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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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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05）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公告

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和其附屬公司 
（統稱「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期間」）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變動
未經審核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收入 1,703.9 1,235.6 37.9%
EBITDA 1 754.9 (138.5) 不適用
經調整EBITDA 2 1,021.6 28.7 3,465.1%
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427.4 (430.8) 不適用

1 除稅前溢利╱（虧損） + 融資成本 + 折舊 + 攤銷

2 EBITDA + （應佔一間合資企業的融資成本、折舊、攤銷、所得稅抵免╱支出和非控股股東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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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和商品市場正在從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疫情於2020年造成的歷史性需
求崩潰中復甦。去年積累的全球原油庫存過剩正在消退，2021年上半年全球石油庫存儲備
正在恢復至疫情前的水平。

與2020年同期比較，Dated Brent原油平均價格和普氏Dubai原油平均價格分別上升63.3%
及56.7%至分別每桶65.0美元和每桶63.6美元。本集團收入同比增加37.9%。本集團於
2021年上半年錄得股東應佔溢利427,400,000港元，而2020年上半年則錄得股東應佔虧損
430,800,000港元。這主要是由於2021年上半年原油價格上升以及商品價格上漲的綜合效
應。本期間從股東應佔虧損大幅扭轉至股東應佔溢利，主要由於以下因素：

• 本集團石油業務的經營業績有顯著改善，包括本集團投資在Karazhanbas油田應佔溢
利172,8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應佔虧損為266,100,000港元。本集團石油業
務整體盈利營運業績改善，主要是由於期內平均原油實現價格上升及持續嚴格成本
管控所致；

• 本集團電解鋁分類營運業績由2020年上半年的虧損扭轉為2021年上半年的溢利，主
要是由於平均鋁售價較同期上升所致；及

• 本集團融資成本減少45,200,000港元，同比下降51.2%，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在本期間
成功以顯著降低的融資成本為其貸款進行再融資，利用內部可用資金提早償還貸款
以致減少債務及全球貨幣政策仍然保持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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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

簡明綜合利潤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3 1,703,857 1,235,649

銷售成本  (1,340,714) (1,301,540)
   

毛利╱（損）  363,143 (65,891)

其他收入和收益淨額 4 52,547 59,697
銷售和分銷成本  — (6,410)
一般和行政費用  (122,749) (97,889)
其他支出淨額  (10,152) (27,800)
融資成本 5 (43,125) (88,325)
應佔的溢利╱（虧損）：
 聯營公司  77,255 71,296
 一間合資企業  172,778 (266,100)
   

除稅前溢利╱（虧損） 6 489,697 (421,422)

所得稅支出 7 (42,160) (8,630)
   

期間溢利╱（虧損）  447,537 (430,052)
   

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427,412 (430,809)
 非控股股東權益  20,125 757
   

  447,537 (430,052)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8 港仙 港仙

 基本  5.44 (5.48)
   

 攤薄  5.44 (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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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利潤表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溢利╱（虧損） 447,537 (430,052)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可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現金流量對沖：
  期間內產生的對沖工具公允價值變動的有效部份 (15,953) (283,728)
  所得稅影響 4,787 85,119
  

 (11,166) (198,609)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8,280 (60,071)

 註銷一個海外業務的重新分類調整 — (18,163)

 應佔聯營公司的其他全面虧損 — (31,593)

 應佔一間合資企業的其他全面收入 1,694 242
  

可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淨額 8,808 (308,194)
  

期間除稅後的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8,808 (308,194)
  

期間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456,345 (738,246)
  

歸屬於：

 本公司股東 434,131 (733,286)
 非控股股東權益 22,214 (4,960)
  

 456,345 (73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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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和設備  3,642,600 3,481,533
使用權資產  84,058 93,635
商譽  24,682 24,682
其他資產  257,106 259,725
在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2,968,582 2,954,414
在一間合資企業的投資  1,931,804 1,757,333
預付款項、按金和其他應收款  43,205 58,734
定期存款  79,203 65,538
遞延稅項資產  191,951 187,240
   

非流動資產總額  9,223,191 8,882,834
   

流動資產
存貨  486,639 385,931
應收貿易賬款 10 453,747 412,653
預付款項、按金和其他應收款  158,120 166,178
衍生金融工具  52,210 71,712
已抵押存款  42,021 41,706
現金和現金等值項目  1,384,448 2,314,285
   

流動資產總額  2,577,185 3,392,46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1 82,260 113,921
應付稅項  161 502
應計負債和其他應付款  877,888 839,084
衍生金融工具  15,575 14,071
銀行借貸  312,187 141,106
租賃負債  26,910 29,900
撥備  49,391 50,976
   

流動負債總額  1,364,372 1,189,560
   

流動資產淨額  1,212,813 2,202,90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0,436,004 11,08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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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0,436,004 11,085,739
  

非流動負債

銀行和其他借貸 3,414,320 4,673,760
租賃負債 47,331 55,953
遞延稅項負債 133,615 90,919
撥備 617,075 497,789
  

非流動負債總額 4,212,341 5,318,421
  

資產淨額 6,223,663 5,767,318
  

權益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392,886 392,886
儲備 5,848,960 5,414,829
  

 6,241,846 5,807,715

非控股股東權益 (18,183) (40,397)
  

權益總額 6,223,663 5,76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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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財務報表」）乃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
（「HKAS」）34「中期財務報告」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此等財務報表並不包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規定的所有資料和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截至2020年 
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採納自2021年1月1日起生效的新訂和經修訂準則（詳情載於下文附註2）外，編製此等財
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和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
所採用者一致。

此等財務報表在2021年7月23日獲董事會批准和授權發佈。

2. 會計政策和披露的變動

本集團已就此等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新訂和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HKFRS」）（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HKAS和詮釋）。

HKFRS 16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HKFRS 9、HKAS 39 、HKFRS 7、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HKFRS 4和HKFRS 16修訂本

若干修訂本於2021年首次應用，惟並無對本集團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產生影響。

3. 經營分類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按產品和服務劃分業務單位，並擁有以下四類報告經營分類：

(a) 電解鋁分類，包括經營Portland Aluminium Smelter，其在澳洲從事採購氧化鋁和生產鋁
錠業務；

(b) 煤分類，包括在澳洲營運煤礦和銷售煤；

(c) 進出口商品分類，包括在澳洲出口多種商品，例如鋁錠和氧化鋁；和進口其他商品和
製成品，例如鋼和汽車和工業用電池和輪胎；和

(d) 原油分類，包括在印尼和中國經營油田和銷售石油。

管理層對本集團各經營分類的業績分別進行監控，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的決策和表現評估。
分類表現乃根據可報告分類溢利╱（虧損）進行評估，此乃計量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
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乃與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虧損）計量一致，惟有關計量不包
括利息收入、融資成本、應佔聯營公司和一間合資企業的溢利╱（虧損），以及總部和企業的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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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續）

分類資產不包括在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在一間合資企業的投資、遞延稅項資產、已抵押存
款、現金和現金等值項目和其他未分配總部和企業資產，原因是該等資產乃按集團基準管
理。

分類負債不包括銀行和其他借貸、租賃負債、遞延稅項負債和其他未分配總部和企業負債，
原因是該等負債乃按集團基準管理。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電解鋁 煤 進出口商品 原油 總計

2021年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566,661 259,383 320,316 557,497 1,703,857
 其他收入 16,006 — 3,884 5,429 25,319
     

 582,667 259,383 324,200 562,926 1,729,176
     

分類業績 122,061 (25,485) 10,791 240,309 347,676

對賬：
利息收入和未分配收益     27,228
未分配開支     (92,115)
未分配融資成本     (43,125)
應佔的溢利：
 一間聯營公司     77,255
 一間合資企業     172,778
     

除稅前溢利     489,697
     

2020年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387,595 220,333 329,082 298,639 1,235,649
 其他收入 1,958 33,275 2,543 6,128 43,904
     

 389,553 253,608 331,625 304,767 1,279,553
     

分類業績 (84,077) (25,268) 3,773 17,788 (87,784)

對賬：
利息收入和未分配收益     15,793
未分配開支     (66,302)
未分配融資成本     (88,325)
應佔的溢利╱（虧損）：
 聯營公司     71,296
 一間合資企業     (266,100)
     

除稅前虧損     (42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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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分類資料（續）

千港元 電解鋁 煤 進出口商品 原油 總計

分類資產

 2021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677,135 626,648 400,854 3,452,948 5,157,585
     

 2020年12月31日（經審核） 400,318 666,396 385,107 3,433,465 4,885,286
     

分類負債

 2021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521,817 266,914 54,194 656,647 1,499,572
     

 2020年12月31日（經審核） 406,577 216,946 64,206 665,987 1,353,716
     

4. 其他收入和收益淨額

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和收益淨額分析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7,094 10,235
服務手續費 3,688 2,364
出售廢料 2,426 1,418
存貨的減值回撥 2,070 410
長期僱員福利撥備回撥 — 1,633
棄置成本撥備回撥 — 2,830
政府補助 2,669 —
出售物業、廠房和設備的收益 60 419
出售其他資產的收益 — 15,305
註銷一個海外業務的重新分類調整 — 18,163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收益 12,653 1,984
匯兌收益淨額 11,419 —
其他 10,468 4,936
  

 52,547 59,697
  

5.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分析如下：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和其他借貸的利息支出 44,456 78,160
租賃負債的利息支出 1,426 1,740
  

非按公允價值列值入賬損益的
 金融負債的利息支出總額 45,882 79,900

其他融資費用：
 撥備貼現值因時間流逝所產生的增加 4,467 8,425
 過往期間超額撥備 (8,282) —
 其他 1,058 —
  

 43,125 8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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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虧損）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虧損）乃經扣除╱（計入）：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和設備折舊 205,411 174,046
使用權資產折舊 15,894 15,148
其他資產攤銷 793 5,424
出售物業、廠房和設備的收益淨額 (59) (419)
出售其他資產的虧損╱（收益） 124 (15,305)
註銷一個海外業務的重新分類調整 — (18,163)
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收益）╱虧損 (12,653) 16,700 *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11,419) 1,104 *
  

* 此等數額已包括在簡明綜合利潤表的「其他支出淨額」內。

7. 所得稅支出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 – 香港 — —
本期間 – 其他地區
 期間支出 175 8,631
 過往期間的超額撥備 (19) (1)
遞延 42,004 —
  

期間稅項總支出 42,160 8,630
  

用於在香港產生估計應評稅溢利的香港利得稅法定稅率為16.5%（2020年：16.5%）。由於 
本集團於本期間內在香港並無應評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2020年：無）。

在其他地區的應評稅溢利稅項已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的適用稅率計算。

澳洲：本集團在澳洲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須繳付澳洲利得稅，稅率為30%（2020年：30%）。

印尼：適用於在印尼營運的附屬公司的企業稅率為25%（2020年：22%）。本集團一間附屬 
公司須就其擁有在印尼的油氣資產的參與權益按15%（2020年：16%）的實際稅率繳付分公司稅。

中國：本集團在中國註冊的附屬公司須繳付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2020年：25%）。

哈薩克斯坦：本集團在哈薩克斯坦註冊的附屬公司須繳付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0%（2020年：
20%）。

根據HKAS 12「所得稅」，遞延稅項資產和負債乃按預期在變現資產或清償負債期間適用的 
稅率計算。



– 11 –

8. 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數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本期間溢利427,412,000港元（2020年：
虧損430,809,000港元）和本期間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7,857,727,149股（2020年：
7,857,727,149股）計算。

在本期間和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已發行的潛在攤薄普通股。

9. 股息

董事會決議就本期間不派發中期股息（2020：無）。

10. 應收貿易賬款

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為基準並扣除虧損撥備）如下：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289,488 192,336
一至二個月 5,286 68,921
二至三個月 53,050 69,319
超過三個月 105,923 82,077
  

 453,747 412,653
  

本集團一般給予認可客戶的賒賬期由30日至120日不等。

11.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以發票日期為基準）如下：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個月內 74,672 113,839
一至三個月 4,048 —
超過三個月 3,540 82
  

 82,260 113,921
  

應付賬款為不計息和一般按30日至90日數期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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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和展望

回顧

2021年上半年，隨著全球經濟持續復甦和COVID-19疫苗陸續接種，市場對經濟回暖的預
期逐漸提升；另外，隨著各個國家經濟刺激方案的實施，大量資金湧入大宗商品市場，多
項因素刺激油價上升，上半年布倫特平均油價為65.0美元╱桶，較去年同期上升63.3%，
與公司主營業務相關的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亦有較大幅度提升。同時，本集團持續開展降本
增效和資產價值提升工作，不斷堅持從管理和技術要效益，上半年實現扭虧為盈，業績大
幅改善。

本期間內，除煤分類業績與去年同期虧損相若之外，原油、電解鋁和進出口商品分類業績
均錄得溢利。本期間內，本集團實現營業收入1,703,900,000港元，同比增加37.9%；股東
應佔溢利錄得427,400,000港元，同比扭虧為盈。

原油

本期間內，隨著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疫情逐步受控，下游需求進入復甦期。加上石油輸出國
組織及其同盟國減產計劃的穩步實施，原油市場供需格局從2020年的「寬鬆」逐漸轉成「緊
平衡」狀態。本集團把握油價上漲契機，努力提升產量，利用市場回暖的時機進一步提升
經營業績。

上半年本集團整體產量為8,625,000桶（100%基準），較2020年同期上升了264,000桶（100%
基準）。其中，Karazhanbas油田大力推進限產後的產量恢復工作，產量逐漸追回並較去
年同期略微提升1%。月東油田由於開發調整方案下新井投產以及有效組織工作量，產量
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21.4%。兩個油田的產量基本達到全年預計產量的一半。印尼Seram
區塊由於新井將在下半年投入，加上現有油井自然遞減的影響，產量較去年同期下跌
10.7%，生產進度略微滯後。預計2021年全年總產量約17,818,000桶（100%基準），較年初
未考慮限產因素前的預計減少238,000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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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業績方面，Karazhanbas油田由於實現售價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帶動收入大幅增加。
月東油田的原油銷售價量齊升，收入較去年同期翻倍。印尼Seram區塊根據生產安排，提
油銷售安排在下半年，因此上半年沒有銷售收入。持續嚴格的成本管控和國際油價的回升
使得本集團原油業務分類業績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金屬

本期間內，鋁市場基本面強勁，但高運費、集裝箱短缺和航運延誤繼續困擾著市場。電解
鋁廠的銷量受運力不足影響有所下跌，但受益於鋁價回升，收入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加
上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收益和匯兌淨收益，電解鋁廠的分類業績較去年同期扭虧為
盈。

由於氧化鋁價格上升，本期間內本集團在Alumina Limited按權益法錄得的應佔溢利較2020
年同期有所上升。

煤

由於中國政府對澳大利亞貿易政策收緊，煤分類售價較去年同期有所下跌。然而隨著市場
回暖，該分類的整體銷量較去年同期有較大增加，導致收入增加。加上生產組織優化和降
本增效措施初見成效，每噸銷售成本亦有所下降。但由於去年同期計入一筆資產出售收益
及註銷一間附屬公司的收益，本期間內該分類業績與去年同期虧損相若。

進出口商品

本期間內，本集團的進出口商品分類受大宗商品價格回升的影響，售價較去年同期大幅上
升。加上本集團鞏固和擴大鐵礦出口代理業務及於2020年末出售汽配業務，大幅提高了
整體運營效率和利潤水平，該分類業績錄得溢利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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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目前，疫情於全球各個國家擴散的勢頭尚未緩解，本集團某些海外業務所在地的疫情形勢
仍然嚴峻。本集團在保持嚴格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亦按照政府指引逐步普及疫苗接
種。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旗下所有油田作業現場依然維持「零確診」，且海外業
務所在地的中方員工已基本全部接種疫苗。下半年，本集團將繼續努力克服疫情影響，維
護員工的健康安全，保障生產經營平穩運行。

展望未來，隨著油價上漲，石油輸出國組織與其他主要產油國的限產措施逐步放寬，美國
作為主要的原油消費國也希望壓低油價以控制通脹，變種COVID-19病毒的肆虐也增加了
經濟復甦和原油需求增長的不確定性。本集團將一方面繼續抓實預算管控和降本增效舉
措，“先算後幹”、嚴控重大資本性支出，在總結2020年降本增效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固
化降本增效長效機制，不斷挖掘降本潛力，提高公司整體抗風險能力和盈利水準，利用市
場回暖的時機進一步提升經營業績；另一方面，抓好精細化管理，持續推進管理提升與機
構改革，提升管理效率和科學化決策水準，繼續抓好向技術要效益，通過深化油藏研究、
推進新技術和新工藝應用，做好油田儲量維護和提升，持續提升存量資產價值。同時，我
們也將在新領域、新項目開展研究工作，努力探索本公司業務發展的新方向。

流動現金、財務資源和資本結構

現金

在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維持強勁充裕的流動資金並擁有未動用銀行信貸額為
1,997,600,000港元，及持有現金和現金等值項目為1,384,400,000港元。

本期間內，A貸款（定義見下文）餘下結餘合共500,000,000美元（3,900,000,000港元）已提
早於2022年6月29日貸款最終到期日前全數償還。

借貸

在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總債務為3,800,700,000港元，其中包括：

• 無抵押銀行借貸2,556,500,000港元；
• 無抵押其他借貸1,170,000,000港元；和
• 租賃負債74,2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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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進出口商品業務的大部份交易是透過借貸融資。然而，與有期貸款比較，該等借貸
乃屬自動償還、與特定交易有關，且為短期，以配合相關交易的條款。當完成交易並收取
銷售款項時，相關借貸即予償還。

在2017年6月，本公司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與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的一名主
要股東）的一間附屬公司就一項500,000,000美元（3,900,000,000港元）的無抵押五年期有
期貸款（「A貸款」）訂立一份信貸協議。A貸款的款項已主要用於償還在2015年6月簽署
的490,000,000美元（3,822,000,000港元）有期貸款。在2021年3月31日，A貸款部分金
額合共300,000,000美元（2,340,000,000港元）已從公司內部可動用資金150,000,000美元
（1,170,000,000港元）以及提取C貸款（定義見下文）150,000,000美元（1,170,000,000港元）進
行再融資提早償還。在2021年6月30日，A貸款的餘下結餘200,000,000美元（1,560,000,000
港元）亦從提取D貸款（定義見下文）進行再融資悉數償還。於2021年6月30日，A貸款的
未償還結餘為零。

在2019年12月，本公司以自行安排方式與五間金融機構就一項100,000,000美元的有
期貸款及一項100,000,000美元的循環貸款（「B貸款」）訂立一份四年期無抵押已承諾的
200,000,000美元（1,560,000,000港元）信貸融資協議，生效日期為2019年12月31日。B貸
款的款項將會用於償還現有債務及╱或應付日常企業融資需求以支持本集團的營運及業務
增長。在2021年6月30日，B貸款的未償還結餘為100,000,000美元（780,000,000港元）。

在2021年3月，本公司與中信財務（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同系附屬公司）就一項
150,000,000美元（1,170,000,000港元）的無抵押三年期有期貸款（「C貸款」）訂立一份信貸協
議。在2021年3月31日，C貸款的款項用於對就償還A貸款的部分款項150,000,000美元
（1,170,000,000港元）進行再融資。於2021年6月30日，C貸款的未償還結餘為150,000,000
美元（1,170,000,000港元）。

在2021年6月，本公司的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與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同系附
屬公司）訂立一份三年期無抵押已承諾的200,000,000美元（1,560,000,000港元）信貸融資協
議（「D貸款」），生效日期為2021年6月24日。D貸款的款項主要用於償還A貸款在2021
年6月30日的餘下未償還結餘200,000,000美元（1,560,000,000港元）。於2021年6月30日，
D貸款的餘下未償還結餘為200,000,000美元（1,560,000,000港元）。

本集團以融資租賃為其鋁和煤礦業務租賃若干廠房和機器。在2021年6月30日，來自該
等融資租賃的租賃負債為14,800,000港元。

在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淨債務與淨總資本比率為27.9%（2020年12月31日：
30.8%）。本集團的總債務中，339,100,000港元須在一年內償還，包括無抵押銀行貸款、貿
易融資和租賃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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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

本公司的股本在本期間內並無變動。

財務風險管理

本集團的多元化業務承受多類風險，例如市場風險（包括外幣風險、價格風險、利率 
風險和通脹風險）、信貸風險和流動性風險。該等風險的管理由一系列內部政策和程序 
所規定，旨在把該等風險對本集團的潛在負面影響減至最低。該等政策和程序已證實有效。

本集團進行衍生工具交易，主要包括遠期貨幣合約、遠期商品合約、利率掉期合約、內含
衍生工具和電力對沖協議，其目的為管理由本集團業務和融資來源所產生的外幣風險、價
格風險、利率風險和通脹風險。

新投資

本期間內，並無作出新投資。

意見

經考慮現時可動用借貸額度和內部資源，董事會認為本集團已有充足資源以滿足可預見的
營運資金需求。

僱員和酬金政策

在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有187名全職僱員，包括管理和行政人員。

本集團的酬金政策致力在形式和價值方面提供公平市場薪酬以吸引、保留和激勵高質素 
員工。薪酬待遇所設定水平為確保在爭取類似人才方面可與業內和市場其他公司比較和 
競爭。酬金亦根據個人的知識、技能、投入時間、責任和表現並參考本集團的溢利和 
業績而釐定。本集團提供免費宿舍予印尼的部份員工。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本期間派發任何中期股息（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在本期間內一直採用和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載列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原則和適用守
則條文，並已遵守其若干建議最佳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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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載列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或按照不比標準守則寬鬆的條文）採納一套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
（「證券交易守則」）。

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在本期間內一直遵守證券交易守則的要求
標準。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在本期間內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閱賬目

審核委員會已連同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審閱此等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孫玉峰

香港，2021年7月23日

在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孫玉峰先生、索振剛先生和孫陽先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 

陳健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達先生、高培基先生和陸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