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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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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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gxing Gold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恒興黃金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2303）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

摘要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運及財務業績摘要如下：

• 黃金產量為20,544盎司，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42%；

• 來自黃金開採分部的收益為人民幣253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
13%；

• 除稅後純利為人民幣55百萬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27%；

•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可持續全成本每克人民幣262元（按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1美元兌人民幣7.0795元的匯率計算，相當於每盎司1,151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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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興黃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的
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3 253,332 290,894
銷售成本 (161,519) (181,301)

  

毛利 91,813 109,593
其他收入 381 350
其他收益 — 淨額 4 225 9,973
銷售及營銷開支 (78) (107)
一般及行政開支 (20,104) (27,096)

  

經營溢利 5 72,237 92,713

財務收入 1,647 327
財務費用 (1,412) (2,349)

  

財務費用 — 淨額 235 (2,022)
  

除所得稅前溢利 72,472 90,691
所得稅開支 6 (17,318) (14,989)

  

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55,154 75,702
  

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55,154 75,702
  

期內本公司股東應佔每股盈利
（以每股人民幣列示）

— 基本及攤薄 8 0.06 0.08
  

上述中期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應與隨附附註一併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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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346,798 358,159
無形資產 10 275,863 266,394
使用權資產 11 15,922 16,576
遞延所得稅資產 12 3,433 –
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預付款項 1,770 3,530
受限制銀行結餘 10 10

  

非流動資產總值 643,796 644,669
  

流動資產
存貨 13 158,402 140,226
貿易應收款項 14 41,705 70,607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1,584 25,920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15 20,192 19,88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1,859 323,845

  

流動資產總值 513,742 580,481
  

資產總值 1,157,538 1,225,150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7,362 7,362
儲備 200,042 285,138
保留盈利 16 823,140 767,986

  

權益總額 1,030,544 1,060,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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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復墾及復原撥備 17 28,064 23,721
遞延所得稅負債 12 – 2,286
遞延收入 6,783 6,995
租賃負債 11 – 484

  

非流動負債總額 34,847 33,48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8 73,072 91,113
流動所得稅負債 18,092 38,14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 15 – 978
租賃負債 11 983 941

  

流動負債總額 92,147 131,178
  

負債總額 126,994 164,664
  

權益及負債總額 1,157,538 1,225,150
  

上述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應與隨附附註一併閱讀。

中期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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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份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由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重大會計政策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上一個財政年度及相應中期報告期間所採納之會計政策一致，惟採
納新訂及經修訂之準則（載列如下）除外。

2.1 本集團已採納的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多項新訂或經修訂準則已適用於本報告期間。

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重大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業務的定義」
財務報告的經修訂概念框架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

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並無任何重大影響，亦毋須作出追溯調整。

2.2 已頒佈但本集團尚未應用之準則之影響

下列已頒佈之新訂準則、新詮釋以及準則及詮譯之修訂本並未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
日開始的財政年度生效，且本集團並無提前採納：

準則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將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物業、廠房及設備：
 扣除擬定用途前之所得款項」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修訂本）「虧損性合約 — 履約成本」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引用概念框架」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年度改進 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保險合約」 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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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現正在評估新訂準則、新詮釋以及準則及詮釋之修訂本的全面影響。根據初
步評估，本集團認為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香港會計準則之修訂本及新
詮釋不大可能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以及未來披露資料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乃按有關本集團各部分的內部報告（由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即
本公司執行董事定期檢討）予以識別，以向各分部配置資源及評估其表現。截至二零二零
年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各月，由於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黃金勘探，故主
要經營決策者評估營運表現並分配本集團的整體資源。因此，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僅設有
一個經營分部，且概無呈列分部資料。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銷售加工黃金 253,332 290,894
  

本集團在中國內地及香港經營業務，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則來
自中國內地。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位於中國內地及香港。

4. 其他收益 — 淨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債務投資的投資收益（附註15(b)） 1,365 1,28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淨公平值收益
 （附註15(a)） 845 2,91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的淨公平值虧損 – (950)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36 (443)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收益╱（虧損） 56 (153)

信託投資的投資收益 – 3,313

期貨合約的投資（虧損）╱收益 (2,577) 4,007
  

225 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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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營溢利

除附註4披露的項目外，經營溢利亦已扣除下列經營項目：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扣除：
已用原料及易耗品 96,327 122,025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的變動 (10,172) (28,126)

員工成本 19,876 21,294

專業服務費 1,280 8,059

折舊及攤銷
 — 物業、廠房及設備（附註9） 23,487 22,698

 — 無形資產（附註10） 14,948 16,502

 — 使用權資產（附註11） 654 654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須按所得稅稅率25%（二零
一九年：25%）繳稅，惟新疆金川礦業有限公司（「金川礦業」）須按所得稅稅率15%（二零
一九年：15%）繳稅。

香港及海外利得稅按本集團經營所在地方的現行稅率計算。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內支銷的所得稅開支指：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 就期內溢利的即期稅項 11,599 14,830

遞延所得稅 5,719 159
  

17,318 14,989
  

所得稅開支乃根據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預期的加權平均實際年度所得稅稅率的估計
予以確認。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估計平均年度稅率17%相比，於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用的估計平均年度稅率為24%（包括來自中國附屬
公司股息的中國預扣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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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普通股
期內已計提或已派付股息 85,096 81,369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決議案，已批准有關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九年：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股息人民幣85,096,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81,369,000元），並自本公司股份溢價賬撥
款向股東分派。有關股息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派付。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除以期內本公司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計算得出。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千元） 55,154 75,702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千計） 925,000 925,000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 0.06 0.08
  

由於本公司並無潛在可攤薄股份，故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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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未經審核
 

樓宇及
構築物

採礦構築物
及設備 機器 汽車

傢俱及
辦公設備 電子設備 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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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成本 128,564 353,234 58,239 8,185 2,338 18,766 6,345 575,671
累計折舊 (34,558) (146,412) (22,658) (3,985) (846) (9,053) — (217,512)

        

賬面淨值 94,006 206,822 35,581 4,200 1,492 9,713 6,345 358,159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期初賬面淨值 94,006 206,822 35,581 4,200 1,492 9,713 6,345 358,159
添置 — 1,457 545 — — 641 9,616 12,259
出售 — (118) (1) — — (14) — (133)
轉撥 113 — — — — 164 (277) —
折舊費用（附註5） (3,458) (15,723) (2,711) (535) (102) (958) — (23,487)

        

期末賬面淨值 90,661 192,438 33,414 3,665 1,390 9,546 15,684 346,798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128,677 353,017 58,782 8,185 2,338 19,382 15,684 586,065
累計折舊 (38,016) (160,579) (25,368) (4,520) (948) (9,836) — (239,267)

        

賬面淨值 90,661 192,438 33,414 3,665 1,390 9,546 15,684 346,798
        

10. 無形資產

未經審核 

採礦權 復原成本 剝採成本
草甸補償費

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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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成本 141,380 57,106 215,759 55,151 469,396
累計攤銷 (52,677) (25,696) (112,360) (12,269) (203,002)     

賬面淨值 88,703 31,410 103,399 42,882 266,394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期初賬面淨值 88,703 31,410 103,399 42,882 266,394
添置 — 5,732 17,766 919 24,417
攤銷費用（附註5） (4,532) (2,364) (6,595) (1,457) (14,948)     

期末賬面淨值 84,171 34,778 114,570 42,344 275,863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141,380 62,838 233,525 56,070 493,813
累計攤銷 (57,209) (28,060) (118,955) (13,726) (217,950)     

賬面淨值 84,171 34,778 114,570 42,344 27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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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租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使用權資產
土地使用權 14,972 15,151
辦公室 950 1,425

  

使用權資產總值 15,922 16,576
  

租賃負債
— 流動 983 941
— 非流動 – 484

  

租賃負債總額 983 1,425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顯示下列與租賃有關的金額：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使用權資產折舊（附註5）
— 土地使用權 179 179
— 辦公室 475 475

  

654 654
  

利息開支 95 115

有關短期租賃的開支 168 151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租賃現金款項總額為人民幣738,000元（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741,000元）。

12. 遞延所得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遞延所得稅資產 7,050 6,545

遞延所得稅負債 (3,617) (8,831)
  

遞延稅項資產╱（負債）— 淨值 3,433 (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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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存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料 9,215 3,157
在製黃金 126,883 116,102
合質金錠 787 1,396
消耗品及零部件 21,517 19,571

  

158,402 140,226
  

14. 貿易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41,705 70,607

虧損撥備 – –
  

41,705 70,607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收款項的賬齡為一個月內。

15.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資產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
 股權投資，已上市 (a) 20,192 19,883

 債務投資，非上市 (b) – –
  

  

20,192 19,883
20,192 19,883

流動負債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黃金期貨合約
 的公平值 — 負債 (c) –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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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權投資

股權投資的變動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香港上市的證券
於一月一日 19,883 26,761
已宣派股息 (536) (538)
公平值收益（附註4） 845 2,884

  

於六月三十日 20,192 29,107
  

(b) 債務投資

債務投資的變動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金融產品
於一月一日 – 3,700
添置 693,880 828,000
出售 (695,245) (824,365)
出售收益（附註4） 1,365 1,285
公平值收益（附註4） – 30

  

於六月三十日 – 8,650
  

(c) 期貨合約

本集團使用期貨合約減輕其蒙受金價波動之風險。本集團現時並無指定黃金期貨合
約的任何對沖關係以作對沖會計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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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保留盈利

根據中國相關法規，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須將期╱年內部分溢利撥作儲備基金。本集
團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保留盈利包括本集團的中國附屬公司的儲備基金結
餘合共人民幣95,050,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89,425,000元），有關款項
將專門用於抵銷附屬公司的累計虧損或增加資本，惟不能按照中國相關法規用於溢利分
派。

此外，根據中國相關法規，本集團從事採礦活動的中國附屬公司須根據期╱年內的金礦
產量撥付安全生產基金。截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從保留盈利中撥款
人民幣9,540,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2,866,000元），並動用安
全生產基金人民幣1,182,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376,000元）。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的 綜 合 保 留 盈 利 包 括 安 全 生 產 基 金 結 餘 人 民 幣
71,139,000元（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2,781,000元），有關款項不能按照中國
相關法規用於溢利分派。

17. 復墾及復原撥備

根據相關中國規則及法規，倘若耕地、草地或森林因勘探或採礦活動而遭到任何損害，
採礦企業於開採完成後必須通過復墾、重新種植樹木或草坪或其他適當措施將土地恢復
至適用狀態。本集團就復原成本的現時責任計提撥備。

該等期間的撥備變動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23,721 30,087
增加 5,732 3,056
期內增加 1,317 1,205
復墾及復原付款 (2,706) (3,475)

  

於六月三十日 28,064 30,873
  

1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41,287 46,736
資本開支的應付款項 20,314 18,233
員工薪金的應付款項 3,337 13,608
其他應付稅項 4,014 10,35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120 2,182

  

73,072 91,113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付款項的賬齡為一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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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連方交易

(a)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概無重大
關連方交易。

(b) 並無列載於兩段期間末的尚欠關連方結餘。

(c) 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於報告期間，主要管理人員（指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薪酬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薪金及其他短期福利 2,826 2,331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65 42
  

2,891 2,373
  

20.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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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黃金銷售平均價格與全球黃金價格趨勢一致，達到每克人民幣
381.9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增加32%。本集團錄得黃金開採分部的收益人民
幣253百萬元及除稅後純利人民幣55百萬元，分別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13%
及27%。本集團資產情況仍然健康，債務比率為11%，並無銀行借貸。

回顧期間純利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由於黃金產量水平較低。隨
著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於二零二零年初在中國內地爆發，政府實施的
嚴格出行限制及檢疫措施導致勞工返回崗位及必要生產材料的交付出現重大
延誤。金山金礦自二零二零年三月底起才逐步恢復正常營運。此外，連接金
山金礦的道路進行保養工程，使採礦及生產進一步中斷約10天。由於該等原因，
全營運日大幅減少，導致回顧期間黃金產量約為20,544盎司（相當於約661公斤），
較去年同期減少42%。黃金產量下降導致可持續全成本為每克人民幣262元（按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1美元兌人民幣7.0795元的匯率計算，相當於每盎司1,151
美元，較去年同期每克人民幣161元增加63%。

本集團仍致力通過技術優化（包括生物預氧化測試）不斷提高回收率。半工業
測試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開始。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已投入人民幣3.5百萬元用於約114,000平方米的生態恢復
治理。本公司亦明白，我們擁有重要的機遇及商業上的需要，對所在社區的
社會及經濟發展作出正面貢獻。

發展策略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目標為勘探、開發及營運黃金項目。我們亦尋求國內外的
收購機會，以謀求迅速增長並擴大我們的資產組合。本集團旨在透過以下策
略從單一礦業公司轉型為中型黃金生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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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穩定性

本集團決心專注於黃金勘探及採礦營運活動。於過往數年，本公司成功大幅
改善金山金礦的營運業績，為本集團的進一步發展奠定良好基礎。本公司將
繼續加強金山金礦的開採計劃及生產進度管理，以保持產量的穩定。礦山管
理團隊繼續專注於提高營運效率，包括優化礦石處理流程及提高回收率。我
們預期有關改進措施將優化經濟效益，而金山金礦於未來數年的黃金平均年
產量可最終達到約80,000盎司。

進一步加強作業安全及環境保護

本集團致力參與由國家政府領導的創建綠色礦山行動。我們向全體員工大力
倡導安全管理及提升對礦區周邊珍貴生態環境的認知。我們的最終目標為免
除工傷和疾病，為此，我們已實施側重於行為、領導及風險管理的相關政策。
於過往數年，本公司已開發若干綠色項目，種植樹木、蔬菜、鮮花及保護當地
社區生物多樣性。另一項員工計劃為挑選及培訓當地少數民族青年於金山金
礦工作。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 九日，本集團進行首次公開發售（「首次公開發售」）發
行新股份所得款項淨額（扣除上市相關開支後）約為330.4百萬港元。所得款項
用途已於本集團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就首次公開發售而刊發的招股章程
（「招股章程」）披露，並且在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本集團發表的澄清公告
中作更多披露。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五日，董事會決議改變首次公開發售未
動用之所得款項約180.3百萬港元之用途，並應用於新特定目的，詳情載於下表。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動用約254.2百萬港元，並計劃將其餘所
得款項淨額按招股章程及其後刊發的相關公告所載之方式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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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為
二零一四年

五月二十八日
的澄清

公告所述
規劃金額

日期為
二零一五年
六月十六日

之用途
建議變更

公告之修訂

直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已動用金額

於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未動用
首次公開
發售所得
款項結餘

動用餘下
未使用的
所得款項
淨額的

預期時間
框架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為本集團全泥氰化項目提供
 資金，包括：
• 建造及安裝全泥氰化生產設備及

配套設施以及購置 
相關設備 120.1 – – –

• 購買土地使用權、聘用項目 
設計和監管專家、實施工作安
全措施，以及申請 
相關牌照 30.0 – – –

對破碎系統進行技術改造以 
提升金山金礦現有生產效率 – 12.5 12.5 –

開發寬溝礦床的新露天採區 
以及容納寬溝礦床所採礦石 
的新堆浸場，以此提高產量 – 27.5 27.5 –

償還來自控股股東柯先生的 
未償還貸款（連同利息）及墊款 138.8 – 138.8 –

償還部分未償還黃金租賃融資 – 47.6 47.6 –
就本集團可能收購的金礦資源提供
資金，包括盡職審查、 
環境及勘探研究的開支 15.1 77.6 11.2 66.4 未來2年內

就本集團持有探礦權證的金山金礦
及其周邊地區的未來 
勘探工作提供資金 15.1 15.1 5.3 9.8 未來2年內

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 11.3 – 11.3 –
    

總計 330.4 180.3 254.2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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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已加工黃金
的收益人民幣253,332,000元，而二零一九年同期錄得收益人民幣290,894,000元，
減幅約為12.91%。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本集團綜合溢利人民幣
55,154,000元，而於二零一九年同期則為溢利人民幣75,702,000元。

收益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已加工黃金的收益約人民幣253,332,000元，而於二零
一九年同期則為人民幣290,894,000元，此乃因為黃金產量及銷量減少。

銷售成本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約為人民幣161,519,000元，而於二零一九年同
期則為人民幣181,301,000元，主要包括開採成本、選礦成本、有關開採及選礦
活動的勞工成本，以及折舊及攤銷成本，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成本
以及無形資產攤銷成本。銷售成本減少乃由於產量下滑所致。

毛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毛利約為人民幣91,813,000元，而於二零一九年同期為
人民幣109,593,000元，以及黃金開採分部毛利率為36%，而於二零一九年同期
為38%，乃由於產量下滑所致。

EBITDA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的盈利（「EBITDA」）為人民
幣113,068,000元，而於二零一九年同期則為人民幣132,900,000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人民幣78,000元，而於二零一九年
同期則為人民幣107,000元。

行政開支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行政開支約為人民幣20,104,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7,09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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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之融資成本為人民幣1,412,000元（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2,349,000元），較二零一九年同期減少40%。減少主要
由於償還銀行借貸所致。

除稅前溢利

由於上述原因，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除稅前溢利為人民幣
72,472,000元，而於二零一九年同期則為溢利人民幣90,691,000元。

全面收益總額

由於上述原因，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全面收益總額為人民
幣55,154,000元，而於二零一九年同期之全面收益總額則為人民幣75,702,000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由於產能大幅提升，本集團擁有合理的經營現金流量及營運資金。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結餘及現金為人民幣271,859,000元（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23,845,000元）。資產淨值為人民幣1,030,544,000元（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60,486,000元）。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錄得流動資產淨值人民幣421,595,000元，
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人民幣449,303,000元。

流動比率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5.58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43）。

現金流量

下表載列分別選自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中期現金流量報表的現金流量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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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淨額 55,632 28,680
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出淨額 (23,902) (267,639)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出淨額 (85,632) (43,31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53,902) (282,269)
於一月一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23,845 301,477
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影響 1,916 43

  

於六月三十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71,859 19,251
  

於回顧期間，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入淨額為人民幣55,632,000元，主要歸因於 (a)
溢利加非現金成本（如折舊及攤銷）減融資成本及投資收益為人民幣106,820,000
元；(b)庫存增加人民幣18,176,000元；(c)貿易應收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
款項減少人民幣33,774,000元；(d)貿易應付款項、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增
加人民幣20,122,000元；(e)其他影響人民幣3,573,000元；及 (f)已付企業所得稅為
人民幣43,091,000元。

於回顧期間，投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出淨額為人民幣23,902,000元，主要歸因於 (a)
物業、廠房及設備購置款人民幣8,418,000元及物業、廠房及設備出售款人民幣
189,000元；(b)無 形 資 產 增 加 人 民 幣18,685,000元；(c)存 放 債 務 投 資 人 民 幣
693,880,000元；及(d)贖回債務投資人民幣693,880,000元及所收利息人民幣3,012,000
元。

於回顧期間，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出淨額為人民幣85,632,000元，主要歸因於 (a)
已付股息人民幣85,096,000元；(b)租賃款項人民幣536,000元。

資本架構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已發行普通股總數為925,000,000股（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25,000,000股），每股面值為0.01港元。

債項及資產押記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銀行及其他借貸以及其他獲延期的
未償還貸款、銀行透支、其他類似債項、承兌負債或承兌信貸、債權證、按揭、
押記、租購承諾、擔保及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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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擔保（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除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八日的公告中所披露的訴
訟外，本集團不知悉任何涉及我們的待決或潛在重大法律程序。本集團根據
現時可獲得的資料，索賠已發生或可能發生的可能性不大。

潛在風險

本集團的主要收入來源來自黃金生產，並受金價波動影響。倘若金價急挫，
本集團的生產和營運可能遭受較大壓力。為此，本集團將透過實現低成本與
高效益營運，以及使用適當金融工具，嘗試規避價格波動風險。

由於本集團所有交易均以人民幣計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
民幣。本集團承受的外幣風險主要涉及若干銀行結餘、若干其他應付款項及
若干應付一名股東的款項，其以港元及美元計值。本集團目前並無外幣對沖
政策。然而，管理層將監察外匯風險，並將於必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僱員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國及香港僱用約400名僱員。本集團根
據僱員之表現、經驗及現時行業慣例釐定所有僱員薪酬，並提供在職及專業
培訓。本集團透過豁免強制性公積金職業退休計劃或強制性公積金權利為其
香港僱員提供退休福利，並為中國僱員提供類似計劃。

勘探、開發及採礦生產開支

採礦生產

金山金礦包括五個採坑，即伊爾曼德採坑、馬依托背採坑、京希 — 巴拉克採坑、
寬溝採坑及獅子山採坑。於回顧期間，所採礦石及選出礦石之總量約2.41百萬
噸。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金山金礦已主要在京希 — 巴拉克採坑及寬
溝採坑開展採礦活動。馬依托背採坑及伊爾曼德採坑已閉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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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單位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所採礦石 千噸 1,908 2,574
 伊爾曼德採坑 千噸 – 383
 馬依托背採坑 千噸 – –
 寬溝採坑 千噸 37 959
 京希 — 巴拉克採坑 千噸 1,871 1,232
超負荷開採 立方米 4,838,565 3,911,408
 伊爾曼德採坑 立方米 – 38,609
 馬依托背採坑 立方米 – –
 寬溝採坑 立方米 2,140,641 1,260,398
 京希 — 巴拉克採坑 立方米 2,697,924 2,612,401
剝採率 ： 6.64 3.96
選出礦石 千噸 2,405 3,304
 新開採礦石 千噸 1,849 3,574
 於現有堆浸場的礦石 千噸 556 730
進料礦石品位 克╱噸 0.60 0.64
 新開採礦石 克╱噸 0.65 0.72
 於現有堆浸場的礦石 克╱噸 0.41 0.38
回收率 % 53.4 61.2
產出黃金 盎司 20,544 35,511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採礦作業及基建剝離活動的總開支約為人民幣85.0百萬元，
而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為人民幣90.0百萬元。

勘探

於回顧期間，概無與勘探直接有關的開支，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相同。

下表載列金山金礦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黃金資源量及儲量：（已由
內部地質部門對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估計的 JORC礦產資源及儲量陳
述作出調整。）

恒興黃金 —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源量

類別 噸位
（千噸）

黃金品位
（克╱噸）

所含黃金
（公斤）

探明 15,407 0.79 12,125
控制 76,388 0.67 51,177
探明+控制總計 91,795 0.69 63,302
推斷 19,246 0.73 13,975

   

總計包括推斷 111,041 0.70 7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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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興黃金 —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的儲量

類別 噸位
（千噸）

黃金品位
（克╱噸）

所含黃金
（公斤）

證實 9,221 0.77 7,100
概略 41,156 0.79 32,662

   

證實+概略總計 50,377 0.79 39,762
   

資源量及儲量所報邊界品位為每噸0.3克。

礦山開發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本公司繼續在金山金礦進行多項建設及開發工程，如堆
浸場擴建項目、興建新的水泥倉庫及購置自動控制設備。

於回顧期間，礦山開發及施工的開支總額約為人民幣8.4百萬元，而截至二零
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約為人民幣14.3百萬元。

重大投資、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並無重大投資、收購或出售事項。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截
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符合本公司股東利益。本公司已採納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作為其自身之企業
管治守則。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本公
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本集團已向董事作出具體查詢
且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標準
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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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任何上市證券。

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21條及第3.22條成立
及根據企業管治守則訂立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黃欣琪女士、潘國成博士及孫鐵民博士。黃欣琪女士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
合中期業績，且亦已審閱並確認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了審核、
內部控制及財務報告事宜。

外聘核數師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
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 中 期 業 績 公 告 將 刊 發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 w w w . h k e x . c o m . h 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 h t t p : / / w w w . h x g o l d h o l d i n g . c o m )。載 有 上 市 規 則 附 錄 十 六 所 規 定 全 部 資
料 的 回 顧 期 間 中 期 報 告 將 於 適 當 時 候 寄 發 予 本 公 司 股 東，並 在 上 述 網
站 刊 發。

承董事會命
恒興黃金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柯希平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柯希平先生、陳宇先生及柯家琪先生；本
公司非執行董事為何福留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欣琪女士、
孫鐵民博士及潘國成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