通股數目 489,168,308 429,16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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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數字計算如下：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25,409) (34,898)
減：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附註6） — 5,795

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25,409) (29,103)

所使用之分母與上述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採用者相同。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按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約港幣5,795,000元及上述每股基
本及攤薄虧損所採用之分母計算，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約為1.4港仙。

由於兌換可換股票據可導致虧損減少，故上述計算該兩個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時並無假設兌換本集團之可
換股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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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公司繼於二零一一年出售先前所持有United Non-Ferrous (Overseas) Limited連同其附屬公司
（「出售集團」）之全部權益（「出售事項」）後，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要從事勘探及經營鈾礦產物
業。

業務回顧

本集團繼續發展兩個鈾資源項目。本集團一直就蒙古項目積極申領採礦許可證，力爭年內獲
得蒙古政府機關頒發開採許可證。目前，本集團已與蒙古政府商討組成合資公司，發展蒙古項
目。蒙古項目的股權分配將按照蒙古對戰略性資源投資的相關政策，本集團將擁有合資公司
49%的權益。尼日爾項目已進入試產階段，並不斷改良及調整生產工序，準備進行全面生產。
本集團亦繼續尋找優質鈾貿易機遇，更已為現存鈾礦產存貨物色一位買家，是項銷售交易預
期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完成。

持續經營業務

誠如上文所述，出售鈾礦產存貨的收入預期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方入賬，故於回顧期內尚未
錄得收入（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約港幣3,546,000
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4,497,000元），主要來自利息收入，下降約
21.4%，乃由於與去年同期比較，回顧期內並無因人民幣升值產生的存款匯兌收益。行政開支
於期內減少約7.2%至約港幣9,212,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9,925,000
元），反映本集團的嚴謹成本控制措施。其他開支約為港幣228,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港幣237,000元），與去年同期相關數字相若。

回顧期內應佔聯營公司之虧損約港幣5,347,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
幣4,322,000元），乃涉及於二零一零年三月透過收購理想礦業有限公司（「理想礦業」）而產生
Société des Mines d ’ Azelik S.A.（「SOMINA」）的應佔權益虧損。SOMINA已投入試產階段，
SOMINA在期內增加約23.7%的虧損乃因SOMINA為準備全面生產而行政開支上漲所致。

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換股之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所發行價值港幣106,200,000元的可換股票據後，
於期內的可換股票據實際利息開支下降約23.2%。利息開支約港幣16,282,000元（截至二零一一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21,185,000元）是由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以票面年利率2%發行予
中核海外鈾業控股有限公司的港幣414,000,000元之可換股票據（「2010 CN」）所致。2010 CN之
實際利率被評估為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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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虧損乃由於出售集團的壓鑄業務所致，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完成，
故此期內並無已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全面開支

綜合上述各項，期內虧損約港幣25,409,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約港
幣34,898,000元）。計入換算外幣產生之匯兌差額虧損約港幣260,000元（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收益約港幣1,272,000元）後，期內的全面開支總額約為港幣25,669,000元（截至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33,626,000元），虧損減少約23.7%。

未來策略及展望

本公司將繼續發展其鈾產品貿易業務，創造更佳條件，爭取更多的產品貿易銷售，為本公司帶
來鈾產品貿易業務收益，同時穩定公司主營業務收入。隨著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出售現有的
鈾產品存貨，預期二零一二年的業績將會大幅改善。

二零一二年下半年的工作重點將放在申請蒙古項目的採礦許可證所需的可行性報告和環評報
告的評審工作上。本公司期望於二零一二年年底前完成訂立合資公司協議，簽立公司章程和
投資協議，以及取得鈾礦開採許可證。預計二零一三年開始發展該投資項目。

本公司全力以赴尋找優質鈾項目。當前，受世界經濟危機和日本福島事件影響，鈾行業市場正
處於一個新的低迷階段，出現了新的「機遇窗口」，是投資在鈾資源領域的好時機。以投資新項
目為目標，加強本集團鈾資源儲備的穩定性。

人力資源管理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約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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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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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期內，本集團錄得現金流入淨額約為港幣28,182,000元，主要來自出售附屬公司而收回的最
後一期款項，因此帶來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手頭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港幣410,941,000元。
於期內，本集團仍持有二零一零年購入的鈾產品存貨，以作持續經營業務之用。本集團的財務
狀況維持穩健，資產負債比率（按負債總額相對資產總值計算）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為0.30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29）。

本集團的營運資金一般以銀行及現金結餘撥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手頭現
金及銀行結餘約為港幣410,941,000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383,714,000元），
另無未償還銀行貸款（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2010 CN於二零一三年到期，致使
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流動資產淨值及流動負債分別下降至約港幣286,236,000元（於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694,934,000元）及上升至約港幣408,405,000元（於二零一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港幣13,480,000元）。

股東資金總額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港幣991,349,000元下降至二零一二年六月
三十日之約港幣965,680,000元，下降乃由於期內確認虧損所致。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於期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收購或出售。

外匯風險承擔

本集團之收入、原材料開支、製造、投資及借貸主要以美元、港幣、蒙古圖格里克及人民幣計
值。蒙古圖格里克及人民幣兌外幣匯率波動對本集團經營成本可構成影響。蒙古圖格里克及
人民幣以外之貨幣於期內相對穩定，本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外匯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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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並無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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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除了抵押予銀行以取得授予SOMINA之銀行信貸而由理想礦業持有之SOMINA之37.2%股本外，
於期內，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除了SOMINA之股
份，無）。

中期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就期內派發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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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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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董事已向本公司確認已於期內一
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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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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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守義先生組成。
張英潮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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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執行董事韓瑞平先生以及一
名非執行董事徐守義先生組成。崔利國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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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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執行董事韓瑞平先生及一名非執行董事蔡錫富先生組成。蔡錫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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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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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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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謝

董事局謹藉此機會向股東、管理人員及全體員工之不懈努力及鼎力支持表示謝意。

代表董事局 
CNNC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核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蔡錫富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包括非執行董事暨主席：蔡錫富先生；執行董事：韓瑞平先生及
許紅超先生；非執行董事：徐守義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英潮先生、崔利國先生及張雷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