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悅達礦業控股有限公司 1

目  錄

公司資料 2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6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8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9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0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28

其他資料 35



2016中期報告 2

公司資料
 

董事會：

非執行董事

王連春先生（董事會主席）

祁廣亞先生

執行董事

冒乃和先生（董事會副主席）

胡懷民先生（行政總裁）

柏兆祥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崔書明先生

劉勇平博士

張廷基先生

審核委員會：

張廷基先生（主席）、

祁廣亞先生及崔書明先生

薪酬委員會：

崔書明先生（主席）、

冒乃和先生及劉勇平博士

提名委員會：

王連春先生（主席）、

崔書明先生及劉勇平博士

授權代表：

胡懷民先生

柏兆祥先生

公司秘書：

岑嗣宗先生

核數師：

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法律顧問（香港法律）：

君合律師事務所

註冊辦事處：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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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香港總辦事處及 
 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上環

干諾道中168–200號

信德中心

招商局大廈33樓

3321–3323及3325室

開曼群島股份過戶登記總處：

Codan Trust Company (Cayman) Limited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

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號舖

上市地點：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股份代號：00629

主要往來銀行：

招商銀行

交通銀行

渣打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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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3 41,419 68,132

銷售成本 (36,753) (60,478)    

毛利 4,666 7,654

其他收入 2,420 6,033

其他收益及虧損 4 (748) 1,322

資產減值虧損 5 – (68,087)

行政開支 (24,115) (29,964)

融資成本 6 (6,231) (10,940)    

除稅前虧損 (24,008) (93,982)

所得稅（開支）抵免 7 (1,152) 8,877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8 (25,160) (85,105)

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來自終止經營業務利潤 9 – 4,133    

期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25,160) (8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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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利潤及 

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24,957) (86,149)

—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 – 2,108    

(24,957) (84,041)    

期內非控股權益應佔（虧損）利潤及 

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203) 1,044

— 來自終止經營業務 – 2,025    

(203) 3,069    

每股虧損 11

來自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 基本 人民幣(2.72)分 人民幣(9.18)分    

— 攤薄 人民幣(2.72)分 人民幣(9.18)分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 基本 人民幣(2.72)分 人民幣(9.41)分    

— 攤薄 人民幣(2.72)分 人民幣(9.41)分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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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75,236 77,725

預付租賃款項 8,940 9,125

採礦權 13 488,923 491,880

商譽 2,119 2,119

長期按金 7,952 7,352    

583,170 588,201    

流動資產

預付租賃款項 371 371

存貨 25,464 35,07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4 112,379 109,210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15 715 129

應收稅款 224 224

銀行結餘及現金 15,700 34,668    

154,853 179,67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51,054 49,235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5 20,537 22,141

應付董事款項 313 314

應付稅款 4,409 4,409

銀行借貸 — 一年內到期 17 10,000 20,000    

86,313 96,099    

流動資產淨值 68,540 83,57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51,710 67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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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8 83,706 83,706

儲備 258,785 283,74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42,491 367,448

非控股權益 62,288 62,491    

權益總額 404,779 429,939    

非流動負債

公司債券 19 137,313 133,390

撥備 2,291 2,275

遞延稅項負債 107,327 106,175    

246,931 241,840    

651,710 67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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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

非可供

分派儲備

特別

儲備 注資

購股權

儲備

其他

儲備

累計

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權益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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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83,474 903,463 38,574 157,178 21,717 19,360 (40,938) (653,276) 529,552 87,966 617,518

期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 – – – – – (84,041) (84,041) 3,069 (80,972)

沒收購股權 – – – – – (3,598) – 3,598 – – –

確認以股本結算股份 

付款的款項 – – – – – 78 – – 78 – 78

行使購股權 184 1,168 – – – (338) – – 1,014 – 1,01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3,658 904,631 38,574 157,178 21,717 15,502 (40,938) (733,719) 446,603 91,035 537,638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83,706 904,870 38,574 157,178 21,717 14,588 (40,938) (812,247) 367,448 62,491 429,939

期內虧損及全面開支總額 – – – – – – – (24,957) (24,957) (203) (25,160)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3,706 904,870 38,574 157,178 21,717 14,588 (40,938) (837,204) 342,491 62,288 404,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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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六月三十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839) (15,035)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542) (10,905)
償還應收遞延代價 – 9,458
關連公司之還款 129 34,326
向關連公司提供墊款 (629) (113,405)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 
土地使用權支付的按金 – (167)

支付長期按金 (600) –
其他投資現金流量 121 10,290    

(1,521) (70,403)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償還銀行借貸 (10,000) (40,000)
發行公司債券之所得款項 19 – 124,257
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之所得款項 – 1,014
還款予關連公司 (2,490) (2,259)
來自關連公司之墊款 607 10,000
其他融資現金流量 (4,725) (5,849)    

(16,608) 87,16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18,968) 1,725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4,668 23,520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以銀行結餘及 
現金列示 15,700 2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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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的適用

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以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以公平值計量除外。

除下文所述者外，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

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財務報表所依循者相同。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須於本中期期間強制生

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若干修訂。

於本中期期間採用上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訂對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上所報

金額及╱或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上所列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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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分類資料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基於向由執行董事代表的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

決策人」）呈報以供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的資料，本集團的呈報及經營分類為(1)勘探、

開採及加工處理鋅、鉛、鐵及金（「採礦業務」）及 (2)收費公路及橋樑管理及營運（「收

費公路業務」）。

收費公路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終止經營。詳情載於附註9。

採礦業務的分類業務收入佔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的全部收入。持續經營業務的分類

業務虧損與除稅前虧損的調整如下：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採礦業務收入 41,419 68,132   

分類虧損 (12,641) (80,272)

其他收入 2,420 6,033

其他收益及虧損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708) 1,322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40) –

中央行政成本 (6,808) (10,125)

融資成本 (6,231) (10,940)   

除稅前虧損（持續經營業務） (24,008) (93,982)   

分類虧損指各分類於未分配上述其他收入、其他收益及虧損、中央行政成本及融資

成本前所產生之虧損。此為呈報予主要營運決策人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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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其他收益及虧損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708) 1,32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虧損 (40) –   

(748) 1,322   

5. 資產減值虧損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下列各項的減值虧損：

— 物業、廠房及設備（附註12） – 27,263

— 採礦權（附註13） – 40,824   

– 68,087   



悅達礦業控股有限公司 13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 融資成本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借貸利息 496 5,849

撥備的估算利息 16 14

公司債券利息 5,440 2,142

來自關連人士貸款的利息 279 2,935   

6,231 10,940   

7.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持續經營業務

遞延稅項

— 本期間（附註） 1,152 (8,877)   

1,152 (8,877)   

附註：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解除遞延稅項負債而計入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損益的款項為零（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0,206,000元），該款項
涉及採礦權減值虧損獲確認情況下的採礦權公平值調整有關的暫時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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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 所得稅開支（抵免）（續）

所得稅開支乃按管理層對整個財政年度之年度加權平均所得稅率之最佳估算而確認。

由於本集團之收入並非產生或來自香港，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計提撥備。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該等中國採礦附屬公司之適用稅率介乎15%至25%（截

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5%至25%）。

8.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計入銷售成本的採礦權攤銷 2,957 7,88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96 6,854

解除預付租賃款項 185 185   

總折舊及攤銷 6,038 14,921   

已售存貨成本 28,393 52,596

以股份付款開支 – 78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26) (4,073)

應收被投資方款項的估算利息收入 – (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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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 期內來自終止經營業務利潤

收費公路及橋樑業務的經營權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屆滿後，本集團已終止其收費公路

業務。此業務分類被分類為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 – 1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 5,271

行政開支 – (1,148)   

除稅前利潤 – 4,133

所得稅開支 – –   

期內利潤 – 4,133   

期內來自終止經營業務利潤 

已計入下列項目：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收益 – (5,271)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 (10)   

收費公路業務由附屬公司廊坊通達公路有限公司（「廊坊通達」）運營。廊坊通達已於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解散。

收費公路業務的營運、投資及融資活動應佔現金流量淨額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均為輕微。

於終止經營業務當日收費公路業務概無重大資產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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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 股息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派付、宣派或建議股息。本公司

董事已釐定不就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股息。

11.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虧損

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 

虧損之虧損 (24,957) (84,041) (24,957) (86,149)     

股份數目 數目 數目 數目 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18,626,516 915,879,491 918,626,516 915,879,491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盈利為人民幣0.23

分，乃基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終止經

營業務利潤人民幣2,108,000元及上述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的分母計算。

計算兩個期間的每股攤薄虧損並不假設購股權獲行使，此乃由於行使購股權將導致

每股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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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物業、廠房及設備變動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就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支付的金

額為人民幣542,000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15,507,000

元），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已就持續經營業務確認人民幣

27,263,000元減值虧損。減值評估載於附註13。

13. 採礦權

人民幣千元

成本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535,544  

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1,043,664

期內開支 2,957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1,046,621  

賬面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488,923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91,880  

採礦權指可於中國若干地點進行採礦活動之權利，法定年期為一至三年。本集團之

採礦權分別於二零一六年八月至二零一七年二月間屆滿。董事認為，本集團將能在

毋須付出重大成本之情況下繼續向有關政府機關重續採礦權。

採礦權乃根據期間對探明及估計礦產儲量之實際生產數量為標準，利用單位生產法

予以攤銷，當中假設本集團可無限重續採礦權，直至所有探明儲量採盡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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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採礦權（續）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 (1)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國際商品市場的鐵價整體下跌以及相關價格展望；(2)中國政府就採礦業推出的安

全及環保規定收緊，從而增加生產過程的複雜性及繼而增加了直接生產成本；及 (3)

騰沖瑞土的營運暫時停止，管理層就位於中國並從事鐵開採及加工的騰沖縣瑞土礦

業有限責任公司（「騰沖瑞土」）的相關資產進行減值檢討。就減值測試而言，管理層

視騰沖瑞土為一個獨立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

管理層釐定現金產生單位的可收回金額乃基於其使用價值進行釐定。因為在類似地

區的類似資產轉讓並無活躍市場，所以採礦權及相關物業、廠房及設備並無市價。

現金產生單位之使用價值乃基於估計現金流量預測（根據經本公司董事批准的預測

生產時間表編製，反映來自預期採礦及銷售精礦所產生現金產生單位的淨現金流）減

生產精礦的估計成本計算得出，折現率為18.32%。精礦售價乃基於報告期末可得所

報現貨及遠期金屬市場價格。使用價值之其他主要假設按加工回收率及預期礦體年

期計算。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就採礦權及生產資產分別確認減值虧損總

額人民幣40,824,000元及人民幣27,263,000元，計入本集團之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就本集團之採礦權及計入本集團之物業、

廠房及設備之生產資產確認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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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

應收賬款 7,165 9,210

應收票據 8,405 8,200

墊款予供應商 6,384 3,821

就投資支付的按金（附註 i） 46,532 45,567

應收貸款（附註 ii） 39,787 38,962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4,106 3,450   

112,379 102,910   

附註：

(i)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悅達礦業有限公司（「悅

達礦業」）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賣方」）訂立收購協議（「收購協議」）。根據收購協議，悅達

礦業有條件同意收購而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 (i)兩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目
標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及 (ii)於目標公司之收購協議完成日期的股東貸款代價為
34,000,000美元（可作出任何向下調整）。目標公司已訂立買賣協議以收購一家於越南註
冊成立的公司（「越南公司」）的全部股本，該公司的主要業務為勘探位於越南並含有鈦鐵

礦、鋯石、金紅石及獨居石礦資源的若干礦場。由於本集團需要更多時間對目標公司及越

南公司進行盡職調查，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悅達礦業及賣方已書面同意將最後期限

延長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由於收購協議的若干先決條件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五

日尚未滿足（而最後期限並無進一步延長），故收購事項於同日終止。就收購協議而言，已

以悅達礦業為受益人就目標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作出質押並就越南公司的股份向本集

團作出抵押，以保證按金（定義見下文）獲償還。直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收購協

議，賣方獲支付合共7,000,000美元（約人民幣46,532,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7,000,000美元（約人民幣45,567,000元））的按金（「按金」）。悅達礦業仍在與賣方協
商和解安排，而本公司董事認為按金將於報告期末起計十二個月內全數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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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附註：（續）

(ii)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悅達礦業與Mineral Land Holdings Limited（「Mineral Land 」，
一名獨立第三方，與New Aims（定義如下）擁有同一最終控股股東）訂立貸款協議並於其
後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訂立補充協議（統稱「貸款協議」），據此，悅達礦業向Mineral 
Land提供上限為16,000,000美元（約人民幣100,500,000元）的貸款融資，為期一年，按固
定利息金額1,000,000美元計息，須於貸款到期日支付。訂立貸款協議後，Mineral Land已
提取8,000,000美元。該筆融資以 (1)一家於越南註冊成立的公司的60%股本權益的質押；
及 (2)New Aims Holdings Limited （「 New Aims」 ）持有的Everwise Technology Limited
（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押記作抵押。該筆融資亦以一

名獨立第三方簽立的個人擔保作抵押。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悅達礦業及Mineral 
Land已書面同意將貸款協議的到期日由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延長至二零一五年一月
二十三日。貸款於到期日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尚未償還。

根據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九日訂立之和解協議，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

支付部分還款2,000,000美元（相當於約人民幣12,773,000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Mineral Land結欠之未償還貸款為6,000,000美元（即約人民幣39,787,000元）（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000,000美元（約人民幣38,962,000元））。悅達礦業正在與相關人
士磋商和解協議，而本公司董事認為未償還款項將於報告期末起計十二個月內全數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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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本集團給予貿易客戶平均60至90日的信貸期。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應收

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60日 11,842 12,040

61至120日 1,940 1,296

121至180日 1,272 3,912

超過180日 516 162   

15,570 17,410   

15. 應收╱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應收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安徽冠華稀貴金屬集團有限公司（「安徽冠華」） 

（附註 i） – 129

悅達實業集團（香港）有限公司（「悅達實業」） 

（附註 ii） 715 –   

715 129   

附註：

(i) 安徽冠華於本公司附屬公司銅陵冠華礦業有限責任公司內擁有非控股權益。

(ii) 悅達實業乃本公司的同系附屬公司。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為非貿易性質、無抵押、免息及須於要求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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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應收╱應付關連公司款項（續）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為非貿易性質、無抵押及須於要求時償還。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有分別應付最終母公司江蘇悅達集團有限公司（「江蘇悅達」）、本公司直接控股

公司悅達集團（香港）有限公司（「悅達香港」）、安徽冠華及悅達實業的款項人民幣

10,853,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0,573,000元）、人民幣9,077,000

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1,549,000元）、人民幣607,000元（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及零（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9,000元）。

應付江蘇悅達款項附帶每年5.52%的利息（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46%）。

應付關連公司餘額乃為免息。

1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賬款 8,075 7,542

其他應付款項 42,979 41,693   

51,054 4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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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續）

購買貨品的平均信貸期為60日。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的應付賬款的賬齡分

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至60日 4,219 3,528

61至120日 734 1,146

超過120日 3,122 2,868   

8,075 7,542   

17. 銀行借貸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銀行借貸指須於一年內償

還及列為流動負債之無抵押銀行貸款。到期款項乃按貸款協議所載計劃還款日期為

基準。

本集團借款的實際利率（亦相等於合約利率）為每年5.52%（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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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8.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已列入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

千港元 人民幣千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915,691,876 91,569 83,474

行使購股權 2,334,640 234 184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918,026,516 91,803 83,658

行使購股權 600,000 59 48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918,626,516 91,862 83,706    

19. 公司債券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一日，本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據

此，認購人已同意認購及本公司已同意發行票息6%的非上市公司債券，最高本金總

額可達300,000,000港元，按年息率6%計息，到期日為發行日期起計四十八個月。於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發行本金總額為169,000,000港元（約

人民幣133,611,000元）的公司債券，並收到157,170,000港元（約人民幣124,257,000

元）的所得款項淨額。



悅達礦業控股有限公司 25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 關連人士披露

(i) 與政府相關實體進行的交易及結餘如下：

本集團經營所在的經濟環境目前由中國政府控制、共同控制或具重大影響力

的實體（「政府相關實體」）所主導。本公司由中國政府最終控制。本公司的母

公司為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悅達香港，而本公司的最終母公司為

江蘇悅達，其由鹽城市人民政府控制。

(a) 與江蘇悅達及其附屬公司進行的交易及結餘如下：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關連人士名稱 交易性質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最終控股公司
江蘇悅達 貸款利息開支 279 2,935

直接控股公司
悅達香港 本集團支付辦公室 

物業及員工宿舍 

租金（附註） 1,309 1,304

同系附屬公司
悅達實業 本集團支付員工宿舍 

租金（附註） 176 95    

附註： 租金乃根據相關租賃協議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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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 關連人士披露（續）

(i) 與政府相關實體進行的交易及結餘如下：（續）

(a) 與江蘇悅達及其附屬公司的交易及結餘如下：（續）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江蘇悅達已就授予本集團的人民幣

20,000,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0,000,000元）貸款

融通，向中國多間銀行發出企業擔保作為抵押。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本集團已動用該等貸款融通其中合共人民幣10,000,000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0,000,000元）。

與江蘇悅達、悅達香港及悅達實業的未付結餘詳情載於附註15。

(b) 與其他政府相關實體的交易及結餘：

除上文所披露的關連人士交易外，本集團亦與其他政府相關實體進行業

務。董事認為就本集團與該等政府相關實體之間的業務交易而言，彼等

屬獨立第三方。

在設定與其他政府相關實體進行交易的定價策略及審批程序時，不論對

方是否政府相關實體，本集團亦以同等方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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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 關連人士披露（續）

(ii) 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期內，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由薪酬委員會考慮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後

釐定如下：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福利 1,307 1,683

退休後福利 122 85   

1,429 1,768   

21. 資本承擔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有關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但 

未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計提撥備之資本開支 2,154 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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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悅達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的營業額及經營毛利分別為人民幣41,419,000元及人民幣

4,666,000元，較二零一五年同期分別減少約39.21%及39.04%。期內，由於全球經濟持續

不明朗，有色金屬市場仍然面對困難。本集團面對多種商品市場價整體下跌，因此造成多

間礦業附屬公司仍停產中及本集團收入維持在較低水平。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及全

面開支總額為人民幣24,957,000元（去年同期：人民幣84,041,000元），而每股基本虧損為

人民幣2.72分（去年同期：人民幣9.18分）。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並不建議於期內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本集團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金屬礦產的勘探、開採及加工（「採

礦業務」）。

採礦業務

於期內，採礦業務實現營業收入人民幣41,419,000元（去年同期：人民幣68,132,000元），

而分類虧損為人民幣12,641,000元（去年同期：人民幣80,272,000元）。採礦業務錄得毛

利人民幣4,666,000元（去年同期：人民幣7,654,000元）及毛利率約11.27%（去年同期：

11.23%）。期內開採礦石176,876噸，較去年同期的460,070噸，減少61.55%；單位開採成

本（不包括金礦石）約為每噸人民幣189元（去年同期：每噸130元），單位加工成本（不包括

金礦石）約為每噸人民幣154元（去年同期：每噸人民幣1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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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業務（續）

正常生產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保山飛龍有色金屬有限責任公司（「保山飛龍」）於中國雲南省保山市從

事探礦業務。主要產品包括鋅精礦、鉛精礦及銅精礦。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銅陵冠華礦業有限責任公司（「銅陵冠華」）於中國安徽省銅陵市從事探

礦業務。主要產品包括黃金及建造用途石材。

已停產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騰沖縣瑞土礦業有限責任公司（「騰沖瑞土」）、姚安縣飛龍礦業有限責

任公司（「姚安飛龍」）及鎮安縣大乾礦業發展有限公司（「大乾礦業」）已分別自二零一五年

四月二十五日、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由於金屬市場表現疲

弱而暫停生產。

業務表現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按產品劃分之採礦業務：

加工量 平均價格（除稅後）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化(%)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化(%)

鋅精礦（金屬噸） 872 2,226 (60.83) 6,761 7,794 (13.25)
鉛精礦（包括銀） 
（金屬噸） 184 456 (59.65) 9,708 11,020 (11.91)
銅精礦（金屬噸） 21 41 (48.78) 22,732 30,268 (24.90)
鐵精礦（噸） 0 23,235 (100.00) 248 282 (12.06)
黃金（克） 18,956 31,940 (40.65) 252 244 +3.28
建造用途石材（噸） 594,234 745,181 (20.26) 23.22 25.72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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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業務（續）

業務表現（續）

下表總結本集團各採礦公司於期內的營運表現：

附屬公司名稱 產品 收入
佔本集團

比例
毛利╱

（毛損） 
佔本集團

比例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人民幣千元） （百分比）

保山飛龍 鉛、鋅及銅精礦 14,483 34.97 365 7.82

銅陵冠華 黃金及建造用途石材 25,932 62.61 5,746 123.15

騰沖瑞土 鐵精礦（從二零一五年 

四月二十五日起 

暫停生產） 1,004 2.42 (1,445) (30.97)

大乾礦業 從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起 

暫停生產 – – – –

姚安飛龍 從二零一三年 

五月二十日起暫停生產 – – – –      

41,419 100 4,666 100      

戰略合作

本集團分別與株洲冶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冶煉」）、雲南雲銅鋅合金有限公司（「雲

南雲銅」）、攀鋼集團國際經濟貿易有限公司（「攀鋼」）及武漢鋼鐵（集團）公司的附屬公司

武鋼集團昆明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武鋼」）訂立四份為期十年的戰略合作協議。上述協議

於期內一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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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重要事件

於越南之投資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宣佈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悅達礦業有限公司（「悅達礦

業」）訂立下列協議：

(i) 一份有條件認購協議（「認購協議」），內容有關以6,000,000美元認購Everwise 

Technology Limited（「Everwise」）已發行股本的60%（經完成認購協議擴大後）；以

及New Aims Holdings Limited（「New Aims」）以4,000,000美元認購Everwise已發

行股本的40%（經完成認購協議擴大後）；

(ii) 一份有條件貸款協議（「貸款協議」），內容有關向Mineral Land Holdings Limited

（「Mineral Land」）授出上限為16,000,000美元的定期貸款融資，有關融資為期一年，

按固定利息金額1,000,000美元計息；及

(iii) 一份認購期權契據（「認購期權契據」），據此，Solid Succ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olid Success」）已向悅達礦業授出選擇權訂立買賣協議以按不多於36,000,000

美元（可予調整）出售 (a)Mineral Land全部已發行股本；及 (b)Solid Success向Mineral 

Land提供的股東貸款的利益。認購期權契據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失效。

悅達礦業已根據認購協議支付按金3,000,000美元（「Everwise按金」）。認購協議於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失效，而Everwise按金應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二日或之前退還予悅

達礦業。

悅達礦業已向Mineral Land墊付金額9,000,000美元（包括本金金額8,000,000美元加應計利

息1,000,000美元）（「貸款」），貸款已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到期。

New Aims、Everwise、I-Treasure、Mineral Land與悅達礦業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九日訂立和解

協議（「和解協議」）。根據和解協議，本集團已收到貸款協議本金額合共2,000,000美元之

部分還款。Everwise按金已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結清。

於本報告日期，Mineral Land結欠之未償還貸款為6,000,000美元。悅達礦業正在與相關人

士商討清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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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重要事件（續）

於越南之投資（續）

上述交易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四月十七日的通函，以及日期為二零

一三年十月十七日、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公佈。

此外，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五日，本公司宣佈悅達礦業與Truong Thi Kim Soan女士（「賣方」）

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以按代價34,000,000美元（可予調整）收購Expert Union Investments 

Limited及Sky Modern Investments Limited（「目標公司」）的100%股權及有關股東貸款（「收

購協議」）。目標公司的主要資產為Sao Mai Joint Stock Company（「Sao Mai」）的100%

股權。Sao Mai為一家越南公司，主要業務為勘探一個包括位於越南平順省北平縣Hong 

Phong區及Hoa Thang區之含有鈦鐵礦、鋯石、金紅石及獨居石礦礦床的礦場。該礦場涵蓋

合共不少於320公頃的地盤面積，其採礦許可證將由Sao Mai持有。

於本報告日期，悅達礦業已根據收購協議支付按金7,000,000美元（「Sao Mai按金」）。收購

協議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失效，而Sao Mai按金應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或之

前退還予悅達礦業。於本報告日期，Sao Mai按金尚未獲退還。悅達礦業正在與賣方商討清

還安排。

前景

本集團不時透過確定適合的探礦工程和採礦方法提升勘探及探礦活動的效益。該等措施旨

在提高本集團現有礦場的生產能力，並降低採礦成本。為了降低洗選及加工成本，本集團

將進一步專注於改良技術、優化選礦廠的選礦工藝流程及提高精礦品位和回收率，以減少

因中國安全及環境標準提高導致生產成本不斷增加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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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續）

展望二零一六年下半年，預期採礦業務環境將如上半年般艱難。本集團一方面的戰略是實

現其潛在的加工能力及進一步優化生產工藝流程及技術改良，以達致成本效益。另一方面，

本集團致力把握商機，收購儲量豐富、質素優異、增值潛力深厚、現金流量回報迅速的項目，

以使本集團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多元化拓展新利潤來源及為股東帶來更高的回報。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為人民幣154,853,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179,677,000元），其中銀行結餘及手頭現金為人民幣15,700,000元（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4,668,000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資

產淨值為人民幣404,779,000元，較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人民幣429,939,000元

減少約5.85%。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約為45.14%（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44.01%）。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的股本為人民幣83,706,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人民幣83,706,000元）。本集團的儲備及少數股東權益分別為人民幣258,785,000元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83,742,000元）及人民幣62,288,000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62,491,000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總

額為人民幣86,313,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6,099,000元），主要包括

銀行借款、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及應付關連公司款項。本集團的非流動負債總額為人

民幣246,931,000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241,840,000元），主要包括公司

債券、撥備及遞延稅項負債。

期內，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計值及結算。本集團相信所承受的匯率風險不大，因此本集團

並無就該方面制定對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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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資本結構

本集團之資本結構包括債務（包括應付關連公司款項、應付董事款項、銀行借貸、公司債券）

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儲備（包括已發行股本及各種儲備）。

董事每半年審視資本結構。作為審視一部份，董事將考慮資本成本及各類別資本相關的風險。

根據董事的建議，本集團通過發行新股、回購股份、發行新債或者贖回現有債項，以平衡其

整體資本結構。

本集團的貨幣資產、負債及交易均主要以人民幣及港元計算。期內，大部分交易以人民幣

計值及結算，本集團相信所承受的匯率風險不大。

本集團於期內錄得匯兌虧損淨額人民幣708,000元。本集團並無透過金融工具進行任何有

關匯率風險的對沖活動。

或然負債及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作出任何擔保及抵押，亦無任何其他重大或然負債（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中港兩地共聘用約413名管理、行政及採礦員工。薪酬

政策由管理層定期根據員工的表現、經驗及當時行業慣例作出檢討。本集團根據有關中國

法規代其中國僱員作出社會保險供款，同時亦為其香港員工提供保險及強積金計劃。期內，

本集團為管理層以及各職級的員工提供了多項有關業務或技能的培訓課程。本集團於招聘

員工方面並無經歷任何重大困難，亦無遭遇任何重大員工流失或任何重大勞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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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董事會認為，本集團於整個期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規定，惟下列情況除外：(i)董事會主席因需要處理其他業務，未能親身出席本公司於二零

一六年五月二十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因而偏離了守則

條文第E.1.2條。儘管如此，其中一位董事已出席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擔任大會主席；(ii)

非執行董事祁廣亞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勇平博士因彼等需要處理其他業務，未能親身

出席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因而偏離了守則條文第A.6.7條。儘管如此，該等董事各自

已於二零一五年股東週年大會開始前將其意見提呈予大會主席；及 (iii)非執行董事的委任並

無特定年期，因而偏離了守則條文第A.4.1條。然而，所有非執行董事已按照本公司章程細

則每三年輪席退任一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經本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整個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

載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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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現由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廷基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非執行董事祁廣

亞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崔書明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的職能包括檢討有關審核範疇的所

有事宜，包括財務報表及內部監控，以保障本公司股東的利益。審核委員會在二零一六年

八月十八日召開的會議上，審閱了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本集團於期內的未經審

核中期業績，並與管理層討論有關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的事宜。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成員現時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崔書

明先生（薪酬委員會主席）、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勇平博士，以及執行董事兼董事會副主席冒

乃和先生。薪酬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檢討及討論有關薪酬政策、薪酬水平及執行董事薪

酬的事宜。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提名委員會，並以書面訂明其職權範圍，成員現時包括非執行董事兼董事會

主席王連春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獨立非執行董事崔書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勇

平博士。提名委員會的職能包括檢討董事會的組成，以及甄選及提名董事會委任人選，以

合乎董事會所需的相關技能、知識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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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或本公司任何相聯法團中的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及彼等的聯繫人士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或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權益（包

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該等條文被視為或當作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該條所述所存置的登記冊的權益，或根據上市規則所載的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如下：

姓名 公司╱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本公司普通股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胡懷民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1,130,666 0.12%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1,179,070

（附註2）
0.13%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1,591,800
（附註3）

0.17%

祁廣亞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744,676
（附註2）

0.08%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1,273,440
（附註3）

0.14%

柏兆祥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780,661
（附註2）

0.09%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1,432,620
（附註3）

0.16%

     

附註：

1.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所有權益均為好倉。概無董事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

何淡倉。

2. 該等股份為悉數行使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授予相關董事的購股權（行

使價為每股股份0.854港元）而將予配發及發行的股份。有關詳情載於本報告「購股權計劃」一節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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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或本公司任何相聯法團中的權益（續）

附註：（續）

3. 該等股份為悉數行使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日授予相關董事的購股權（行

使價為每股股份0.5503港元）而將予配發及發行的股份。有關詳情載於本報告「購股權計劃」一
節內。

除上文及本中期報告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彼等

的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相聯法團任何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概無擁有任何權益或

淡倉。

主要股東的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存置的主要股東名冊顯示，

下列股東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的權益：

股東名稱 公司╱相聯法團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全部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附註1）

悅達集團（香港） 
有限公司

本公司 實益擁有人 407,241,333 44.33%

江蘇悅達集團 
有限公司

本公司 受控制公司權益 407,241,333 
（附註2）

44.33%

     

附註：

1. 所有股份權益均為好倉。

2. 該等股份以悅達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的名義登記。江蘇悅達集團有限公司持有悅達集團（香港）

有限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悅達礦業控股有限公司 39

其他資料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根據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獲通過的一項決議案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主要目

的為向對本集團作出貢獻的經挑選參與者給予鼓勵或獎勵。此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九日終止，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九日就同一目的採納新購股權計劃。根據該等計劃，

本公司於期內授出的購股權變動詳情如下：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行使期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一日及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

港元

本公司董事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0.854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434,393

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 0.854 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至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2,270,014

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0.5503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1,719,144

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0.5503 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1,289,358

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0.5503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1,289,358

 

7,002,267
 

其他合資格人士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0.854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至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2,853,342

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 0.854 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至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4,059,731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九日 1.617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日至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 2,334,640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九日 1.617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日至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 159,180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九日 1.617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日至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九日 159,180

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0.5503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6,218,633

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0.5503 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4,663,974

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0.5503 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4,663,974

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0.445 達致若干條件後至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9,000,000（附註 i）

     

32,463,792
     

總計 39,466,059
     

期末可行使 30,466,059
     

加權平均行使價（港元）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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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續）

附註：

(i) 根據本公司與合資格承授人（「承授人」）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訂立的授出函件（「授出函

件」），本公司向承授人授出購股權，涉及本公司股本中最多合共9,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
的普通股，代價為承授人以本公司委聘的投資顧問的身份不時向本集團提供若干服務。該等購股

權的行使期自授出函件內所列的行使條件獲達成當日起計，並於授出日期的第三週年屆滿。於二

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授出函件授出的購股權均不得行使。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由下列成員組成：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冒乃和 王連春 崔書明

胡懷民 祁廣亞 劉勇平

柏兆祥 張廷基

承董事會命

悅達礦業控股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

王連春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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