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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Molybdenum Co., Ltd.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993)

公佈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半年度業績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集團截至

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審核計業績。

中期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營業額 3 2,881,810 1,471,587

銷售成本 (1,073,061) (473,326)

毛利 1,808,749 998,261

其他收入 4 262,338 15,225

銷售及分銷開支 (9,446) (11,108)

管理費用 (119,777) (45,374)

其他開支 5 (98,059) (2,184)

融資成本 6 (25,622) (14,81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5,370 3,078

除稅前溢利 1,823,553 943,087

稅項 7 (590,164) (280,459)

期內溢利 8 1,233,389 662,628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股東 1,104,333 595,870

少數股東權益 129,056 66,758

1,233,389 662,628

每股盈利  —  基本 9 人民幣0.27元 人民幣0.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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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26,190 2,004,462

　土地使用權 —  非即期部分 228,310 211,037

　採礦權 378,803 392,413

　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已付的按金 8,000 8,000

　於聯營公司的權益 38,465 45,095

　可供出售的投資 2,300 2,300

　遞延稅項資產 27,432 16,868

3,209,500 2,680,175

流動資產

　存貨 222,850 220,68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839,946 680,974

　應收一家聯營公司款項 67,855 2,630

　土地使用權 —  即期部分 5,320 5,271

　持作買賣投資 59,277 101,493

　已抵押銀行存款 5,501 6,909

　銀行結餘及現金 6,710,765 827,447

7,911,514 1,845,40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558,434) (800,421)

　應付股息 (106,720) (193,156)

　應付稅項 (360,867) (300,059)

　銀行借貸 —  一年內到期 (135,000) (555,250)

(1,161,021) (1,848,886)

流動資產淨額（負債） 6,750,493 (3,48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959,993 2,67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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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貸 —  一年後到期 (200,000) (490,000)

　撥備 (35,936) (35,060)

　長期應付款項 13 (331,093) (12,777)

(567,029) (537,837)

9,392,964 2,138,856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4 975,234 736,842

　儲備 8,257,160 1,122,646

本公司股東權益 9,232,394 1,859,488

少數股東權益 160,570 279,368

總權益 9,392,964 2,138,856

中期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東權益

母公司股本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公積金 法定公益金 累計溢利 持有人應佔 股東權益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280,020 — 230,655 23,221 8,014 508,709 1,050,619 140 1,050,759

轉為一間股份有限公司 419,980 — (223,766) (196,214) — — — — —

股份發行 36,842 16,874 — — — — 53,716 — 53,716

年內溢利 — — — — — 1,515,263 1,515,263 199,202 1,714,465

股息 — — — — — (760,110) (760,110) — (760,110)

撥款至儲備 — — — 280,105 (8,014) (272,091) — — —

轉撥（附註） — — 187,371 — — (187,371) — — —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77,315 77,315

一家附屬公司清盤 — — — — — — — (289) (289)

一名少數股東注資 — — — — — — — 3,000 3,000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36,842 16,874 194,260 107,112 — 804,400 1,859,488 279,368 2,138,856

股份發行 238,392 7,762,656 — — — — 8,001,048 — 8,001,048

股份發行開支 — (433,270) — — — — (433,270) — (433,270)

期內溢利 — — — — — 1,104,333 1,104,333 129,056 1,233,389

股息 — — — — — (1,299,205) (1,299,205) (247,854) (1,547,059)

撥款至儲備 — — — 69,276 — (69,276) — — —

轉撥（附註） — — 88,169 — — (88,169) — — —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975,234 7,346,260 282,429 176,388 — 452,083 9,232,394 160,570 9,392,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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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權益

母公司股本 少數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法定公積金 法定公益金 累計溢利 持有人應佔 股東權益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280,020 — 230,655 23,221 8,014 508,709 1,050,619 140 1,050,759

期內溢利 — — — — — 595,870 595,870 66,758 662,628

股息 — — — — — (760,110) (760,110) — (760,110)

撥款至儲備 — — — 172,993 (8,014) (164,979) — — —

轉撥（附註） — — 82,122 — — (82,122) — — —

收購附屬公司 — — — — — — — 77,315 77,315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 280,020 — 312,777 196,214 — 97,368 886,379 144,213 1,030,592

附註：根據中國採礦業的相關法規，本集團須轉撥一筆金額至資本儲備賬目內，而就中國稅務會計而言，該金額可從營業

收入中額外扣減。該金額是以礦山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的金額與根據每年提取的鉬礦量及每噸鉬礦石適用提取率

計算的金額間的差額來計算。使用資本儲備賬目內的金額將受中國公司法的規管，且不可分派予股東。

中期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除稅前溢利 1,823,553 943,087

　經下列各項調整

　　利息收入 (261,251) (5,891)

　　利息開支 25,622 14,81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9,377 29,562

　　土地使用權攤銷 2,335 1,641

　　採礦權攤銷 13,610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盈利） 308 (93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5,370) (3,078)

　　呆賬撥備（撥回） 16,090 (656)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的虧損 22 —

　　持作買賣投資的公平值變動 2,076 —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折讓 — (5,102)

　　收購附屬公司撇銷商譽 —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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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營運資金變動前的經營現金流量 1,676,372 976,882

存貨減少（增加） (2,170) 17,104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175,062) 37,34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84,937 (48,105)

收聯營公司款項增加 (65,225) (11,403)

持作買賣投資增加（減少） 40,118 (490)

列作長期應付款的提前退休應付費用減少 (1,872) (1,873)

經營業務產生現金 1,557,098 969,457

已付中國企業所得稅 (539,920) (332,197)

來自經營活動的現金淨額 1,017,178 637,260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投資活動

　已收利息 261,251 5,891

　從一家聯營公司收取股息 12,000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580,464) (410,082)

　已付物業、廠房及設備按金 — (8,000)

　購買土地使用權 (19,657) (2,02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310 1,898

　收購附屬公司 — 9,368

　存款增加 — (80,000)

　應收貸款減少 — 13,100

　已抵押銀行存款（增加）減少 1,408 (168,842)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25,152) (638,692)

融資活動

　已付利息 (32,741) (13,976)

　已付股東股息 (1,492,361) (282,040)

　已付附屬公司少數股東股息 (141,134) —

　新造銀行借貸 563,000 1,309,050

　償還銀行借貸 (1,273,250) (524,050)

　股份發行 8,001,048 —

　股份發行開支 (433,270) —

來自融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5,191,292 488,98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淨額 5,883,318 487,552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27,447 357,557

年終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710,765 845,10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6,710,765 84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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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摘要

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由於兩家國有企業合併，本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為國有全

資有限公司。於成立後，本公司的註冊及實繳股本為人民幣251,000,000元。作為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企業重

組的一部分，誠如售股章程「重組和公司結構」一段所詳述，鴻商控股有限公司（「鴻商控股」，其後更名為

鴻商產業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鴻商產業」））認購本公司49%的 股本權益，認購價為人民幣137,210,000元，

並已繳入本公司的註冊資本之中。此外，鑒於企業重組，本公司須償還實收資本人民幣92,369,000，並向

其股東分配若干土地使用權，總值人民幣15,821,000元。因此，本公司的註冊資本改變為人民幣280,020,000

元。洛陽市人民政府持有本公司51%的股本權益，直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五日止，其當時授權予洛陽市人

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洛陽市國資委」）持有本公司的權益，於二零零六年八月，洛陽市國資

委將51%的股本權益轉讓予洛陽礦業集團有限公司（「洛礦集團」）。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透

過將其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的註冊資本及儲備轉換為700,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元的股份，改

制為股份制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本公司向洛陽華鉬投資有限公司（「洛陽華鉬」）發行36,842,105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 元

的股份。於二零零六年九月，洛陽華鉬轉讓26,157,895股股份予洛礦集團及10,684,210股股份予鴻商產業。

根據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日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進行股份分拆，據此每股已發行普通股分拆為5股普

通股，由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三日起生效。因此，股份總數由736,842,105股增至3,684,210,525股，而每股面

值由每股人民幣1.0 元變為每股人民幣0.2元。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本公司的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以每股人

民幣0.20元的股價發行1,083,600,000H股股份。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四日，由於本公司行使超額配發權，已

額外發行108,360,000股每股人民幣0.2元的股份。

本集團為中國的綜合鉬生產商，其業務包括開採鉬、浮選、冶煉及精煉，以生產鉬及其他相關產品，包

括氧化鉬、鉬鐵及鉬精礦。本公司註冊辦公地址及主要經營場所已在中報中披露。

綜合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列，與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相同。

除若干財務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法編製。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布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法規定的適用披露。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會計準則委員會」）及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國際

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頒佈的多項新準則、修訂準則和詮釋（「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新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的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採納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以往會

計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的編製和呈報方法不構成重大影響，故毋須作出往年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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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佈該等綜合財務資料日期，以下新修訂的準則、修訂及詮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

《國際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部1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1號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2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12號 特許服務安排3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第13號 客戶忠誠度項目4

國際財務報告解釋委員會第14號 國際會計準則第19號－界定利益資產的限額，最低資本規

定及相互之間的關係3

1 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2 由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3 由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4 由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董事預期，於日後期間接納此等準則、修訂及詮釋並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產生任何重大

影響。

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本期內出售貨物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扣除銷售稅及退貨）。本集團的營業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銷售貨物

　－鉬精礦 400,401 380,237

　－氧化鉬 527,259 448,202

　－鉬鐵 1,617,846 474,835

　－鉬礦石 2,965 25,755

　－其他 333,339 142,558

2,881,810 1,471,587

本集團期內營業額及溢利絕大部分來自生產及銷售鉬的相關產品。董事認為此等產品乃有關連，並有共

同風險及回報，因此，此等活動被視為單一業務。

主要呈報分部－地區分部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經營，向海外客戶及中國客戶進行銷售。本集團按客戶地理位置分類的營業額及分部

業績乃根據產品付運的最終目的地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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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營業額

　中國 1,874,180 958,509

　韓國 294,158 322,106

　其他 713,472 190,972

2,881,810 1,471,587

分部業績

　中國 1,162,027 640,679

　韓國 204,349 215,299

　其他 432,927 127,648

1,799,303 983,626

利息收入 261,251 5,891

其他收入（不包括利息收入） 1,087 9,334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5,370 3,078

未分配開支 (217,836) (44,031)

融資成本 (25,622) (14,811)

除稅前溢利 1,823,553 943,087

稅項 (590,164) (280,459)

期內溢利 1,233,389 662,628

資產和負債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資產

中國 301,003 270,724

韓國 49,890 57,841

其他 448,117 304,894

799,010 633,459

未分配資產 10,322,004 3,892,120

綜合資產總值 11,121,014 4,52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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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就各地理分部分別所有成本及開支（除若干直接銷售成本及若干直接應佔銷售及分銷開支外）

乃不設實際且並無意義。此外，除來自各分部的客戶的應收貿易賬款外，其餘綜合總資產及全部綜合總

負債均呈列為未分配。

由於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主要來自中國，故並無就其他資料披露地區分部。由於所有本集團的生產設

施均位於中國，故並無按資產的地理位置披露分部資產的賬面值。

4. 其他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銀行存款 48,199 2,875

　－源自本公司股份之全球發售 213,052

　－應收貸款 — 3,016

收購一家附屬公司折讓 — 5,10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 931

出售廢料淨收益 295 527

已確認政府補助（附註） — 2,020

其他 792 754

262,338 15,225

附註：

該等金額指本集團已收取有關中國政府發放的無條件政府補助，以促進本集團業務經營。

5. 其他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308 —

外匯虧損 94,275 90

罰款開支 444 131

捐款 1,200 410

其他 1,832 1,553

98,059 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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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借貸利息 32,741 24,506

其他利息開支 10,065 835

減：計入合資格資產成本的金額 (17,184) (10,530)

25,622 14,811

計入合資格資產成本的借款成本來自一般借款，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分別以有關資

產期內開支按資本化比率6.1%（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6.6%）計算。

7.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費用包括中國企業所得稅：

當期稅項 600,728 283,860

遞延稅項

　－本期 (12,572) (3,401)

　－  稅率變動的影響 2,008 —

590,164 280,459

除洛陽高科鉏鎢材料有限公司（「洛陽高科」）外，本集團須按照33%的稅率就應課稅收入繳付中國企業所

得稅，而應課稅收入乃按照中國的有關法律和法規釐定。洛陽高科被視為一家高科技企業，並須按15%的

稅率繳付中國企業所得稅，其首兩個年度業績獲豁免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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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期間稅項與除稅前溢利的對賬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 1,823,553 943,087

按國內所得稅稅率33%繳稅 601,773 311,219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11,973 4,187

轉撥至可扣稅資本儲備，

　但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不計入收入內 (29,096) (27,100)

在稅務上不可扣除的公司股份全球發

　售相關幵支的稅務影響 5,952 —

毋須課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674) (6,831)

國內所得稅率自二零零八年起

　由33%降至25%所導致的期初

　遞延稅項資產減少（註） 2,008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的稅務影響 (1,772) (1,016)

期內稅項支出 590,164 280,459

國內所得稅稅率指本集團主要業務所屬司法權區的稅率。

附註：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實行新企業所得稅法，統一內資及外資企業的所得稅法，自二零

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因此，本集團適用名目稅率將由33%跌至25%。

8. 期內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已經扣除以下各項後計算：

董事酬金： 1,267 85

其他僱員薪酬、花紅及津貼 91,162 79,916

其他僱員對退休福利成本的貢獻 12,296 5,381

總僱員成本 104,725 8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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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酬金 2,750 1,140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073,061 476,853

外匯虧損 94,275 90

所擁有的物業、廠房及設備資產的折舊 59,377 29,562

土地使用權攤銷 2,335 1,641

採礦權攤銷（已包括在銷售成本內） 13,610 —

呆賬準備（撥回） 16,090 (656)

確認本集團全球發售股份所費開支為開支 23,239 —

收購附屬公司撇銷商譽 — 3,439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計入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652 1,248

資源補償費（附註） 33,017 16,823

列為持作買賣之財務資產的公平值變動 2,076 —

附註：

資源補償費乃參考補償費比率及回採率的係數，根據期內礦產品銷售收入計算。

9. 每股盈利－基本

於報告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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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未經審核）

本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及計算

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人民幣千元） 1,104,333 595,870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股份加權平均數 4,114,058,000 3,500,000,000

計算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盈利的股份乃基於以下假設計算，即假設本公司於二

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轉制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時已發行的700,000,000股股份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為已

發行在外的股份，並已就附註14(c)披露的股份分拆予以調整。

由於兩期間概無潛在的發行在外普通股，故此並無呈列兩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

10.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分派予鴻商產業及洛礦集團的特別股息 1,299,205 760,110

根據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股東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決議向洛礦集團及鴻商產業宣派總額約為人

民幣760,110,000元的股息，為本公司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前的可分配溢利。該股息已由本集團內部

資源作撥付並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九日全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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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九日股東大會上由股東通過的決議案，決議將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可

分派溢利及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至緊接於聯交所上市日期前當日期間的可分派溢利全數分派予洛礦集團

及鴻商產業（「特別股息」）。另根據一項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五日通過的一般決議案，本公司從二零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分派溢利中宣派部分特別股息予洛礦集團及鴻商產業，共為人民幣720,000,000元。

該股息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全數繳付，且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

根據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董事會上通過的決議案，決議宣派餘下的特別股息人民幣579,205,000元。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止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股息。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扣除備抵） 714,195 554,208

應收票據 84,815 79,251

799,010 633,459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 40,936 47,515

839,946 680,974

本集團一般為其貿易客戶提供為期不多於90日的信貸期，其主要客戶信貸期可延長。應收貿易賬款及應

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日 681,238 582,016

91至180日 70,011 36,791

181至365日 46,551 676

1至2年 1,470 15,975

逾2年 20,666 5,536

819,396 640,994

應收賬款呆賬備抵 (20,926) (7,535)

799,010 633,459

於各結算日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的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應收貿易賬款呆賬備抵變動

　期初/年初結餘 7,535 10,455

　期內/年內收回金額 — (7,888)

　於損益賬確認的撥備增加 13,391 4,968

期末/年末結餘 20,926 7,535



— 14 —

在確定應收貿易賬款的可收回性時，本集團考慮了自開始授予信貸之日至報告日期應收貿易賬款信貸質

素的變化。  因客戶基礎較大且無關聯，信貸風險不太集中。  因此，董事認為，無須提供呆賬備抵之外

的更多信貸準備。

呆賬備抵為特別應收貿易賬款準備。減值代表特別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預期現金流入現值之間的差

額。

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以有關集團實體的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列值載列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美元 497,873 362,578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附註a） 110,730 93,61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47,704 706,809

558,434 800,421

包括于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的應付貿易賬款如下：

(a) 應付貿易賬款

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90日 92,917 58,959

91至180日 5,523 14,522

181至365日 3,689 8,269

1至2年 8,601 11,862

110,730 93,612

應付貿易賬款主要包括就貿易採購而拖欠的款項。

於各結算日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的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13. 長期應付款項

長期應付款項包括：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採礦權應付款（附註a） 320,188 —

提早退休費用應付款 10,905 12,777

331,093 1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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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a：

1年內到期作為流動負債項下其他應付款 40,149 360,337

1年後到期 320,188 —

360,337 360,337

應付金額如下：

1年內 40,149 360,337

1-2年內 80,297 —

2-5年內 239,891 —

360,337 360,337

金額指所披露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收購採礦權的應付餘額。根據中國國土資源部（「國土資源部」）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三

十日發佈的國土資源廳函[2007]37號《關於三道莊鉬礦分期繳納採礦權價款有關問題的復函》的通知，本集團已獲批准

於5年內分期付清該筆餘額。該等分期應付款項附帶利息開支，利率不低於有關期間銀行貸款利率。截至二零零七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應付利息額約為人民幣9,189,000元（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截至二零零七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實際利率為6.1%（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董事估計，賬面值與結算日公平值相若。

14. 股本

股份數目

內資股 H股 金額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280,020,000 — 280,020

轉營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附註a） 419,980,000 — 419,980

股份發行（附註b） 36,842,105 — 36,842

股份分拆（附註c） 2,947,368,420 — —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684,210,525 — 736,842

全球發售的H股發行（附註d） — 1,083,600,000 216,720

超額配股權下的H股份發行（附註e） — 108,360,000 21,672

內資股轉換為H股 (119,196,000) 119,196,000 —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3,565,014.525 1,311,156.000 975,234

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根據中國公司法於中國成立為一家國有獨資公司。 本公司成立後

的註冊及實繳股本為人民幣251,000,000元。

繼附註1所披露的重組後，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280,020,000元。

附註：

(a) 根據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五日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將其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實繳股本及儲備兌轉

換為700,00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股份的方式，按中國公司法轉為股份有限公司。

(b)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本公司向洛陽華鉬發行36,842,105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代價約為人民幣5,370

萬元，而洛陽華鉬為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擁有及控制的公司。

(c) 根據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日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進行股份分拆，據此每股已發行普通股分拆為5股普通股，

由四月十三日起生效。 因此，股份總數由736,842,105股增至3,684,210,525股，而每股面值由每股人民幣1.0 元變

為每股人民幣0.2元。。

(d)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本公司通過全球發售的方式以每股6.8港元向香港及海外投資者發行1,083,600,000

股H股（每股面值人民幣0.2元）。

(e) 於二零零七年五月四日，由於全球發售的聯席全球協調人行使超額配股權，本公司以每股6.8港元發行了

108,360,000股H股（每股面值人民幣0.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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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績

市場回顧

（以下資料錄自中華商務綱www.chinaccm.com,有關商品之價格包含增值稅）

2007年上半年，由於需求強勁，供給緊張等原因，國內及國際鉬價繼續保持堅挺。國內鉬精礦、氧化鉬和鉬鐵

6月底的價格自本年初上漲了約16%-19%。中國國內鉬精礦、氧化鉬和鉬鐵1－6月份的平均價分別實現4080元/

噸度、4349元/噸度和27.96萬元/基噸（60%品位），與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國際氧化鉬和鉬鐵於2007年6月底

的價格較年初上漲約31%-39%。國際氧化鉬和鉬鐵1－6月份平均價分別實現約28.6美元/磅和約31.7美元/磅，相

比去年同期上漲約18%-23%。

業務回顧

2007年上半年，本集團緊緊抓住市場機遇，充分發揮資源優勢、生產規模優勢和一體化產業鏈優勢，各項產品

較去年同期均有所提高。1－6月份，本集團完成鉬精礦產量約13,761噸，比去年同期增長64.9%，氧化鉬產量

約9,608噸，比去年同期增長84.4%，鉬鐵產量約6,558噸，比去年同期增長178%。另外，本集團還生產其他各

類鉬加工產品約1,173噸。國內銷售和出口的比例分別約為65%和35%，內外銷比例基本與去年保持一致。

本公司為中國鉬生產的先驅，並利用我們的鎢儲量生產鎢精礦及其他貴金屬。在科技創新及建設環保礦山方

面，我們爭取成為國內及國際市場的領導者，將本集團建設成世界領先的國際化稀貴金屬礦業集團。

在鉬生產主業方面，2007年上半年本集團繼續實施對露天礦的規劃及配套工程、完成了選礦三公司5,000噸/日

改造項目，完成300噸/年高溫鉬粉生產線、160噸/年鉬絲生產線、800噸/年燒結製品生產線等鉬深加工項目。

為抓緊實施現有冶煉廠的吸收尾氣制酸項目，全面啟動與Climax Molybdenum Company技術合作的新4萬噸焙

燒冶煉廠的前期各項準備工作。

在鎢業方面，開工建設處理選礦一公司和三強選廠尾礦6,000噸/日白鎢回收工程，啟動另一項的9,000噸/日白鎢

回收工程的選址研究及設計工作。本公司亦正在實施APT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財務回顧

概述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本集團母公司股本持有人應佔溢利為人民幣1,104.3百萬元，比2006年同期上升85.3%，

比公司在招股說明書中的預測基礎數人民幣950百萬元高154.3百萬元。下文是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與截至2006

年6月30日止的財務狀況比較分析：

經營成果

截至到6月30日半年度

2007年 2006年

平均 佔銷售 平均 佔銷售

銷售量 銷售價格 銷售收入 收入百分比 銷售量 銷售價格 銷售收入 收入百分比

（噸） （RMB/噸）（RMB百萬元） （%） （噸） （RMB/噸）（RMB百萬元） （%）

鉬礦石 35,298.5 84.0 3.0 0.1 658,898.0 39.2 25.8 1.8

鉬精礦 2,450.3 163,412.1 400.4 13.9 2,401.7 158,304.4 380.2 25.8

氧化鉬 2,391.9 220,435.7 527.3 18.3 2,414.0 185,666.9 448.2 30.5

鉬鐵 6,609.0 244,793.0 1,617.8 56.1 2,115.7 224,421.8 474.8 32.3

其他產品 N/M N/M 333.3 11.5 N/M N/M 142.6 9.7

合計 2,881.8 100.0 1,471.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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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本集團實現營業額人民幣2,881.8百萬元，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幣1,471.6百萬元增加人民

幣1,410.2百萬元，增長95.8%。

1-6月份，本集團完成鉬精礦銷售量約2,450.3噸，比去年同期上升2%，主要是因為本集團將更多的鉬精礦用於

生產氧化鉬，可供銷售的鉬精礦量與去年基本一致；氧化鉬銷量約2,391.9噸，比去年同期下降0.9%，主要是因

為本集團將更多的氧化鉬用於生產鉬鐵；鉬鐵銷量約6,609.0噸，比去年同期增長212.4%，主要是本集團鉬鐵生

產能力大幅度上升以及強勁的市場需求所致；另外，本集團其他各類鉬產品以及其它其產品比2006年同期增長

133.7%。主要是深加工生產能力上升以及強勁的市場需求所致。國內銷售和出口的比例分別約為65%和35%。

成本

截至到6月30日半年度

2007年 2006年

銷售成本 毛利 毛利率 銷售成本 毛利 毛利率

（人民幣 （人民幣

（百萬元） 百萬元） （%） （百萬元） 百萬元） （%）

合計 1,073.1 1,808.7 62.8 473.3 998.3 67.8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本集團銷售成本人民幣1,073.1百萬元，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幣473.3百萬元增長126.7%。

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包括1)公司採、選礦規模增長；2)2007年上半年氧化鉬、鉬鐵出口需要繳納10%-15%出口

稅；3)下屬貿易公司和大川、高科公司從集團外以市場價格購鉬產品。4)收購三道莊礦採礦權價款攤銷。

毛利及毛利率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實現毛利人民幣1,808.7百萬元，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幣998.3百萬元增加人民

幣810.5百萬元增長81.2%，大幅度增長的原因主要是本集團銷售規模大幅度上升所致；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本集團毛利率為62.8%，比上年同期的67.8%下降5.0個百分點。該乃由於(1)氧化鉬及鉬

礦產品出口關稅(2)下屬貿易公司和大川、高科公司從集團外以市場價格購鉬產品；(3)收購三道莊礦採礦權價

款攤銷。

其它收入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期間，本集團的其它收入及收益為人民幣262.3百萬元，比上年同期的人民幣15.2百萬元

增加人民幣247.1百萬元，上升1,623.1%。增加原因主要為於二零零七年上半年發行的新股份獲超額認購產生銀

行利息收入人民幣213.10百萬元以及用量募集資金產生的利息收入人民幣48.2百萬元。

董事權益

董事及監事於合約中的權益

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概無董事及監事於任何由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屬公司訂立

而對本集團業務而言屬重大的合約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董事及監事於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2007年6月30日，概無董事、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分）的股本、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或須

登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所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

守則須以其他方式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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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的權利

於2007年6月30日6個月任何時間，概無董事、監事或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獲授予可透過購入本公司股

份或債券而取得利益的權利，彼等亦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

屬公司亦無訂立任何安排，以致本公司董事可購入任何其他法人團體的上述權利。

所得款項用途

截至2007年6月30日，本公司已使用募集資金共人民幣1,669.77百萬元，主要用途如下：

2007年5月至6月期間，本公司使用人民幣780.55百萬元，用於償還各銀行借款及利息。

2007年5月至6月期間，本公司使用人民幣825.89百萬元，用於支付流動負債，補充一般營運資金。

2007年5月至6月期間，本公司撥付人民幣52.67百萬元用於選礦公司購買重型機械設備；撥付人民幣277.65萬用

途礦山公司技術改造。

2007年6月，本公司撥付人民幣789.10萬元用於擴建選礦一公司、三強公司和建設白鎢回收廠；

股息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舉行的董事會，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本公司的H股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於聯交所上市。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內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企業管治

本公司致力改進公司管治及提高對股東的透明度。董事會認為，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本公司已遵守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制常規守則（「守則」）的守則條文。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由十一名董事組成，即五名執行董事、兩名非執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於截至2007年6

月30日止6個月，董事會舉行了七次會議（平均出席率為98%），其中五名執行董事全部出席了所有董事會會議。

監事會

本公司監事會由三名監事組成，以對董事會及其成員以及高級管理層進行監督，防止其濫用職權及侵犯股東、

本公司及其僱員的合法權益。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6個月，監事會舉行了一次會議（平均出席率為100%）。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為其本身的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董事確認於截至2007年6月30日止期間已遵守

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

董事會已採納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審核委員會有效運作指引」的審核委員會職權範圍。就本公司及本

集團的審核範圍的事宜，審核委員會為董事會及本公司的核數師提供重要的聯繫。審核委員會將審閱外部審閱

及內部監控的效率，評估風險，並將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指引。審核委員會由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即吳明華先生、張玉峰先生、高德柱先生及古德生先生。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2007年6月

30日止6個月的經審核財務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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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競爭協議

誠如2007年4月13日，公司招股章程所披露，獨立非執行董事每年均會審查本公司根據非競爭協議行使或不行

使所擁有的購買構成競爭的保留業務的選擇權以及對構成競爭的保留業務的產品的優先購買權情況。非競爭協

議於2007年4月26日生效。

承董事會命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段玉賢

董事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洛陽，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行董事段玉賢先先生、李朝春先生、吳文君先生、李發本先生及王欽喜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張玉峰先生及許

軍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曾紹金先生、高德柱先生、古德生先生及吳明華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南華早報/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