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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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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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2326）

New Provenance Everlasting Holdings Limited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新源萬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去年
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 88,604 336,262
銷售成本 (84,310) (333,565)

毛利 4,294 2,697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4 2,713 (7,789)
銷售及分銷成本 (304) (236)
行政開支 (6,711) (10,880)
其他經營開支 (1,608) (336)

經營虧損 (1,616) (16,544)
融資成本 5(a) (467) (206)

除稅前虧損 5 (2,083) (16,750)

所得稅 6 (1,061) (682)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3,144) (17,432)



2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 8 – (23,009)

期內虧損 (3,144) (40,441)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3,140) (40,423)

非控股權益 (4) (18)

期內虧損 (3,144) (40,44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140) (17,414)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23,009)

(3,140) (40,423)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仙 港仙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每股虧損 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0.015) (0.08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 (0.10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 (0.015) (0.192)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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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3,144) (40,441)

期內之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於往後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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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8 19,982

期內已出售海外業務之重新分類調整 – 17,422

期內之其他全面收益（扣除零稅項（二零二零年：零）） 9,408 37,404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6,264 (3,037)

下列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6,361 (2,846)

非控股權益 (97) (191)

6,264 (3,03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全面收益╱（開支）總額產生自：
持續經營業務 6,361 2,525

已終止經營業務 – (5,371)

6,361 (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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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9,913 31,802

使用權資產 26,236 28,767

商譽 – –

其他無形資產 – –

遞延稅項資產 41 41

56,190 60,610

流動資產
存貨 51,685 31,275

應收貿易款項 10 136,998 519,26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69,330 359,10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4,646 7,518

562,659 917,15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11 40,095 409,568

應計費用、按金及其他應付款項 39,142 35,773

租賃負債 1,882 1,393

應付稅項 5,275 5,187

86,394 451,921

流動資產淨值 476,265 465,23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32,455 52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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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0,789 20,443

遞延稅項負債 66 66

20,855 20,509

資產淨值 511,600 505,336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4,217 4,217

儲備 516,315 509,954

520,532 514,171

非控股權益 (8,932) (8,835)

權益總額 511,600 50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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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所載
適用披露規定，包括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有關財務資料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獲授權刊
發。

除附註2所載預期將於二零二二年年度財務報表內反映之會計政策變動外，本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已按照二零二一年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納之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有關準則及修訂本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一
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之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修訂本並無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呈報之金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所載披露造成重大影響。

除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告所披露者外，本公司董事預期採納其他新訂
及經修訂準則及已發行但尚未生效的修訂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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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及分類報告

a) 收益

(i) 收益分拆

按主要產品分拆客戶合約收益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之客戶合約收益
採購及銷售金屬礦物及相關工業原料 34,294 286,335

生產及銷售工業用產品 54,310 49,927

88,604 336,262

來自上述類別的收益於時間點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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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預期未來將就於報告日期存續的客戶合約確認之收益

所有客戶銷售合約為期一年或以內。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所准許，就餘下未
履行之履約責任而分配至該等合約之交易價格未予以披露。

b) 分類報告

本集團按分類管理其業務，而分類則按業務類別組成。按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而向本集
團行政總裁（主要營運決策人）內部匯報資料之方式一致，本集團已呈列下列三個可呈報分
類。

(i) 採購及銷售金屬礦物及相關工業原料；

(ii) 生產及銷售工業用產品；及

(iii) 其他。

其他分類指並未單獨呈報的業務活動及經營分類，包括提供物流服務。

生產及銷售公用產品業務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被出售。以下分類資料
不包括任何已終止經營業務款項，其更多詳情於附註8詳述。

呈報分類溢利所用之計量方式為各分類之毛利減銷售及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提供予本集團行政總裁作資源分配及
評估分類表現之本集團可呈報分類之資料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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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採購及銷售
金屬礦物
及相關

工業原料
生產及銷售
工業用產品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 

可呈報分類收益 34,294 54,310 – 88,604

可呈報分類溢利 64 3,926 – 3,990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採購及銷售
金屬礦物
及相關

工業原料
生產及銷售
工業用產品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 

可呈報分類收益 286,335 49,927 – 336,262

可呈報分類溢利 1,221 1,240 – 2,461

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分類間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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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呈列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類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分
類資產及分類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採購及銷售
金屬礦物
及相關

工業原料
生產及銷售
工業用產品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資產 329,751 237,315 10 567,076

可呈報分類負債 (33,776) (66,080) (3,870) (103,726)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採購及銷售
金屬礦物
及相關

工業原料
生產及銷售
工業用產品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可呈報分類資產 663,445 260,629 9 924,083

可呈報分類負債 (370,721) (93,764) (3,832) (46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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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呈報分類溢利之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溢利
來自本集團外界客戶之可呈報分類溢利總額 3,990 2,461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2,713 (7,789)

於計算分類溢利時未計入之可呈報分類之折舊 – (34)

應收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虧損撥備 (302) –

註銷附屬公司之虧損 (110) –

非控股權益減值虧損 (182) (336)

存貨撇減 (1,014) –

融資成本 (467) (206)

未分配總辦事處及企業開支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88) (552)

－使用權資產折舊 – (1,10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3,817) (5,028)

－其他 (2,806) (4,161)

綜合除稅前虧損 (2,083) (16,750)

4.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 –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182 145

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總額 182 145

雜項收入 2,621 634

匯兌虧損淨額 (90) (8,568)

2,713 (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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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a) 融資成本
租賃負債利息 467 206

並非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利息開支總額 467 206

(b)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1,062 9,755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1,395 1,342

12,457 11,097

(c) 其他項目
存貨成本# 84,310 333,565

應收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虧損撥備 302 –

註銷附屬公司虧損 110 –

非控股權益減值虧損 182 336

存貨撇減 1,014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3,213 4,830

使用權資產折舊 3,023 5,284

經營租賃費用：最低租賃付款（附註） 403 351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 168

# 存貨成本（即已售存貨之賬面值）包括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有關員工成本、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使用權資產折舊14,55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14,261,000港元），有關款項亦已就各支出類別計入分別於附註5(b)及5(c)所披露之各自總額
中。

附註：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與短期租賃相關的付款在損益內按直線法確認為開支。短
期租賃是租期少於12個月的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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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簡明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

簡明綜合損益表之所得稅指：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附註(i)） – –

－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附註(ii)） 1,061 680

1,061 680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之產生及撥回 – 2

總計 1,061 682

附註：

(i)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應課稅溢利，故並無計
提香港利得稅。

(ii) 中國附屬公司按25%稅率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二零二零年：25%）。

根據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聯合下發之通知財稅2008第1號，外資企業僅於向外國投資者
分派其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前賺取之溢利時豁免繳納預扣稅。從該日後所產生溢利所分
派之股息則須按5%或10%之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並由中國實體預扣。

(iii)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均毋須就百慕達、薩摩亞、開
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之司法權區繳納任何稅項。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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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已終止經營業務

出售生產及銷售公用產品業務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一日，本集團訂立一項銷售協議，作價人民幣169,000,000元（相當於約
184,717,000港元）出售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寧夏天元發電有限公司（「電力公司」，其開展本集團
的全部生產及銷售公用產品業務）之全部股權。出售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完成。截至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已收到銷售協議所載之代價的第一至第三部分（經扣除所得稅後）約
人民幣132,476,000元（相當於約156,693,000港元）。

下表載列計入期內虧損的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一日

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十六日

（出售日期）期間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益 13,112

銷售成本 (15,875)

毛損 (2,763)

行政開支 (593)

經營虧損 (3,356)

融資成本 (48)

除稅前虧損 (3,404)

所得稅抵免 –

除稅後虧損 (3,404)

出售附屬公司之除所得稅後虧損 (19,60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2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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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終止經營業務除稅前虧損包括以下各項：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十六日

（出售日期）期間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租賃負債之利息 48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1,862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之供款 628

員工成本 2,490

存貨成本# 15,87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11

使用權資產折舊 773

3,584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421

# 存貨成本（即已售存貨之賬面值）包括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出售
日期）期間之有關員工成本、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及使用權資產折舊6,039,000港元，有關
款項亦已計入就各個該等開支類別分別披露上文之各項總額中。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十六日

（出售日期）期間
千港元

（未經審核）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的現金流量

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 878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淨額（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出售日期）期間包括出售附屬公司之 

流入52,438,000港元） 52,438

用於融資活動之現金淨額 (825)

來自附屬公司之現金增加淨額 5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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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十六日

（出售日期）期間
（未經審核）

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每股港仙） (0.109)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各項計算：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十六日

（出售日期）期間
（未經審核）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千港元） (23,009)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附註9） 21,084,07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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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附屬公司之詳情

二零二零年
四月一日至
二零二零年
六月十六日

（出售日期）期間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收或應收代價：
現金 184,717

出售代價總額 184,717

已出售資產淨值之賬面值 (183,923)

除所得稅前及重新分類匯兌差異前之出售收益 794

重新分類匯兌差異 (17,422)

所得稅開支 (2,977)

除所得稅後之出售虧損 (19,605)

資產及負債於出售日期（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之賬面值為：

二零二零年
六月十六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9,302

使用權資產 3,864

存貨 3,920

應收貿易款項 55,9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7,580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36

資產總值 220,613

應付貿易款項 (9,514)

應計費用、按金及其他應付款項 (23,169)

租賃負債 (4,007)

負債總額 (36,690)

資產淨值 18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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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千港元） (3,140) (17,414)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1,084,072,140 21,084,072,140

每股基本虧損（每股港仙） (0.015) (0.083)

已終止經營業務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千港元） – (23,009)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1,084,072,140 21,084,072,140

每股基本虧損（每股港仙） –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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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千港元） (3,140) (40,423)

股份數目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1,084,072,140 21,084,072,140

每股基本虧損（每股港仙） (0.015) (0.192)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期內並無潛在普通股尚未行使，故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每股攤薄虧損與每股基本虧損相同。

10. 應收貿易款項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 138,298 520,927

減：虧損撥備 (1,300) (1,664)

136,998 51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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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齡分析：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或發貨日期呈列之應收貿易款項（扣除虧損撥備）之賬齡分析：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60日 15,966 26,277

61至120日 19,088 23,909

121至180日 26,184 91,256

181至360日 65,457 351,096

超過360日 10,303 26,725

136,998 519,263

應收貿易款項通常須於發票日期或發貨日期起計360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360日）內支
付。

11. 應付貿易款項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款項 40,095 409,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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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齡分析：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或發貨日期呈列之應付貿易款項之賬齡分析：

於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60日 371 15,490

61至120日 59 19,061

121至180日 32,445 74,212

181至360日 1,787 295,168

超過360日 5,433 5,637

40,095 409,568

12. 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本集團已訂立下列重大關連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薪酬

所有主要管理人員均為本公司之董事，且彼等之酬金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及其他短期僱員福利 2,512 2,739

離職後福利 18 15

2,530 2,754

酬金總額已計入「員工成本」（見附註5(b)）內。

13. 報告期後事項

COVID-19爆發持續為本集團經營環境帶來更多不確定性，並將影響到本集團的經營及財務狀
況。本集團一直密切監控疫情對本集團業務的影響並將採取所有必要及適當措施以減輕疫情對
本集團的影響。根據現時可得之資料，董事確認，由報告期後截至本公佈日期，本集團財務或經
營狀況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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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回顧期間」），本集團主要從事採購及銷售金屬
礦物及相關工業原料以及生產及銷售工業用產品業務。

收益及毛利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收益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336,262,000港
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88,604,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
73.7%。本集團之毛利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2,697,000港元增加約
59.2%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4,294,000港元。

上文所述本集團收益減少主要因為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採購及銷售
金屬礦物及相關工業材料業務產生的收益相比去年同期減少。就採購及銷售金屬礦物
及相關工業原料業務而言，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分類收
益34,29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86,335,000港元），較去年同
期大幅減少約88.0%。

隨著全球各大城市在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陸續推出二零一九年冠狀病毒疫情
（「COVID-19」）疫苗計劃，全球部分地區從疫情大爆發中恢復過來，而復甦的消費帶
來對各式各樣消費品的需求顯著增加，從而導致集裝箱短缺，且我們注意到跨境航運
安排嚴重受阻，導致航期延遲及推高物流成本，故已對我們在回顧期間的採購及銷售
金屬礦物及相關工業物料業務造成嚴重影響，我們一直與我們的供應商及客戶保持密
切聯繫，以找到解決該等不可預計情況的方法。此分類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錄得分類溢利6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分類溢利
1,221,000港元）。該分類溢利減幅與分類收益降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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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寧夏華夏環保資源綜合利用有限公司（「環保公司」）之生產及銷售工業用產品業務
而言，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錄得分類收益54,310,000港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49,927,000港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8.8%。
誠然，由於在回顧期間，環保公司所製造的工業產品的生產成本下降，此分類呈報之
分類溢利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1,240,000港元大幅增加約216.6%

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3,926,000港元。

其他收入╱（虧損）淨額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其他收入淨額2,713,000港元（截
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其他虧損淨額7,789,000港元），由截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其他虧損淨額變更為今年同期錄得其他收入淨額，主要是由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的匯兌虧損淨額較去年同期大幅減少。本
集團管理層一直強調監控本集團外幣風險的重要性，且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外幣風險敞口已成功進一步降低。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錄得的匯兌虧損淨額來自主要與人民幣及美元有關的外匯風險敞口，因而遠低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錄得者。

行政開支

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成本、一般行政開支及折舊。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本集團管理層一直實施緊縮措施，故本集團錄得行政開支6,711,000港元（截至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0,88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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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營開支

其他經營開支1,608,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36,000港元）指
於回顧期內作出的存貨撇減、應收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虧損撥備及非控股權益減值虧
損。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206,000港元增加261,000港元或約
126.7%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467,000港元。本集團已應用經修訂
會計準則，於回顧期間就租賃負債計提若干利息。本集團管理層持續及審慎監察本集
團之資本架構，以適時動用財務資源應付持續營運需要及業務擴張。本集團可能考慮
在適當及必要時作出應收票據的貼現安排以維持一定水平的現金流量。

期內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

為應對不利的經濟狀況及經濟前景的持續不明朗，本集團一直採取緊縮措施控制運營
成本及資本開支，以儲蓄足夠的資源及資本水平。於回顧期間，因管理層實施緊縮措
施，故行政開支較去年同期有顯著減少，而外匯虧損淨額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的約8,568,000港元減少至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90,000

港元。因此，本集團錄得持續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減少，由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17,432,000港元減少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3,144,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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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管理層一直緊密留意若干外幣的波動，並會持續密切監察外匯風險。有關詳
情，請參閱下文「外匯管理」一節。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23,009,000港元，乃主要由於將與出售附屬公司有關之匯兌差異約17,422,000港元由權
益重新分類至損益，從而導致於二零二零年六月附屬公司出售完成而已確認的有關出
售之大幅虧損所致。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完成出售上述已終止經營業務後，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無需入賬該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損益。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為3,140,000港元，去年同
期則錄得虧損40,423,000港元，相當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每股基本
虧損0.015港仙，而去年同期則錄得每股基本虧損0.192港仙。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主要以業務活動所產生之現金及銀行提供之信貸融資為經營業務提供資金。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為562,659,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917,156,000港元），包括現金及銀行結餘4,646,000港元（截至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7,518,000港元）。

根據流動資產562,659,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917,156,000港
元）除以流動負債86,39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451,921,000

港元）計算，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6.51之健康水平，該比率優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的相應比率（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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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應付貿易款項為40,095,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409,568,000港元）；應收貿易款項為136,998,000港元（截至二零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519,263,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集團權益增加至520,532,000港元（截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514,171,000港元）。自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起
直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概無錄得重大變動。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繼續採取審慎財務管理政策以保障本集團股東之權益。管理層將
在金融證券機構及專業顧問之支援下繼續探尋進行若干集資活動之可行性，以應付持
續營運及業務擴張需求。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外匯管理

本集團之貨幣資產及負債以及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列賬和進行。本集
團恪守外匯風險管理政策，主要透過在金屬礦物貿易的定價中計入所面臨的估計貨幣
匯兌差異，藉以將外匯風險對本集團溢利之影響降至最低。本集團將訂立遠期外匯合
約對沖本集團之外匯風險（倘適用及必要）。因此，管理層認為，當前水平以人民幣及
美元計值之銀行結餘、若干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為本集團帶來可受控制之外匯風險。
管理層正緊密留意人民幣的波動，並會持續密切監察外匯風險。本集團將進一步考慮
利用任何合適的金融衍生工具對沖其貨幣風險及管理其所面對的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本承擔（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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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無）。

報告期後事項

COVID-19爆發持續為本集團經營環境帶來更多不確定性，並將影響到本集團的經營
及財務狀況。本集團一直密切監控疫情對本集團業務的影響並將採取所有必要及適當
措施以減輕疫情對本集團的影響。根據現時可得之資料，董事會確認，由報告期後截
至本公佈日期，本集團財務或經營狀況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僱員及董事共約131人（二零
二零年：130人）。本集團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12,457,000港元（二零二零年：
11,097,000港元）。僱員及董事之薪酬組合乃參考市場條款及個人之能力、表現及經驗
而制定。本集團提供之福利計劃包括公積金計劃、醫療保險及酌情花紅。

前景

於過往幾年，本集團一直面臨著不同類型的挑戰，而我們已習慣應對不確定及不利的
經濟狀況。我們可能於業務發展道路上經歷一些波折，但我們仍處於正確的軌道上。
透過所實施的資產重組及緊縮措施，本集團已成功降低其成本負擔並提高其資產負債
表流動性。我們致力於儲存足夠的資本及資源，以把握即將到來的商機，且我們相信
我們正以正確的模式實現開拓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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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採購及銷售金屬礦物及相關工業原料以及生產及
銷售工業用產品。自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COVID-19在全球爆發以來，全球經濟及業務
模式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應對不斷變化的「封鎖」及「旅行限制」等疫情控制措施正
成為全球大多數公司，尤其是物流及製造業務行業的「新常態」。與我們大多數的同行
一樣，本集團亦因供應鏈中斷而遭受原材料短缺，以及承受物流成本上漲，對我們於
回顧期間的業務表現已造成不利影響。

隨著全球各大城市在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陸續推出COVID-19疫苗計劃，全球部分地區
從疫情大爆發中恢復過來，而復甦的消費帶來對各式各樣消費品的需求顯著增加，從
而導致集裝箱短缺，且我們注意到跨境航運安排嚴重受阻，導致航期延遲及推高物流
成本，故已對我們在回顧期間的採購及銷售金屬礦物及相關工業物料業務造成嚴重影
響，我們一直與我們的供應商及客戶保持密切聯繫，以找到解決該等不可預計情況的
方法。

本集團從事採購及銷售金屬礦物多年並與世界領先的礦山擁有者建立牢固的業務
關係。本集團買賣的金屬礦物主要用於鋼鐵及電動汽車電池材料生產行業。由於
COVID-19爆發而遭受嚴重的經濟衰退，預計在（尤其是）中國、印度及美國等少數國家
的推動下，全球建設活動將出現大幅反彈。此外，於未來十年間，因電動汽車的需求日
益增長，電池中鎳、錳、鈷等特定礦物的消耗量預計將呈指數級增長，而這將是推動我
們現時所買賣金屬礦物需求增長的又一重要因素。簡而言之，本集團現時所買賣金屬
礦物的前景樂觀，且我們將繼續探索並把握可進一步提升股東回報的商機。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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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
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載列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條文
第A.2.1條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所區分，而不應
由同一人士兼任。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冼力文先生一直擔任本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儘管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位並未有所區分，但
該兩個職位的責任已明確劃分。董事會認為，此架構可提供貫徹領導，有效地促進策
劃業務並執行長期業務策略。

此外，本公司的所有重大決策均於董事會成員、董事會委員會之合適成員及部門主管
討論後方會作出，權力及職權並非集中於一人。此外，董事會由未參與本公司日常管
理的經驗豐富成員組成，彼等可並已有效提供獨立意見。董事會認為由同一人士擔任
主席兼行政總裁將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權力及職權平衡。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其自身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均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列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惟已由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其後方由董事會按審核委員會之建議正式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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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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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刊發資料

本中期業績公佈已分別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 w w w. h k e x . c o m . h k )及本公司網站
(www.npegroup.com.hk)。本公司股東將獲寄發本公司的相關中期報告，中期報告亦將
於適當時候刊登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行政總裁

冼力文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冼力文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孫樂女士；非執行
董事孫迪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毅林先生、王業先生及鄧建南先生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