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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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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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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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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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同期比較數
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 520,380
銷售成本 — (494,269)

毛利 — 26,111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 4,063 2,018

行政開支 (8,593) (9,944)

其他開支 4 (119,857)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之虧損 (88,756) (70,641)

除稅前虧損 5 (213,143) (52,456)

所得稅開支 6 — (8,515)

期內虧損 (213,143) (60,971)

其他全面（開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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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1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213,223) (60,958)

每股基本虧損 8 (43.57港仙) (12.46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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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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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76 23,002
勘探及評估資產 205,273 203,46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 — 135,715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10 — 70,839

227,049 433,025

流動資產
存貨 85,314 85,345
其他應收款項以及預付款項 4,808 103,546
銀行結餘及現金 295,336 210,579

385,458 399,470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欠款 13,809 14,767
應付直接控股公司款項 — 5,157
應付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1,436 1,756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 91
應付同母系附屬公司款項 529 768
應付所得稅 19,360 19,360

35,134 41,899

流動資產淨值 350,324 357,571

資產淨值 577,373 790,59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892 4,892
儲備 572,481 785,70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77,373 790,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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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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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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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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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改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二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三年週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之修訂本 定額福利計劃：僱員供款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以上新修改之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概無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
金額及╱或所載之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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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營運部門（即本集團用作財務報告目的之營運
分部），分別為經營礦產資產以及勘探及經營礦產資產。該兩個分部為本集團所從事的兩大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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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營礦產資產 — 買賣鈾

• 勘探及經營礦產資產 — 勘探及買賣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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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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營礦產資產
勘探及 

經營礦產資產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 — —

分部虧損 (35,876) (139,314) (175,190)

未分配之其他收入及收益 3,108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減值虧損 (37,153)
中央行政成本 (3,908)

除稅前虧損 (213,143)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經營礦產資產
勘探及 

經營礦產資產 綜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 520,380 — 520,380

分部溢利（虧損） 25,685 (75,805) (50,120)

未分配之其他收入及收益 1,778

中央行政成本 (4,114)

除稅前虧損 (52,456)

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產生之溢利（虧損），不包括利息收入，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減值虧損及中央行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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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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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經營礦產資產 85,314 121,090
— 勘探及經營礦產資產 233,237 367,928

318,551 489,018

未分配資產 293,956 343,477

綜合資產 612,507 832,495

負債
分部負債

— 經營礦產資產 — —

— 勘探及經營礦產資產 13,864 13,488

13,864 13,488

未分配負債 21,270 28,411

綜合負債 35,134 4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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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存貨、其他應收款項、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及銀行結餘及現金。

• 分部負債包括相關匯報分部直接應佔之其他應付款項以及應計欠款，以及應付一間中介控股公司之款
項。

4. 其他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一間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虧損（附註9） 46,959 —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減值虧損（附註10） 72,898 —

119,8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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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經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存貨撥備（已包括在銷售成本） — 26,736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217 1,300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18) 1,168

利息收入
— 銀行 (1,054) (1,345)
— 一間聯營公司 (2,054) (433)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 8,515

— 8,515

香港利得稅按兩個期間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6.5%之稅率計算。

由於本集團收入並非於香港產生，亦非來自香港，故於本期間並無就香港稅項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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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基本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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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143) (60,971)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數目 489,168,308 489,168,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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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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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上市投資之成本 463,865 463,865

應佔收購後虧損及其他全面收益 (416,906) (328,150)

減值虧損 (46,959) —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135,715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多年來持續遭受應佔聯營公司虧損、鈾銷售的市況持續不景、聯
營公司緊絀的現金流狀況，導致二零一五年停止生產，本集團就於聯營公司之權益進行減值測試後，本公司
董事確認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出現減值跡象。根據本公司董事意見，聯營公司能否於可見將來恢復營運存在高
度不確定性，而聯營公司已進入淨虧損狀況，故於本期間悉數減值虧損港幣46,959,000元已計入損益。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聯營公司詳情如下：

聯營公司名稱 註冊及營運之國家 已繳足註冊股本
本集團 

所持應佔股權 主要業務

Société des Mines d’Azelik 

S.A. （「Somina公司」）
尼日爾共和國 500,000,000非洲金融

共同體法郎
37.2% 開採鈾礦

1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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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貿易賬款（附註） — 35,745

貸款墊款（附註） 72,898 35,094

72,898 70,839

減：減值虧損 (72,898) —

— 70,839

附註：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日，本集團與Somina公司訂立一項協議，同意將Somina公司應付予本集團之
貸款墊款及應收貿易賬款之未償還結餘總額9,135,000美元（相等於港幣70,839,000元）延長至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按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所報之港元最優惠貸款利率加每年0.8%計息，
每年上限為7.8%。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鑑於聯營公司停止營運及無法產生經營現金流令財務狀況惡化，能否
收回應收聯營公司款項存疑，應收聯營公司款項之賬面值已於本期間悉數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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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及業務回顧

因鈾產品市場不景氣，鈾產品持續處於低位，對於鈾產品貿易難於有獲利把握。為避免在鈾產
品市價回落而產生貿易虧損或存貨撥備，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
期」）間未有繼續開展鈾產品貿易業務，導致回顧期內本集團未能產生主營業務收入和業績受到
較大影響。

本集團通過收購理想礦業有限公司（「理想礦業」），持有Société des Mines d’Azelik S.A.（「Somina
公司」，一間於尼日爾擁有鈾礦的公司）的37.2%股本權益。因尼日爾於二零一零年發生政變，導
致尼日爾政府所提供之優惠貸款仍未授予Somina公司。自Somina公司開始運作，工程延誤及鈾
產品售價處於低位，Somina公司的現金流受到嚴重負面影響。本集團於過去數年亦分攤Somina
公司重大虧損。於二零一五年二月Somina公司與當地員工達成臨時遣散協議，其鈾礦暫時停
產。Somina公司亦有未償還逾期銀行貸款。本回顧期內，Somina公司深入研究下一步走向方
案，並與相關股東方、債權人溝通扶持和協助計畫，分析測算了不同走向方案的影響因素、發
展方向及最終影響，以便確定未來工作目標。在前景未明朗前，本集團對Somina公司之投資權
益及應收貸款，作出全面撥備。

本回顧期內，本集團與蒙古政府代表商議了加緊推動股東協議起草的事項，並完成了對蒙方提
供的保密協定和股東協定版本的修改，回饋給蒙方，目前尚未收到回復。另外，蒙古項目公司
繼續完善了環評報告的補充資料，目前，還在等待蒙古國政府的審批。

本回顧期內，本集團加強了對全球鈾礦投資開發情況的研究力度，並接觸了部分礦業公司，探
討深入合作的可能性。

經營業務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未開展鈾產品貿易業務，導致本期間內無主營收入和毛利。

其他收入、收益及虧損約港幣4,063,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2,018,000
元），主要來自利息收入及一家蒙古附屬公司自訴訟獲得之賠償，比去年同期的其他收入增加
約101.3%。但其中約港幣2,054,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433,000元）
的應收利息源自應收Somina公司貸款，於回顧期內應收Somina公司貸款及利息全數撥備。於回
顧期間，行政開支約港幣8,593,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9,944,000
元），蒙古專案因為減少員工、降低保安費用及出售汽車，加上香港公司控制成本，比上年節省
約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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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ina公司因工程建設超概，鈾產品市場售價長期處於低位，優惠貸款未能到位，資金已出現
斷流，已於二零一五年二月開始停產。根據二零一五年上半年Somina公司財務情況，本集團需
分攤虧損約港幣88,756,000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70,641,000元）。

如Somina公司重新恢復生產，需投入大量資金，在此情況下，Somina公司無法預判生產重啟日
期，且即使重啟也很難在短期內獲得盈虧平衡，虧損狀況可能會繼續擴大。因此，本集團在回
顧期內，全數撥備Somina公司之權益結餘約港幣46,959,000元，及與Somina公司之間因鈾貿易業
務產生的財務資助及貨款餘額構成的貸款及利息約港幣72,898,000元。聯營公司之權益減值至零
後，本集團不會再分攤Somina公司的任何虧損。

回顧期內，無因貿易利潤計提的稅項開支（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港幣8,515,000
元）。

期內全面開支

綜合以上各項原因，回顧期內稅後虧損約港幣213,143,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約港幣60,971,000元）。計入換算呈報貨幣產生之匯兌開支約港幣80,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收益約港幣13,000元）後，期內全面開支約港幣213,223,000元（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約港幣60,958,000元）。

未來策略及展望

本集團關注到現有鈾產品貿易及鈾資源投資專案均處於停滯狀態。但在中國大力發展核電的前
景下，作為核電的主要燃料，鈾產品的長遠需求仍是樂觀。本集團將繼續專注于鈾礦開發投資，
利用市場低迷、鈾礦估值偏低的良好時機，加大調研和談判力度，尋求長期合作夥伴，實現對
資質優良礦山的投資，充分利用母公司的資源優勢及在中國的核電地位，不斷擴大本集團的業
務規模和收入水準。本集團亦會期待有利情況重開鈾產品貿易業務。

Somina公司將繼續研究下一步走向方案，在權衡各方利益和利弊的基礎上，做出選擇，在暫停
生產期間，將竭力保證項目現場的穩定和安全，保存完整資源。

蒙古專案方面，本集團將努力爭取蒙古國政府對專案的重視和支持，推進環評報告審核進度，
並繼續與蒙古政府商議合營公司的籌備事項，在控制前期成本的前提下，做好專案開發的準備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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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單一鈾礦開發業務可能遇到的市場風險，本集團將致力逐步拓展業務領域，在母公司支
持下，研究核能領域其他優質資產和業務項目引入的可行性，改善業務經營情況，提高本集團
盈利水準。

人力資源管理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僱用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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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錄得現金流入淨額約為港幣84,782,000元，主要是收回應收款項。本集團之
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沒有帶息負債。本集團資產負債比率（按負債總額相對資產總值計算）為
0.057（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50）。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一般以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量撥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
手頭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港幣295,336,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10,579,000元），
而沒有任何銀行貸款（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
流動資產淨值及流動負債額分別為港幣385,458,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399,470,000元）及港幣35,134,000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41,899,000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總金額由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港幣790,596,000元減至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之約港幣577,373,000元，主要是扣除回顧期內虧損所致。

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收購或出售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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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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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期內相對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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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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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

本集團之資本結構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並無重大變動。

資產抵押

除了抵押予銀行以取得授予Somina公司之銀行信貸而由理想礦業持有之Somina公司之37.2%股
本外，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並無抵押任何資產（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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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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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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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守義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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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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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執行董事王英女士以及一名非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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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董事王英女士及一名非執行董事杜運斌先生組成。杜運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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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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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運斌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包括主席暨非執行董事：杜運斌先生；執行董事：王英女士；非
執行董事：徐守義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張英潮先生、崔利國先生及張雷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