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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NORTH ASIA RESOURCES HOLDINGS LIMITED
北 亞 資 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北亞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資料（「中期財務資料」），連同二零零九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中期財
務資料為未經審核，惟已經本公司核數師及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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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14,807 17,936
銷售成本及已提供服務成本 (9,282) (12,856)

  

毛利 5,525 5,080
其他收益 475 6,907
銷售及分銷費用 (1,828) (1,705)
行政費用 (28,434) (11,752)
其他經營費用 – (897)
融資成本 4 (13,506) (2,513)

  

除稅前虧損 (37,768) (4,880)
所得稅支出 5 (22) (277)

  

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6 (37,790) (5,157)

已終止業務
已終止業務之期內溢利（虧損） 8 282 (24,751)

  

期內虧損 (37,508) (29,908)
  

 
源自：
 本公司擁有人 (37,051) (28,739)
 非控股權益 (457) (1,169)

  

(37,508) (29,908)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港仙） 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 (6.57) (11.3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6.67)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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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37,508) (29,908)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349 –
出售╱撤銷註冊附屬公司而確認之匯兌儲備 (1,677) 1,851

  

期內其他全面（支出）收益，扣除稅項 (1,328) 1,851
  

期內全面支出總額，扣除稅項 (38,836) (28,057)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8,379) (26,888)

 非控股權益 (457) (1,169)
  

(38,836) (2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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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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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05 3,058
採礦權 11 1,559,139 1,518,791
收購廠房及設備訂金 13,885 –
收購採礦權訂金 1,170 –
收購附屬公司訂金 13,024 2,808
商譽 2,653,767 2,653,767

  

4,256,790 4,178,424
  

流動資產
存貨 336 81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42,875 34,772
應收董事款項 2,575 152
銀行結餘及現金 172,084 27,049

  

217,870 62,792
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 – 200,925

  

217,870 263,717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3 45,185 48,351
應付一名少數股東款項 – 306
應付一名股東款項 306 –
其他借貸 – 15,000
可換股貸款票據 24,181 23,082
承兌票據 80,000 –
所得稅負債 6,506 6,738

  

156,178 93,477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之出售集團有關負債 – 23,843

  

156,178 117,320
  

流動資產淨值 61,692 146,39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318,482 4,324,821
  



– 5 –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7,775 3,315
可轉換優先股 24,037 25,473
儲備 4,135,102 3,613,50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166,914 3,642,297
非控股權益 135 136,830

  

權益總額 4,167,049 3,779,127
  

非流動負債
承兌票據 – 394,261
遞延稅項負債 151,433 151,433

  

151,433 545,694
  

4,318,482 4,32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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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及編製基準

北亞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股
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之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德輔道中189號李寶椿大厦20樓2001–2室。簡明中期財務資
料乃以港元（「港元」）呈列。除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人
民幣（「人民幣」）以及在蒙古國註冊成立之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美元（「美元」）。本集團
及其附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港元。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於期內，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分銷
資訊科技產品以及鐵、金及其他礦藏之地質研究、勘探及開發（採礦業務）與買賣鐵礦及
砂金之業務。

簡明中期財務資料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6之
適用披露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報」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算外，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乃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準則之修訂
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本集團於二零一零
年一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作為對二零零八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改進之一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合資格對沖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 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會計期間及過往
會計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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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零八年經修訂 )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會影響集團對附屬公司擁有權之增加或減
少的會計處理。於過往年度，由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特別規定，故現有附屬公司權
益增加會以收購附屬公司之同一方式處理，而商譽或優惠購買收益會按適用情況予以確
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二零零八年經修訂），所有該等增加或減少會於權益內處
理，對商譽或損益並不構成影響。

就於期內進一步收購Golden Pogada LLC（「GPL」）9.99%股權，會計政策變動之影響為直接於
權益中確認已付代價與非控股權益賬面值減少之間的差額約48,194,000港元。倘先前之會
計政策已獲採納，則該金額應於簡明綜合收益表中確認為優惠購買收益。因此，會計政
策的變動導致期內虧損增加約48,194,000港元。

本集團未有提早採納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對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 4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 號首次採納者作出披露
 之有限豁免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 號（修訂本）

最低資金規定預付款項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財務負債 3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如適用）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
效  

2 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金融工具引進金融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將由二零一三年
一月一日起生效，並允許提早應用。該準則規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
計量」範圍內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價值計量，特別是就 (i)以業務模式
持有以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為目的之債務投資及 (ii)純粹為支付本金及償還本金之利息而
擁有合約現金流之債務投資，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按
公平價值計量。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影響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
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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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根據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其表現向董事會（即主要經營決策者（「主要經營決策者」），
如本公司董事會）呈報之資料的經營分部如下：

銀行及金融系統集成服務 – 提供系統集成、軟件發展、工程、保養及專門為銀行業
及金融業、電訊業及公用事業客戶提供專業外判服務

銀行及公用事務界別適用
 之軟件解決方案

– 向銀行及公共機構提供軟件解決方案，特別專注於電子
商業業務及網上市場為業務主導之銀行業、電子商貿
及公用事業界別

採礦業務 – 鐵、金及其他礦藏之地質研究、勘探及開發以及鐵礦及
砂金貿易

分部收入及業績

下表載列按可呈報分部分析之本集團收入及業績：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及金融系統集成服務
銀行及公用事務界別適用

之軟件解決方案 採礦業務 總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營業額
向外部客戶作出
 之銷售 14,643 17,677 164 259 – – 14,807 17,936

        

業績
分部虧損 (523) (1,443) (8) (9) (9,655) – (10,186) (1,452)

      

未分配收入 475 6,867

未分配支出 (14,551) (7,782)

融資成本 (13,506) (2,513)
　 　

除稅前虧損 (37,768) (4,880)
  

分部虧損指各分部虧損而並未分配中央行政開支、董事酬金、利息收入及融資成本，此
乃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向主要經營決策者報告之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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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本集團資產按經營分部之分析。

持續經營業務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金融系統集成服務 33,976 31,273

銀行及公用事務界別適用之軟件解決方案 171 21

採礦業務 4,262,936 4,175,956
  

總分部資產 4,297,083 4,207,250
  

4.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開支：
 –可換股貸款票據之實際利息開支 1,099 2,513

 –承兌票據 12,032 –

 –其他借貸 375 –
  

13,506 2,513
  

5. 所得稅支出

簡明綜合收益表之所得稅支出之主要部份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中國企業所得稅
 –即期 22 236

 –過往期間撥備不足 – 41
  

與持續經營業務相關之所得稅支出 22 277
  

所得稅開支乃基於管理層就整個財政年度預計之加權平均年度所得稅率的最佳估計而
予以確認。於回顧期間所使用之估計年度所得稅率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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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期內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期內虧損已扣除：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已售出存貨及已提供服務成本 9,282 12,856

廠房及設備折舊 1,115 821

出售廠房及設備產生之虧損 108 –
  

7. 股息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宣派或擬派任何中期股
息。

8. 已終止業務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與任德章先生全資實益擁有之Marigold Worldwide 

Group Limited（「Marigold」）訂立買賣協議，任德章先生亦為本公司控股股東 Integrated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之實益擁有人，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出售，而Marigold已有
條件同意購買Green Global Agro–Conservation Resources Limited及Green Global Bioenergy Limited

以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出售集團」）全部權益，包括出售集團結欠出售集團以外本集
團（「餘下集團」）之金額，代價為180,000,000港元。

出售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獲本公司股東批准，並於二零一零
年三月二十四日完成。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本公司完成撤銷註冊上海阿加斯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阿加斯」），因而錄得收益約194,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底，本公司管理層已決定終止
資訊科技管理及支援分部之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於期內之收益（虧損）分析載列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282 (24,945)

出售╱撤銷註冊附屬公司之收益 － 194
  

282 (2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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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經營業務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如
下：

資訊科技管理及支援 農產保育 生物能源 總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 – – – – – –

其他收益 – – 4,386 – 42 32 4,428 32

生物資產公平值減估計
 銷售點成本變動產生
 之收益 – – – 3,055 – – – 3,055

銷售及分銷費用 – – – – – – – –

行政費用 – (13) (4,893) (14,776) (1,048) (6,702) (5,941) (21,491)

其他經營費用 – (92) (180) – – – (180) (92)
        

業務虧損 – (105) (687) (11,721) (1,006) (6,670) (1,693) (18,496)

撥回重新計量公平值
 減銷售成本之虧損 – – 1,757 – 195 – 1,952 –

確認無形資產減值虧損 – – – – – (6,269) – (6,269)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 – (2) (4) – – (2) (4)

融資成本 – – – (225) – – – (225)
        

除稅前溢利（虧損） – (105) 1,068 (11,950) (811) (12,939) 257 (24,994)

所得稅抵免 – – 25 49 – – 25 49
        

期內溢利（虧損） – (105) 1,093 (11,901) (811) (12,939) 282 (24,945)
        

源自：
 本公司擁有人 – (105) 1,093 (11,901) (534) (11,770) 559 (23,776)

 非控股權益 – – – – (277) (1,169) (277) (1,169)
        

– (105) 1,093 (11,901) (811) (12,939) 282 (24,945)
        

已終止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流量如下：

二零一零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三月二十四日

二零零九年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879 (12,45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2 (44,815)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入淨額 – 54,029
  

現金流入（流出）總額 881 (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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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四日之主要資產及負債組別如下：

千港元

已出售資產淨值：

廠房及設備 7,517

遞延種植開支 8,963

種植開支按金 30,230

生物資產 66,200

無形資產 72,909

向一名少數股東提供貸款 759

遞延稅項資產 48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8,471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33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1,130)

其他應付款項 (5,473)

所得稅負債 (8,082)

遞延稅項負債 (3,504)

非控股權益 (484)
 

出售當日之資產淨值 177,998

出售附屬公司時變現之匯兌儲備 (1,677)

撥回重新計量公平值減出售成本之虧損 1,952
 

總代價 178,273
 

以現金支付 180,000

減：交易成本 (1,727)
 

178,273
 

出售時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已收現金代價 180,000

 已付交易成本 (1,727)

 已出售銀行結餘及現金 (1,133)
 

17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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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以下列數據作基準：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就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37,051) (28,739)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股份數目
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股數 563,823,458 253,484,52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計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以下列數據作基準：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37,051 28,739

加：來自已終止業務之期內溢利（虧損） 559 (23,582)
  

就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37,610 5,157
  

所用分母與上述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者相同。

來自已終止業務

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已終止業務之期內盈利約 559,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虧損23,582,000港元）及上文所詳述每股基本虧損所用分母計算，已終止業務之
每股基本盈利為每股0.10港仙（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9.30港仙）。

由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行使購股權以及兌換可換股
貸款票據及可轉換優先股會導致每股虧損減少，故並無假設行使購股權以及兌換可換股
貸款票據及可轉換優先股。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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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廠房與設備

收購及出售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間，本集團已撇銷若干賬面值為108,000港元之廠
房及機器，導致出售虧損 108,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收益
93,000港元，包含於已終止業務內）。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用於購買資產之成本達13,954,0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2,388,000港元）。

11. 採礦權

千港元

成本值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所得 1,518,791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18,791

期內添置 1,056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所得 39,292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 1,559,139
 

採礦權為採礦許可證 15333A及15449A，可露天開採位於蒙古之鐵礦及砂金礦。採礦許可
證於二零三九年十二月四日及二零四零年二月一日屆滿。截至報告期間結算日，該礦場
尚未投產。

管理人員根據漢華評值有限公司（「漢華評值」）就採礦權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所刊發
估值報告進行採礦權減值檢討，採礦權之公平值超出其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
綜合財務狀況表之賬面值，因此毋須作出減值。

採礦權之可收回金額乃按使用價值計算法釐定。誠如漢華評值估值報告所示於二零一零
年六月三十日之可收回金額，本集團按最近期經管理人員批准之財務預算中編製預測現
金流量，超過三年期間之現金流量則按零增長率作出十二年推算。編製預測時，管理人
員參考現階段已根據SRK Consulting China Ltd（「SRK」）發表之技術報告測定之礦物蘊藏量。
使用價值計算法之主要假設為有關貼現率及未來售價之預期變動如下：

－ 管理人員所用折讓率乃按本公司之資本成本釐定，即本公司資本之預期回報及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指定貼現率由17.75%至20.71%。

－ 未來售價乃經參考現有及過往礦業商品報價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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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向交易客戶授出之平均賒賬期限為 30天至180天不等。以下為按發票日期呈列的
貿易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扣除呆壞賬撥備）：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90天內 9,186 16,089
91天至180天 3,462 2,719
181天至365天 10,297 4,817
365天以上 7,469 4,042

  

30,414 27,667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461 7,10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總額 42,875 34,772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款項
 –第三方 1,815 1,118
 –非控股股東 – 325

  

1,815 1,44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43,370 46,90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總額 45,185 48,351
  

貿易應付款項按發票日期呈列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80天內 372 –

365天以上 1,443 1,443
  

1,815 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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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鐵銅礦開採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經歷了重大的變革，以蒙古鐵銅礦開採為新的業務重心。
去年本集團完成收購採礦業務後，隨即展開多項業務計劃。

二零一零年四月，本公司成功透過向中鐵蒙古有限責任公司（「中鐵蒙古」）配發
本公司新股份，收購Golden Pogada LCC（「Golden Pogada」）額外9.999%股本權益，中
鐵蒙古為中鐵資源集團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本集團通過Golden Pogada與中鐵
蒙古，在蒙古中南部中戈壁省參與遨遊敖包礦區之勘探及開發。遨遊敖包礦區
為鐵銅礦，面積達12.01平方公里。收購完成後，本公司持有Golden Pogada 99.99%
權益，並進一步鞏固與中鐵蒙古的關係。

為克服將礦產從蒙古運送予用家的挑戰，本集團在中鐵蒙古的協助下發展了
一套全面的國際運輸方案。進一步的目標，是建立貫通中蒙之運輸連繫，俾能
成為兩者之間的橋樑。

運輸方案的其中部分，為由中鐵蒙古協助本集團取得土地及其使用權，以興建
一個轉運裝卸場。裝卸場鄰近蒙古戈壁蘇木貝爾省喬伊爾市火車站。喬伊爾
市為最接近礦區之跨蒙古鐵路交通樞紐。本集團已於二零一零年七月訂立協
議，收購相關的土地使用權，並取得於二零一零年九月至十二月間裝運不少於
200,000噸鐵礦石產品之國際聯運配額，預期本集團在該段期間內所生產的鐵
礦石產品能運往中國。

興建喬伊爾裝卸場，以及鋪設連接裝卸場及喬伊爾市站之鐵路延線，預期將於
二零一零年九月底完成並開始運作。

遨遊敖包礦區蘊藏體積大及可見的鐵礦石及銅礦，其中四個據一份近期的技
術報告，確認蘊含約1.489億噸鐵礦石資源及3,460萬噸銅礦資源；該資源平均品
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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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七月就計劃收購一家蒙古公司 100%權益簽訂框架協議，
進一步推展蒙古之鐵礦開採業務。該公司就一位於中戈壁省之鐵礦持有採礦
許可證，並就一位於東戈壁省鐵礦持有兩個勘探許可證。兩個礦區均鄰近喬伊
爾市火車站及本集團正興建的裝卸設施。收購鄰近之兩個礦區，有助減省整體
運輸成本，並可與現有礦區產生經營上的協同效益。盡職審查工作現正進行，
待完成並取得滿意結果後將簽訂正式的買賣協議。

金礦開採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底完成收購蒙古大地公司 *（「蒙古大地」），代價為人
民幣3,500萬元（約相當於3,990萬港元）。蒙古大地持有兩個砂金礦之採礦及許可
權，分別位於蒙古達爾汗烏勒省洪戈爾市爾雅瑪特及夏林郭勒縣。

兩個砂金礦總採礦面積約20.03平方公里，本公司已於覆蓋面積為1.5平方公里
之範圍完成鑽探35個鑽孔，共鑽探1,500米，勘探所得砂金資源量為324.7千克。
礦區之估計砂金資源量為不少於 3噸。

籌備工作順利推展，位於爾雅瑪特的砂金礦並於二零一零年六月舉行了動土
儀式，得到當地政府官員及社區代表支持出席。兩個砂金礦區預期於二零一零
年九月開始試產。

農業業務

鑑於農產保育及生物能源業務不理想及發展速度較預期緩慢，本集團議決出
售此等業務，並將管理重心放於礦業及非農業業務。出售事項於二零一零年三
月完成。

銀行及金融系統集成服務

受到全球金融危機下的不明朗因素影響，冠亞電腦有限公司（「冠亞」）及其分支
（統稱「冠亞集團」或「部門」）上半年業務面對一定壓力，但部門在銀行自助設備
的銷售和維修服務業務方面仍能基本保持穩定。

期內自動櫃員機維修保養業務略降，主要是行業割價競爭所致。面對經營逆
境，部門持續控制成本、提升毛利率、增加業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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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設備需求放緩，冠亞集團成功開拓新的設備銷售渠道，與主要設備廠商達
成新的合作計劃。

部門將在本年度餘下月份進一步控制成本、拓展產品銷售渠道、提高盈利能
力。部門將利用擴大的網點，做好已有客户合約期滿後的訂單續簽，充分運用
為客户提供長期服務的優勢。部門將擴大服務類型，爭取現有品牌下的穩定訂
單。部門亦會透過與一家主要廠商合作，開拓網絡安全業務。

前景

本集團於本年三月至五月在蒙古遇到異常寒冷的天氣，因此對礦區運作造成
了若干未能意料之延誤，然而新採礦業務的整體進展仍遵循原有的計劃。於二
零一零年六月成立的國際顧問委員會，將協助集團進一步開發採礦行業的潛
力。

國際顧問委員會由五位成員組成，擁有深入的國家（尤其蒙古）知識，並將可為
集團提供廣泛的礦業專家意見。他們將在行業政策、礦業慣例及營運，以至在
北亞（尤其在蒙古）收購及投資等方面，向董事會提供意見及建議。成員並會協
助集團評估地質資料，介紹潛在合作夥伴，及促進集團與相關政府單位之關
係。

董事會相信委員會成員的意見和經驗，將有利於集團資源開採業務的長遠發
展。

本集團對礦業前景抱有信心。隨著集團積極在鐵礦及砂金礦開採上展開了實
地工作，管理層預期礦業將可在本年度下半年開始產生收入。

本集團為保持領先步伐，亦積極考慮多個併購機會。擬進行的收購包括於二零
一零年八月公佈在蒙古額外收購兩個鐵礦的計劃，憑藉持續投入及策略部署，
管理層對未來前景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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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上半年，本集團持續經營業務錄得營業額約為
14,807,000港元（二零零九年：約17,936,000港元），減幅約為17.4%。而毛利則維持
於穩定水平。營業額之減幅主要為自助設備價格競爭激烈及需求放緩所致。

期間，本集團錄得虧損約為37,508,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29,908,000港元上升約
25.4%。期內虧損上升的主要原因為收購項目增加，導致所僱職員人數、專業費
用及差旅費用增加。

二零一零年上半年的每股虧損為6.57港仙，二零零九年同期則為每股11.34港仙。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債務淨額及負債水平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當時根據總借貸除以股東權益計算之資產負債比
率約為3%，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2%。

流動資金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 172,084,000港元（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27,049,000港元）。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將定期存款及╱或資產抵押予銀行（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以作為獲授銀行融資之抵押。

庫務政策

本集團一般透過內部產生資源、出售可供出售投資所得款項及股本集資活動撥
付其業務運作所需資金。所有集資方法，包括股本、債務及其他形式，只要對
股東整體有利，均會被列入考慮範圍。銀行存款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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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無）。

本集團另擁有就一項合作項目投資之已訂約但未撥備其他承擔合共約23,963,000
港元（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1,034,000港元）。

外匯風險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所賺取收益主要以人民幣及美元
結算，所產生費用則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結算。儘管本集團目前並無採
納外幣對沖政策，惟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故本集團預見不久將來不會有任何
重大外匯風險。

本集團並不預期人民幣兌港元之匯價升值會對本集團業務運作造成任何重大
不利影響，原因為預期人民幣兌港元升值之範圍會比較狹窄。然而，掛鈎制度
或人民幣兌港元匯率之任何永久性或重大變動，均可能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
狀況構成影響。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在中國內地、香港及蒙古僱用 224名全職員
工。本集團根據僱員之表現、工作經驗及當時市價釐定彼等之薪酬。其他僱員
福利包括強制性公積金、保險及醫療津貼、培訓計劃及購股權計劃。

審閱中期財務報表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公司核數師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
年：無）。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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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下述偏離情況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一
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並已於適當
情形下採納其中之建議最佳常規。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分開，不應由
一人同時擔任。於本公佈日期，主席與行政總裁分別由金潤之先生及陳均鴻先
生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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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公司本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事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
出具體查詢後，各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承董事會命
北亞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陳均鴻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金潤之先生、陳均鴻先生及謝南洋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Lim Yew Kong, John先生、麥炳良先生及梁寶榮先生（GBS, 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