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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及前景

財務回顧

本集團移動電話業務之營業額於期內繼續下跌。本集團期內綜合收益為16,500,000港元，而

上年同期為34,300,000港元。毛利為2,000,000港元，較上年同期的4,000,000港元減少48.9%。

期內毛利率為12.4%，高於上年同期之11.7%。因此，本集團期內錄得虧損12,200,000港元，

而上年同期則為虧損13,700,000港元。

銷售及分銷成本為4,800,000港元，而上年同期則為6,300,000港元。行政費用為9,400,000港

元，而上年同期則為14,800,000港元。

有關珠海移動電話零售鏈附屬公司方面，於期內錄得收益為11,300,000港元，較上年同期下

跌6,600,000港元。本集團期內分佔三家聯營公司業績之虧損淨額為1,100,000港元，而上年同

期分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之虧損淨額則為400,000港元。

期內之融資成本為700,000港元，與上年同期大致相同。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淨值達188,400,000港元或每股0.23港元，而於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95,900,000港元或每股0.24港元。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之其他借貸為15,500,000港元，與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水平大致相同。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負債資產比率（長期負債總額對股東權益之比率）為0.36，

而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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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為57,700,000港元（大部份為存放在中國

之銀行存款），並無任何存款質押予銀行。本集團同時透過股本、經營業務所得現金流及其

他借貸等方式籌集資金。期內，本集團融資及庫務政策並無重大轉變。本集團認為，由於本

集團收益大部分來自中國，故此潛在貨幣風險僅來自人民幣。本集團之庫務政策為管理對

本集團有重大財務影響之外幣風險。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存貨金額為7,2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則為6,500,000港元，主要為移動電話業務之存貨。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存貨周轉期為91天，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則為46天。本集團日

後將繼續實施嚴格存貨控制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為33,9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4,900,000港元。為降低應收貿易賬款之信貸風險，本集團一直審慎

控制信貸限額之釐定及信貸額之批核，並設有其他監管程序，確保能跟進追討過期債務。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135名僱員，而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有

140名僱員。僱員薪酬按彼等之職務性質及市場趨勢而定。本集團根據中國及香港之現行規

例向僱員提供員工福利及退休金供款。期內，薪酬政策、花紅計劃及購股權計劃並無重大變

更。本集團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可向參與者（包括董事及僱員）授出可認購

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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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及業務回顧以及展望

移動電話業務
本集團於中國參與移動電話及電訊設備之批發及零售業務。雖然移動電話市場錄得增長，

惟移動電話零售市場的競爭非常激烈，令本集團於此範疇的表現亦受影響。

預計客戶之焦點將由移動電話的功能逐漸移向購物體驗。客戶購買移動電話時一般需要功

能展示、數碼電話賬簿同步及預設軟件等服務。在3G及4G年代，移動電訊及互聯網覆蓋亦

帶動增值業務發展加快，有關業務要求零售渠道由純粹銷售平台進化至綜合服務平台，就

此而言，大型移動電訊連鎖公司享有優勢。

投資於移動電話操作系統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集團認購Jolla Limited發行之可換股債券。Jolla Limited是

一家於芬蘭新成立之公司，業務為移動電話操作系統開發。於可換股債券全數轉換為Jolla 

Limited之股份連同進一步認購後，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三月收購Jolla Limited（當時）約

6.25%股本權益，總代價為10,200,000港元。儘管Jolla Limited是一家於芬蘭新成立之公司，

但其團隊由經驗豐富之移動電話操作系統程式員及開發人員組成。

礦業
本集團自二零一零年開始於旗下鍶礦場建設新礦場開採系統。然而，由於全球礦產資源需求

由二零一二年起至今持續倒退，此新系統之建設規劃及施工進度無可避免受到不利影響。

有鑑於此，該新礦場開採系統目前暫停施工，以讓管理層檢討總體施工進度，以配合行業週

期。期內，採礦許可證已獲重續兩年，新到期日為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及其他條件維持

與上一份採礦許可證所載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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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本集團從事移動電話行業數十年，移動電話操作系統、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式及其他移動╱

互聯網相關業務勢為本集團矢志發展之業務重點。本集團正積極物色將進一步提升股東價

值之其他商機及投資機會。

其他資料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之聯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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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權益及

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而被當作或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須記

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上市公司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劉小鷹先生 全權信託持有（附註） 188,300,013 22.63%
實益擁有人 267,996,285 32.21%

  

456,296,298 54.84%
  

黃烈初先生 實益擁有人 1,500,000 0.18%

羅振坤博士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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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股權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購股權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劉小鷹先生 實益擁有人 8,000,000 8,000,000
羅習之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1,000,000
王愚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1,000,000
鄭永勝先生 實益擁有人 1,500,000 1,500,000

  

11,500,000 11,500,000
  

附註：

該等股份由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Future 2000 Limited持有，而該公司由受益人包括劉

小鷹先生、其配偶及其子女之全權信託持有。

上文所披露之權益指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除上文披露者外，董事、行政總裁或彼等之聯繫人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概無擁有本公

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

由於舊購股權計劃已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屆滿，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採納一項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舊購股權計劃項下有11,900,000份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有

關購股權將繼續有效及可根據舊購股權計劃之條款於其指定行使期內行使。

新購股權計劃之目的為讓本公司向經選定之合資格參與者授出購股權，作為彼等對本集團

或任何投資實體所作出或可能作出之貢獻之獎勵或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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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購股權計劃之規則訂明，本公司可指定獲授購股權之合資格參與者、每批購股權所涉及

之股份數目，以及授出購股權之日期。新購股權計劃之規則亦清楚訂明認購價之釐定基準。

根據新購股權計劃之條款，除新購股權計劃訂明之條件、限制或規限外，董事會於授出要約

時可全權酌情附加其認為合適之任何條件、限制或規限，包括持續符合資格之準則、有關本

公司及╱或承授人達成表現、營運及財務目標之條件、限制或規限、承授人妥為履行或保持

若干條件或責任，抑或購股權行使權全部或部分歸屬之時間或期間，惟向有關承授人作出

之要約不會亦不可能會構成任何適用法例、法規及規例項下向公眾提出認購股份之要約。

新購股權計劃大致與舊購股權計劃相同。

下表披露本公司於購股權期內之變動：

授出日期 每股行使價 期初尚未行使 期內授出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期終尚未行使
港元

第I類－董事
劉小鷹先生 12.7.2013 0.255 8,000,000 – – – 8,000,000
羅習之先生 12.7.2013 0.255 1,000,000 – – – 1,000,000
王愚先生 12.7.2013 0.255 1,000,000 – – – 1,000,000
鄭永勝先生 12.7.2013 0.255 1,500,000 – – – 1,500,000
羅振坤博士 12.7.2013 0.255 1,000,000 – (1,000,000) – –

     

董事總計 12,500,000 – (1,000,000) – 11,500,000
     

第II類－僱員
僱員 12.7.2013 0.255 100,000 – – – 100,000

     

第III類－顧問
顧問 12.7.2013 0.255 300,000 – – – 300,000

     

所有類別總計 12,900,000 – (1,000,000) – 11,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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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披露之購股權計劃外，於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參

與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可藉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董事、彼等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於期內概無擁有任何可認購本公司證券之權利，亦不

曾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

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所設置之主要股東名冊列示，於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本公司獲悉下列股東在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相關權益。

(a) 本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主要股東姓名 身份
所持已發行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之百分比

劉小鷹先生 全權信託持有（附註1） 188,300,013 22.63%
實益擁有人 267,996,285 32.21%

  

456,296,298 54.84%
  

李偉先生 受控制實體持有（附註2） 188,300,013 22.63%

(b) 購股權

主要股東姓名 身份 所持購股權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劉小鷹先生 實益擁有人 8,000,000 8,000,000
李偉先生 實益擁有人 30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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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該等股份由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Future 2000 Limited持有，而該公司由受益人包

括劉小鷹先生、其配偶及其子女之全權信託持有。

2.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由於李偉先生有權於Future 2000 Limited之股東大會上行使三分之一

以上投票權，故視為擁有本公司股份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

則（「守則」），惟以下情況除外：

1. 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首席執行官之職能應予區分，不應由同一人兼任，惟劉小

鷹先生現時兼任本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之職銜。守則第A.4條訂明所有董事應定

期重選連任。然而，董事會主席劉小鷹先生不必輪流退任。劉小鷹先生自本公司註

冊成立以來一直負責本公司之整體管理。因此，儘管劉小鷹先生不需輪流退任，並

兼任本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兩職，惟董事會認為此安排於本集團現發展階段可配

合本集團業務策略之執行，並可將業務發揮至最大效益。然而，在董事會（包括獨立

非執行董事）之監察下，股東利益應已充分及公平地考慮。

2. 本公司所有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根據守則第A.4.1條之規定指定任期，惟彼等須根

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流退任。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相關條文，倘董事由董事會

委任，則獲委任之董事必須於獲委任後首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由股東推選，而除主席

外，所有董事必須輪流接受股東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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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訂明審核委員會之書面權責範圍。審核委員會獲董事會授權，

以評估有關財務報表之事宜，並就本公司之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提供推薦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

已審閱及批准本報告。

於本報告日期，審核委員會之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永勝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

黃烈初先生及羅振坤博士。

遵守標準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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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於回顧期間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

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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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中國長遠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比

較數字載列如下。該等簡明綜合中期業績未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

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4 16,546 34,340
銷售成本 (14,500) (30,339)

  

毛利 2,046 4,001
其他收入 1,788 4,706
其他收益及虧損 (37) (314)
銷售及分銷成本 (4,760) (6,250)
行政費用 (9,420) (14,765)
融資成本 5 (656) (662)
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136) (376)

  

除所得稅前虧損 (12,175) (13,660)
所得稅支出 6 – –

  

期間虧損 7 (12,175) (13,660)
  

由下列各項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8,665) (11,405)
非控制性權益 (3,510) (2,255)

  

(12,175) (13,660)
  

每股虧損
基本 8 (1.04)港仙 (1.38)港仙

  

攤薄 8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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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虧損 (12,175) (13,660)
  

可於其後轉撥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入
因海外業務換算而產生之匯兌差異 (92) (7,273)

  

期間全面總收入 (12,267) (20,933)
  

下列各項應佔全面總收入：
本公司擁有人 (8,757) (16,464)

非控制性權益 (3,510) (4,469)
  

(12,267) (2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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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廠房及設備 10,869 11,311

採礦權 279,771 279,771

聯營公司之投資 3,438 3,411

可供出售投資 10,303 10,303

會所會籍 1,106 1,106
  

305,487 305,902
  

流動資產
存貨 7,217 6,502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9 33,885 14,919

應收附屬公司非控制性股東之款項 3,767 3,76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7,711 71,264
  

102,580 96,45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10 43,711 25,080

應付關連人士之款項 1,184 3,167

應付一家附屬公司一名非控制性股東之款項 482 405

應付稅項 6,486 6,486

認股權證 11 1,568 1,588

其他借貸 12 15,498 15,498
  

68,929 52,224
  

流動資產淨值 33,651 44,22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9,138 35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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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83,206 82,906

儲備 105,184 112,96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88,390 195,872

非控制性權益 83,556 87,066
  

271,946 282,938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7,192 67,192

  

339,138 35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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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換算儲備 法定基金 購股權儲備 累計虧損
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
非控制性

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之

結餘（經審核） 82,316 393,311 2,481 84,921 30,132 1,446 (371,072) 223,535 95,156 318,691
          

期間虧損 – – – – – – (11,405) (11,405) (2,255) (13,660)
因海外業務換算而產生之

匯兌差異 – – – (5,059) – – – (5,059) (2,214) (7,273)
          

期間全面總收入 – – – (5,059) – – (11,405) (16,464) (4,469) (20,933)
          

於行使購股權時 
發行股份 470 1,101 – – – (372) – 1,199 – 1,199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82,786 394,412 2,481 79,862 30,132 1,074 (382,477) 208,270 90,687 298,957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之

結餘（經審核） 82,906 394,904 2,481 79,929 30,132 1,074 (395,554) 195,872 87,066 282,938
          

期間虧損 – – – – – – (8,665) (8,665) (3,510) (12,175)
因海外業務換算而產生之 
匯兌差異 – – – (92) – – – (92) – (92)

          

期間全面總收入 – – – (92) – – (8,665) (8,757) (3,510) (12,267)
          

於行使購股權時發行股份 100 238 – – – (83) – 255 – 255
於行使非上市認股權證時 
發行股份 200 820 – – – – – 1,020 – 1,02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83,206 395,962 2,481 79,837 30,132 991 (404,219) 188,390 83,556 27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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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2,196) (12,084)

投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537) 494

融資活動（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728) 2,79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13,461) (8,794)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71,264 96,581

匯率變動之影響 (92) (2,195)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7,711 8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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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為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在百慕達註冊成立之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在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分銷及買賣移動電話及相關配件、發展市場推廣及

售後服務網絡，以及天青石、鋅及鉛礦石之開採及加工業務。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本集團二零一四年年報一

併閱讀。

3. 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財務工具（如有）按公平值計量除

外。

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須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採納之新訂準

則、修訂或詮釋外，編製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採用之會計政策與二零一四年年報所載之

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採納此等準則、修訂或詮釋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並無重大影

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採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或詮釋。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該等準

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4. 分部資料及營業額

(a) 可呈報分部

本集團基於由作出策略決定之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審閱之報告釐定其營

運分部。



中國長遠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中期報告19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擁有兩個可呈報分部。由於各業務提供不同

產品及服務，並且需要採取不同之業務策略，故此各分部乃分開管理。以下概要描述本集團

各個可呈報分部之營運：

• 移動電話業務

• 採礦業務

分部間交易之價格乃參考就類似訂單向外界人士收取之價格釐定。由於企業支出、企業資

產及企業負債並無計入主要營運決策者評估分部表現時使用之分部溢利或虧損、分部資產

及分部負債內，故並無分配至各可呈報分部。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移動電話業務 採礦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可呈報分部收益 16,546 – 16,546
   

可呈報分部虧損 (4,977) (2,053) (7,030)
   

折舊及攤銷 225 202 427
就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確認之減值虧損 – 35 35
存貨撇減撥回 (216) – (216)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益及綜合收益 16,546

除所得稅前虧損
可呈報分部虧損 (7,030)
用於開發移動游戲開支 (31)
利息收入 626
雜項收益 386
企業支出 (4,334)
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1,136)
融資成本 (656) 

綜合除所得稅前虧損 (1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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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移動電話業務 採礦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92,874 296,408 389,282
   

可呈報分部負債 (22,800) (102,432) (125,232)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389,282
未分配企業資產

－聯營公司之投資 3,438
－可供出售投資 10,303
－其他 5,044 

綜合資產總值 408,067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125,232
未分配企業負債

－認股權證 1,568
－其他 9,321 

綜合負債總額 13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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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移動電話業務 採礦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可呈報分部收益 34,340 – 34,340
   

可呈報分部虧損 (7,401) (2,138) (9,539)
   

出售╱撇銷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295 – 295

折舊及攤銷 615 248 863

存貨撇減 285 – 285

非流動資產添置 319 – 319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益及綜合收益 34,340

除所得稅前虧損
可呈報分部虧損 (9,539)

利息收入 919

雜項收益 383

企業支出 (4,385)

分佔一家聯營公司之業績 (376)

融資成本 (662) 

綜合除所得稅前虧損 (1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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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移動電話業務 採礦業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部資產 88,177 297,291 385,468
   

可呈報分部負債 (7,681) (101,357) (109,038)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385,468

未分配企業資產

－聯營公司之投資 3,411

－可供出售投資 10,303

－其他 3,172 

綜合資產總值 402,354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109,038

未分配企業負債

－認股權證 1,588

－其他 8,790 

綜合負債總額 119,416
 

(b) 營業額

營業額按已收或應收代價之公平值計量，指日常業務過程中就已售出貨品及已提供服務應

收之款項，並已扣除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

5. 融資成本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其他借貸之利息 656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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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支出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 –  

所得稅支出 – –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中國之附屬公司須按25%之企業所

得稅稅率納稅。

由於本集團於兩段期間並無任何估計之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所得稅計提撥備。

7. 期間虧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虧損已扣除：

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42 882

匯兌虧損 2 19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2,439 2,478

－其他員工成本 4,393 7,629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487 1,291

7,319 11,398
  

及已計入：

提供物流及宣傳服務之服務收入 772 3,384

利息收入 626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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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間虧損8,665,000港元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虧損11,405,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829,422,558股（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825,150,182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所有潛在普通股均具反攤薄作用，故並無

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9.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20,474 19,981

減：累計撥備 (18,493) (18,458)  

1,981 1,523

應收增值稅 366 427

預付供應商款項 19,735 2,850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14,983 13,299

減：累計撥備 (3,180) (3,180)  

33,885 14,919
  

本集團一般要求貿易客戶預付全數款項，但亦給予若干貿易客戶三十至九十日之信貸期。於呈報

期結算日之應收貿易賬款（已扣除撥備）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零至三十日 1,332 240

三十一至九十日 323 1,205

九十一至三百六十五日 326 43

超過三百六十五日 – 35  

1,981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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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呈報期結算日之應付貿易賬款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零至三十日 2,631 504
三十一至九十日 33 865
超過九十日 351 276  

3,015 1,645
應付回扣款項 1,494 1,494
客戶預付款項 15,875 7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3,327 21,871  

43,711 25,080
  

11. 認股權證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之結餘 1,588
行使 (2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之結餘 1,568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五日，已按發行價每份認股權證0.01港元悉數配售及發行合共160,000,000份
認股權證。認股權證之認購價為每股股份0.5港元，認購期間由發行日期起計為期兩年。

12. 其他借貸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其他借貸，有抵押 15,498 15,498
  

於呈報期結算日，本集團其他借貸以100,000（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00）噸礦產儲
量作抵押，按固定年利率8.47%（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47%）計息，須於一年內（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年內）償還。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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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普通股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法定股本：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1,000,000,000 100,000

法定股本增加（附註） 1,000,000,000 100,00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2,000,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股本：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829,063,442 82,906

已行使購股權 1,000,000 100

已行使認股權證 2,000,000 200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832,063,442 83,206
  

附註：  根據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通過之普通決議案，議決額外增設1,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使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100,000,000港元增至200,000,000港元。

14. 股息

董事會並無宣派截至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承董事會命

中國長遠控股有限公司
劉小鷹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劉小鷹先生、羅習之先生及王愚先生；及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永勝先生、黃烈初先生及羅振坤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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