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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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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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33）

Xinjiang Xinxin Mining Industry Co., Ltd.*

新疆新鑫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業績公佈

財務概要

• 營業收入為人民幣2,685.9百萬元，較2014年度的人民幣3,392.4百萬
元下降20.8%

•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綜合虧損為人民幣 741.0百萬元，而 2014年度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為人民幣 77.8百萬元

• 基本每股虧損為人民幣 0.335元，而2014年度基本每股收益為人民
幣0.035元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末期股息，與2014年度相同

新疆新鑫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報告年」）的
經審計合併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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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利潤表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營業收入 3 2,685,877 3,392,424
減：營業成本 3 (2,891,578) (2,982,011)

營業稅金及附加 (8,102) (12,951)
銷售費用 (66,268) (42,738)
管理費用 (184,576) (157,941)
財務費用－淨額 5 (240,646) (167,254)
資產減值（損失）╱轉回 4(c) (298,203) 1,874

加：公允價值變動（損失）╱收益 4(d) (1,275) 7,460
投資損失 4(e) (14) (13,273)

其中：對 合營企業的投資（損失）╱
收益 (13,792) 7,589

  

營業（虧損）╱利潤 (1,004,785) 25,590
加：營業外收入 4(a) 7,291 8,247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利得 85 272

減：營業外支出 4(b) (1,916) (1,990)

其中：非流動資產處置損失 (94) (573)

（虧損）╱利潤總額 4 (999,410) 31,847
減：所得稅費用 6 56,280 (19,099)  

淨（虧損）╱利潤 (943,130) 12,748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淨（虧損）╱利潤 (741,029) 77,762
少數股東虧損 (202,101) (65,014)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 –
  

綜合（虧損）╱收益總額 (943,130) 12,748
  

歸屬於本公司的綜合（虧損）╱ 
收益總額 (741,029) 77,762

歸屬於少數股東的綜合虧損總額 (202,101) (65,014)
  

每股（虧損）╱收益

基本每股（虧損）╱收益（人民幣元） 7 (0.335) 0.035
稀釋每股（虧損）╱收益（人民幣元） 7 (0.335) 0.035

  

擬派末期股息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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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於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

12月31日

2014年
12月 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流動資產

貨幣資金 762,293 737,213

應收票據 9 47,574 228,981

應收賬款 9 115,328 87,259

其他應收款 106,660 55,937

預付款項 48,641 97,617

存貨 2,684,878 2,646,365

其他流動資產 431,267 382,510  

流動資產合計 4,196,641 4,235,882  

非流動資產

長期股權投資 134,213 156,008

固定資產 4,995,061 5,063,292

工程物資 1,252 1,821

在建工程 1,345,171 1,252,643

無形資產 1,033,221 1,013,815

商譽 28,088 28,088

長期待攤費用 193 133

遞延所得稅資產 101,828 44,045

其他非流動資產 67,500 90,110  

非流動資產合計 7,706,527 7,649,955  

資產總計 11,903,168 11,88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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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31日

2014年
12月 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及股東權益

流動負債

短期借款 1,500,000 1,116,500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金融負債 404,216 651,244

應付票據 748,410 536,676
應付賬款 10 582,629 514,076
預收款項 29,474 18,646
應付職工薪酬 58,388 52,353
應交稅費 8,699 10,889
應付利息 41,947 36,414
其他應付款 638,350 466,781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576,000 502,020  

流動負債合計 4,588,113 3,905,599  

非流動負債

預計負債 8,384 7,022
長期借款 1,068,760 1,635,464
應付債券 1,300,000 500,000
長期應付款 76,342 45,816
遞延收益 54,263 52,585
遞延所得稅負債 142,985 140,510  

非流動負債合計 2,650,734 2,381,397  

負債合計 7,238,847 6,286,996  

股東權益

股本 552,500 552,500
資本公積 4,263,592 4,254,755
專項儲備 – 227
盈餘公積 249,626 249,626
（累計虧損）╱未分配利潤 (484,317) 256,712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權益合計 4,581,401 5,313,820
少數股東權益 82,920 285,021  

股東權益合計 4,664,321 5,598,841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11,903,168 11,885,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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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財務信息附註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及重要會計政策變更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是按照財政部於2006年2月15日及以後期間頒佈的
《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各項具體會計準則及相關規定（以下合
稱「企業會計準則」）、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公開發行證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15號—財務報告的一般規定》的披露規定編製
而成。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合併淨虧損人民幣943.1百萬
元，歸屬於本公司股東淨虧損和經營活動現金流出淨額分別為人民
幣741.0百萬元和人民幣146.0百萬元。於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流動
負債超過流動資產人民幣391.5百萬元。流動負債主要包括短期銀行
借款及其他短期融資共計人民幣1,904.1百萬元，一年內到期的長期銀
行借款人民幣576.0百萬元。於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
等價物以及受限制銀行存款分別為人民幣506.1百萬元及人民幣256.2

百萬元。2015年度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成果主要由於電解鎳和陰極銅
市場低迷，以致本集團之子公司新疆五鑫銅業有限責任公司（「五鑫
銅業」）產生的巨額虧損所致。截至 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五鑫銅業
的淨虧損人民幣593.1百萬元。於2015年12月31日，五鑫銅業的流動負
債超過流動資產人民幣1,361.3百萬元。

上述情況表明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問的重大不確
定因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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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上述情況，本公司董事及本公司管理層已審慎考慮本集團於2015

年12月31日起計12個月的未來流動資金及經營狀況和可取得的融資
來源，以評估本集團是否擁有足夠財務資源以持續經營。本集團已實
施多項措施以改善財務狀況及減輕流動資金壓力，有關措施包括：

(i) 於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已獲得母公司新疆有色金屬工業（集
團）有限責任公司（「有色集團」）的持續財務支持函，有色集團承
諾將於未來12個月內在需要時對本集團提供必要的財務支持；

(ii) 於2016年3月，本集團已就出售五鑫銅業的股權與有色集團達成
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本集團以人民幣12.0百萬元為對價出售
持有五鑫銅業所有66%的股權於有色集團，該股權出售尚待本公
司的股東於股東大會批准。本公司管理層確信該股權出售可以
最遲於2016年下半年完成；

(iii) 自2015年12月31日之後，本集團已獲得新的銀行借款人民幣570.5

百萬元。另外本集團也正與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商討延續將到
期的短期融資以及借入新的借款。本集團是新疆地區的一個重
要企業，擁有良好的信用記錄，管理層相信本集團將可以在需要
時取得新的借款。本公司管理層有信心獲取足夠的外部融資；以
及

(iv) 本集團將加強存貨管理，減少電解鎳和陰極銅等產成品庫存，
並加強應收款項的回收，以應對本集團的資金需求。另外，本集
團將減少或控制經營性和資本性支出。

本公司董事已審閱由管理層編製的本集團現金流量預測，其包涵自
2015年12月31日起計不少於12個月的期間。董事認為，鑒於上述應對
措施，本集團將有充足營運資金以供自2015年12月31日起計12個月內
營運所需資金及履行到期的債務。因此，董事相信按持續經營基準
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是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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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如上文所述的各項措施，但本集團能否落實該等計劃及措施
仍存在重大不確定因素。本集團能否持續經營將取決於其通過下列
方式能否產生足夠經營及融資現金流量的能力：(i)有色集團是否有
足夠的財務能力提供對於本集團的財務支持；(ii)對五鑫銅業的股權
處置能否獲得股東於股東大會的批准且最遲於 2016年下半年完成；
(iii)本集團是否能成功及時重續將到期短期融資以及以合適的條件
借入新的借款；及 (iv)本集團能否產生充足的營運資金流量，成功將
庫存存貨變現，及時收回應收款項變現現金，成功控制經營性及資
本性支出。倘本集團無法持續經營，則須作出調整以將本集團資產
的賬面值削減至其可收回金額、為可能出現的其他財務負債計提撥
備，以及將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
動負債。上述調整之影響並未反映於合併財務報表。

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

新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9部「賬目及審計」相關規定於本財政年
度生效，綜合財務報表中若干資料之列報及披露會相應有所變動。

本集團二零一五年初步全年業績公告內載入有關截至二零一五年及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集團
上述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摘錄自此等財務報表。香港
《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要求披露的與這些法定財務報表有關的
更多資料如下：

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要求，本公司已向香
港公司註冊處遞交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報
表，及將於適當時間遞交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財務報表。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本集團該兩個年度本集團的財務報
表作出報告。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核數師報告分別為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及帶強調事項的無保留審計
意見；亦不包含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條及第407(2)或 (3)條作出
的聲明。

除上述披露外，編製本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截至2014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並無重大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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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報告

本集團主要從事銅礦、鎳礦開採、選礦、冶煉及精煉，銅、鎳及其他
有色金屬的加工和銷售。根據本集團的內部組織結構、管理要求、內
部報告制度，以及《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3號》中有關企業報告分部信
息的規定，管理層認為本集團整體為一個經營分部。

截至 2015年及 2014年12月31日止每年度，本集團在中國開展銷售事
宜，並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位於中國。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前三位客戶的營業收入分別貢獻
了本集團營業收入總計的22%、15%及8%（2014年：12%、11%及8%）。

3 營業收入和營業成本

截至2014年及2015年12月31日止各年度確認的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
分析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主營業務收入（附註 (a)） 2,602,435 3,326,318
其他業務收入 83,442 66,106  

2,685,877 3,392,424
  

主營業務成本 2,849,366 2,945,721
其他業務成本 42,212 36,290  

2,891,578 2,982,011
  

(a) 主營業務收入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電解鎳 160,761 1,541,849
陰極銅 2,096,137 1,554,838
其他 345,537 229,631  

2,602,435 3,32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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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潤╱（虧損）總額

利潤╱（虧損）總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折舊 288,755 192,849

攤銷 18,535 18,095

董事薪酬 2,161 1,966

政府補助（附註 (a)） (4,809) (6,228)

處理固定資產利得（附註 (a)） (85) (272)

捐贈支出（附註 (b)） 514 162

處理固定資產損失（附註 (b)） 94 573

資產減值損失╱（轉回）（附註 (c)） 298,203 (1,874)

公允價值變動損失╱（收益）（附註 (d)） 1,275 (7,460)

投資損失（附註 (e)） 14 13,273

核數師酬金 2,210 2,180

其中包括：非審計服務費 30 –

礦產資源補償費 11,982 14,510
  

(a) 項目列入為營業外收入內。

(b) 項目列入為營業外支出內。

(c) 資產減值損失╱（轉回）

存貨跌價準備計提 298,180 11,293

存貨跌價準備轉回 – (13,497)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壞賬準備 

計提 23 330  

298,203 (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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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d) 公允價值變動損失╱（收益）

黃金租賃及對應的期貨合約 
公允價值變動損失 1,182 –

期貨合約公允價值變動損失╱ 
（收益） 93 (7,460)  

1,275 (7,460)
  

(e) 投資損失

按權益法分攤的合營企業 
淨損失╱（收益）的份額 13,792 (7,589)

合營企業與本集團之間 
內部未實現淨虧損 (6,685) (2,278)

期貨合約平倉（收益）╱損失 (7,093) 23,140  

14 13,273
  

投資（收益）╱損失全部為非上市類的投資。

5 財務費用－淨額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利息支出 261,494 294,351

減：資本化利息 (27,912) (126,097)
減：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6,745) (9,614)
折現利息－淨額 8,670 3,420
應收票據貼現利息 5,847 4,079
銀行手續費 8,243 3,800
匯兌收益 1,049 (2,684)  

240,646 16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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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費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當期所得稅 (972) 19,449

遞延所得稅 (55,308) (350)  

(56,280) 19,099
  

本集團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2007年3月16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率為 25%。

於2015年，本公司及部份本集團的子公司受惠於新疆當地經濟與信
息化委員會認可為符合鼓勵類產業目錄內的業務，經與當地稅務局
溝通後，其適用企業所得稅率為如下：

(a) 本公司及其分公司阜康冶煉廠*按15%優惠稅率計算和繳納企業
所得稅（2014年：15%）。

(b) 新疆亞克斯*按15%優惠稅率計算和繳納企業所得稅（2014年：
15%）。

(c) 哈密聚寶*按15%優惠稅率計算和繳納企業所得稅（2014年：15%）。

(d) 喀拉通克礦業*按15%優惠稅率計算和繳納企業所得稅（2014年：
15%）。

(e) 新疆蒙西礦業有限公司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公佈的小型微利企業
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其
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2014年：25%）。

* 定義見以下業務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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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本公司子公司及上海銷售分公司2015年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稅率
為25%（2014年：25%）。

將基於合併利潤表的（虧損）╱利潤總額採用適用稅率計算的所得稅
調節為所得稅費用：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合併（虧損）╱利潤總額 (999,410) 31,847  

按法定所得稅稅率25%計算的 
所得稅費用 (249,852) 7,962

優惠稅率的影響 39,005 (25,594)
稅率變動的影響 – (15,164)
非應納稅收入 (4) (1,525)
不得扣除的成本、費用、損失 2,931 2,285
當期未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的 
可抵扣暫時性差異及可抵扣虧損 148,803 47,502

匯算清繳差異 2,837 3,633  

所得稅費用 (56,280) 19,099
  

7 每股（虧損）╱收益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合併淨（虧損）╱ 
利潤（人民幣千元） （741,029) 77,762

本公司發行在外普通股的 
加權平均數（千股） 2,210,000 2,210,000  

基本及稀釋每股（虧損）╱收益（人民幣元） (0.335) 0.035
  

所有呈列年度內已發行股份均無潛在稀釋效應，故每股稀釋（虧損）╱
收益與每股基本（虧損）╱收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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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擬派末期股息

有關董事局對本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不派發股息之建議
將於2016年5月27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出。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擬派發末期股息 無 無
  

9 應收賬款及票據

於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附註 (a)，(b)） 119,254 91,164

減：壞賬準備（附註 (d)） (3,926) (3,905)  

115,328 87,259  

應收票據（附註 (c)） 47,574 228,981
  

附註：

(a) 應收賬款的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賬款
 －關聯方 1,489 3,437

 －第三方 117,765 87,727  

應收賬款總額 119,254 9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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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資產負債表日的應收賬款總額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以內 112,183 86,102

一到二年 2,909 203

二到三年 107 721

三到四年 75 1,025

四到五年 867 193

五年以上 3,113 2,920  

119,254 91,164  

(b) 應收賬款之信用期限一般為不超過180天。於年末，本集團管理層以客戶為
基礎評估了應收賬款之可收回性，同時計提了充份的減值準備；於 2015年
12月31日，逾期但未發生減值損失的金額為人民幣32,623千元（2014年12月31

日：人民幣 331千元）。

(c) 應收票據均為銀行承兌匯票，且全部將於180日以內到期。

(d) 應收賬款壞賬準備之變動如下：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1月1日 3,904 3,575

壞賬準備計提 22 329  

於12月31日 3,926 3.904  

應收賬款壞賬準備的計提（沖回）數已包括在「資產減值損失」中，並反映於合
併利潤表中。

(e) 應收賬款及票據之賬面值與其公允價值相若。

(f) 應收賬款及票據以人民幣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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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款

於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關聯方 102,334 53,841

 －第三方 480,295 460,235  

582,629 514,076
  

於各資產負債表日之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三個月內 479,816 456,440

三到六個月 56,584 26,704

六個月以上 46,229 30,932  

582,629 514,076
  

11. 淨流動（負債）╱資產

2015年

12月31日

2014年
12月 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資產 4,196,641 4,235,882

減：流動負債 (4,588,113) (3,905,599)  

淨流動（負債）╱資產 (391,472) 33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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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15年

12月31日

2014年
12月 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總計 11,903,168 11,885,837

減：流動負債 (4,588,113) (3,905,59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315,055 7,980,238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的獨

立核數師報告的摘錄

「審計意見

我們認為，上述新疆新鑫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
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編製，公允反映了貴公司 2015年12月31日的合
併及公司財務狀況以及2015年度的合併及公司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

強調事項

我們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關注，如財務報表附註二 (1)所述，截至 2015年
12月31日止年度，貴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簡稱「貴集團」）的淨虧損為人
民幣 943,130,017.53元，經營活動現金流出淨額為人民幣 146,044,612.02元。
於2015年12月31日，貴集團流動負債高於流動資產達人民幣391,472,438.49

元。該等情況連同財務報表附註二 (1)所述的其他事項，表明存在可能導
致對貴集團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的重大不確定性。本段內容不影
響已發表的審計意見。」

市場綜述

眾所周知，由於受到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增速放緩及全球經濟復蘇乏力
的影響，2015年度，國際、國內電解鎳、陰極銅市場呈現供大於求，庫存
加大，價格震盪走低、持續下跌的市場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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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倫敦金屬交易所電解鎳的三個月期貨平均價格為每噸11,867美
元，比 2014年度下跌30.0%；陰極銅的三個月期貨平均價格為每噸5,482美
元，比 2014年度下跌19.6%。

2015年度，上海長江有色金屬現貨市場電解鎳的平均現貨價格（含稅）為
每噸人民幣 89,455元，比 2014年度下跌22.6%；陰極銅的平均現貨價格（含
稅）為每噸人民幣40,852元，比 2014年度下跌 16.9%。

2015年度，國內電解鎳、陰極銅的價格走勢與國際市場基本一致。

行業地位

本集團是主要從事電解鎳產品及其他有色金屬（銅、鈷、金、銀、鉑、鈀）
採礦、選礦、冶煉及精煉業務的礦業公司。根據中國有色金屬行業協會
的統計，2015年度國內鎳產量總計為 23.21萬噸，比2014年度下降 6.0%，本
集團2015年度生產電解鎳11,618噸，為國內硫化鎳資源生產電解鎳的第二
大生產商。

業務回顧

生產及營運

2015年度，為抵禦國際、國內電解鎳、陰極銅市場價格震盪走低、持續下
跌對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本集團採取了加強企業基礎管理，提升生產
流程技術經濟指標，嚴格控制非生產性開支，做好基建、技改項目的補
充完善、工藝調試使其儘快達產達標等主要措施，努力降低產品成本和
費用支出，全面提升企業的營運效率。同時，本集團加強了對產品市場
的分析研究，採取了加大產成品庫存控制電解鎳銷售數量的營銷策略，
以達到電解鎳產品能夠在較高市場價格下實現銷售，提升本集團經濟效
益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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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本集團共生產電解鎳11,618噸，比2014年度增長4.0%；共生產陰
極銅60,439噸（其中，新疆新鑫礦業股份有限公司阜康冶煉廠（「阜康冶煉
廠」）生產陰極銅10,001噸，五鑫銅業生產陰極銅50,438噸，比2014年度增長
52.9%。

2015年度，本集團共銷售電解鎳2,067噸，比2014年度下降86.2%；共銷售陰
極銅60,532噸，比 2014年度增長62.0%。

2015年度，本集團電解鎳的平均銷售價格（不含稅價格）為每噸人民幣77,782

元，比2014年度下跌24.2%；陰極銅的平均銷售價格（不含稅價格）為每噸
人民幣34,629元，比 2014年度下跌16.8%。

2015年度，本集團電解鎳的平均銷售成本為每噸人民幣86,180元，比2014年
度增長6.8%；陰極銅的平均銷售成本為每噸人民幣37,603元，比 2014年度
下降5.9%。其中，阜康冶煉廠陰極銅的平均銷售成本為每噸人民幣27,234

元，比 2014年度下降 11.4%；五鑫銅業陰極銅的平均銷售成本為每噸人民
幣39,917元，比 2014年度下降4.7%。

2015年度，本集團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 2,685.9百萬元，比2014年度下降
20.8%；實現淨虧損人民幣943.1百萬元，而2014年度實現淨利潤人民幣12.7

百萬元；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綜合虧損為人民幣741.0百萬元，而2014年
度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為人民幣77.8百萬元；每股虧損（基本及
攤薄）人民幣0.335元，而2014年度為每股收益（基本及攤薄）人民幣0.035元。

銷售業務：2015年度，本集團共實現主營業務收入人民幣2,602.4百萬元。
其中，電解鎳實現銷售收入人民幣160.8百萬元，佔本集團主營業務收入
的6.2%；陰極銅實現銷售收入人民幣2,096.1百萬元，佔本集團主營業務收
入的80.5%；其他產品（包括：銅精礦、陽極泥、電解鈷、金、銀、鉑、鈀等）
實現銷售收入人民幣345.5百萬元，佔本集團主營業務收入的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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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鑫銅業年產 10萬噸陰極銅基本建設項目於 2014年6月建成並投入試生
產，但目前尚未達產達標。由於生產流程運行效率不高，生產成本依然偏
高，再加上主要產品市場價格持續下跌，2015年度五鑫銅業發生重大虧
損，全年實現淨虧損人民幣593.1百萬元。另外，受到2015年度國際、國內
電解鎳、陰極銅市場價格震盪走低、持續下跌的不利影響，本集團特別
是五鑫銅業的營運資金相對不足，籌資難度加大。除此之外，2015年度，
本集團的生產及運營整體運行平穩，未出現其他重大經營困難或經營問
題。

技改擴建項目及基本建設項目進展

2015年度，本集團進行的技改擴產項目及基本建設項目主要有：完善喀
拉通克礦業提高採礦、選礦、冶煉生產能力技改擴產項目，完善阜康冶
煉廠配套提高電解鎳、陰極銅精煉加工能力技改擴產項目及新建電解鎳
生產能力增加至年產1.5萬噸技改擴產項目，新疆亞克斯新增採礦、選礦
生產能力技改擴產項目，及完善五鑫銅業年產10萬噸陰極銅基本建設項
目四個技改、基建項目。2015年度，本集團的技改擴產項目及基本建設項
目整體進展順利，如期完成了報告年內工程的進度要求，共完成投資人
民幣221.8百萬元。主要包括：

2015年度共完成投資人民幣 17.0百萬元，用於進一步完善喀拉通克礦業
日採礦 3,400噸、日選礦3,000噸、年生產水淬金屬化高冰鎳鎳金屬量8,000

噸技改擴產項目。

2015年度共完成投資人民幣 18.2百萬元，用於進一步完善阜康冶煉廠配
套提高電解鎳、陰極銅精煉加工能力技改擴產項目及新建電解鎳生產能
力增加至年產1.5萬噸技改擴產項目的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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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亞克斯及哈密聚寶新增日採礦、選礦4,000噸技改擴產項目，2015年
度共完成投資人民幣128.8百萬元。

2015年度共完成投資人民幣57.8百萬元，用於完善五鑫銅業年產10萬噸陰
極銅基本建設項目。

股權投資及轉讓

本年度內，本公司並無資產收購或轉讓、合併或股權投資。
 

財務回顧

經營業績

2015年度，本集團的營業收入為人民幣2,685.9百萬元，比2014年度的人民
幣3,392.4百萬元降低20.8%；本集團的綜合虧損為人民幣943.1百萬元，而
2014年度綜合收益為人民幣 12.7百萬元；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綜合虧損
為人民幣741.0百萬元，而2014年度歸屬於本公司股東的綜合收益為人民
幣77.8百萬元。2015年業績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受到國際及國內電
解鎳及陰極銅市場價格持續下跌的影響，本集團主要產品電解鎳及陰極
銅的平均銷售價格對比2014年分別下降約24.2%及16.8%；(2)由於五鑫銅
業10萬噸陰極銅冶煉項目於2014年6月建成並投入生產，目前尚未達產達
標，生產流程運行效率不高，生產成本依然偏高；(3)2015年度計提存貨跌
價準備人民幣298.2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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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營業務收入及毛利

下表列示本集團截止 2015年12月31日及2014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按產
品劃分的銷售詳情：

 
截至 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金額

銷售數量 金額 佔營業額 銷售數量 金額 佔營業額 增長率
產品名稱 噸 人民幣千元 % 噸 人民幣千元 % +╱（–）

電解鎳 2,067 160,761 6.2% 15,029 1,541,849 46.4% (89.6%)
陰極銅 60,531 2,096,137 80.5% 37,368 1,554,838 46.7% 34.8%

其中： 阜康冶煉廠 11,041 379,847 14.6% 6,213 258,770 7.8% 46.8%
 五鑫銅業 49,490 1,716,290 65.9% 31,155 1,296,068 38.9% 32.4%

銅精礦 – 0.0% 1,065.63 9,980 0.3% (100%)
其他產品 345,537 13.3% 219,651 6.6% 57.3%
其中：陽極泥 301 303,154 11.6% 115.6 168,468 5.1% 79.9%  

主營業務收入總計 2,602,435 100% 3,326,318 100% (21.8%)
主營業務成本 (2,849,366) 109.5% (2,945,721) 88.6% (3.3%)  

毛（虧損）╱利潤 (246,931) (9.5%) 380,597 11.4% (165.3%)
  

2015年度，本集團電解鎳的營業額為人民幣160.8百萬元，比2014年度降低
89.6%，主要是由於電解鎳銷售量及銷售價格的降低所致。2015年度，本
集團電解鎳的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噸人民幣77,782元，比2014年度的每噸人
民幣102,595元下降 24.2%；2015年度，本集團電解鎳的銷售量為 2,067噸，
比2014年度的15,029噸降低86.2%，主要是2015年本集團採取了加大產成品
庫存控制電解鎳銷售數量的營銷策略，以達到電解鎳產品能夠在較高市
場價格下實現銷售，提升本集團經濟效益之目的所致。

2015年度，本集團陰極銅的營業額為人民幣2,096.1百萬元，比2014年度增
長34.8%，主要是陰極銅銷售量增加所致，該漲幅部分被價格下跌抵銷。
2015年度，本集團陰極銅的平均銷售價格為每噸人民幣 34,629元，比2014

年度的每噸人民幣41,608下跌16.8%；本集團陰極銅的銷售量為60,531噸，
比2014年度的 37,368噸增長62.0%，銷售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生產
量比上年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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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本集團銅精礦未對外銷售，全部供應五鑫銅業生產陰極銅。
2014年度，本集團銅精礦的營業額為人民幣10.0百萬元，銷售量為1,065噸。

2015年度，本集團其他產品的營業額為人民幣345.5百萬元，營業額比2014

年度大幅增長，主要是由於五鑫銅業銷售陽極泥增加所致。

2015年度，本集團的主營業務毛利為虧損人民幣246.9百萬元，比2014年度
的毛利人民幣380.6百萬元減少人民幣627.5百萬元。2015年度毛虧損率為
9.5%，比2014年度的毛利率11.4%下降20.9個百分點，毛利降低主要由於電
解鎳、陰極銅銷售價格持續大幅下跌及五鑫銅業生產尚未穩定，致使產
出的陰極銅成本偏高所致。

銷售費用

2015年度，本集團發生的銷售費用比 2014年度的人民幣 42.7百萬元增長
55.1%至人民幣66.3百萬元，主要是由於本集團2015年度陰極銅的銷售量
增加所致，使得產品的裝卸及運輸費用相應增加。

管理費用

2015年度，本集團發生的管理費用比2014年度的人民幣157.9百萬元增長
16.9%至人民幣184.6百萬元，開支增長主要是亞克斯選廠和黃山東銅鎳礦
部分投產及五鑫銅業正式投產，導致人工薪酬、稅費、折舊及攤銷費用
增長。

財務費用－淨額

2015年度，本集團發生的財務費用－淨額人民幣240.6百萬元，比2014年度
財務支出－淨額人民幣167.3百萬元增加財務支出人民幣73.3百萬元，主要
是亞克斯選廠和黃山東銅鎳礦部分投產及五鑫銅業正式投產，相關的借
款利息費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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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2015年度，股東權益由人民幣5,598.8百萬元降低至人民幣4,664.3百萬元，
主要是2015年度經營虧損及計提跌價準備人民幣298.2百萬元所致；資產
總值增加0.1%至人民幣11,903.2百萬元。

2015年度，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為人民幣 146.0百萬元，
較2014年度的現金流入淨額 672.3百萬元增加流出人民幣 818.3百萬元，主
要是由於本集團在2015年減少電解鎳銷售量，銷售產品收到的現金比上
年大幅減少所致；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為人民幣346.1百萬元，
主要是用於本集團各項技改擴建工程的設備及工程款；融資活動產生的
現金流入淨額為人民幣439.6百萬元，現金流入主要是本集團收到銀行借
款及其他帶息借款人民幣2,996.0百萬元，現金流出主要是本集團償還銀
行借款及利息人民幣2,556.4百萬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為人民幣 506.1百
萬元（2014：人民幣558.6百萬元），而本集團的帶息借款及其他金融負債為
人民幣4,847.6百萬元（2014：人民幣4,405.2百萬元）。

於2015年

12月31日

於2014年
12月31日

流動比率（倍） 0.9 1.1

資產負債比率（借款╱總資產） 40.7% 37.1%
  

商品價格風險

本集團的產品價格受國際及國內市場價格以及此等產品全球供求變動
所影響，有色金屬價格的波動亦受全球及中國的經濟週期以及全球貨幣
市場波動的影響。有色金屬國際及國內市場價格及供求波動均在本公司
控制範圍以外。因此，商品價格波動可能對本集團的營業額及綜合收益
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參與買賣合約或訂立定價安排以對沖有色金
屬價格波動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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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

本集團的利率風險主要來自於銀行貸款和帶息長期債務。按浮動利率的
借入╱存出的款項令本集團承受現金流量利率風險，而固定利率的金融
負債使本集團面臨公允價值利率風險。本集團根據當時市場環境來決定
固定利率及浮動利率合同的相對比例。截止 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帶
息債務主要為人民幣計價的浮動利率借款，固定利率借款及帶息應付債
劵，金額合計為人民幣4,847.6百萬元（2014年：人民幣4,405.2百萬元），本集
團並無利率互換安排。

資產抵押

於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貨幣資金內有人民幣 256.2百萬元屬受限制銀
行存款用作開具銀行承兌匯票及其他用途的保證金；本公司所屬子公司
五鑫銅業以存貨銅精礦與銀行簽訂抵押合同，截止2015年12月31日，取得
借款餘額為人民幣185.0百萬元。該存貨另用於抵押給銀行，取得黃金租
賃95.2百萬元。五鑫銅業於期內就抵押固定資產和土地使用權共計人民
幣1,264.0百萬元與銀行簽訂抵押合同，截止2015年12月31日，取得借款餘
額為人民幣220.0百萬元。另外，喀拉通克礦業將未到期應收本公司的商
業承兌匯票向銀行貼現，取得借款人民幣180.0百萬元。除前述者外，截
止2015年12月31日，本集團概無其他任何其他資產抵押或質押資產。

或然負債

本公司與合資方共同為和鑫礦業的銀行貸款提供擔保，其中本公司向和
鑫礦業相關 債權人提供人民幣167.8百萬元的公司擔保。於 2015年12月31

日上述公司擔保尚未解 除。除前述披露者外，本集團於2015年12月31日並
無任何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承諾事項

(1) 資本性承諾事項

於2015年12月31日及2014年12月31日，本集團均無已簽約而尚不必在
財務報表上列示的資本性支出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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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租賃承諾事項

根據已簽訂的不可撤銷的經營性租賃合同，未來最低應支付租金匯
總如下：

2015年
12月31日

2014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以內 1,636 1,636
一年至二年 1,636 –
二年至三年 1,636 –  

4,908 1,636
  

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

於 2016年3月28日，本公司就出售五鑫銅業 66%股權與有色集團簽訂股權
轉讓協議，代價為人民幣 1,200萬元或於 2015年12月31日的經審計資產淨
值之最高者。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3月29日的主要交易及關連
交易。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在資產負債表日後概無其他事項需予以披露或調整。

展望

經營環境

2016年度，全球經濟仍處於復蘇時期，且影響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因素
較多，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長，但更加注重結構調整及增長方式
的轉變，增速有所放緩（中國政府預期2016年度中國GDP增長幅度為6.5%
至7.0%），故本集團預期，2016年度國內有色金屬市場對電解鎳、陰極銅
的消費量仍將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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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目標

2016年度，本集團計劃生產電解鎳 11,800噸，計劃生產陰極銅 10,000噸（未
包括五鑫銅業生產的陰極銅）。請注意，由於金屬價格及國內原料市場不
確定因素較多，上述計劃僅基於現時市場情況及本集團目前形勢作出，
董事會可能根據情況變化調整有關生產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報告年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
市股份。

企業管治

本公司相信有效的企業管治常規是保障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人士權益
與提升股東價 值的基本要素，因此本公司致力達致並維持最符合本集團
需要與利益的較高的企業 管治水平。

董事會已採納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14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本集團於2015

財政年度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有守則條文。

董事買賣證券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董事」）及本公司監事（「監事」）證券
交易的標準守則。在向全體董事及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及監
事於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建國先生、李永森先生，及一位非
執行董事胡承業先生組成，並由陳建國先生擔任審核委員會主席。董事
會認為審核委員會成員擁有足夠的會計及財務管理專業知識及技能以
履行職責。



– 27 –

審核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於報告年內已舉行兩次會議，平均出席率為
83%。會議上審閱了本公司2015年度審計計劃及 2015年中期業績報告。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核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佈。

刊發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在本公司網站kunlun.wsfg.hk及聯交所網站上刊載。本公司年
報亦將於2016年3月底在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可供閱覽，並將於2016年4

月初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股息

於2016年3月30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會建議本公司不派發截至
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其議案須待本公司股東於 2016年5月
27日舉行之2015年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就股東週年大會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2016年4月27日至2016年5月27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會登記股份過戶。為符合資格出席本公司 2015年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須於2016年4月26日下午4時30分前，將過戶文件連同
股票及其他適用文件送交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
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
舖。

承董事會命
新疆新鑫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海棠

主席
中國，新疆，2016年3月30日

於 本 公 佈 日 期，執 行 董 事 為 郭 全 先 生 及 魯 小 平 先 生；非 執 行 董 事 為
郭海棠先生、史文峰先生，周傳有先生及胡承業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陳建國先生、汪立今先生及李永森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