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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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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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公佈本集團報告期內之未經審核簡明中期綜合業績，連同2019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中期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925,631 949,644

銷售成本 (816,744) (887,093)  

毛利 108,887 62,551

其他經營收入 6,239 15,194

銷售及分銷開支 (4,655) (2,674)

行政開支 (13,667) (12,455)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684 243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40,439 19,630

應佔一間聯營企業業績 7,600 12,132

融資成本 5 (18,629) (10,877)  

除稅前溢利 126,898 83,744

所得稅支出 6 (14,676) (6,20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7 112,222 77,538
  

每股盈利 9

－基本 1.70港仙 1.17港仙
  

－攤薄 1.70港仙 1.17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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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112,222 77,538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或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異 (1,308) (509)

換算一間合營企業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異 (14,784) (1,481)

換算一間聯營企業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異 (28,859) 20,427  

(44,951) 18,437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物業重估收益 – 5,412

其後不會重分類項目的相關所得稅 – (1,353)  

– 4,059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44,951) 22,49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7,271 10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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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0年6月30日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5 160

使用權資產 2,851 3,836

投資物業 48,334 48,595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246,696 237,775

於一間聯營企業之權益 535,004 553,522

租賃按金 – 387  

833,090 844,275  

流動資產
存貨 2,417,134 1,441,98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232,324 126,706

應收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2,141 3,875

可收回所得稅款 – 1,737

銀行及現金結存 11 411,874 676,793  

3,063,473 2,251,091  

資產總值 3,896,563 3,09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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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491,842 36,382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628,937 422,559

銀行借款 46,143 –

租賃負債 1,395 1,703

應付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8,581 8,373

應付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5,513 5,513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898 1,421

應付股息 66,007 –

應付所得稅 21,229 9,555  

1,270,545 485,506  

流動資產淨值 1,792,928 1,765,585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626,018 2,609,860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0,295 19,104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656,126 644,494

租賃負債 1,351 2,021  

677,772 665,619  

資產淨值 1,948,246 1,944,24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6,007 66,007

儲備 1,882,239 1,878,234  

權益總額 1,948,246 1,94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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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天然鈾貿易、物業投資及其他投資。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呈列，而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美元。由於本公司乃於香港上市，董事認為以港元呈列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屬適宜。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
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按公允值計量之投資物業除外。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使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者一
致。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有關準則自本集團2020年
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業務的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利率基準改革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重大的定義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經修訂）

經修訂框架並非為一項準則或會計指引。其並不能替代任何準則、任何準則或會計指引中的規定。經修訂框架包
括：計量及報告財務表現之新章節；取消確認資產及負債之新指引；資產及負債之最新定義；及監管、審慎及計量
不確定性於財務報告之角色之澄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業務的定義

有關修訂澄清一項業務必須包括至少一項投入及一個實質過程，有關過程對創造產出之能力有重大貢獻，並就「實
質過程」的解釋提供廣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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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關修訂删除市場參與者是否有能力取代任何缺失之投入或過程及持續產出之評估，同時收窄「產出」及「業
務」的定義，將重點放在向客戶提供之商品及服務，而非成本縮減。

有關修訂亦加入選擇性集中測試，允許簡化評估所收購一組活動及資產是否並非一項業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修訂：利率基準改革

該等修訂更改了部分特定對沖會計規定，以減輕利率基準改革造成的不確定性帶來的潛在影響。此外，該等修訂要
求公司向投資者提供更多關於彼等對沖關係的資料，該等對沖關係受上述不確定性的直接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重大的定義

該等修訂澄清「重大」之定義及解釋，使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概念框架內之該定義符合一致，且將香港會計準則
第1號之支持性規定納入定義。

3. 判斷及估計之採用

世界衛生組織於2020年1月30日宣佈冠狀病毒及COVID-19為全球衛生緊急事件。本公司董事認為，冠狀病毒疫症爆
發對本集團營運於本報告期內並無重大負面影響。

編製該等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時，管理層應用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及估計不明朗因素的主要來源時所作出的重大判
斷與2019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同。

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指本期間扣除退貨、允許折扣及相關銷售稅後的天然鈾之已收及應收款項及租金收入（扣除直接成本：無）。
期內確認的營業額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銷售商品 924,056 947,998

租金收入（扣除直接成本：無） 1,575 1,646  

925,631 949,644
  

就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向首席執行官（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的資料集中於所交付或提供的貨品或服務類型。
主要營運決策者識別的經營分部與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相同。

因此，本集團的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如下：

a) 天然鈾貿易分部指天然鈾貿易；

b) 物業投資分部指租賃；及

c) 其他投資分部是指於一間合營企業及一間聯營企業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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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將經營分部整合以組成上述可報告分部。

分部營業額及業績

本集團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呈列回顧期內之營業額及業績分析如下：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天然鈾貿易 物業投資 其他投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924,056 1,575 – 925,631
    

分部溢利 80,850 2,0238.11 1 Tf 
0.02
042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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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所述之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
分部溢利指各分部所賺取溢利，並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若干融資成本及中央行政成本。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
評估向首席執行官（為首席營運決策者）報告之計量。

分部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按可報告及經營分部呈列之資產及負債分析如下：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資產

天然鈾貿易 2,642,371 1,565,737

物業投資 50,495 52,492

其他投資 781,700 791,297  

3,474,566 2,409,526

未分配公司資產 421,997 685,840  

資產總值 3,896,563 3,095,366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部負債

天然鈾貿易 1,828,275 1,103,004

物業投資 375 3,536

其他投資 – –  

1,828,650 1,106,540

未分配公司負債 119,667 44,585  

負債總值 1,948,317 1,151,125
  

就監察分部業績及分部間之資源分配而言：

• 除銀行及現金結存、可收回所得稅款以及作公司用途之其他資產，包括租賃按金、若干物業、廠房及設備、使
用權資產及其他應收款項外，所有資產均分配至經營分部。

• 除應付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及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應付股息、應付所得稅、遞延稅項負債及作公司用途
之其他負債，包括若干其他應付款項及租賃負債外，所有負債均分配至經營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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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一間同系附屬公司的貸款利息支出 18,451 10,829

一間直接控股公司的貸款利息支出 107 –

銀行借款利息支出 11 –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60 48  

18,629 10,877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745 9,855

－英國企業稅 9,618 218

－中國企業所得稅 745 –  

13,108 10,073

遞延稅項支出╱（抵免） 1,568 (3,867)  

14,676 6,206
  

法案於2018年3月28日簽署成為法律，並於翌日刊憲。按照二級利得稅稅率制度，合資格企業的首二百萬港元溢利
的利得稅稅率為8.25%，超過二百萬港元的溢利的利得稅稅率則為16.5%。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在香港的所有實體的溢利並無獲管理層選取按照二級利得稅稅率制度計稅，並將繼續按照16.5%的劃一稅率
徵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於兩個期間之稅率為25%。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期間，因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有足夠的前期稅務虧損抵銷課稅溢利，所以沒有計提中國企業
所得稅。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期間，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需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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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國營運之附屬公司須根據英國企業所得稅法計稅，於兩個期間英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19%。

根據哈國新稅法，在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情況下，對在境內無常設機構的境外股東就其來源於哈薩克斯坦地下資源
使用法人的股息免徵預提所得稅，即：(i)截至股息支付之日，境外股東持有地下資源使用法人的股份（權益）超過3

年，且(ii)在股息支付之日前的12個月內，地下資源使用法人對其所開採的不少於規定比率的礦產資源進行加工（初
加工後），提供產品後加工服務的生產車間位於哈薩克斯坦境內，且為自有生產車間或歸屬於與該地下資源使用法
人有相關聯繫的居民企業。

本集團符合哈國新稅法的規定，本集團收自合營企業的分紅可按照哈國新稅法的規定，不繳納哈薩克斯担預提所得
稅。

根據開曼群島之法律及法規，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毋須繳納開曼群島所得稅。

7. 期內溢利

期內溢利乃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818,512 886,59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 428

使用權資產折舊 985 769

已計入存貨成本的存貨減值虧損（撥回）╱確認 (1,768) 713

來自同系附屬公司的利息收入 (5,061) (14,487)

銀行利息收入 (193) (16)

來自一間中間控股公司的租金收入 (1,575) (1,646)
   

8.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宣佈派發2019年期末股息 – 1港仙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已宣佈派發2018年期末股息 – 0.5港仙） 66,007 33,003

   

於中期內，無派付任何股息。董事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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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盈利 112,222 77,538
  

股份數目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600,682,645 6,600,682,645
  

截至2020年及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內沒有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等於每股基本盈利。

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賬款（附註a） 219,796 120,88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附註b） 12,528 5,824   

232,324 126,706
   

附註：

(a) 應收賬款包括來自直接控股公司－中國鈾業發展219,796,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7,387,000港元）。

(b)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包括來自同系附屬公司－中廣核華盛約2,674,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472,000

港元）及中廣核財務為15,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54,000港元）的應收利息。

本集團就天然鈾分部授予其貿易客戶始於交付日的信貸期介乎15日至1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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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為於報告期末，以與有關營業額確認日期相若的發票日期為基準，扣除已確認減值虧損後之應收賬款賬齡分
析：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219,796 113,495

31至60天 – 7,387  

219,796 120,882
  

11. 銀行及現金結存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無抵押銀行結存：
銀行及現金結存 411,874 676,793

  

銀行及現金結存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存 46,865 28,625

存放於中廣核華盛及中廣核財務現金（附註） 365,009 648,168  

411,874 676,793
  

附註：  本公司的同系附屬公司－中廣核華盛及中廣核財務，為本集團及本集團最終控股公司中廣核集團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進行若干資金活動。該結存為無抵押，按年利率介乎0.28%至2.62%（2019年：0.15%至3.66%）計息
並於需要時償還。於2019年6月14日，本公司與中廣核華盛及中廣核財務訂立新財務服務框架協議（「該等協
議」），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為期三年。根據該等協議，董事認為，因本集團能夠提取該
存款而毋須發出任何通知及不會受任何懲罰，存置於中廣核華盛及中廣核財務的存款合資格作為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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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附註a） 198,131 23,889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附註b、c） 292,238 11,020

合同負債 1,473 1,473  

491,842 36,382
  

附註：

(a) 應付賬款包括應付本集團一間合營企業之應付賬款約198,131,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5,994,000港元）。

(b)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應付本公司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中廣核華盛約1,190,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
1,219,000港元）的應付利息。

(c)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包括一筆根據回購安排下應付款項約288,489.000港元(2019年12月31日: 無)。該款項
不計息、無抵押及於2020年8月償還。

本集團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198,131 2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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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表現及分析

2020年上半年經營環境分析

宏觀經濟環境

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經濟在2020年上半年遭受重挫，各主要經濟體出現衰退，國際化經營中的不
穩定因素逐漸增加。

得益於疫情防控措施得當及復產復工的穩步推進，中國經濟各項主要指標持續改善。據國家統計局
公佈數據，2020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降1.6％，但二季度已經回到正增長軌道，同比增
長3.2％。此外，IMF於2020年6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預計，中國2020年全年將實現國內
生產總值增長1%，是全球唯一實現國內生產總值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根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發佈數據，2020年上半年中國全國全社會用電量同比下降1.3%，但全國核
電發電量同比增長7.2%，實現累計發電量1,715億千瓦時，累計上網電量1,604億千瓦時，較比去年同
期上升7.1%。

總體來說，中國經濟已逐漸脫離疫情影響，重回增長軌道，帶動電力需求同步增加，利好燃料供應
企業。

核電市場與行業發展

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發佈的數據，截至2020年6月，全球共計440座在運核反應堆，分佈在31個國
家，裝機容量為389GW。正在建設的54座核反應堆中，43座位於發展中國家，其中金磚國家持有25

台，發達國家的在建核電機組總數為11台。中國在建機組共11台，其中5台隸屬於中國廣核集團。
2019年獲核准的漳州2號機組和太平嶺2號機組預計也將在2020年開工建設。

2020年4月，美國能源部公佈《恢復美國核能領導力戰略》，旨在振興國內鈾礦開採，加強先進核電研
發投資，確保核能領域的健康發展。作為呼應，5月美國能源部啓動2.3億美元的先進反應堆示範計
劃，且美國在7月取消對國際核電項目的融資禁令。同時，英國首相鮑里斯 • 約翰遜先生重申支持核
電立場，認為核電是實現英國零碳目標的重要潛在力量，並計劃投資4,000萬英鎊用於開發下一代核
能技術。



16

預計隨著未來中國核電行業的「安全高效」發展及國內新核准機組的陸續落地，核燃料和天然鈾需求
量將進一步增加。

天然鈾市場情況

2020年上半年，國際天然鈾現貨市場交易總量約為21,021tU，這一規模已經達到2019年全年成交量
的85%。現貨價格整體呈現低開高走，2020年初的現貨指數約為24.5美元╱lb。但自3月份以來，受
新冠疫情影響，部分礦山減產或停產，其中行業主要企業之一的Cameco公司關停加拿大雪茄湖鈾
礦，導致現貨價格上漲。5月份現貨價格爬升至2020年上半年最高點35.0美元╱lb，此後小幅下降，
於本報告期末以32.6美元╱lb收官。

2020年上半年經營概述

總體經營情況

報告期內，本集團實現溢利112百萬港元及營業額926百萬港元，較2019年同期分別大幅增長45%及
輕微減少3%。溢利提高主要原因為天然鈾貿易毛利及應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大幅增長。

天然鈾貿易

報告期內，本集團完成303.3tU包銷礦山產品銷售及300萬磅U
3
O

8
(1,154tU)國際銷售，實現貿易收入

約924百萬港元。

註：  根據國際慣例，國際鈾產品貿易中天然鈾的計量單位常用為磅(lb)，鈾儲量╱產量常用單位為噸鈾（tU）及百萬磅天
然鈾，1tU大約等於2,599.78磅天然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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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公司經營

天然鈾價格在2020年上半年漲幅超出預計，為銷售公司業務拓展帶來契機。報告期內，銷售公司新
簽訂1,493萬磅天然鈾貿易合同，其中66%的合同客戶來自歐洲，33%來自北美洲，1%來自亞洲。與
此同時，報告期內銷售公司總計交付天然鈾300萬磅，實現銷售收入9,080萬美元。預計2020年全年
銷售收入將高於2019年。

謝公司生產經營

報告期內，受疫情影響，謝公司下調了其年產量計劃，但通過有效的防疫措施，上半年生產情況總
體平穩。上半年礦山原計劃生產432tU，調整後為398tU，實際開採438.9tU，超額完成任務，但同比
減少15.3tU。其中謝礦開採207.1tU，伊礦開採231.8tU。

報告期內，本集團應佔謝公司業績為40百萬港元，較2019年同期大幅增加106％。主要原因為天然鈾
價格上升，謝公司貿易利潤大幅增加。

Fission公司鈾資源勘探

報告期內，根據董事會可獲取的信息，Fission公司未開展勘探工作。為補充運營資金，Fission公司
於2020年4月份完成一筆1,000萬美元融資，用於持續推進PLS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及可行性研究的前期
工作。

哈新鈾礦項目進展

報告期內，基於此前已完成的對奧公司的盡職調查結果，本公司與哈原工開展了多次商務談判。但
受疫情影響，談判進度較原計劃有所延後，雙方仍在就項目收購具體條件磋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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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關係管理

2020年上半年天然鈾價格的明顯上漲，使本公司獲得的資本市場關注增加。報告期內，通過電話會
議、遠程通訊等方式，本公司完成多輪與國內外投資者及分析師的溝通，及時分享及傳遞了天然鈾
行業的訊息及投資價值。公司收穫首份帶有價格評級的證券行推薦報告，並獲行業ETF加倉。

其他持有重大投資

報告期內，除上述於謝公司及Fission公司的權益外，本集團無其他重大投資。

並購及處置附屬公司、聯營及合營企業

本公司於報告期內未有任何重大收購或處置附屬公司、聯營及合營企業。

報告期後事項

董事會按現時所知，預計疫情的持續將給本集團的經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主要將影響合營企業
的生產及給哈新鈾礦項目的正常談判帶來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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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展望

2020年下半年，預計整體天然鈾現貨採購活動將較上半年減弱。其中，因部分合同交付需求已經滿
足，生產商採購量將相應下降，但仍將維持一定規模；核電企業採購量將有所提升；投資者大規模
參與現貨採購概率不大。現貨價格預計將在29-36美元間震盪。

未來幾年，疫情仍可能是影響市場的主要因素之一，可能對鈾礦生產造成負面影響，使供應端情況
進一步惡化。如供應端減產，隨著全球天然鈾庫存消耗，將進一步推高天然鈾價格。整體來說，天
然鈾價格的走強將利好公司經營和未來的發展，有助於本公司收入和利潤的增加。

2020年下半年，本公司將按照年度計劃合理安排天然鈾採購及謝公司旗下鈾礦包銷產品的銷售，控
制運營成本，以部分抵消疫情對天然鈾生產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天然鈾國際貿易方面，本公司將充分利用銷售公司這一貿易平台，繼續探索多元貿易模式，積極
開拓國際貿易市場，以進一步擴大貿易規模，提高貿易利潤。同時，為減少疫情影響，本公司將持
續參與謝公司經營管理，提升生產狀態，儘快恢復現場鑽探工作，協助其盡可能實現天然鈾全年計
劃產量和成本控制目標。受謝公司減產安排影響，本公司的權益產量也隨之降低，但由於本公司已
與謝公司簽訂588tU的包銷合同，因此可確保本年度本公司天然鈾的包銷量及銷售。

對於聯營企業，本公司將持續關注Fission公司旗下PLS項目的可行性研究進展，並對下一步投資策略
進行動態調整。

儘管疫情導致公司經營受到部分影響，但本公司仍然堅持發掘及收購優質資源的戰略不動搖。據
此，本公司在下半年仍將積極推進與哈原工的洽談，克服困難，爭取哈新鈾礦項目的早日落地。同
時，為提高競爭力，打造較為合理的資源供應結構，「持續優化資源項目梯隊」亦將作為本公司另一
項投資策略，指導下一步的投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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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與財務資本

財務表現及分析

本公司的投資及經營策略會影響業務表現，並於財務報表中予以體現。

主要財務指標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0年 2019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能力指標
毛利率(%)1 11.76 6.59

EBITDA（百萬港元）2 146.54 95.82

EBITDA╱營業額(%)3 15.83 10.09

淨溢利率(%)4 12.12 8.16

營運能力指標
存貨週轉天數－平均（天）5 425 150

應收賬款週轉天數－平均（天）6 34 14

投資回報指標
權益回報率(%)7 5.77 4.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與營業額比率(%)8 12.12 8.16

總資產回報率(%)9 3.21 3.07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償債能力指標
流動比率(%)10 241.11 463.66

資產負債比率(%)11 50.00 37.19

資本負債比率(%)12 100.00 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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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營業額與銷售成本之差除以營業額再乘以100%。

2、 稅前溢利、融資成本、使用權資產折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之和。

3、 稅前溢利、融資成本、使用權資產折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之和除以營業額再乘以100%。

4、 本期間溢利除以營業額再乘以100%。

5、 平均存貨（即報告期初期末算術平均值）除以平均日銷售成本（銷售成本除以180天）。

6、 平均應收賬款（即報告期初期末算術平均值）除以平均日銷售額（營業額除以180天）。

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平均權益（即報告期初期末算術平均值）總額再乘以100%。

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營業額再乘以100%。

9、 本期溢利除以平均資產（即報告期初期末算術平均值）總額再乘以100%。

10、 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再乘以100%。

11、 債務總額除以資產總額再乘以100%。

12、 債務總額除以權益總額再乘以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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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業績分析

營業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變動額 變動百分比
2020年 2019年 增加╱（減少） 增加╱（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天然鈾貿易 924,056 947,998 (23,942) (2.53)

物業投資 1,575 1,646 (71) (4.31)

營業額總額 925,631 949,644 (24,013) (2.53)

報告期內，本集團實現營業額925.63百萬港元，較2019年同期減少約2.53%，主要原因是實現的天然
鈾貿易量有所下降導致天然鈾銷售收入減少。

銷售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變動額 變動百分比
2020年 2019年 增加╱（減少） 增加╱（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天然鈾貿易 816,744 887,093 (70,349) (7.93)

銷售成本總額 816,744 887,093 (70,349) (7.93)

報告期內，本集團銷售成本為816.74百萬港元，較2019年同期的887.09百萬港元減少7.93%，主要原
因是天然鈾貿易量有所下降導致天然鈾銷售成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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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收入

報告期內，本集團其他經營收入為6.24百萬港元，較2019年同期的15.19百萬港元大幅減少58.94%，
主要由於將自有資金優先提供集團內部使用導致存款額減少且存款利率持續下降，利息收入大幅度
減少。

銷售及分銷開支

報告期內，本集團銷售及分銷開支為4.66百萬港元，較2019年同期的2.67百萬港元增加了74.09%，主
要原因是存貨增加導致存倉費用增長。

行政開支

報告期內，本集團行政開支為13.67百萬港元，較2019年同期的12.46百萬港元上升9.73%，主要原因
是本公司借予給銷售公司的資金利息收入增加使英國繳納的預提稅支出增加。

應佔一間合營公司業績

報告期內，應佔合營企業業績為40.44百萬港元溢利（2019年同期：19.63百萬港元），主要原因是天然
鈾價格上漲導致謝公司的毛利大幅增加。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報告期內，應佔聯營企業溢利為7.6百萬港元（2019年同期：12.13百萬港元），其中包含計提長期投資
減值撥備回撥10.85百萬港元(2019年同期：15.24百萬港元）。

報告期內，Fission，主耳 主要▂旛百萬 泉 趫螪蘠百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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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報告期內，本集團融資成本為18.63百萬港元(2019年同期：10.88百萬港元），主要為銷售公司貸款產
生的利息支出。為滿足已簽署的未來交付合同，銷售公司於報告期內增加貸款以用於採購天然鈾，
導致融資成本較2019年同期上升約71.27%。

所得稅支出

報告期內，本集團所得稅支出為14.68百萬港元，較2019年同期6.21百萬港元增加136.48%，主要原
因是鈾貿易的毛利及應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大幅上升，導致應納稅額增加。

半年度溢利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溢利為112.22百萬港元，較2019年同期大幅增加44.73%，主要原因為天然鈾貿
易毛利及應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大幅增長。

財務狀況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資產總額為3,897百萬港元，較2019年12月31日的3,095百萬港元增加
25.88%；本集團負債總額為1,948百萬港元，較2019年12月31日的1,151百萬港元增加69.25%；本集
團權益總額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1,948百萬港元，較2019年12月31日的1,944百萬港元略有增
長。

流動資產淨額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額為1,793百萬港元，較2019年12月31日的1,766百萬港元略有
增加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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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變動額
增加╱（減少）

變動百分比
增加╱（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存貨 2,417,134 1,441,980 975,154 68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232,324 126,706 105,618 83

應收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2,141 3,875 (1,734) (45)

可收回所得稅費 – 1,737 (1,737) (100)

銀行及現金結存 411,874 676,793 (264,919) (39)    

流動資產總額 3,063,473 2,251,091 812,382 36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流動資產3,063百萬港元較2019年12月31日的2,251百萬港元上升36%，
主要原因是銷售公司為加強國際銷售業務於報告期內大幅增加存貨量，及本公司天然鈾交付集中於
2020年二季度，導致本集團應收貿易款大幅增加。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的銀行及現金結餘共計約412百萬港元（2019年12月31日：677百萬港
元），其中49%（2019年12月31日：32%）為港元，49%（2019年12月31日：67%）為美元，2%（2019年12

月31日：1%）為人民幣。本集團無任何銀行結存被抵押給銀行（2019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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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變動額
增加╱（減少）

變動百分比
增加╱（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491,842 36,382 455,460 1,252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628,937 422,559 206,378 49

銀行借款 46,143 – 46,143 –

租賃負債 1,395 1,703 (308) (18)

應付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8,581 8,373 208 2

應付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5,513 5,513 – –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898 1,421 (523) (37)

應付股息 66,007 – 66,007 –

應付所得稅 21,229 9,555 11,674 122    

流動負債總額 1,270,545 485,506 785,039 162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流動負債為1,271百萬港元，較2019年12月31日的486百萬港元大幅增加
162%，主要原因是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及銀行貸款因採購存貨而大幅
增加。

非流動資產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變動額
增加╱（減少）

變動百分比
增加╱（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5 160 45 28

資產使用權 2,851 3,836 (985) (26)

投資物業 48,334 48,595 (261) (1)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246,696 237,775 8,921 4

於一間聯營企業之權益 535,004 553,522 (18,518) (3)

租賃按金 – 387 (387) (100)    

非流動資產總額 833,090 844,275 (11,18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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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為833百萬港元，較2019年12月31日的844百萬港元減少11百萬
港元。

非流動負債

於2020年
6月30日

於2019年
12月31日

變動額
增加╱（減少）

變動百分比
增加╱（減少）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遞延稅項負債 20,295 19,104 1,191 6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656,126 644,494 11,632 2

租賃負債 1,351 2,021 (670) (33)    

非流動負債總額 677,772 665,619 12,153 2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非流動負債為678百萬港元，較2019年12月31日的666百萬港元上升2%。

權益總額

於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權益總額1,948百萬港元，較於2019年12月31日總額1,944百萬港元略有增
長。

報告期末，本公司資本負債比率（全部負債╱扣減無形資產及商譽後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約為
100.00%（2019年6月30日：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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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本

財務結構

於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共發行普通股6,600,682,645股(2019年12月31日：6,600,682,645股普通
股），市值約為1,980百萬港元(2019年12月31日：2,013百萬港元）。

流動性風險和財務資源

為管理流動性風險，本公司實時監控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以及未動用的授信水平。於2020年6月30

日，本集團擁有794.14百萬美元未提取的授信額度，可為集團經營提供充足的現金支持及降低現金
流波動影響。

本集團有足夠財務資源應對日常經營業務所需，且沒有季節性的借款需求。若未來有合適的併購機
會，本集團將利用多元化的融資渠道籌集資金。

外匯風險及貨幣政策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產品銷售及採購主要以美元及人民幣(2019年同期：美元及人民幣）結算。本公
司日常經營開支，包括行政開支、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2019年同期：美元、
港元及人民幣）結算。本集團無任何遠期合同、利息或貨幣掉期或其他對沖用途的金融衍生工具，且
未因貨幣匯率波動而令營運或流動性出現任何重大困難或負面影響。

或然負債

報告期內，本集團無重大或然負債(2019年12月31日：無）。

對外擔保及資產抵押

報告期內，本集團未對外提供擔保和資產抵押(2019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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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於2010年6月2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2010年購股權計劃」），該購股
計劃有效期為10年，已於2020年6月1日到期。於採納2010年購股權計劃後，並未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報告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股本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總股本為6,600,682,645股。

僱員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15名僱員(2019年6月30日：15名）。該等僱員中，8名駐於香港，2

名駐於哈薩克斯坦，5名駐於英國。

各僱員的薪酬安排均與業績表現掛鈎並貼近市場水平。本集團重視僱員內部培訓，並鼓勵僱員透過
參加外界舉辦的專業培訓課程持續發展，以提高員工素質，迎接各項挑戰，藉以增強本集團的市場
競爭優勢。報告期內，員工成本總計約為5.39百萬港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4.44百萬港
元）。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20年6月30日之中期股息(2019年：未派發中期股息）。

中期業績審閱

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6個月未經審核的中期財務報表已經董事會審核委員會及外聘審計師立
信德豪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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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第3.21條及企業管治守則有關規定設定董事會審核委員會，並制訂書面職
權範圍。審核委員會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為董事會與審計師之間溝通的
重要橋梁，該委員會主要職責為協助董事會就本集團財務申報程序，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的有
效性提供獨立意見。報告期內審核委員會共召開3次會議。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準備2020年6月30日止6個月未經審計的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
計原則及慣例，並討論審計、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
審計的財務報表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及採納，認為該等報表已符合會計準則、上市規則及相關法律
規定，並且已作出足夠披露。

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經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本公司全體董事確認於報告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準則。

公司管治

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政策遵從企業管治守則。董事會認為，本公司報告期內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內適
用的守則條文。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安軍靖先生（首席執行官）及陳德邵先生；三名非執行董
事：余志平先生（主席）、孫旭先生及殷雄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邱先洪先生、高培基先生
及李國棟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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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立信德豪」 指 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法案」 指 於2018年3月21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17年稅務（修訂）（第
7號）條例草案，引入二級利得稅稅率制度。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金磚國家」 指 為五個主要新興國家經濟體聯盟：巴西、俄羅斯、印度、
中國及南非而創的首字母編寫詞。

「加元」 指 加拿大元，加拿大之法定貨幣。

「Cameco公司」 指 Cameco Inc.，世界上最大的天然鈾供應商之一。

「中廣核財務」 指 中廣核財務有限責任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為中廣核集團公司之附屬公司。

「銷售公司」 指 中廣核國際鈾產品銷售有限公司，於英格蘭及威爾士註冊
成立及登記之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國
際市場的天然鈾貿易。

「中國廣核集團」 指 中廣核集團公司及其除本集團成員以外的附屬公司。

「中廣核華盛」 指 中廣核華盛投資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為中
廣核集團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中廣核集團公司」 指 中國廣核集團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為
中廣核鈾業發展之唯一股東。

「中廣核鈾業發展」 指 中廣核鈾業發展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為中國鈾業發展之唯一股東。

「中國鈾業發展」 指 中國鈾業發展有限公司*(China Uranium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於香港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及本公司
之控股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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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公司」 指 中廣核礦業有限公司*(CGN Mining Company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
板上市。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之含義。

「企業管治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列的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中國企業所得稅」 指 依據中國人民共和國法律下的企業所得稅稅法。

「ETF」 指 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包含一攬子證券，通常追踪一類
標的指數。

「Fission公司」 指 Fission Uranium Corp.，一家以加拿大為基地之資源公
司，其中普通股以代號「FCU」於多倫多證券交易所、以代
號「FCUUF」於美國OTCQX交易市場及以代號「2FU」於法
蘭克福證券交易所上市。Fission公司為本公司的一間聯營
企業。

「外國股東」 指 於哈薩克斯坦沒有設立常設機構的股東。

「英鎊」 指 英鎊，英國之法定貨幣。

「GDP」 指 本地生產總值，一國境內特定時期內生產的所有成品和服
務的總貨幣或市場價值。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GW」 指 電力單位，相當於1百萬千瓦。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指 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IMF」 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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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指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伊礦」 指 伊爾科利礦山，位於距離哈薩克斯坦Chiili鎮20千米處之
Kyzylorzhinsk地區，由謝公司擁有及管理。

「哈薩克斯坦」 指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

「哈原工」 指 哈薩克斯坦國家原子能公司*（National Atomic Company 

Kazatomprom)，一家根據哈薩克斯坦法律成立的有限公
司，持有謝公司51%權益。

「千瓦時」 指 耗電量單位，千瓦小時的縮寫。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標準守則」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
則。

「非執行董事」 指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哈新鈾礦項目」 指 通過股權併購取位於哈薩克斯坦的中門庫杜克及扎爾巴克
兩個新鈾礦的不超過49%的權益。

「哈國新稅法」 指 於2019年1月實施的哈薩克斯坦稅務法則（修訂版）稅務法
例。

「奧公司」 指 奧爾塔雷克有限公司，擁有兩個具成本競爭優勢的可地浸
鈾礦；中門庫杜克礦及扎爾巴克礦。

「PLS項目」 指 Patterson Lake South項目，為Fission公司之主要及全資擁
有資產。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報告期」 指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間。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謝礦」 指 謝米茲拜伊礦山，位於哈薩克斯坦Akmoltnsk Oblast之
Valihanov區，由謝公司擁有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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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公司」 指 謝米茲拜伊鈾有限合夥企業，於哈薩克斯坦成立之有限
責任合夥企業，為本公司合營企業，本公司擁有其49%權
益。

「股份」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含義。

「tU」 指 噸金屬鈾。

「英國」 指 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美元」 指 美元，美國之法定貨幣。

代表董事會
中廣核礦業有限公司*

主席
余志平

香港，2020年8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安軍靖先生（首席執行官）及陳德邵先生；三名非執行董
事：余志平先生（主席）、孫旭先生及殷雄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邱先洪先生、高培基先生
及李國棟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