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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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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 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末期業績，連同截至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商品貿易 315,355 517,672
利息收入 33,323 46,928

收益總額 2 348,678 564,600
銷售成本 (267,583) (461,968)

毛利 81,095 102,632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288,078 646,759
其他收入 57,578 18,021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虧損）╱回撥減值
虧損淨額 9 (465,369) 580,014

行政費用 (62,278) (111,267)
融資成本 5 (a) (4,244) (162)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43,099) 131,973
分佔一間合營公司業績 2,178 —

除稅前（虧損）╱溢利 5 (446,061) 1,367,970
所得稅開支 6 (19,933) (10,68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虧損）╱溢利 (465,994) 1,357,290

每股（虧損）╱盈利（以港仙列示）
—基本 8 (a) (36.95) 111.35

—攤薄 8 (b) (36.95) 1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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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虧損）╱溢利 (465,994) 1,357,290

其他全面（支出）╱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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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04) 148,972
換算一間合營公司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4,840) —

換算其他海外業務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8,994) 6,509
分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支出）╱收益（扣除相關所得稅） (4,819) 89

(144,157) 15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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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相關所得稅） (2,669) (3,185)

年度其他全面（支出）╱收益（扣除所得稅） (146,826) 152,38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全面（支出）╱收益總額 (612,820) 1,50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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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172 4,29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9 1,618,763 2,404,381
於一間合營公司之權益 10 95,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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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724 208,234

應收貸款 337,540 133,170
貸款票據 — 3,924
租賃按金 11 288 239
遞延稅項資產 — 1,615

2,386,729 2,755,862

流動資產

存貨 90,649 33,604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83,959 121,070
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 1,320,936 1,227,912
應收貸款 25,158 360,680
貸款票據 3,965 —

已抵押銀行存款 111,452 18,266
銀行結餘及現金 449,069 420,389

2,085,188 2,181,921

資產總值 4,471,917 4,93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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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權及負債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3 1,302,130 1,218,894
其他儲備 272,456 402,635
累計溢利 2,475,645 3,202,064

4,050,231 4,823,593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050 1,238
遞延稅項負債 21,234 7,702

22,284 8,94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2 99,173 99,837
銀行及其他貸款 289,617 —

應付稅項 8,513 3,232
租賃負債 2,099 2,181

399,402 105,250

負債總額 421,686 114,190

股權及負債總額 4,471,917 4,937,783

流動資產淨值 1,685,786 2,076,671

資產總值減負債總額 4,050,231 4,823,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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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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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編製財務報表時所使用的計量基準為歷史成本基準，惟下列按其公平值呈列之資產及負債除外：

— 持作買賣之上市股本證券

— 可換股票據

— 並非於買賣組合內持有之上市股本證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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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或之

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編製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2019冠狀病毒相關租金減免

本年度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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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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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355 517,672

其他來源的收益

以實際利率法計算的利息收入

—應收貸款 33,142 46,748
—貸款票據 181 180

33,323 46,928

收益總額 348,678 564,600

按收入確認時間及按區域市場劃分之客戶合約收益之分拆分別於附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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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至該等未達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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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執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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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間合營公司業績、聯營公司權益（減值

虧損）╱回撥減值虧損、收購聯營公司產生之收益、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產生之議價購買收益、視作

於一間聯營公司持股增加而產生之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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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及虧損。

除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公司之權益、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貸款票據及並非按主要投資及金融

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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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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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其他應收賬款以及並非按

分部及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管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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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備、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遞延稅項負債及租賃負債以及由分

部直接管理之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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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損）╱收益淨額、融資成本、匯兌收益╱（虧損）淨

額、所得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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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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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相同。

以下載列按收益確認時間劃分之客戶合約收益分拆，連同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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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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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355 — — 315,355
—其他來源之收益：

利息收入 — — 33,323 33,323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315,355 — 33,323 348,678

出售資源投資所得款項總額 — 3,301,312 — 3,301,312

分部業績 53,649 171,572 32,466 257,687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343,099)
分佔一間合營公司業績 2,178
聯營公司權益減值虧損 (465,369)
收購於聯營公司的權益而產生之收益 9,335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產生之議價購買收益 43,598
視作於一間聯營公司持股增加

而產生之收益 265
視作出售於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

而產生之虧損 (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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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27
其他企業收入及收益 9,971
中央行政開支及其他企業虧損 (39,518)
中央財務成本 (3,446)

綜合除稅前虧損 (44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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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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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部資產 401,265 1,538,617 368,031 2,307,91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618,763
於一間合營公司之權益 9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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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724
—銀行結餘及現金 94,504
—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 24,771

綜合資產總值 4,471,917

分部負債 89,509 144,453 1,243 235,205
其他貸款 169,617
未分配企業負債 16,864

綜合負債總額 421,686

其他分部資料

利息收入（計入其他收入） 475 6 — 481
未分配 47

528

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之

股息收入 — 45,840 — 45,840
未分配 9,972

5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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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4,869 — 154,869
未分配 84,727

23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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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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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貸款之回撥減值虧損淨額 — — 1,613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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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6 — — 13,496

外匯虧損淨額 (3,423) (12,091) (6,583) (22,097)
未分配 (174)

(22,271)

非流動資產添置 3,578 — — 3,578
未分配 —

3,578

折舊 (1,229) — — (1,229)
未分配 (2,252)

(3,481)

融資成本 (89) (709) — (798)
未分配 (3,446)

(4,244)

所得稅開支 (6,399) (11,202) (2,332) (19,933)
未分配 —

(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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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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之回撥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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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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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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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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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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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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分配 —

(10,680)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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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及設備以及於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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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料乃根據資產的地理位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在地以及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註冊

成立╱上市地點）呈列。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註冊所在地） 10,682 14,600 1,538 3,788

中國 335,300 537,079 143,914 45,377

澳洲 2,696 9,981 1,557,140 2,359,515

菲律賓 — — 15,585 —

東南亞地區 — 2,940 — —

348,678 564,600 1,718,177 2,408,680

(c) 主要客戶之資料

為本集團收益貢獻10%或以上之客戶收益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商品業務

客戶甲 84,487 —

客戶乙 79,906 —

客戶丙 61,835 108,483

客戶丁 — 139,665

客戶戊 — 87,788

客戶己 — 7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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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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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483 448,111
—並非持作買賣組合之上市股本證券 82,480 115,686
—可換股票據 — (9,690)
—非上市股本投資 4,901 4,052
—衍生金融工具—認股權證 (14,268) 32,822

應收貸款之回撥減值虧損╱（減值虧損）淨額 1,613 (19,218)

視作於一間聯營公司持股增加而產生之收益 265 —

收購於聯營公司的權益而產生之收益 9,335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產生之議價購買收益 43,598 —

視作出售於一間聯營公司部份權益而產生之虧損 (2,390)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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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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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68) (3,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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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64 4,604

調整應收貸款而產生之收益 1,977 5,010

轉讓一宗應收貸款而產生之收益 2,855 —

外匯（虧損）╱收益淨額 (22,271) 70,790

其他 4 1

288,078 646,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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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經扣除下列各項：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及其他貸款利息 4,049 —

租賃負債利息 195 162

並非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負債之利息開支總額 4,244 162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 (i)）：
薪金及津貼 25,315 80,380

界定供款退休計劃供款 353 323

25,668 80,703

(c) 其他項目：

確認為開支之商品成本（附註 (ii)） 259,206 459,983

核數師酬金（附註 (i)）
—核數服務 1,025 800
—非核數服務 130 130

折舊支出（附註 (i)）
—自有物業、廠房及設備 527 440
—使用權資產 2,954 3,984

短期租賃開支（附註 (i)） 4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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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包括投資的經紀和託管費用 12,422,000

港元（二零二一年： 10,834,000港元），以及法律、專業及顧問費用 7,513,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5,426,000港元）。

(ii)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金額包括存貨撇減 4,607,000港元（二零二一年：回撥存貨撇減

8,980,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回撥存貨撇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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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損益賬確認之金額：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年內香港利得稅 8,017 2,357
—過往年度之香港利得稅（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764) 1,066
—年內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846 524
—過往年度之企業所得稅撥備不足 17 —

遞延稅項
—暫時差額之產生及回撥 12,817 6,733

所得稅開支 19,933 10,680

7. 股息

年內確認為向本公司擁有人分派的股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派二零二一年末期股息—10港仙及已宣派二零二一年特別股息
—10港仙（二零二一年：已宣派二零二零年中期股息—10港仙） 260,425 121,890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已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二零二一年：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宣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0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10港仙（二零二一

年：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10港仙），總額為 260,42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 121,890,000港元），而金額

260,42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21,890,000港元）以現金支付或應付。

於報告期末後，本公司董事已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10港仙（二零

二一年末期股息：每股 10港仙及二零二一年特別股息：每股 10港仙），惟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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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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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 虧損）╱盈利乃根據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465,99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溢利

1,357,290,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261,023,368股（二零二一年： 1,218,893,914股）計
算。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每股攤薄虧損的計算並無假設轉換本公司的尚未行使認股權

證，原因為假設行使有關認股權證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概無已發行攤薄潛在普通股。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減值前） 2,084,132 2,404,381

已確認減值虧損 (465,369) —

1,618,763 2,404,381

上市投資之公平值 1,514,367 2,60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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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有限公司（「龍資源」）及Mabuhay Holdings Corporation（「MH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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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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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值虧損）╱回撥減值虧損淨額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MGX (405,751) 580,014

Tanami (50,109) —

MHC (9,509) —

(465,369) 58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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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於一間合營公司之權益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間合營公司之權益（無減值） 95,242 —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以及租賃按金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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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35,644 3,680

應收股息 22,343 —

租賃按金 288 578

應收證券經紀款項 24,384 9,979

預付款項 1,588 773

84,247 121,309

呈列為：

流動資產 83,959 121,070

非流動資產 288 239

84,247 12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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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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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 106,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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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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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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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26 28,916

按攤銷成本計量的其他應付賬款 34,247 70,921

99,173 99,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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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64,926 2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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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

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每股面值1.00港元之普通股 2,000,000,000 2,000,000

法定股本增加 1,000,000,000 1,000,000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每股面值1.00港元之普通股 3,000,000,000 3,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每股面值1.00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一日、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及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 1,218,893,914 1,218,894

行使認股權證認購權 83,236,235 83,236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1,302,130,149 1,3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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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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二零二二財政年度」）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淨額 465,994,000港
元，而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二零二一財政年度」）則錄得本公司股東應佔純

利 1,357,290,000港元。該虧損包括以下兩個重大非現金項目： (a)聯營公司Mount Gibson Iron
Limi ted（「Mount Gibson」）的減值虧損 405,751,000港元及 (b)分佔Mount Gibson的虧損

364 , 734 , 000港元 。該等 虧損已 全部抵 銷資源 投資分 部的出 色表現 ，其產 生分部 溢利

171,57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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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
MGX）及Tanami Gold NL（「Tanami Gold」）（澳洲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TAM）。於二零二二

財政年度來自我們的主要策略性投資的應佔虧損淨額為 340,418,000港元（二零二一財政年

度：純利130,37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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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Gibson開發了位於Extension Hill北面85公里的Shine Iron
Ore項目，但由於低品位鐵礦石折讓增加及較高的貨運成本而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暫停營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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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臨近計劃提

升廢棄採礦階段結束，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二零二三財政年度」）往後應

能提高產量。

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Moun t G ibson銷售量為 170萬噸鐵礦石，錄得除稅後虧損淨額

174,000,000澳元。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該公司繼續於Koolan Island進行高架剝離工序，導

致經營成本持續高企，然而，預期該成本於二零二三財政年度會隨礦石生產增加及廢物清

理減少而大幅下降。Mount Gibson財務業績受Koolan Island及 Shine賬面值非現金減值合共

185,000,000澳元所影響。

二零二三財政年度的銷售目標為320萬噸至370萬噸。

Mount Gibson的現金儲備（包括定期存款及可買賣投資）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止為126,000,000
澳元或相等於每股0.10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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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氏指數 (Platts IODEX 62% CFR China index)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大幅波動，平均為每乾噸

（「乾噸」）138美元，由二零二一年七月的每乾噸 210美元下跌至二零二一年十一月的每乾噸

80美元，然後部份回升至每乾噸 140美元，二零二二財政年度結束時為每乾噸 120美元。自

年底以來，鐵礦石價格進一步下跌，於撰寫本文時為每乾噸100美元。由於中國房地產銷售

及建築活動疲弱，鐵礦石價格自二零二一年七月以來普遍下跌。鐵礦石前景仍具有挑戰

性，原因是中國的持續清零政策仍是中國經濟的一個威脅，更何況全球經濟前景疲弱。

Tanami Gold

我們現時擁有Tanami Gold的46.3%權益。

Tanami Gold之主要業務活動為黃金勘探。其持有Central Tanami項目的 50%權益及現金餘額

33,000,000澳元。於二零二一年五月，Tanami Gold與Northern Star Resources Limited（「Northern
Star」）（澳洲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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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協議已經

完成，而Tanami Gold已支付5,000,000澳元現金為其所佔合營公司活動部份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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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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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Metals X（澳洲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MLX）持有重大投資，
佔本集團總資產5%或以上。

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被投資公司名稱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持有股份數目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持

有股份百分比 投資成本 股息收入

已變現

收益

未變現

收益

公平值

收益 賬面值

佔本集團

總資產之

賬面值百分比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Metals X 179,596,319 19.8% 398,796 9,972

（附註）

— 83,974 83,974 325,449 7.3%

首鋼福山 116,474,000 2.3% 190,709 19,838 459 113,683 114,142 379,705 8.5%

附註：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Metals X與Nico Resources Limited（「NICO」）訂立具約束力之投資條款清

單，將其鎳資產組合出售並分拆予NICO，合資格的Metals X股東將直接持有NICO股份（「實物分派」）。

實物分派已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完成，而本集團因實物分派而持有的NICO股權的市值9,972,000港元已確

認為Metals X分派的股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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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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ls X 勘探及開發賤金屬

首鋼福山 開採焦煤、生產及銷售焦煤產品

我們於首鋼福山之投資錄得公平值收益 114,142,000港元，而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賬

面值為379,70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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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原焦

煤儲量為 6,900萬噸，而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首鋼福山生產 270萬噸原

焦煤，與其二零二二年目標的530萬噸原焦煤一致。

首鋼福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EBITDA)為
3,267,000,000港元及除稅後純利 1,936,000,000港元。首鋼福山於二零二二年九月的市值約為

12,800,000,000港元，而其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所報營運資金為6,700,0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該公司精焦煤產品的平均標桿市場銷售價格按年（「按年」）上漲 89%。

然而，鑒於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最近於二零二二年八月要求鋼廠減產粗鋼，首鋼福山於

二零二二歷年下半年面臨焦煤需求風險。

我們之其他顯著投資為Metals X。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Metals X之賬面值為325,449,000
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174,333,000港元），佔本集團總資產約7.3%（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3 .5 % ）。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我們於Meta l s X之投資錄得未變現收益

83,974,000港元（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收益115,935,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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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組合及將其鎳資產分拆為一間獨立公司NICO。亞太資源提供貸款融資為Metals X的債

務進行再融資，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貸款已悉數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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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二財政年度，Renison礦場產出 4,731噸錫（按含量 50%基準計算），按年上升 19%，而

平均變現錫價為每噸48,186澳元，則按年上升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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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初，錫價創下每噸 50,050美元的歷史新高，但由於中國、印度尼西亞及緬甸

的產量提高，錫價已大幅回落。與此同時，對全球經濟前景的擔憂及消費電子產品需求的

影響已掩蓋汽車及太陽能等其他終端市場的堅實需求。於撰寫本文時，錫價為每噸 23,600
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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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資源投資錄得公平值收益 169,137,000港元（二零二一財政年度：
448,111,000港元），經計及分部相關股息及其他投資收益及開支後，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錄

得分部溢利171,572,000港元（二零二一財政年度：510,268,000港元）。

我們的資源投資分部包括（其中包括投資策略）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公佈的兩大資源投資組

合，以及隨後建立的專注於大盤股及專業機會的其他自然資源策略。投資組合旨在利用本

公司資金產生正面回報，以及建立往績記錄以吸引日後潛在第三方投資。該等多樣投資組

合由本公司的資源投資分部管理，其獨立於本公司的大型策略持股。我們的投資組合為純

多頭的全球授權（不可賣空股票），並對市值、流動資金、開發階段（從勘探到生產）及管轄

範圍設有嚴格參數，以管理風險。

其中一個礦產投資組合專注於投資涉及電池金屬、賤金屬、貴金屬、鈾、大宗商品及其他

硬岩商品領域的中小型公司。自二零一六年十月一日設立以來，礦產投資組合截至二零二

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投資回報率為 382.7%，較其基準（經貨幣調整後的ASX 200小盤股資源

股 (ASX 200 Smallcap Resources)、富時AIM全股基本資源股 (FTSE AIM All Share Basic Resources)
及多倫多證券交易所創業板綜合指數 (TSX Venture Composite)的相等權重）回報率為6.3%高出

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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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呈列中小型礦產投資組合相對基準的年度表現完整明細。

期間 財政期間起始日 財政期間結束日

礦產投資

組合期間表現

基準期間

表現

期間

超出表現

礦產投資

組合累計 基準累計

累計超出

表現

一六至一七財政年度 一六年十月一日 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8.7% 4.0% 4.7% 8.7% 4.0% 4.7%

一七至一八財政年度 一七年十月一日 一八年九月三十日 9.6% – 4.3% 13.9% 19.1% – 0.4% 19.5%

一八至一九財政年度 一八年十月一日 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18.8% – 15.4% 34.2% 41.4% – 15.7% 57.1%

一九至二零財政年度 一九年十月一日 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59.8% 29.9% 29.9% 126.0% 9.5% 116.5%

二零至二一財政年度（九個月） 二零年十月一日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87.0% 33.2% 53.8% 322.6% 45.8% 276.8%

二一至二二財政年度 二一年七月一日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14.2% – 27.1% 41.3% 382.7% 6.3% 376.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該策略產生 14.2%的回報率，較 – 27.1%的基準回報率

高 41.3%。一如往年，超額回報率乃由於重點研究相關大宗商品，行業預測基本正確（包括

重倉煤炭、鋰及鈾），投資高現貨自由現金流收益率的生產商，以及物色多家新興勘探及開

發公司。本財政年度礦產投資組合溢利的五大貢獻者依次為Thungela Resources（倫敦證券交

易所股份代號：TGA）、Whitehaven Coal（澳洲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WHC）、Red Dirt Metals
（澳洲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RDT）、New Hope Coal（澳洲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NHC）及
Stanmore Coal（澳洲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SMR）。

能源投資組合主要專注於石油、天然氣及可再生能源領域。於二零一九年年底，該投資組

合擴大投資範圍，開始投資可再生能源，隨着投資領域的擴大，由二零二零年二月（ 2019冠
狀病毒疫情全面影響前）至二零二二年八月的過去兩年半，能源投資組合產生 124%的投資

回報率。

能源投資組合結合基本的自下而上估值及不同領域的前景分析甄選投資方案。例如，於

2019冠狀病毒疫情早期，低利率利好增長潛力巨大的股票，故主要投資綠色能源領域的公

司。能源市場因俄烏戰爭受挫，故近期主要投資能源公司。

貴價商品

貴金屬（主要為黃金持倉）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錄得公平值虧損淨額 139,065,000港元。於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貴價商品分部之賬面值為319,354,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 317,518,000港元）。資源投資分部最大的黃金投資乃於Northern Star（澳洲證券交易所股

份代號：NST），其錄得公平值虧損 42,065,000港元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

76,775,000港元。我們亦持有Newmont Corporation（紐約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NEM），其錄

得公平值收益493,000港元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28,095,000港元。其他可觀

之公平值收益包括我們於Asante Gold Corporation（加拿大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ASE）之投資

所錄得4,22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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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rn Star為澳洲第二大黃金公司，在西澳洲及阿拉斯加擁有高品位的地下礦井。於二零

二二財政年度，其出產 156.1萬盎司黃金，並錄得自由現金流 477,000,000澳元。於二零二三

財政年度，其目標產量為156萬–168萬盎司黃金。

除俄烏戰爭時受地緣政治風險溢價影響，金價短暫反彈至每盎司 2,000美元之外，於二零二

二財政年度，金價一直在區間內徘徊，交易區間為每盎司1,750美元至每盎司1,850美元。

大宗商品

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大宗商品分部錄得公平值收益 309,550,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賬面值為552,081,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490,627,000港元）。於二零二

二財政年度，我們於此分部之最大投資為首鋼福山（港交所股份代號：639），其錄得公平值

收益114,142,000港元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379,705,000港元。

賤金屬

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賤金屬分部（包括銅、鎳及鋅公司）錄得公平值虧損26,642,000港元。

銅價下跌 12%，而鎳和鋅的價格則分別上升 27%及 11%。賤金屬分部包括於中國宏橋集團

有限公司（ 港交所股份代號： 1378 ）之投資，其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

32,819,000港元。

能源

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能源分部（包括石油與天然氣、鈾及可再新能源）錄得公平值收益

4,157,000港元。我們的重大能源投資包括National Atomic Company Kazatomprom JSC（倫敦證

券交易所股份代號：KAP），其錄得公平值虧損 15,550,000港元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之賬面值為37,659,000港元。

其他

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我們亦從其他商品（鑽石、錳、稀土、鋰及礦砂等）及非商品相關投

資錄得公平值收益 21,137,000港元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值為 177,578,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17,161,000港元）。當中包括於Glencore plc（倫敦證券交易所股

份代號：GLEN）的投資，其錄得公平值收益 1,572,000港元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賬

面值為42,36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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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我們的商品業務錄得分部溢利 53,649,000港元

（二零二一財政年度：55,90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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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此分部錄得溢利 32,466,000港元（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溢利

50,202,000港元）。

放債

本集團根據香港放債人條例從事放債活動。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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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未償還應收貸款（扣除虧損撥備）約為362,698,000港元（於二零二

一年六月三十日： 493 ,850 ,000港元 ）。年內，本集團已就其應收貸款撥回減值虧損約

1,613,000港元（二零二一財政年度：撥備19,218,000港元）。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為 2,386,729,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

十日： 2,755,862,000港元），而流動資產淨值為 1,685,786,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 2,076,671,000港元），流動比率為 5.2倍（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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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5,000港元（於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3,924,000港元）及應收貸款 362,698,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

日：493,850,000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借貸（不包括租賃負債）為289,617,000港元（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無），而未提取信用證、銀行及其他貸款融資金額為 413,712,000港元，以本

集團的若干定期存款及持作買賣的上市證券作抵押。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

資本負債比率為零（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零），該比率乃按負債淨額除以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權益計算。就此而言，負債淨額乃定義為借貸（不包括租賃負債）減現金及現金等值

項目。

外匯風險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的資產主要以澳元為單位，而負債則主要以澳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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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銀行存款111,452,000港元及公平值為379,705,000港元的持

作買賣之上市證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存款18,266,000港元）已抵押予銀行，作

為本集團獲授各項信用證、銀行及其他貸款融資的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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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的福利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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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包括其附屬公司，但不包括聯營公司）共有 15名（於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5名）僱員。二零二二財政年度之總薪酬及退休金供款金額為

19,282,000港元（二零二一財政年度：64,097,000港元）。

主要風險

本集團採納全面的風險管理框架。本集團已制定相關政策和程序並定期檢討及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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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會匯報上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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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風險及其他價格風險。信貸風險乃客戶或交

易對手方未能如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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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能導致損失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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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匯報。

紅利認股權證發行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之公告（「該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

七月二十七日之通函（「該通函」）所披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董事會建議按記錄

日期每持有五股股份獲發一份認股權證的基準向本公司合資格股東發行紅利認股權證。每

份認股權證賦予持有人權利可由發行日期至二零二二年十月六日（包括首尾兩日）期間內任

何時間，以現金按初步認購價 1.20港元（可予調整）認購本公司一股新股份。認股權證在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認股權證代號：1074），以每手12,000份為單位進行買賣。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七日，本公司向本公司合資格股東發行合共 243,778,782份認股權證。於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共有 83,236,235份認股權證已獲行使，而 160,542,547份認股權證尚

未行使。全部已收認購款項約 99,883,000港元已按該公告及該通函所披露的資金用途用於投

資從事天然資源行業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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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三日，本集團完成收購Allied Properties Resources Limited的全部已發行股

本（其持有龍資源有限公司（「龍資源」）的 25.83%股權），代價為約 102,582,000港元。龍資源

為於西澳洲註冊成立的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聯交所股份代號：
1712）。龍資源的主要業務包括在芬蘭及瑞典經營金礦及加工設施。收購事項的詳情載於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的公告。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八日，本集團完成收購寶雲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其持有華能

壽光風力發電有限公司（「華能壽光」）的 45%股權），代價為 75,000,000港元。華能壽光為一

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企業。華能壽光的主要業務為風力發電廠電力之開發、經

營、管理、生產及銷售，以及提供電力項目諮詢及其他相關服務。收購事項的詳情載於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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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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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計劃。

資本承諾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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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告日期及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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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二零二一年席捲全球。當 2019冠狀病毒疫情蔓延至西方

主要經濟體時，全球經濟於二零二零年三月曾一度瀕臨癱瘓。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香港

處於 2019冠狀病毒第五波疫情且仍然受到與 2019冠狀病毒相關的新封鎖及動態清零政策的

影響。

在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本集團採用公平值計算其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並
估計本集團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應收貸款之減值虧損（如適用）。自二零二零年起，本集團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之減值虧損撥備及本集團金融工具的公平值可能因 2019冠狀病毒疫情以

及其他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因素而出現波動。本集團將會繼續監察 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發

展，亦會積極應對有關情況對本集團財務狀況及經營業績的影響，特別是對其金融工具的

公平值及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及應收貸款之可收回金額的影響。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 2019
冠狀病毒疫情於二零二二財政年度並無對我們的商品業務、流動資金狀況、營運資金充足

性及資本承諾造成重大影響。

2019冠狀病毒疫情之應對措施

本集團已繼續實施以下若干措施，冀對員工構成的相關風險降至最低，同時確保環境安

全，使業務照常營運：

. 在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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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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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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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於報告期末後，Mount Gibson及Metals X的股價下滑以及澳元兌港元貶值。於綜合財務

報表獲授權刊發日期，本集團對Mount Gibson及Metals X的投資之公平值分別減少至

956,057,000港元及246,730,000港元。公平值的下降可能會對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聯營公司權益之減值虧損及按公平值於損益賬處理之金融資產之虧損造成影

響。

(ii) 目前，本集團持有Prodigy Gold NL（「Prodigy」）（澳洲證券交易所股份代號：PRX）的已發

行股本約 19.83%。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七日， Prodigy的董事宣佈以每股 Prodigy新股份

0.01澳元的發行價按包銷一供二的可放棄比例進行供股，以籌集最多約 11,650,000澳元

（未扣除成本及開支）（「供股」）。根據供股條款，本集團有權以約 2,310,000澳元認購

231,089,788股Prodigy新股份。此外，本集團已同意為最高約 9,710,000澳元（包括其供股

配額）的供股進行分包銷。預計Prodigy將於二零二二年十月三日刊發供股結果。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財政年度末後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概無影響本集團之重大事項。

公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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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商品及股市的前景持謹慎態度。美國聯邦儲備局已表示其著重於降低通脹，我們認

為此舉意味著貨幣緊縮政策將持續，而其總體上不利於股價。中國目前推行動態清零政

策，因此其經濟將繼續受到城市封鎖負面影響的衝擊。兩者均可能導致全球增長疲弱。儘

管如此，我們在選定商品中看到商機，並計劃在短期內進行靈活投資，同時繼續物色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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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產生可觀回報的投資良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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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基本

完成大型廢物清理項目，日後將為其帶來自由現金流。

股息

董事會已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 10港仙（二零二一年

末期股息：每股10港仙及二零二一年特別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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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付予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三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

冊內之本公司股東。建議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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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必須於二零二二年十月六日（星期四）（即認股權證所附帶的認購權屆滿

日期）下午四時正或之前將認購表格連同有關認股權證證書及認購款項送達本公司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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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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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公司已應用及全面遵守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第二部份—良好企業管治的原

則、守則條文及建議最佳常規」一節內之原則及適用之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審閱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國富浩華（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疇

本公告所載之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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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本集團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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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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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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採納新細則

董事會建議修訂本公司現有細則（「細則」），以（其中包括）符合載於上市規則附錄三之核心

的股東保障水平。董事會亦建議對現有細則作出其他修訂，以反映百慕達適用法例及上市

規則的若干修訂，並為內務目的作出其他輕微相應修訂及整理。因此，董事會建議採納一

套新細則（「新細則」）以取代及摒除現有細則，惟此建議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

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後方可作實。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
議修訂的影響說明及建議修訂的條款全文的通函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適時寄發予本公

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亞太資源有限公司

主席

Arthur George Dew

香港，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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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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