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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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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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APAC RESOURCES LIMITED
亞 太 資 源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04）

（認股權證代號：1074）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末期業績公告

亞太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亞太資源」）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
合末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商品貿易 517,672 367,690
利息收入 46,928 68,837  

收益總額 2 564,600 436,527
銷售成本 (461,968) (386,639)  

毛利 102,632 49,888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646,759 (56,684)
其他收入 18,021 25,73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回撥減值虧損╱
（減值虧損）淨額 9 580,014 (549,614)
行政費用 (111,267) (45,032)
融資成本 5(a) (162) (240)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31,973 146,5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1,367,970 (429,402)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10,680) 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虧損） 1,357,290 (429,401)  

每股盈利╱（虧損）（以港仙列示）
－基本 8(a) 111.35 (35.23)  

－攤薄 8(b) 111.35 (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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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溢利╱（虧損） 1,357,290 (429,401)  

其他全面收益╱（支出）（扣除稅項）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聯營公司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148,972 (30,625)

換算其他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6,509 (2,047)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扣除相關所得稅） 89 180  

155,570 (32,492)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支出）╱收益
（扣除相關所得稅） (3,185) 5,104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支出）（扣除所得稅） 152,385 (27,38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全面收益╱（支出）總額 1,509,675 (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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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99 5,65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 2,404,381 1,525,576

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按公平值
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 208,234 76,379

應收貸款 133,170 317,813

貸款票據 3,924 3,916

租賃按金 10 239 539

遞延稅項資產 1,615 646  

2,755,862 1,930,522  

流動資產
存貨 33,604 108,356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121,070 43,568

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 1,227,912 640,472

應收貸款 360,680 151,063

已抵押銀行存款 18,266 88,611

銀行結餘及現金 420,389 564,039  

2,181,921 1,596,109  

資產總值 4,937,783 3,52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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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權及負債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1,218,894 1,218,894

其他儲備 402,635 251,991

累計溢利 3,202,064 1,964,923  

4,823,593 3,435,808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238 761

遞延稅項負債 7,702 –  

8,940 76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99,837 85,443

應付稅項 3,232 876

租賃負債 2,181 3,743  

105,250 90,062  

負債總額 114,190 90,823  

股權及負債總額 4,937,783 3,526,631  

流動資產淨值 2,076,671 1,506,047  

資產總值減負債總額 4,823,593 3,43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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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及呈列貨幣）呈列。除另有指明外，所有
數值已捨入至最近之千位數。

除下文所載以下資產及負債按其公平值列賬外，編製財務報表所使用之計量基準為歷史
成本基準：

－ 持作買賣之上市股本證券
－ 可換股票據
－ 並非持作買賣組合之上市股本證券
－ 非上市股本投資
－ 衍生金融工具－認股權證
－ 指定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貿易應收賬款
－ 指定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貿易應付賬款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二零年
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概念框架的提述的修
訂本」及以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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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冠狀病毒相關租金減免

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概念框架的提述的修訂本」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對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載於該等綜合財務報表的披露
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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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

(a)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類別劃分之客戶合約收益分拆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之客戶合約收益
商品貿易
－商品（鐵礦石） 517,672 367,690  

其他來源的收益
以實際利率法計算的利息收入
－應收貸款 46,748 68,385

－貸款票據 180 452  

46,928 68,837  

收益總額 564,600 436,527  

按收益確認時間及按區域市場劃分之來自客戶合約之收入分別於附註3(a)及3(b)披
露。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範圍內所有客戶銷售合約之期限均為一年或以下。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號所允許，就餘下未達成履約責任分配至該等合約之交易價
格並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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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其業務，而分部按業務（產品及服務）設置。本集團以與內部向本集團
執行董事（主要經營決策者）呈報資料（以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一致之方式，呈列以下
三個可報告分部。概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成以下可報告分部。

(i) 商品業務（商品貿易）；

(ii) 資源投資（能源及天然資源公司上市及非上市證券買賣及投資）；及

(iii) 主要投資及金融服務（提供貸款融資以及投資貸款票據、可換股票據及其他金融資
產及自該等金融資產收取利息收入）。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為評估分部表現及在各分部之間分配資源，本公司的執行董事按以下基準監察各
個可報告分部的業績、資產及負債：

收入及開支乃根據分部所產生之銷售及分部所支出之開支或分部應佔資產折舊或
攤銷另外產生之開支，分配至可報告分部。

計量報告分部溢利╱（虧損）時使用未分配分佔聯營公司業績、聯營公司權益回撥減
值虧損╱（減值虧損）、視作出售於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而產生之虧損、並非於買
賣組合內持有之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而產生之收益╱（虧
損）淨額、其他企業收入及收益、中央行政開支及其他企業虧損及中央財務成本的
各個分部的收益及虧損。

除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並非按主要投資及金融服務分部管理之若干貸款票據及並
非於買賣組合內持有之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並非按資源投資分部
管理之並非於買賣組合內持有之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亦非由分部
及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所管理的若干其他應收賬款以及若干銀行結餘及現金外，
分部資產計入經營及可報告分部所有資產。

分部負債包括個別分部活動應佔之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租賃負債、應付稅項及遞
延稅項負債。

除接收有關分部溢利╱（虧損）的分部資料外，董事會亦獲提供有關收益、利息收入
（計入其他收入）、折舊、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強制性按
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而產生之收益╱（虧損）淨額、應收貸款
之（減值虧損）╱回撥減值虧損淨額、有關商品貿易臨時定價安排公平值變動而產生
之收益╱（虧損）淨額、融資成本淨額、匯兌收益╱（虧損）淨額、所得稅（開支）╱抵免及
該等分部營運所用非流動分部資產（不包括金融工具及遞延稅項資產）添置。

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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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載列按收益確認時間劃分之客戶合約收益分拆，連同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向本集團執行董事所提供（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
現）與本集團可報告分部相關之資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商品業務 資源投資
主要投資及
金融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按收益確認時間劃分
－於某一時間點 517,672 – – 517,672
－其他來源之收益：

利息收入 – – 46,928 46,928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517,672 – 46,928 564,600    

出售資源投資所得款項總額 – 2,800,470 – 2,800,470    

分部業績 55,905 510,268 50,202 616,375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31,973
回撥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虧損 580,014
視作出售於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
而產生之虧損 (1,911)

並非於買賣組合內持有之
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而產生之
收益淨額 100,733

其他企業收入及收益 33,610
中央行政開支及其他企業虧損 (92,704)
中央財務成本 (120) 

綜合除稅前溢利 1,367,970 

分部資產 219,340 1,472,640 502,210 2,194,19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404,381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資產
－並非於買賣組合內持有之
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
金融資產 208,23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6,173
－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 4,805 

綜合資產總值 4,93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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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商品業務 資源投資
主要投資及
金融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負債 37,576 16,884 1,635 56,095
未分配企業負債 58,095 

綜合負債總額 114,190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計入其他收入） 1,017 5 – 1,022
未分配 95 

1,117 

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
之股息收入 – 15,136 – 15,136 

強制性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而產生之
收益淨額 – 490,248 – 490,248

未分配 100,733 

590,981 

應收貸款之減值虧損淨額 – – (19,218) (19,218) 

有關商品貿易臨時定價安排公平值
變動而產生之收益淨額 1,106 – – 1,106 

外匯收益淨額 2,757 16,218 18,827 37,802
未分配 32,988 

70,790 

非流動資產添置 276 – – 276
未分配 2,766 

3,042 

折舊 (1,101) – – (1,101)
未分配 (3,323) 

(4,424) 

融資成本 (42) – – (42)
未分配 (120) 

(162) 

所得稅（開支）╱抵免 (2,258) (8,768) 346 (1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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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商品業務 資源投資
主要投資及
金融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按收益確認時間劃分
－於某一時間點 367,690 – – 367,690

－其他來源之收益：
利息收入 – – 68,837 68,837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367,690 – 68,837 436,527    

出售資源投資所得款項總額 – 977,887 – 977,887    

分部業績 (5,912) 63,356 57,851 115,295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46,545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虧損淨額 (549,614)

視作出售於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
而產生之虧損 (1,679)

並非於買賣組合內持有之
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而產生之
虧損淨額 (104,141)

其他企業收入及收益 7,538

中央行政開支及其他企業虧損 (43,161)

中央財務成本 (185) 

綜合除稅前虧損 (429,402) 

分部資產 403,136 824,292 505,796 1,733,22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525,576

未分配總部及企業資產
－並非於買賣組合內持有之
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
金融資產 76,37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85,665

－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 5,787 

綜合資產總值 3,526,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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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商品業務 資源投資
主要投資及
金融服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負債 72,579 9,410 1,023 83,012

未分配企業負債 7,811 

綜合負債總額 90,823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計入其他收入） 1,457 7 – 1,464

未分配 3,672 

5,136 

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
之股息收入 – 15,630 – 15,630 

強制性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而產生之
收益╱（虧損）淨額 – 53,731 – 53,731

未分配 (104,141) 

(50,410) 

應收貸款之減值虧損淨額 – – (4,048) (4,048) 

有關商品貿易臨時定價安排公平值
變動而產生之收益淨額 21,298 – – 21,298 

外匯虧損淨額 (5,241) (1,271) (12,175) (18,687)

未分配 (9,110) 

(27,797) 

非流動資產添置 – – – –

未分配 2,794 

2,794 

折舊 (1,074) – – (1,074)

未分配 (3,253) 

(4,327) 

融資成本 (55) – – (55)

未分配 (185) 

(240) 

所得稅（開支）╱抵免 (1) – 2 1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並無分部間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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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資料

下文為 (i)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 (ii)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及於聯營公司
之權益按地理位置的分析。客戶的地理位置乃基於貨品運送的所在地；本集團來自
主要投資及金融服務相關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乃按提供貸款融資所在地分析；及
本集團來自主要投資及金融服務相關貸款票據之利息收入乃按本集團管理該等投
資所在地分析。非流動資產（不包括金融資產及遞延稅項資產）之資料乃根據資產所
在地（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在地及聯營公司註冊成立╱上市地點）呈列。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註冊所在地） 14,600 16,023 3,788 4,339

中國 537,079 385,726 45,377 40,772

澳洲 9,981 2,850 2,359,515 1,486,118

東南亞地區 2,940 31,928 – –    

564,600 436,527 2,408,680 1,531,229    

(c) 主要客戶之資料

為本集團收益貢獻10%或以上之客戶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商品業務
客戶甲 139,665 70,104

客戶乙 108,483 –

客戶丙 87,788 –

客戶丁 77,221 –

客戶戊 – 194,469

客戶己 – 5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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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強制性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而
產生之收益╱（虧損）淨額：
－持作買賣之上市股本證券 448,111 42,317
－並非持作買賣組合之上市股本證券 115,686 (87,419)
－可換股票據 (9,690) (2,283)
－非上市股本投資 4,052 (14,439)
－衍生金融工具－認股權證 32,822 11,414

應收貸款之減值虧損淨額 (19,218) (4,048)
視作出售於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而產生之虧損 (1,911) (1,679)
有關商品貿易臨時定價安排公平值變動而產生之
（虧損）╱收益：
－指定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貿易應收賬款之
公平值（虧損）╱收益 (3,498) 1,749

－指定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貿易應付賬款之
公平值收益 4,604 19,549

調整應收貸款而產生之收益 5,010 5,934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70,790 (27,797)
其他 1 18  

646,759 (56,684)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經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租賃負債利息 162 240  

並非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負債之
利息開支總額 162 240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 (i)）：
薪金及津貼 80,380 19,781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323 317  

80,703 20,098  

(c) 其他項目：
確認為開支之商品成本（附註 (ii)） 459,983 384,605

核數師酬金（附註 (i)）
－核數服務 800 750

－非核數服務 130 307

折舊支出（附註 (i)）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440 419

－使用權資產 3,984 3,908

短期租賃開支（附註 (i)） 38 89  

附註：
(i) 在綜合損益表中分類為行政費用。行政費用的其他主要部分包括投資的經紀和託管

費用10,83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4,293,000港元），以及法律、專業及顧問費用5,426,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5,930,000港元）。

(ii)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金額包括回撥存貨撇減8,980,000港元（二零二
零年：存貨撇減5,833,000港元）。回撥存貨撇減，乃由於存貨銷售的可變現淨值高於
賬面值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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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抵免）

於損益賬確認之金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年內香港利得稅 2,357 644

－過往年度之香港利得稅撥備不足 1,066 –

－年內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524 –

－過往年度之企業所得稅撥備不足 – 1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之產生及回撥 6,733 (646)  

所得稅開支╱（抵免） 10,680 (1)  

7. 股息

年內確認為向本公司擁有人分派的股息：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派二零二零年中期股息－10港仙
（二零二零年：已宣派二零一九年中期股息－10港仙） 121,890 121,890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已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二
零二零年：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港仙（二零二
零年：10港仙），總額為 121,89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21,890,000港元），而金額121,890,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121,890,000港元）已經或須以現金派付。

於報告期末後，本公司董事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10港仙（二零二零年中期股息（代替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10港仙，惟須
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8.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1,357,290,000港元（二零二
零年：虧損429,401,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1,218,893,914股（二零二零
年：1,218,893,914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概無已發行攤薄潛在普通股。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
本盈利╱（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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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減值前） 2,404,381 2,105,590

已確認減值虧損 – (580,014)  

2,404,381 1,525,576  

上市投資之公平值 2,601,366 1,500,361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管理層審視其於Mount Gibson Iron Limited（「MGX」）及Tanami Gold NL

（「Tanami」）之權益之賬面值減值虧損，方法為將其可收回金額（使用價值與公平值減出售
成本兩者中較高者）與其各自的賬面值比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
合損益表確認之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回撥減值虧損╱（減值虧損）淨額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MGX 580,014 (580,014)

Tanami – 30,400  

580,014 (549,614)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以及租賃按金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指定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貿易應收賬款（附註 (i)） 106,299 6,273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3,680 32,090

租賃按金 578 546

應收證券經紀款項 9,979 4,485

預付款項 773 713  

121,309 44,107  

呈列為：
流動資產 121,070 43,568

非流動資產 239 539  

121,309 44,107  

除非流動租賃按金外，預期全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將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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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賬齡分析

截至報告期末，指定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貿易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與收益確
認日期相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106,299 –

31-60日 – 6,273  

106,299 6,273  

本集團根據臨時定價安排銷售鐵礦石商品，最終價格於付運予客戶後基於在報價
期內通行現貨價格設定。該等貿易應收賬款按個別合約基準指定為按公平值於損
益賬處理。

本集團授予其商品業務之貿易客戶90日的平均信貸期。接受任何新客戶前，本集團
會評估潛在客戶的信貸質素並釐定客戶信貸限額。本集團亦會定期檢討客戶的信
貸限額。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指定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貿易應付賬款（附註 (i)） 28,916 61,852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其他應付賬款 70,921 23,591  

99,837 85,443  

附註：

(i) 賬齡分析

截至報告期末，指定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28,916 56,529

31-60日 – 5,323  

28,916 61,852  

本集團根據臨時定價安排採購鐵礦石商品，最終價格於供應商MGX裝運後基於在
報價期內通行現貨價格設定。該等貿易應付賬款按個別合約基準指定為按公平值
於損益賬處理。

預期全部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將於一年內結付或應要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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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1.00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每股面值1.00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218,893,914 1,21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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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亞太資源有限公司（「亞太資源」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於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二零二一財政年度」）錄得本公司股東應
佔純利1,357,29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二零二零財政
年度」）則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淨額429,401,000港元。於過去十二個月，我們
的資源投資、商品業務以及主要投資及金融服務分部錄得合併溢利616,375,000

港元。此外，我們因Mount Gibson Iron Limited（「Mount Gibson」）股價強勁導致我們
於Mount Gibson的股權非現金減值虧損撥回580,014,000港元。

主要策略性投資

我們的主要策略性投資為於澳洲上市及營運的Mount Gibson及我們於截至二零
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收購於Tanami Gold NL（「Tanami Gold」）之一項投資。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來自我們的主要策略性投資的應佔純利為130,374,000港元
（二零二零財政年度：純利 145,377,000港元）。Mount Gibson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
錄得除稅後純利 64,000,000澳元。

Mount Gibson

Mount Gibson為澳洲直運品位鐵礦石產品生產商。Mount Gibson擁有西澳洲西北
角Kimberley海岸附近的Koolan Island礦場。Extension Hill╱Iron Hill的營運及其低品
位物料銷售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結束。Mount Gibson正在開發位於Extension Hill

北面85公里的Shine Iron Ore項目，擬定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季度開始第一階段生
產，於最初兩年計劃按每年 150萬噸的速度投產。

Koolan Island重啟項目已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份開始銷售礦石，並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季度實現商業投產。該重啟項目擁有 2,100萬噸65.5%品位的鐵礦石儲量。
Mount Gibson現正處於計劃提升廢棄採礦階段，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二零二二財政年度」）往後應能提高產量。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Mount Gibson銷售量為300萬噸，錄得除稅後純利64,000,000

澳元。

Mount Gibson的經營成本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維持高位，由於其繼續於Koolan 

Island的廢棄採礦階段及提昇破碎流程，預計將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上半年完
成。營運亦受主礦井西端的落石影響，Mount Gibson已聘請專門承建商在該地區
提供腳牆地面支援。Mount Gibson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錄得現金總成本為每噸
70澳元，預計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之礦場營運現金成本為每濕噸75至80澳元。

儘管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派付股息 16,000,000澳元，Mount Gibson的現金儲備（包
括定期存款及可買賣投資），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止為365,000,000澳元或相等於
每股0.31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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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Gibson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的銷售目標為300萬噸至320萬噸，包括來自位
於西澳洲中西部的新Shine項目的 100萬噸。

普氏指數 (Platts IODEX 62% CFR China index)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大幅走強，由年
初為每乾噸（「乾噸」）101美元，並呈穩步上升趨勢，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前達到每
乾噸233美元的高位。對鐵礦石的需求由中國建築活動的強勁鋼鐵需求及全球
製造業的反彈所推動。我們現正看到中國建築活動走弱，而中國宣佈了一項新
目標以維持今年的鋼鐵產量持平，這意味著二零二一年下半年的產量明顯減
弱，導致鐵礦石價格猛然回落。於撰寫本文時，其交易價格約為每乾噸130美
元。

Tanami Gold

我們現時擁有Tanami Gold的46.3%權益。

Tanami Gold之主要業務為黃金勘探。其持有Central Tanami項目的50%權益及有現
金餘額28,000,000澳元。於二零二一年五月，Tanami Gold與Northern Star Resources 

Limited（「Northern Star」）（澳交所股份代號：NST）訂立具約束力協議，成立一
間各佔50%權益的新合營公司以涵蓋Central Tanami項目。Northern Star同意支付
15,000,000澳元現金，將其在該項目的權益從 40%增加至 50%，今後雙方將共同
負責為勘探及開發活動提供資金。現時該協議已經完成。

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

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主要包括本集團於Metals X Limited （「Metals 
X」）及資源投資的投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亞太資源對首鋼福山資源
集團有限公司（「首鋼福山」）（港交所股份代號：639）持有重大投資，佔本集團總
資產5%或以上。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被投資公司名稱
持有股份

數目
持有股份
百分比 投資成本 已收股息

已變現
收益

未變現
收益

公平值
收益 賬面值

賬面值佔
本集團
總資產

之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首鋼福山 116,898,000 2.3% 190,767 8,010 2,367 75,018  77,385 267,697 5.4%      

190,767 8,010  2,367  75,018  77,385 267,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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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持有重大投資的被投資公司主要業務簡介：

被投資公司名稱 主要業務

首鋼福山 開採焦煤、生產及銷售焦煤產品

首鋼福山錄得公平值收益為 77,385,000港元，而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賬
面值為267,697,000港元。

首鋼福山為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之焦煤生產商。其主要業務為在
中國開採焦煤、生產及銷售焦煤產品。其於中國擁有三座礦場，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原焦煤儲量為 7,500萬噸，而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首鋼福山生產 260萬噸原焦煤。

首鋼福山於二零二一年九月初的市值約為140億港元，而其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所報營運資金為 48億港元及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
得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EBITDA)為14億港元。二零二一年的目標為520萬噸
原焦煤，與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所達到的生產比率一致。其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
股8港仙。短期內，我們關注在中國鋼鐵需求開始軟化下焦煤需求是否將保持
上升，而對海運進口的限制預計目前仍將存在，將為中國國內焦煤價格保底。

我們之其他顯著投資為Metals X。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Metals X之賬面值為174,333,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
月三十日：58,398,000港元），佔本集團總資產約3.5%（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1.7%）。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我們於Metals X之投資產生未變現收益115,935,000

港元（二零二零財政年度：虧損95,631,000港元），有關收益計入損益賬中。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本公司副主席兼執行董事Brett Robert Smith先生由最初獲
委任為Metals X董事會非執行董事，其後獲委任為Metals X的執行董事。其獲委
任後，Metals X已出售其銅資產組合及正分拆其鎳資產。亞太資源提供貸款融
資為Metals X的債務進行再融資，於二零二一年六月結束時，尚未償還之貸款
為15,500,000澳元，而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末後，貸款已付清至 7,800,000澳元。
Metals X現時專注於實施其於Renison礦場的礦場壽命規劃，包括開發高品位的
第五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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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Renison礦場產出 3,974噸錫（按含量 50%基準計算），按年
（「按年」）上升11%，而平均變現錫價為每噸27,011澳元，則按年上升26%。於二零
二一財政年度，作為全球重新開放貿易的一部份，錫價大幅增強。錫價從最低
的每噸17,000美元升至二零二一年七月的最高位每噸 36,000美元，於撰寫本文
時，錫價約為每噸33,500美元。在消費電子產品銷售的支援下，對半導體的需求
有所增加。鑒於錫供應並無大幅增長，以及電動車及儲能行業發展對錫的新需
求，我們依然看好錫的中期前景。

資源投資

此分部的投資主要包括多家在主要證券交易所（包括澳洲、加拿大、香港、英國
及美國）上市的自然資源公司的少量股權。我們著重投資於能源、大宗商品、賤
金屬及貴金屬等多個商品分部的選定商品。我們所持部份公司均處於勘探或
開發階段，而此市場分部對風險規避、商品價格下降及融資困難等情況尤其敏
感。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資源投資錄得公平值收益448,111,000港元（二零二零財政
年度：收益 42,317,000港元），經計及分部相關股息及其他投資收益及開支後錄
得分部溢利 510,268,000港元（二零二零財政年度：收益63,356,000港元）。

我們的資源投資分部包括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公佈的兩大資源投資組合之業績。
隨著世界從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衝擊中恢復過來，更廣泛的商品綜合體呈現強
勁的回彈。

貴價商品

金價下跌1%，貴金屬（主要為黃金持倉）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錄得公平值收益淨
額30,812,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貴金屬分部之賬面值為317,518,000

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314,449,000港元）。資源投資分部最大的黃金
投資乃於Northern Star（澳交所股份代號：NST），其錄得公平值虧損24,659,000港
元及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102,558,000港元。我們亦持有Westgold 

Resources Limited（「Westgold Resources」）（澳交所股份代號：WGX），其錄得公平值
收益11,168,000港元及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21,950,000港元。其他
可觀之公平值收益包括我們於Discovery Metals Corp.（多倫多證券交易所股份代
號：DSV）之投資所錄得10,592,000港元。

Northern Star在西澳洲及阿拉斯加擁有高品位的地下礦井。於二零二一財政年
度，其黃金銷量為1,595,000盎司，並錄得收購事項前自由現金流 735,000,000澳
元。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其黃金產量目標為1,550,000至1,650,000盎司。

Westgold Resources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出產245,411盎司黃金，按年上升4%但低
於其目標27萬至30萬盎司。預計二零二二財政年度的產量將超過27萬盎司，可
持續總成本為每盎司 1,500澳元至 1,700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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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價在二零二零年八月達到每盎司 2,050美元的峰值，因市場對實際利率的預
期隨著全球貿易的重新開放而逐漸走弱。美國聯儲局近期的評論使人們預期
其將在二零二一曆年的某個時間點開始縮減其債券購買計劃。儘管我們認為
中期內利率不會大幅上升，但如果實際利率確實已經見底，我們認為金價表現
出色的機會有限。

大宗商品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由於鐵礦石及熱力╱冶金煤表現出色，大宗商品分部錄
得公平值收益 161,539,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此分部之賬面值為
490,627,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189,224,000港元）。此分部涵蓋我們
於首鋼福山的投資。

賤金屬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銅、鎳及鋅價格分別上升 56%、47%及47%，賤金屬分部
（包括銅、鎳及鋅公司）錄得公平值收益129,482,000港元。賤金屬分部包括於洛陽
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港交所股份代號：3993）之投資，其於二零二一財
政年度錄得公平值收益 18,000,000港元，以及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
值為18,44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22,761,000港元）。

能源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能源分部（主要是石油及天然氣、可再生能源及鈾持倉）
錄得公平值收益 63,313,000港元。我們的重大能源投資包括中國海洋石油有限
公司（港交所股份代號：883），其錄得公平值收益6,833,000港元及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 38,411,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零），以及
Peninsula Energy Limited（澳交所股份代號：PEN），其錄得公平值收益3,852,000港元
及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 7,443,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7,226,000港元）。

其他

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我們亦從其他商品（鑽石、錳及礦砂等）及非商品相關
投資錄得公平值收益 62,540,000港元，其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
117,161,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21,921,000港元）。

商品業務

我們於Koolan Island的鐵礦石承購因礦場重啟營運而重新開始，且我們繼續於
一系列商品中尋找新的承購機會。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我們從事鐵礦石貿易
的商品業務錄得溢利 55,905,000港元（二零二零財政年度：虧損5,91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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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資及金融服務

主要投資及金融服務分部涵蓋應收貸款、貸款票據、可換股票據及其他金融資
產產生的收入。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此分部錄得溢利50,202,000港元（二零二
零財政年度：溢利57,851,000港元）。

放債

本集團根據香港放債人條例從事放債活動。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放債業務的
收益及溢利計入主要投資及金融服務分部的業績。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為2,755,862,000港元（於二零二
零年六月三十日：1,930,522,000港元），而流動資產淨值為 2,076,671,000港元（於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1,506,047,000港元），流動比率為20.7倍（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17.7倍），乃按其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計入非流動資產及
流動資產包括貸款票據3,924,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3,916,000港元）
及應收貸款 493,850,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468,876,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借貸（不包括租賃負債）（於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零），而未動用銀行融資金額為217,927,000港元，以本集團的若干
定期存款作抵押。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為零（於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零），該比率乃按淨負債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計算。就此而言，淨負債乃定義為借貸（不包括租賃負債）減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
年七月二十七日之通函所披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建議向本
公司合資格股東發行紅利認股權證，基準為於記錄日期每持有5股股份獲發一
份認股權證。根據紅利認股權證發行，本公司共已發行243,778,782份認股權證，
賦予持有人權利可由二零二一年九月七日至二零二二年十月六日（包括首尾兩
日）十三個月期間內任何時間按初步認購價每股新股份1.20港元（可予調整），以
現金認購本公司 243,778,782股新股份。

外匯風險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的資產主要以澳元及人民幣為單位，而負債則主要以美元
及港元為單位。就長期投資而言，外匯的不利變動對本集團的現金流量並無重
大即時影響。此外，本集團須為配合其現有及潛在投資活動維持外匯持倉，即
其將面對合理匯率風險。鑒於以上所述，本集團並無積極對沖因澳元列值資產
而產生的風險。然而，本集團將根據需要密切監控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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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將18,266,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88,611,000港元）的銀行存款抵押予銀行，作為本集團獲授各項貿易及銀行融資
的抵押。

僱員及薪酬政策

本集團確保按當時的人力市場狀況及個人表現釐定僱員的薪酬，並會定期檢
討薪酬政策。全體僱員均有權參與本公司的福利計劃，包括醫療保險及退休金
計劃（包括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就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僱員而言，根據中
國的適用法律及規例而定））。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包括其附屬公司，但不包括聯營公司）共有
15名（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14名）僱員。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之總薪酬及退
休金供款金額為 64,097,000港元（二零二零財政年度：12,868,000港元）。

主要風險

本集團採納全面的風險管理框架。本集團已制定、定期檢討及更新相關政策和
程序，以加強風險管理及應對市況和本集團之業務策略變動。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審閱本集團的相關政策及細察管理層是否已履行其職責，建立就監察及控
制本集團業務活動、外部風險變動及監管環境所產生的主要風險所需的有效
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並向董事會就上述事項匯報。

金融風險

金融風險包括市場風險、信貸風險及流動資金風險。市場風險涉及投資價值因
市場因素變動而改變，其可進一步細分為外匯風險、利率風險及價格風險。信
貸風險乃客戶或交易對手方不遵守承諾支付款項而引致損失的風險。流動資
金風險則涉及指定證券或資產未能及時在市場上買賣以防止損失或賺取所需
溢利的風險。

營運風險

本集團面臨涉及因人為因素、內部程序、制度不足或失當或外在事件導致可能
損失的多種營運風險。本集團透過建立嚴格的內部監控、恰當的職務分工與有
效的內部匯報制度，減少及控制營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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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業務及營運管理層在日常工作中對所屬業務單位的營運風險管理負責。
各部門主管須識別風險，評估關鍵監控措施的有效性及評估風險是否得到有
效管理。內部審計團隊會執行獨立監控及檢討，並定期向相關高級管理層及本
公司審核委員會匯報。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與合營公司以及未來重大投資
或資本資產之計劃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持有
任何其他重大投資，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
公司。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
投資或資本資產之計劃。

資本承諾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收購一間聯營公司具有合約資本承諾約
102,582,000港元。該收購的詳情於本公告「財政年度末後影響本集團之重大事
項」一節內進一步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
團並無任何已訂約但未備抵之重大資本承諾。

或然負債

於本公告日期及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會並不知悉任何重大或然負
債。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對本集團的影響

2019冠狀病毒疫情於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二一年期間席捲全球。當2019冠狀病毒
疫情蔓延至西方主要經濟體時，環球經濟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幾陷癱瘓邊緣。所
幸環球央行和政府迅速採取積極進取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和全球資
金流動性。到二零二零年下半年，環球股市已大幅反彈。

在編制綜合財務報表時，本集團採用公平值來計算其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
之金融資產，並在適用的情況下，估計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應收貸款之
減值虧損。於二零二零財政年度及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
益和應收貸款的减值虧損撥備和撥回，以及本集團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資產
的公平值因2019冠狀病毒疫情而波動。本集團會繼續監察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
情況，並會積極應對有關情況對本集團財務狀况和經營業績的影響，尤其是
對其金融工具的公平值，及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和應收貸款的可收回金額之影
響。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2019冠狀病毒疫情於二零二一財政年度對本集團的
商品業務、流動資金狀況、營運資產充足狀況及資本承諾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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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冠狀病毒疫情之應對措施

本集團已實施以下若干措施，將員工面對的相關風險降至最低，同時確保環境
安全，使業務照常營運：

• 在辧公室內盡量擴大社交距離和保護員工的措施；

• 會議盡可能在場外或通過電話會議方式舉行；

• 取消所有非必要差旅；

• 為員工制定彈性及遙距工作計劃；

• 外出差旅，出現症狀或與2019冠狀病毒確診者接觸後自我隔離，必要時可
接受冠狀病毒檢測，費用由本公司承擔；

• 增加口罩、消毒搓手液和衞生用品的庫存；及

• 加強注重清潔及衞生。

財政年度末後影響本集團之重大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收購Mabuhay Holdings 

Corporation（「Mabuhay」）的29.83%股權，代價約為4,000,000美元。Mabuhay為一間於
菲律賓註冊成立的公司，其股份於菲律賓證券交易所上市。Mabuhay為一間控
股公司，主要從事收購及出售證券、股票、房地產的投資，以及於其他實體的
投資。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日，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Andrew Ferguson先
生獲委任為Mabuhay的董事，而Mabuhay成為本公司的聯營公司。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
六月二十五日之通函所披露，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
屬公司（「買方」）與本公司主要股東聯合集團有限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Allied 

Properties Overseas Limited（「賣方」）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根據買賣協議及
在若干條件達成的前提下，(i)買方將收購而賣方將出售Allied Properties Resources 

Limited（「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及(ii)目標公司結欠賣方的本金額412,260,366

港元的股東貸款將由賣方轉讓予買方（統稱「交易」），代價為102,581,817.50港元。
目標公司的主要資產為其於龍資源有限公司（「龍資源」）（港交所股份代號：1712）
之41,032,727股股份，佔其已發行股本約25.83%。其主要業務包括於芬蘭及瑞典
經營金礦及加工設施。全部條件已經達成及交易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三日完
成。交易完成後，龍資源成為亞太資源的一間聯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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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後，Mount Gibson的股價下滑。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對Mount Gibson

的投資之公平值減少至1,165,440,000港元。公平值的下降可能會對截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虧損造成影響。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本財政年度末直至本公告日期，概無影響本集團之重
要事項。

公司策略

商品市場受益於耐用品需求的反彈以及政府因2019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採取的
刺激措施。展望未來，董事會認為，股本投資表現將取決於市場氣氛，而市場
氣氛受商品價格、利率變動、地緣政治狀況及宏觀經濟表現等因素所影響。為
盡量降低相關風險，本集團將定期審閱其投資策略，並於必要時採取適當措施
應對市況變動。此外，本集團亦將物色潛在投資機會，從而為股東帶來最大化
價值。

前景展望

2019冠狀病毒疫情依然持續，儘管我們保持樂觀態度，認為目前推行的疫苗工
作為活動正常化鋪路。本集團已維持對策以保護我們的員工、彼等的家人、當
地供應商及鄰近社區的健康及安全，同時確保營運環境安全，使其能照常營
運。

我們尚未走出2019冠狀病毒疫情困境，全球經濟的短期前景依然受2019冠狀病
毒感染率所影響，依我們所見，住院率的影響尤甚。我們已目睹重新開放的啟
動對全球發展的推動，但亦注意到2019冠狀病毒變異體的影響，尤其是最近期
的Delta變異病毒株。雖然各地政府及央行可能會縮減部份財政及貨幣支持措
施，我們仍預期未來環境相對寬鬆，對企業及家庭有所支持。

我們於短期內將繼續採取審慎的投資方針，並繼續物色將於長期產生可觀回
報的優質投資機會。我們的礦產及能源投資組合是未來礦產及能源投資的平
台。Mount Gibson是我們最大的投資，其正專注增加Koolan Island礦場的生產力，
其已完成大型廢物清理項目及正在開始其小型Shine礦場的生產，日後將為其
帶來強勁的自由現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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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

董事會已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 (i)末期股息每股 10港
仙（二零二零年中期股息（代替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及 (ii)特別股息每股
10港仙，待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派付予於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本公司股東。建
議末期股息及建議特別股息將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或前後派
付。

本公司認股權證（認股權證代號：1074）持有人如欲行使認股權證附帶的認購權
以及享有建議末期股息及建議特別股息，彼等必須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或之前將認購表格連同有關認股權證證書及認購
款項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以釐定彼等資格。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內購回、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之遵守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之原則及全面遵
守適用之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審閱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已經由本公司審核委員
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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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疇

本公告所載之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之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之數字已經由本集團核數師國富浩華（香港）
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與本集團二零二一財政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
載之金額核對。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執行的工作並不構
成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委聘準則或香港核證
委聘準則所進行的核證委聘，因此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未
就本公告作出任何保證。

承董事會命
亞太資源有限公司

主席
Arthur George Dew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Brett Robert Smith先生（副主席）及Andrew Ferguson先生（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Arthur George Dew先 生（主 席）（王 大 鈞 先 生 為 其 替 任 董 事）、李 成 輝 先 生 及
林蓮珠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永權博士、鄭鑄輝先生及王宏前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