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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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164）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

摘要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845,383 925,63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36,033 112,222

每股盈利
 －基本 0.55港仙 1.70港仙
 －攤薄 0.55港仙 1.70港仙
每股中期股息 無 無

• 報告期內本集團營業額約1,845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約99%。

• 報告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36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減少約68%。

• 報告期內每股基本盈利約0.55港仙，較2020年同期減少約68%。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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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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中期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附註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1,845,383 925,631

銷售成本 (1,771,751) (816,744)  

毛利 73,632 108,887

其他經營收入 1,398 6,239

銷售及分銷開支 (6,800) (4,655)

行政開支 (15,900) (13,667)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732 684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31,467 40,439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23,317) 7,600

融資成本 5 (18,343) (18,629)  

除稅前溢利 42,869 126,898

所得稅支出 6 (6,836) (14,67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7 36,033 112,222
  

每股盈利 9

－基本 0.55港仙 1.70港仙
  

－攤薄 0.55港仙 1.70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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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36,033 112,222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或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附屬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異 2,306 (1,308)

換算一間合營企業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異 (4,439) (14,784)

換算一間聯營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之匯兌差異 9,190 (28,85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7,057 (44,95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43,090 6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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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1年6月30日

2021年
6月30日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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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 622

使用權資產 4,828 1,977

投資物業 53,961 52,623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255,933 264,956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546,506 553,570

遞延稅項資產 49 –

租賃按金 367 –  

862,217 873,748  

流動資產
存貨 1,330,064 1,767,33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181,133 363,176

應收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547 2,323

應收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9 19

可收回所得稅款 22,287 6,678

銀行及現金結存 11 1,279,823 1,174,508  

2,813,873 3,314,039  

資產總值 3,676,090 4,18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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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30日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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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44,822 158,289

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58,939 370,693

銀行借款 387,754 666,704

租賃負債 1,407 704

應付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3,505 874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141 1,135

應付股息 33,003 –

應付所得稅款 11,624 15,848  

742,195 1,214,247  

流動資產淨值 2,071,678 2,099,79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933,895 2,973,540  

非流動負債
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474,657 533,596

銀行借款 387,754 387,754

租賃負債 3,296 1,162

遞延稅項負債 23,978 23,968  

889,685 946,480  

資產淨值 2,044,210 2,027,06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66,007 66,007

儲備 1,978,203 1,961,053  

權益總值 2,044,210 2,027,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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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1.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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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母公司為中國鈾業發展，一間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及為中廣核鈾業發展的全資附屬公司），而中廣核鈾業發展為中廣核集團公司的附屬公
司。中廣核集團公司為本公司的最終母公司。中廣核鈾業發展及中廣核集團公司均為於中國成立的國有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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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編製基準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及主板上市規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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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投資物業則按公允值計算。

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會計政策與集團編製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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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第2階段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2021年6月30日後的2019新冠疫情相關租金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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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利率基準改革－第2階段

該等修訂解決因利率基準改革（「改革」）而導致公司以替代基準利率代替舊利率基準時可能影響財務報告之問題。該
等修訂對於2019年11月頒佈之修訂進行補充，內容有關：(a)合約現金流量之變化，而實體毋須就改革要求之變動終
止確認或調整金融工具之賬面值，而是更新實際利率以反映替代基準利率之變動；(b)對沖會計處理，倘對沖滿足其
他對沖會計標準，則實體毋須僅因其作出改革所要求之變更而中止其對沖會計處理；及(c)披露，實體將被要求披露
有關改革產生之新風險以及其如何管理過渡至替代基準利率之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2021年6月30日後的2019新冠疫情相關租金優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已作出修訂，通過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中加入一項額外的可行權宜方法，允許實體
選擇不將租金優惠按修訂入賬，為承租人就因2019新冠疫情而產生的租金優惠入賬提供可行權宜方法。該可行權宜
方法僅適用於因2019新冠疫情而直接產生的租金優惠，而且必須符合以下所有準則：

(a) 租賃付款的變動導致經修訂租賃代價與緊接變動前的租賃代價基本相同或更低；

(b) 租賃付款的減少僅影響原本於2021年6月30日或之前到期的付款；及

(c) 租賃的其他條款及條件並無任何實質性變動。

符合上述標準的租金優惠可按照該可行權宜方法入賬，即承租人無需評估租金優惠是否符合租賃修訂的定義。承租
人應運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其他規定對租金優惠進行會計處理。

倘將租金優惠列作租賃修訂入賬，將導致本集團使用經修訂貼現率重新計量租賃負債以反映經修訂代價，而租賃負
債變動的影響將錄作使用權資產。通過應用可行權宜方法，本集團無需釐定經修訂貼現率，而租賃負債變動的影響
在觸發租金優惠的事件或條件發生的期間於損益中反映。

於本期間應用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當前及過往期間的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
的披露事項並無重大影響。

3. 採用判斷及估計

世界衞生組織於2020年1月30日宣佈冠狀病毒及2019新冠為全球衞生緊急事件。董事認為，2019新冠疫情爆發對本
集團在報告期內的營運並無重大負面影響。

於編製該等簡明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過程中，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計不確定因素的主
要來源與2020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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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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內已認收入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銷售商品 1,843,777 924,056

租金收入（扣除直接成本：無） 1,606 1,575  

1,845,383 925,631
  

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向首席執行官（「即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的資料集中於所交付貨品或所提供服務的類
型。主要營運決策者識別的經營分部與本集團可報告分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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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投資。

本集團並無將經營分部整合以組成上述可報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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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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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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3,777 1,606 – 1,845,383
    

分部溢利 43,181 (36) 8,150 51,295
   

其他經營收入 1,398
融資成本 (34)
中央行政成本 (9,790) 

除稅前溢利 4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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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 48,039 130,915
   

其他經營收入 6,239

融資成本 (60)

中央行政成本 (10,196) 

除稅前溢利 126,898
 

經營分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附註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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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分配其他經營收入、若干融資成本支出及中央行政成本。此乃就資源分配及表
現評估向首席執行官（為主要營運決策者）報告之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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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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30日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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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257 2,121,722

物業投資 54,530 54,969

其他投資 802,439 818,526  

2,358,226 2,995,217

未分配公司資產 1,317,864 1,192,570  

資產總值 3,676,090 4,187,787
  

2021年
6月30日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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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065 2,112,380

物業投資 1,238 1,430

其他投資 – –  

1,550,303 2,113,810

未分配公司負債 81,577 46,917  

負債總值 1,631,880 2,16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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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延稅項資產以及作公司用途之其他資產，包括租賃按金、若干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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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應付股息、應付所得稅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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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的貸款利息支出 13,289 18,451

來自一間直接控股公司的貸款利息支出 – 107

銀行借款利息支出 5,020 11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34 60  

18,343 18,629
  

6. 所得稅支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290 2,745

英國企業稅 6,688 9,618

中國企業所得稅 – 745  

6,978 13,108

遞延稅項 (142) 1,568  

6,836 14,676
  

於2018年3月21日，香港立法會通過法案，引入二級利得稅稅率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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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及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集團在香港的所有實體的溢利並未獲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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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期間，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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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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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哈國新稅法，在滿足以下兩個條件情況下，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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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持有合營企業的權益超過三年，且合營企業的礦產均在其自有生產車間進行後加工處理，因此，本集團收自
合營企業的分紅可按照哈國新稅法的規定，不繳納哈薩克斯坦預提所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位於中國的附屬公司享有合營企業的溢利之稅率與哈國新稅法項下之稅率之間存在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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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1,771,751 818,512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9 28

使用權資產折舊 874 985

就已計入存貨成本的存貨減值虧損撥回 – (1,768)

來自同系附屬公司的利息收入 (1,346) (5,061)

銀行利息收入 (52) (193)

來自一間中間控股公司的租金收入 (1,606) (1,575)
  

8.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宣佈派發2020年期末股息－0.5港仙（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 已宣佈派發2019年期末股息－1港仙） 33,003 66,007
  

於中期內，無派付任何股息。董事不建議派發中期股息（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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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期內盈利 36,033 11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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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及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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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30日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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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17 351,81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附註b） 11,816 11,366  

181,133 363,176
  

(a) 於2021年6月30日，應收賬款169,317,000港元（2020年12月31日：64,821,000港元）指來自一間直接控股公司－
中國鈾業發展的款項。

(b) 於2021年6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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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000港元（2020年
12月31日：約805,000港元），並無來自中廣核財務的應收利息（2020年12月31日：約6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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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與有關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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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169,317 344,430

31至60天 – –

61至90天 – –

91至120天 – 7,380  

169,317 351,810
  

11. 銀行及現金結存

2021年
6月30日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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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823 1,174,508

  

銀行及現金結存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存 101,401 50,928

存放於中廣核華盛及中廣核財務的現金（附註） 1,178,422 1,123,580  

1,279,823 1,174,508
  

附註：  本公司的同系附屬公司－中廣核華盛及中廣核財務，為本集團及中廣核集團公司，本集團的最終母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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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至1.1%（2020年12月31日：0.21%至
2.76%）計息並於需要時可收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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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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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6月30日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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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772 147,340

應計開支及其他應付款項（附註b） 8,984 10,949

合約負債(附註c) 11,066 –  

244,822 158,289
  

(a) 應付賬款約158,943,000港元（2020年12月31日：約54,189,000港元）指應付本集團一間合營企業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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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000港元（2020年12月31日：約
1,015,000港元）的應付利息。

(c) 合約負債包括客戶為交付天然鈾而預付的按金。

本集團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224,772 141,078

31至60天 – 126

61至90天 – –

91至120天 – 6,136  

224,772 147,340
  

13. 期後事項

於2021年7月30日，就新收購的聯營公司奧公司合夥人的組成變化向有權的國家機構進行重新登記已完成，CGNM 

UK現正式成為奧公司的合夥人。以本集團銀行結存撥付的代價約435,000,000美元確認為對聯營公司的投資。收購
奧公司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5月25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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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表現及分析

2021年上半年經營環境分析

宏觀經濟環境

2021年上半年，全球經濟在波動中延續復甦態勢，金融市場流動性整體充裕，市場利率保持低位，
美元指數觸頂回落，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

後疫情時代，「綠色復甦」已經成為全球發展主流趨勢。拜登政府在年內公佈的《過渡時期國家安全戰
略指南》*中指出，清潔能源是美國國內經濟復甦的關鍵。歐盟亦提出1.85萬億歐元復興計劃，其中
30%將直接用於氣候變化相關項目，計劃中的其他投資與此前提出的2050年碳中和目標相一致。此
外，日本政府發佈「綠色增長戰略」，擬在14個領域推進溫室氣體減排，對於企業在綠色經濟方面的
投資給予稅制方面的支持，同時積極制定碳排放稅等相關碳定價機制，促進技術創新和投資發展。

總體來看，主要核電國家如中國、美國及法國宏觀環境趨穩，電力需求基本恢復正常，多國制定政
策鼓勵核能在內的清潔能源發展，利好核燃料供應企業。

核電市場與行業發展

2020年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相繼發佈了碳中和的發展目標，今年上半年各國相繼出台多項政策以推
動清潔低碳能源的發展，積極準備實踐碳中和框架路線圖。核電以其無碳、高能、穩定及無懼氣候
變化等優勢得到各國的重視，清潔能源在碳中和目標下迎來新的發展契機。2021年上半年主要國家
有關核電的動態如下：

• 1月，美國總統約瑟夫•拜登簽署行政令，美國重新加入《巴黎協定》。4月，美國公佈其減排目標
到2030年實現溫室氣體淨減排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50%~52%，2035年實現電力脫碳。從歷史
數據來看，僅佔據美國電力供給20%佔比的核電卻提供了超過一半的低碳貢獻，這意味著美國勢
必支持核電的發展，且美國政府已經在考慮為核電廠提供經營稅收抵免並加大對先進核能技術
的研發，以保持其在核能技術的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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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上半年，中國用電量同比增長16.2%，國家清潔低碳轉型步伐加快，水電、核電、風電、
太陽能發電量同比增長10.2%。核電方面，福清核電站5號機組及田灣核電站6號機組相繼投產，
包括田灣核電站7號、8號機組、徐大堡核電站3號、4號機組及海南昌江3號、4號在內的6台機組
核准開工。

• 4月，烏克蘭的一家核電運營商計劃將其運行的15台核電機組延壽至60年，並評估延壽至80年的
可行性。

• 6月，俄羅斯國家原子能集團公司向俄羅斯政府遞交2030年前的核能新技術開發計劃，總預算為
5,063.4億盧布（約70.3億美元），將就小型模塊化反應堆、無廢核能、核燃料出口等開展研究。

• 2021年上半年，日本高濱核電站1號及2號機組、美濱核電站3號機組及大阪核電站3號機組重
啟，重啟反應堆已達到9台。

整體來看，傳統核電大國如美國、日本為保持低碳成果，力圖保持國內現有的核電發電比例；以中
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成為此輪新建核電項目的主流，長遠來看核燃料和天然鈾需求量都將持續穩
步增長。

天然鈾市場情況

2021年上半年，隨著新冠疫苗接種的逐漸鋪開，局部區域疫情出現好轉。全球主要天然鈾生產商產
量較去年有所恢復，其中加拿大雪茄湖鈾礦在2021年4月份恢復生產，哈原工發佈其2021年產量指
引，同比2020年增長16%。但部分國家和地區疫情仍然存在反覆，對天然鈾供應或造成潛在威脅。

2021年6月，UxC公佈的天然鈾現貨價格為32.10美元╱磅，較2021年1月上漲約8.81%；TradeTech公
佈的天然鈾現貨價格為32.40美元╱磅，較2021年1月上漲8.90%。市場中來自金融機構和鈾礦生產
商需求的增加是造成現貨價格市場上升的主要原因。具體來看，第一季度現貨成交7,585tU，同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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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33%，主要與投資基金及多家礦業公司密集採購有關，而來自核電企業的採購佔比大幅下降；第
二季度現貨交易量為5,159tU，同比下降32%，主要受Uranium Participation Company被Sprott Asset 

Management LP收購事件影響，市場交易期望值提高，賣方提高報價，導致成交量下降。

在長期市場，2021年6月UxC長期價格為32美元╱磅，相比2021年1月下跌3.03%；TradeTech公佈
的天然鈾長期價格為35美元╱磅，較2021年1月下跌2.78%。具體來看，第一季度長期市場成交
3,080tU，第二季度成交約8,300tU，較第一季度大幅上漲，但以5年期以內的中期合約為主，導致中
期價格出現較高抬升，至2021年6月，UxC三年期價格為34美元╱磅，五年期為38美元╱磅。

值得關注的是，今年上半年天然鈾行業在美國德克薩斯州能源危機、大宗商品上漲等因素的影響
下，得到投資人的高度關注。可以看到，天然鈾領域最大的ETF基金Global X Uranium ETF錄得37%

的上漲，Northshore Global Uranium Mining ETF亦上漲45%，天然鈾市場活躍度顯著增加。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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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百萬港元及營業額1,845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分別大幅減少68%及
大幅增長99%。溢利降低主要原因為天然鈾貿易毛利，應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及應佔一間聯營公司
業績大幅下降。

天然鈾貿易

報告期內，根據與謝公司的全年銷售安排，本集團完成284.8tU從謝公司包銷礦山產品採購與銷售及
7.316百萬磅U

3
O

8
 (相當於約2,814tU)國際鈾產品的銷售，實現貿易收入約1,845百萬港元。註

註：  根據國際慣例，國際鈾產品貿易中天然鈾的常用計量單位為磅(lb)，鈾儲量╱產量常用單位為噸金屬鈾(tU)及百萬
磅天然鈾，1 tU ≈ 2,599.78 lb U

3
O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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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公司經營

報告期內，銷售公司新簽訂15.649百萬磅天然鈾銷售合同，其中29%的合同客戶來自歐洲，44%來自
北美洲，27%來自亞洲。與此同時，銷售公司總計交付天然鈾7.316百萬磅，實現銷售收入1,674.8百
萬港元（約216.0百萬美元）。

謝公司生產經營

報告期內，儘管受到疫情影響，但通過有效的防疫措施，謝公司生產保持平穩。上半年計劃生
產443tU，實際開採451tU，超額完成任務，同比產量增加約12tU。謝礦及伊礦分別開採180tU及
271tU。

報告期內，本集團應佔謝公司業績為31.5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下降22%。主要因交付安排，謝公
司於報告期內銷售量較2020年同期下降，但預計2021全年銷售量將較2020年有所增長。

Fission公司鈾資源勘探

報告期內，根據董事會可獲取的信息及公開信息，Fission公司已完成礦區東部主礦體900E－1125E

地段的加密鑽探計劃，將「推斷級資源量」提升為「控制級資源量」。共施工20個鑽孔，累計進尺
7,147.8米。20個鑽孔均見到工業鈾礦化，其中15個見到高品位鈾礦化，特別是PLS21-602孔見到礦化
段累計厚度達69.5米。在該孔一段平均品位為6.11%，厚度14.5米的礦化中，包含一段厚4.5米，平均
品位為18.63%的極高品位礦化段。

哈新鈾礦項目進展

於2021年4月22日，CGNM UK與哈原工就收購奧公司49%權益訂立買賣協議，奧公司主要運營中礦
及扎礦。本次收購已於2021年6月10日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但報告期內
未完成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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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關係管理

報告期內，受益於鈾價格上漲，資本市場對鈾行業的關注度大幅提升。公司克服疫情困難，舉辦了
2020年度業績發佈會，並組織多場線上投資者交流會。此外，亦通過積極參加線下路演會議、加
強媒體宣傳等途徑，及時分享及傳遞鈾行業的訊息及投資價值，得到市場投資者和分析師的廣泛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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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購與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報告期內，除尚待交割的收購奧公司49%股權事項外，本公司概無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公司、
聯營及合營企業。

報告期後事項

奧公司49%股權的收購已於2021年7月30日完成，與本次收購相關的業績將反映至本集團2021年年度
業績中。

業務展望

2021年下半年，本公司將按照年度計劃繼續推進天然鈾的採購及謝公司、奧公司旗下鈾礦包銷產品
的銷售。

本公司將繼續保持天然鈾國際貿易的優勢，繼續開拓國際市場，持續擴大貿易規模，提升貿易能
力，增加貿易利潤。同時，本公司將持續參與謝公司及奧公司的經營管理，確保其完成全年計劃產
量及生產成本控制目標並實現承諾包銷量的交付。此外，本公司將繼續促進謝公司革新技術、工
藝，提高自動化管理水平。此外，為促進謝公司的可持續發展，本公司將繼續推進謝公司資源╱儲
量提升工作。

對於聯營公司Fission公司，本公司將持續關注其旗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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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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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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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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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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能力指標
毛利率(%)1 3.99 11.76

EBITDA（百萬港元）2 62.14 146.54

EBITDA╱營業額(%)3 3.37 15.83

淨溢利率(%)4 1.95 12.12

營運能力指標
存貨周轉天數－平均（天）5 157 425

應收賬款周轉天數－平均（天）6 25 34

投資回報指標
權益回報率(%)7 1.77 5.7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與營業額比率(%)8 1.95 12.12

總資產回報率(%)9 0.92 3.21

2021年
6月30日

2020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償債能力指標
流動比率(%)10 379.13 272.93

資產負債比率(%)11 44.39 51.60

資本負債比率(%)12 79.83 1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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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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值（即報告期初期末算術平均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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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除以平均資產總值（即報告期初期末算術平均值）再乘以100%。

10. 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再乘以100%。

11. 債務總值除以資產總值再乘以100%。

12. 債務總值除以權益總值再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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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減少）

變動百分比
增加╱（減少）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天然鈾貿易 1,843,777 924,056 919,721 100%

物業投資 1,606 1,575 31 2%

營業額總額 1,845,383 925,631 919,752 99%

報告期內，本集團實現營業額1,845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約99%，主要原因是銷售公司大力
開拓國際巿場帶來天然鈾貿易量大幅上升。

銷售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變動額
增加╱（減少）

變動百分比
增加╱（減少）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天然鈾貿易 1,771,751 816,744 955,007 117%

銷售成本總額 1,771,751 816,744 955,007 117%

報告期內，本集團銷售成本為1,772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117%，主要因天然鈾貿易量大幅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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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收入

報告期內，本集團其他經營收入為1.40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大幅減少78%，主要原因是美元
Lib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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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增加了46%，主要原因是天然鈾存
貨倉儲費用增加。

行政開支

報告期內，本集團行政開支為15.90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上升16%，主要原因是銀行結存及現金
產生的匯兌損失。

應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報告期內，應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為31.47百萬港元溢利（2020年同期：40.44百萬港元）。主要原因是
因交付安排謝公司報告期內銷售量較2020年同期下降，但預計全年銷售量將較2020增長。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報告期內，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為23.32百萬港元（2020年同期：7.6百萬港元），其中包含長期投資
減值撥備回撥3.66百萬港元（2020年同期：10.85百萬港元）以及視作出售部分權益的損失22.26百萬港
元（2020年同期：1.30百萬港元）。

報告期內，Fission公司根據其購股權計劃向其董事及僱員發放的部分購股權被行權，發行11,119,033

股普通股。另外，Fission公司於2021年5月11日完成增發57,500,000股普通股。綜上，本公司2021年6

月30日持有Fission公司的權益減少至14.97%（2020年12月31日：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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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成本

報告期內，本集團融資成本為18.34百萬港元，主要是銷售公司銀行借款和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
貸款產生的利息支出，較2020年同期減少2%。

所得稅支出

報告期內，本集團所得稅支出為6.84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減少53%，主要原因是天然鈾貿易毛利
減少，導致應納稅額減少。

半年度溢利

報告期內，本集團的溢利為36.03百萬港元，較2020年同期大幅減少約68%，主要原因天然鈾貿易毛
利、應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及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減少。

財務狀況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資產總值為3,676百萬港元，較2020年12月31日的4,188百萬港元減少
12%；本集團負債總值為1,632百萬港元，較2020年12月31日的2,161百萬港元減少24%；本集團權益
總值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為2,044百萬港元，較2020年12月31日的2,027百萬港元增加1%。

流動資產淨值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為2,072百萬港元，較2020年12月31日的2,100百萬港元減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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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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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064 1,767,335 (437,271) (25)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81,133 363,176 (182,043) (50)

應收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547 2,323 (1,776) (76)

應收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9 19 – –

可收回所得稅款 22,287 6,678 15,609 234

銀行及現金結存 1,279,823 1,174,508 105,315 9    

流動資產總值 2,813,873 3,314,039 (500,166) (15)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流動資產為2,814百萬港元，較2020年12月31日的3,314百萬港元下降
15%，主要原因是銷售公司提升應收賬款收現效率並且降低存貨量。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擁有的銀行及現金結存共計約1,280百萬港元（2020年12月31日：1,175百萬
港元），其中7%（2020年12月31日：9%）為港元，92%（2020年12月31日：90%）為美元，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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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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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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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822 158,289 86,533 55

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58,939 370,693 (311,754) (84)

銀行借款 387,754 666,704 (278,950) (42)

租賃負債 1,407 704 703 100

應付一間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3,505 874 2,631 301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1,141 1,135 6 1

應付股息 33,003 – 33,003 N/A

應付所得稅款 11,624 15,848 (4,224) (27)    

流動負債總值 742,195 1,214,247 (472,052) (39)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流動負債為742百萬港元，較2020年12月31日的1,214百萬港元大幅減少
39%，主要原因是銷售公司償還部分銀行借款和來自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非流動資產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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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 622 (49) (8)

使用權資產 4,828 1,977 2,851 144

投資物業 53,961 52,623 1,338 3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255,933 264,956 (9,023) (3)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546,506 553,570 (7,064) (1)

遞延所得稅資產 49 – 49 N/A

租賃按金 367 – 367 N/A    

非流動資產總值 862,217 873,748 (11,531) (1)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非流動資產為862百萬港元，較2020年12月31日的874百萬港元減少12百萬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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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於2021年
6月30日

於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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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一間同系附屬公司之貸款 474,657 533,596 (58,939) (11)

銀行借款 387,754 387,754 – –

租賃負債 3,296 1,162 2,134 184

遞延稅項負債 23,978 23,968 10 0    

非流動負債總值 889,685 946,480 (56,795) (6)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非流動負債為890百萬港元，較2020年12月31日的946百萬港元下降6%。

權益總值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權益總值2,044百萬港元，較2020年12月31日的2,027百萬港元增長17百萬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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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3%（2020年12月31日：1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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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本

財務結構

於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共發行普通股6,600,682,645股（2020年12月31日：6,600,682,645股普通
股），市值約為4,752百萬港元（2020年12月31日：2,376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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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0

日，本集團擁有1,140百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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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籌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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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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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費用主要以美元、港元及人民幣（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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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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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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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並無購股權計劃或任何尚未行使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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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總股本為6,600,682,645股。

僱員資料

於2021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16名僱員（2020年6月30日：15名）。該等僱員中，7名駐於香港，3名
駐於哈薩克斯坦，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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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百萬港元（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約5.39百萬港
元）。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中期股息（2020年中期股息：無）。

中期業績審閱

本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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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橋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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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會議。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一同審閱本集團編製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的財務報表時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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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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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的會計準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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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準則。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別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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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採納企業管治守則為其企業管治政策。本公司報告期內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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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礦」 指 由奧公司擁有及經營，位於哈薩克斯坦南哈薩克斯坦地區
的門庫杜克鈾礦的中央地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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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N Global Uranium 

Ltd)，於英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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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GNM UK」 指 CGNM UK Limited，於英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
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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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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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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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新冠」 指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由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冠狀病毒2

型引發的傳染病。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執行董事」 指 本公司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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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 指 為包含主要位於歐洲的27個成員國在內的政治及經濟聯
盟。

「歐元」 指 歐盟的官方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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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境外股東」 指 於哈薩克斯坦沒有設立常設機構的股東。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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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非執行董事」 指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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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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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股權併購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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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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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業公司奧爾塔雷克有限合夥企業，一家於哈薩克斯坦成
立的有限責任合夥企業，本公司於2021年7月30日收購完
成後擁有其49%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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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日至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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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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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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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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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deTech」 指 TradeTech of Denvet Tech Centre，位於7887E. Belleview 

Avenue, Suite 888, Englewood, CO 80111, USA，為鈾價格
的領先提供者之一，並為獨立第三方。

「tU」 指 鈾的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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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xC」 指 UxC, LLC，為鈾價格的領先提供者之一，並為獨立第三
方。

「扎礦」 指 奧公司擁有及經營位於哈薩克斯坦索扎克地區的鈾礦。

承董事會命
中廣核礦業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官
安軍靖

香港，2021年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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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