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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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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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Vanadium Titano-Magnetite Mining Company Limited
中國釩鈦磁鐵礦業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93）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
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於報告期內：

• 本集團於2022年上半年的收入約為人民幣233.8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人民
幣246.3百萬元）；

• 本集團於2022年上半年錄得虧損淨額人民幣7.7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人民
幣6.8百萬元）；

• 鑑於上文所述，2022年上半年歸屬於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的每股股份基
本及攤薄虧損約為人民幣0.003元（2021年上半年：人民幣0.003元）；及

•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2022年上半年的中期股息（2021年上半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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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於報告期內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連同去年同
期的比較資料如下：

中期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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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33,752 246,270
銷售成本 (226,671) (236,008)

毛利 7,081 10,262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858 2,121
銷售及分銷開支 (272) (209)
行政開支 (11,215) (8,905)
其他開支 (1,620) (1,278)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 241
財務成本 5 (2,739) (2,377)

持續經營業務稅前虧損 6 (7,907) (145)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128 (1,313)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7,779) (1,458)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期內虧損 – (6,162)

期內虧損 (7,779) (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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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全面收益
可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9 542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7,770) (7,078)

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7,666) (6,773)
非控股權益 (113) (847)

(7,779) (7,620)

全面虧損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7,657) (6,335)
非控股權益 (113) (743)

(7,770) (7,078)

歸屬於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的 
每股股份虧損：

基本及攤薄
－期內虧損 9 人民幣(0.003)元 人民幣(0.003)元

－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9 人民幣(0.003)元 人民幣(0.0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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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22年6月30日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74,132 166,289
使用權資產 10 651 1,032
無形資產 10 734,984 735,021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11 461 886
遞延稅項資產 12 13,292 12,208

非流動資產總值 923,520 915,436

流動資產
存貨 9,788 11,900
應收賬款及票據 13 214,825 203,655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11 4,570 4,433
應收關聯方款項 5,711 9,728
已質押存款 25 10,02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747 6,436

流動資產總值 238,666 246,178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4 30,976 33,077
合約負債 6,602 6,16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72,636 59,993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5 87,612 17,580
應付關聯方款項 6,571 5,389
租賃負債 2,600 2,305
應付稅款 9,397 9,052

流動負債總額 216,394 133,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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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22,272 112,61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45,792 1,028,052

非流動負債
應付關聯方款項 7,680 7,680
租賃負債 72 400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 74,612
復原撥備 14,973 14,523
其他應付款項 700 700

非流動負債總額 23,425 97,915

資產淨值 922,367 930,137

權益
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權益
已發行股本 16 197,889 197,889
儲備 429,694 437,351

627,583 635,240
非控股權益 294,784 294,897

權益總額 922,367 93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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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報告期」）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已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不包括全年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事
項，並應與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事項變動

除於本期間的財務資料首次採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國際會
計準則第16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7號修訂本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的年度
改進外，編製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年度的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時所用者一致。

本集團已評估採納該等修訂本及年度改進的影響，結論為該等修訂本及年度改進對本集團的
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任何重大財務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基於業務單位的服務及產品劃分為多個單位進行管理，四個（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
個月：三個；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三個）可呈報經營分部如下：

(a) 高鐵品位採礦業務分部包括銷售TFe含量介乎65%至72%的自產高品位鐵精礦業務；

(b) 貿易分部包括銷售貿易產品業務；

(c) 設施管理服務分部包括為採礦業務提供設施管理服務；及

(d) 企業及其他分部包括支援本集團的非經營活動，當中包括總部職能（如未有分配至其他
分部的功能性成本）

董事分開監察本集團各經營分部的業績，以就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作出決策。分部表現基於
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評估，而可呈報分部利潤╱虧損乃計量持續經營業務的經調整稅前利
潤╱虧損的基準。除於計量時剔除其他收入及收益、其他開支、非租賃相關財務成本及按公平
值計量而其變動計入損益的金融資產的公平值虧損外，經調整稅前利潤╱虧損的計量方式與
本集團稅前虧損的計量方式一致。

由於遞延稅項資產、已質押存款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按集團基準管理，故分部資產不包括
該等資產。

由於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以及應付稅款按集團基準管理，故分部負債不包括該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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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高鐵品位 設施管理
分部 採礦業務 貿易 服務 企業及其他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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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附註4）
向外部客戶作出的銷售 28,219 202,927 2,606 – 233,752
分部間銷售 – – 200 – 200

28,219 202,927 2,806 – 233,952
對賬：
抵銷分部間銷售 (200)

總收入 233,752

分部業績 (792) 1,716 647 (6,047) (4,476)
對賬：
其他收入及收益 858
其他開支 (1,620)
財務成本（不包括租賃負債的利息） (2,669)

稅前虧損 (7,907)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附註10） 3,771 – – 50 3,821
資本開支*（附註10） 11,166 – – 80 11,246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無形資產。

於2022年6月30日

分部資產 360,490 225,480 2,462 749,483 1,337,915
對賬：
抵銷分部間應收款項 (192,793)
遞延稅項資產 13,29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747
已質押存款 25

資產總值 1,162,186

分部負債 74,051 190,572 906 70,074 335,603
對賬：
抵銷分部間應付款項 (192,793)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87,612
應付稅款 9,397

負債總額 23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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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高鐵品位
分部 採礦業務 貿易 企業及其他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分部收入（附註4）
向外部客戶作出的銷售 25,551 220,719 – 246,270

持續經營業務收入 246,270

分部業績 3,001 2,420 (4,172) 1,249
對賬：
其他收入 2,121
其他開支 (1,278)
財務成本（不包括租賃負債的利息） (2,237)

持續經營業務稅前虧損 (145)

其他分部資料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124) (117) – (241)
折舊及攤銷 4,720 – 323 5,043
資本開支* 9,223 – 4 9,227

* 資本開支包括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2021年12月31日

分部資產 369,412 204,263 735,289 1,308,964
對賬：
抵銷分部間應收款項 (176,020)
遞延稅項資產 12,20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436
已質押存款 10,026

資產總值 1,161,614

分部負債 67,713 170,387 68,153 306,253
對賬：
抵銷分部間應付款項 (176,020)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92,192
應付稅款 9,052

負債總額 23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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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

持續經營業務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工業產品：
高品位鐵精礦 28,219 12.0 25,551 10.0

鋼鐵 202,927 87.0 220,719 90.0

提供設施管理服務 2,606 1.0 – –

233,752 100.0 246,270 100.0

客戶合約收入的已拆分收入資料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高鐵品位 設施管理
分部 採礦業務 貿易 服務 企業及其他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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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品或服務類別
銷售高品位鐵精礦 28,219 – – – 28,219
鋼鐵貿易 – 202,927 – – 202,927
提供設施管理服務 – – 2,606 – 2,606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8,219 202,927 2,606 – 233,752

地域市場
中國內地 28,219 202,927 2,606 – 233,752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8,219 202,927 2,606 – 233,752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轉讓的貨品 28,219 202,927 – – 231,146
隨時間轉讓的服務 – – 2,606 – 2,606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8,219 202,927 2,606 – 23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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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高鐵品位
分部 採礦業務 貿易 企業及其他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貨品或服務類別
高品位鐵精礦 25,551 – – 25,551

鋼鐵貿易 – 220,719 – 220,719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5,551 220,719 – 246,270

地域市場
中國內地 25,551 220,719 – 246,270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5,551 220,719 – 246,270

收入確認時間
於某一時間點轉讓的貨品 25,551 220,719 – 246,270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5,551 220,719 – 24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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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高鐵品位 設施管理
分部 採礦業務 貿易 服務 企業及其他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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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合約收入
外部客戶 28,219 202,927 2,606 – 233,752
分部間銷售 – – 200 – 200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8,219 202,927 2,806 – 233,952

分部間調整及抵銷 – – (200) – (200)

外部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8,219 202,927 2,606 – 233,752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高鐵品位
分部 採礦業務 貿易 企業及其他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合約收入
外部客戶 25,551 220,719 – 246,270

客戶合約收入總額 25,551 220,719 – 24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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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及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其他收入
銀行利息收入 7 5

政府補助 37 17

原材料銷售 782 1,260

其他 32 30

858 1,312

收益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收益 – 809

其他收入及收益總額 858 2,121

5. 財務成本

持續經營業務財務成本分析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及其他借貸的利息 2,218 1,813

租賃負債的利息 70 140

撥備貼現值撥回 451 424

2,739 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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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持續經營業務稅前虧損

本集團的持續經營業務稅前虧損乃於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提供服務成本 1,785 –

已售出存貨成本 224,886 236,008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 (241)

核數師酬金 850 6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虧損 – 6

外匯虧損╱（收入）淨額 (178) 43

7. 所得稅

根據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在報告期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內無須繳納開曼群島及英屬處女群島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在報告期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並無源於香港或於香港賺取的應課稅
利潤，故未有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的撥備乃按照報告期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中國內地的相關
所得稅規則及規例，基於適用於中國內地子公司的個別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釐定。

所有中國註冊子公司（「中國子公司」）在報告期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須按25%的
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納稅，惟中國若干子公司符合小微企業資格，因而享有20%的優惠所得稅
率。根據新加坡的所得稅規則及規例，本集團位於新加坡的子公司須就報告期及截至2021年6
月30日止六個月產生的應課稅利潤按17%的稅率繳納新加坡企業所得稅。

所得稅支出╱（抵免）的主要組成部分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中國內地期內支出 955 1,208

即期－新加坡期內支出 1 –

遞延（附註12） (1,084) 105

持續經營業務期內稅項支出╱（抵免）總額 (128)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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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於2022年8月26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董事不建議派付報告期的中期股息（截至2021年6月30

日止六個月：無）。

9. 歸屬於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的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報告期內歸屬於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的虧損人民幣7,666,000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人民幣6,773,000元）及報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249,015,410股（2021年6月30日：2,249,015,410股）計算。

由於在報告期及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尚未行使的股份期權的行使價高於本公
司股份的平均市價，故並無就截至2022年6月30日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呈列的每股股份基
本虧損金額作出任何攤薄調整。

10. 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及使用權資產

物業、廠房及
設備 無形資產 使用權資產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22年1月1日的賬面金額 166,289 735,021 1,032

添置 11,009 237 –

期內計提的折舊╱攤銷撥備 (3,166) (274) (381)

於2022年6月30日的 

賬面金額（未經審核） 174,132 734,984 651

附註：

於2022年6月30日，賬面淨額為人民幣19,047,000元（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19,321,000元）的毛
嶺鐵礦採礦權已作質押，作為本集團銀行貸款的擔保（附註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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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流動部分：
預付款項包括：
購買原材料 126 120
公用服務 335 191
道路維護預付款項 47 47
其他預付款項 1,287 1,254

其他應收款項包括：
可扣減進項增值稅 1,121 1,122
其他應收款項 2,258 2,303

5,174 5,037
減值備抵 (604) (604)

4,570 4,433

非流動部分：
道路維護預付款項 459 484
長期押金 2 402

461 886

5,031 5,319

12. 遞延稅項

遞延稅項資產於報告期內的變動如下：

可供抵銷
應課稅

利潤的虧損

固定資產的
稅項折舊

超出賬面值
的差額 復原撥備 減值撥備 其他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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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日 3,289 4,871 1,031 2,202 815 12,208
期內在損益入賬╱（扣除）的 
持續經營業務遞延稅項 
（附註7） 1,199 (248) 158 – (25) 1,084

於2022年6月30日（未經審核） 4,488 4,623 1,189 2,202 790 1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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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 0 2 2年 6月 3 0日，本集團有源自中國內地、將於一至五年內到期的稅項虧損人民幣
420,246,000元（ 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408,363,000元）及其他可扣減暫時差額人民幣
115,431,000元（ 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115,431,000元），可用以抵銷未來應課稅利潤。由於本
集團認為不大可能有應課稅利潤可用以抵銷稅項虧損及可扣減暫時差額，故並無就上述虧損
及可扣減暫時差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

與中國子公司有關的遞延稅項資產已按25%的已頒佈企業所得稅稅率計提。

根據中國有關所得稅的規則及規例，對宣派予在中國內地成立的外資企業中的外國投資者
的股息徵收10%的預扣稅。該規定已由2008年1月1日起生效，並適用於2007年12月31日後的盈
利。倘若中國內地與外國投資者所在司法權區之間存在稅務協定，可能會運用較低的預扣稅
率。對本集團而言，預扣稅率為10%。

於2022年6月30日，就本集團於中國內地成立的子公司須繳納預扣稅的未匯款盈利而言，概無
確認與該等應付預扣稅有關的遞延稅項負債。董事認為，該等子公司不大可能於可見將來分
派該等盈利。

13. 應收賬款及票據

於各報告期末，應收賬款（已扣除虧損備抵）基於收入確認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3個月內 212,521 137,059
3至6個月 2,304 66,596

214,825 203,655

14. 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應付賬款基於發票日期或發出日期（如適用）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180天內 27,015 23,303
181至365天 2,140 2,115
1至2年 655 3,814
2至3年 405 189
超過3年 761 3,656

30,976 3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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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有抵押 (a) 74,612 79,612
其他借貸－無抵押 (b) 13,000 12,580

87,612 92,192

分析為：

應於下列期間償還的銀行貸款：
一年內或應要求 74,612 5,000
第二年 – 74,612

74,612 79,612

應於下列期間償還的其他借貸：
一年內或應要求 13,000 12,580

銀行及其他借貸總額 87,612 92,192
分類為流動負債的結餘 (87,612) (17,580)

分類為非流動負債的結餘 – 74,612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銀行貸款 4.35% 4.35%
其他借貸 6.00%-8.00% 6.50%-8.00%

附註︰

(a)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人民幣74,612,000元（ 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79,612,000元）的
銀行貸款以下列項目作抵押：

(i) 毛嶺鐵礦的採礦權，賬面淨額為人民幣19,047,000元；及

(ii) 四川省凌御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四川凌御」）所持阿壩礦業有限公司（「阿壩礦業」）
100%股本權益。

此外，於2022年6月30日，會理縣阿礦貿易有限公司及四川凌御為最多人民幣74,612,000元
（2021年12月31日：人民幣79,612,000元）的銀行貸款提供擔保。

(b) 於2022年6月30日的結餘主要包括由一名第三方向阿壩礦業授出的短期貸款，年利率介
乎6.00%至8.00%（ 2021年12月31日：6.50%至8.00%）。該等貸款為無抵押，還款期介乎五
個月至十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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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已發行股本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未經審核）

普通股數目：
每股面值0.1港元的法定普通股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每股面值0.1港元的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2,249,015,410 2,249,015,410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金額：
每股面值0.1港元的已發行及繳足普通股 197,889 197,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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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市場回顧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注意到以下行業發展及市場統計數據：

• 2022年上半年，全球COVID-19疫情已經平息，各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活動亦已大
致恢復。然而，俄烏衝突觸發規模空前的制裁，並給各方面帶來諸多影響，包括
經濟分裂及滯脹，阻礙本已乏力的全球經濟復甦。鑑於世界經濟前景嚴峻，預
期全球經濟增長將由2021年的約6.1%下挫至2022年及2023年約3.6%。

• 在中國，COVID-19爆發導致主要城市嚴格封控，令受影響地區經濟活動停擺，
供應鏈受到嚴重影響，抵銷了中國經濟先前整體復甦所得的成果。國務院於
2022年5月宣佈紮實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以助經濟復甦，當中涵蓋財政、金
融、投資及工業各方面的政策。

•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2022年上半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按年增長
2.5%，超出眾多機構及經濟學家的預期，但仍遠低於5.5%的全年目標。此外，全
球地緣政治形勢複雜化和COVID-19疫情，亦給2022年第二季中國國內生產總
值帶來壓力。

• 中國鋼鐵價格於2022年首五個月維持相對穩定，惟於2022年6月直線下滑，6月
下旬低見每噸人民幣4,868元。價格下跌源於美國聯邦儲備局加息給大宗商品
帶來的壓力，加上淡季需求疲弱和庫存壓力，壓低鋼鐵價格。2022年上半年鋼
鐵產量顯著下跌，2022年5月產量為96.6百萬噸，與2021年比較按年下跌3.5%。

• 鋼鐵產量下跌的另一原因為國家政策，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發改
委」）聯同多個部門部署全國粗鋼產量壓減工作，旨在實現2022年全國粗鋼產量
同比下降。京津冀城市群及長江三角洲等地區劃定為產量壓減重點地區，取締
高耗低產，促進鋼鐵行業高質量發展，減少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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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編纂的中國鐵礦石價格指數顯示，2022年上半年鐵礦石價
格一直波動，經濟復甦在外國貨幣政策影響下似乎參差不齊。粗鐵礦石價格指
數於2022年3月升至526.35高位，其後在下游市場需求疲弱及加息影響下，於
2022年4月至6月期間呈下降趨勢。至於中國國產鐵礦石（TFe含量62%），其價格
於2022年上半年維持穩定，於每噸人民幣900元至人民幣1,000元之間徘徊，於
2022年4月高見每噸人民幣1,035.69元。

• 國內粗鐵礦石產量於2022年上半年一直穩步增長，而同比產量整體高於2021
年。4月一度錄得下跌，惟可能是受到國內多個省市嚴格封控造成停產所致。

• 中國採購經理人指數於2022年上半年經歷了一個週期，製造業在持續實施抗
疫措施下仍能復甦並擴張。採購經理人指數於2022年首兩個月企穩於50以上水
平，惟於2022年3月至5月出現相當跌幅，2022年4月低見47.4，但於2022年6月反
彈至50.2。

• 另一方面，中國鋼鐵行業的採購經理人指數於2022年1月升至47.5高位，其後於
2022年6月下跌至36.2新低。

• 鋼鐵價格近年一直波動，鋼鐵行業已採取措施減少依賴進口鐵礦石，冀能從根
本解決價格不穩問題，同時穩定利潤。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於2022年1月提出「基
石計劃」，旨在用10至15年時間改變鋼鐵資源來源構成，以減少對進口礦石的依
賴，進而補足現時鋼鐵產業鏈資源短板。該計劃建議增加國內鐵礦石產量、廢
鋼耗量及海外權益礦分別達到370百萬噸、300百萬噸及220百萬噸。中國部分鋼
鐵企業已實行該計劃以減少依賴進口資源。

• 至於有關碳減排方面的國家政策，國家發改委、工業和信息化部及生態環境部
聯合發佈「關於促進鋼鐵工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將碳達峰的目標時間延
後至2030年，較原指導意見推遲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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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營運回顧

營運及財務概覽

報告期內，本集團收入減少5.1%至約人民幣233.8百萬元。除了因中國新一輪COVID
封控和干擾而受影響外，本集團業務營運亦因四川省阿壩州馬爾康市於2022年6月
初發生地震，導致毛嶺鐵礦附近發生山體崩塌及落石而中斷。因此，本集團於2022
年6月下旬全面暫停毛嶺鐵礦營運。此外，自2021年上半年為準備擴展毛嶺鐵礦區域
而進行的前期工程令常規維護的次數增加，亦導致毛嶺鐵礦營運受到間歇中斷（統稱
「生產中斷及暫停」）。

具體而言，

• 主要受生產中斷及暫停影響，高品位鐵精礦產量下跌19.0%；

• 由於本集團逐步調整其營運策略，增加TFe含量達72%的鐵精礦的產量，這種鐵
精礦污染較少而售價較高，故高品位鐵精礦的平均售價上升約17.3%。然而，中
國多個省市自2022年4月起嚴格執行封控令生產中斷，供應減少，拉動高品位鐵
精礦整體市場需求增長，加上持續供不應求亦帶動價格上升；

• 儘管2022年上半年貿易量較2021年上半年上漲18.6%至約55.6千噸，惟市道疲弱
使鋼鐵行業需求萎縮、庫存囤積，導致鋼鐵平均售價於2022年上半年内下跌約
22.4%；

• 本集團首次錄得設施管理分部收入，於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三個月為人民幣
2.6百萬元；及

• 本集團業務營運並不包括澳洲曼卡拉集團，澳洲曼卡拉集團已於2021年7月31
日完成出售。

整體而言，本集團於2022年上半年的毛利約為人民幣7.1百萬元，相對2021年上半年
的人民幣10.3百萬元有所下降。毛利率則由2021年上半年的4.2%下跌至2022年上半
年的3.0%，主要由於生產中斷及暫停令規模經濟效益遞減，單位生產成本上升所
致。行政開支由2021年上半年的人民幣8.9百萬元增加至2022年上半年的人民幣11.2
百萬元，主要由於報告期內展開多項企業交易，產生更高專業費用所致。

本集團財務表現的詳情載於本公告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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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概覽

有關由本集團擁有及經營的礦場的運作狀況，請參閱下表。

高鐵品位礦場及石膏礦

礦場 洗選廠 於2022年6月30日的狀況

毛嶺－羊龍山鐵礦 毛嶺洗選廠 生產Fe含量高的鐵精礦 
（TFe含量介乎65%至72%）

石溝石膏礦 不適用 根據試產結果完善開發及開採計劃

下表概述本集團(i)貿易銷售；及(ii)銷售自產產品的數量：

向獨立第三方購買 向一名獨立第三方出售
2022年
上半年

2021年
上半年 變動

2022年
上半年

2021年
上半年 變動

（千噸） （千噸） % （千噸） （千噸） %

(i) 貿易銷售
鋼鐵 55.6 46.9 18.6 55.6 46.9 18.6

產量（乾基） 銷量（乾基）
2022年
上半年

2021年
上半年 變動

2022年
上半年

2021年
上半年 變動

（千噸） （千噸） % （千噸） （千噸） %

(ii) 銷售自產產品
高品位鐵精礦 22.1 27.3 (19.0) 25.7 27.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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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以下為可能會對本集團的業務、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造成潛在重大影響的主要風險
及重大不明朗因素清單。然而，此清單並不包括所有風險及不明朗因素，原因在於
經濟及其他狀況轉變可能不時產生其他風險及不明朗因素：

• 本集團所處的宏觀營商環境非常多變，銷售鐵精礦及鋼鐵貿易的市況如有任何
不利變動，或會對本集團業務造成重大影響；

• 鐵精礦價格出現不利波動，產能使用率低於預期，地緣政局緊張、COVID-19疫
情及需求轉變令市道低迷，可能導致重新評估無形資產估值（有關勘探權及採
礦權），或會對本集團的財務業績造成不利影響，原因為使用價值下跌及可能
從相關現金產生單位獲得的經濟利益減少導致出現減值虧損；

• 中國政府政策、法律及法規的轉變或會影響本集團的營運及╱或引致額外合規
成本；

• 倘若信貸風險政策大幅更改，則可能需要額外時間及精力與金融機構磋商在商
業上可接受的條款；及

• 延遲實行增長及轉型策略或偏離原定業務及經營策略（包括資源重新分配計劃）
或會影響本集團的經營及財務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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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2022年
上半年

2021年
上半年 變動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

保留集團
收入 233,752 246,270 (5.1)
銷售成本 (226,671) (236,008) (4.0)

毛利 7,081 10,262 (31.0)

其他收入及收益 858 2,121 (59.5)
銷售及分銷開支 (272) (209) 30.1
行政開支 (11,215) (8,905) 25.9
其他開支 (1,620) (1,278) 26.8
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 241 (100.0)
財務成本 (2,739) (2,377) 15.2

保留集團稅前營運虧損 (7,907) (145) 無意義
所得稅抵免╱（開支） 128 (1,313) (109.7)

保留集團稅後營運虧損 (7,779) (1,458) 433.5

出售集團
出售集團期內虧損 – (6,162) (100.0)

期內虧損 (7,779) (7,620) 2.1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7,666) (6,773) 13.2
非控股權益 (113) (847) (86.7)

(7,779) (7,620) 2.1

收入

於2022年上半年，收入小幅減少至約人民幣233.8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人民幣
246.3百萬元），主要由於(i)生產中斷及暫停令產量減少；及(ii)於報告期內，因中國新
一輪COVID封控和干擾令地方市道低迷，貿易業務平均售價下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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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銷售成本主要包括環境合規成本、使毛嶺鐵礦從生產中斷及暫停恢復營運的附帶成
本、採礦及剝離承包費、材料、人工、能源及其他公用服務、維修及維護、折舊及攤
銷以及貿易採購成本。

於2022年上半年，銷售成本隨收入減少而下降至約人民幣226.7百萬元（ 2021年上半
年：人民幣236.0百萬元）。

毛利及毛利率

2022年上半年的毛利主要因高鐵品位礦場業務盈利能力下降而下跌至約人民幣7.1
百萬元（2021年上半年：人民幣10.3百萬元）。本集團2022年上半年的毛利率則主要因
為生產中斷及暫停令規模經濟效益遞減，單位生產成本上升而下跌至約3.0%（ 2021
年上半年：4.2%）。

其他收入及收益

2022年上半年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為人民幣0.9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人民幣2.1百萬
元），主要包括出售尾礦渣的所得款項人民幣0.8百萬元（2021年上半年：人民幣1.3百
萬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銷售及分銷開支主要包括付運、物流、儲存及倉儲成本。2022年上半年的銷售及分
銷開支保持相對穩定，維持於約人民幣0.3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人民幣0.2百萬
元）。

行政開支

於2022年上半年，行政開支（主要包括員工相關開支、專業費用以及與生產中斷及暫
停有關的其他固定經營間接費用）增加至約人民幣11.2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人民
幣8.9百萬元），主要由於報告期內開展多項企業交易令專業費用上升所致。

其他開支

於2022年上半年，其他開支（主要包括尾礦渣處理的成本）上升至人民幣1.6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人民幣1.3百萬元），乃由於產量下跌令每單位完全成本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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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值虧損

本集團管理層已評估有關本集團的現金產生單位的業務預測的關鍵假設。有關預測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估計未來商品價格、開採計劃、未來資本開支計劃、貼現率及市
況。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管理層認為，如無不可預見的情況，本集團現金產生
單位並無出現減值。然而，本集團管理層注意到現時市況極為波動且難以預測，而
減值測試中的業務預測須定期檢討及修訂，故倘有任何因素顯示與本集團現金產生
單位有關的業務狀況在市場力量下可能惡化，以至於需要將減值入賬時，則將繼續
評估適用於該業務預測的相關假設。

於報告期內，並無確認或撥回任何減值虧損（ 2021年上半年：撥回減值虧損人民幣
0.2百萬元）。

財務成本

2022年上半年的財務成本保持相對穩定，維持於人民幣2.7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
人民幣2.4百萬元），主要包括取得營運資金貸款的資金成本。

所得稅抵免╱（開支）

本集團錄得2022年上半年的所得稅抵免人民幣0.1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所得稅開
支人民幣1.3百萬元），源於就其高鐵品位礦場業務的未吸收稅務虧損確認遞延稅項
資產。

歸屬於擁有人的虧損

有鑑於此，本集團於2022年上半年錄得虧損淨額人民幣7.7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
虧損淨額人民幣6.8百萬元）。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2022年上半年的中期股息（2021年上半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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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及資本資源

下表載列有關本集團截至2022年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綜合現金流量表
的若干資料：

2022年上半年 2021年上半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期初於中期綜合現金流量表 
列賬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436 47,173

經營活動產生╱（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655 (38,820)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10,021) (9,757)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6,672 4,44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淨額 (2,694) (44,132)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5 1,275

期末於中期綜合現金流量表 
列賬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747 4,316

經營活動產生╱（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經計及營運資金變動前經營虧損約人民幣1.2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營運資金變動
前經營利潤約人民幣0.1百萬元），以及營運資金增加約人民幣2.4百萬元（ 2021年上
半年：營運資金減少人民幣36.0百萬元）後，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經營活動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額約為人民幣0.7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經營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為
人民幣38.8百萬元）。

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

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投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約為人民幣10.0百萬元（ 2021年
上半年：人民幣9.8百萬元），主要是源於為準備擴展毛嶺鐵礦區域而進行前期工程
及現場準備工作的資本支出。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022年上半年本集團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約為人民幣6.7百萬元（ 2021年上
半年：融資活動使用的現金流量淨額為人民幣4.4百萬元），主要源於解除已質押存
款人民幣10.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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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存貨

本集團的存貨包括與高鐵品位礦場業務有關的原材料、庫存及消耗品，於2022年6月
30日下跌至約人民幣9.8百萬元（ 2021財政年度：人民幣11.9百萬元），主要由於交付
及消耗鐵精礦。

應收賬款及票據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應收賬款及票據增加至約人民幣214.8百萬元（ 2021財政
年度：人民幣203.7百萬元），源於2022年6月30日已履行合共約人民幣80.4百萬元的
訂單。應收賬款結餘已於其後全數收回。

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預付款項、其他應收款項及其他資產保持相對穩定，維持
於約人民幣4.6百萬元（2021財政年度：人民幣4.4百萬元），主要包括尾礦渣出售所得
款項及其他第三方預付款項。

應付賬款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應付賬款小幅減少至約人民幣31.0百萬元（ 2021財政年
度：人民幣33.1百萬元），主要由於高鐵品位礦場業務產量降低所致。整體應付賬款
週轉天數增加至25天（2021財政年度：17天）。

借貸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借貸總額保持相對穩定，維持於約人民幣87.6百萬元
（ 2021財政年度：人民幣92.2百萬元），乃由於營運資金貸款人民幣74.6百萬元按年
展期所致。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所有借貸以人民幣計值。本集團借貸的詳情載
於本公告的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15。

租賃負債

本集團的租賃負債總額約人民幣2.7百萬元（ 2021財政年度：人民幣2.7百萬元）指就
使用權資產（辦公室物業及尾礦渣處理設施）付款的義務。

或有負債及財務擔保

本公司以金融機構為受益人提供中國鐵鈦擔保，擔保會理財通及秀水河礦業的貸款
授信，最高擔保總額約為人民幣730.0百萬元（ 2021財政年度：人民幣730.0百萬元）。
於2022年6月30日，該等貸款授信約有人民幣528.4百萬元（ 2021財政年度：人民幣
533.4百萬元）本金仍未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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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鐵鈦擔保由本公司於進行2019年出售事項前提供，以擔保會理財通及秀水河礦
業結欠金融機構的債務。於2019年完成後，該等債務尚未全數償還，而中國鐵鈦擔保
仍然有效。本公司與成渝釩鈦（會理財通及秀水河礦業的母公司）就中國鐵鈦擔保訂
立2019年反彌償保證，成渝釩鈦以本公司為受益人就本公司於中國鐵鈦擔保下的或
有負債及潛在申索提供反彌償保證。

鑑於中國鐵鈦擔保將繼續有效，只會於最終全數償還款項及相關金融機構正式解除
責任後解除，於2022年5月16日，本公司與成渝釩鈦、會理財通及秀水河礦業訂立主
擔保協議，以按中國鐵鈦擔保所載條款及條件繼續提供中國鐵鈦擔保，有關條款及
條件包括（其中包括）：

• 本公司將繼續以金融機構為受益人提供中國鐵鈦擔保，期限由2022年6月29日
起至2024年12月31日止，最高擔保總額為人民幣730.0百萬元。中國鐵鈦擔保將
涵蓋會理財通及秀水河礦業根據中國鐵鈦擔保結欠金融機構的債務，以及經金
融機構批准的任何相關展期貸款；

• 成渝釩鈦將根據2022反彌償保證以本公司為受益人提供反彌償保證，方式為：
(i)質押其存貨作為擔保，該等存貨的市值不得少於主擔保協議下最高擔保額的
1.25倍；及(ii)提供連帶責任保證，以便本公司直接向成渝釩鈦申索因中國鐵鈦
擔保而招致的任何付款、損失及費用；及

• 會理財通及秀水河礦業將向本公司支付年度擔保費，按最高擔保額的1.25%計
算。

主擔保協議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已於2022年6月29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獨立
股東批准。

有關主擔保協議及2022年反彌償保證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2022
年5月16日及2022年6月8日的公告及通函。

除上述者外，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或有負債及財務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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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質押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資產質押主要涉及阿壩礦業獲授的短期銀行貸款人民
幣74.6百萬元，以毛嶺鐵礦的採礦權作擔保。

重大投資、子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及出售以及重大資本資產 
投資的未來計劃 

除本管理層討論及分析其他部分以及2022年上半年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披露者
外，於2022年上半年，本公司並無持有及╱或承諾進行其他重大投資，亦無進行任何
其他子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的重大收購或出售。

除本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以及2022年上半年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披露者外，於本
公告日期，董事會並無授權在日常業務以外進行其他重大投資或添置資本資產。

外幣風險

本集團的外幣風險主要來自外幣（即港元、美元及新加坡元）兌人民幣的匯率變動。
港元、美元及新加坡元乃本集團旗下相關實體的功能貨幣。

人民幣不可自由轉換。中國政府或會採取行動影響匯率，可能會對本集團淨資產、
盈利及其宣派的任何股息（倘股息須兌換或換算為外幣）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對沖交易以管理潛在的外幣波動。管理層監察本集團的外幣風
險，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的外幣風險。

利率風險

本集團面對的利率風險主要與銀行存款、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以及可轉換票據（須
承受公平值利率風險）有關。

本集團利用固定利率管理全部計息貸款所產生的利率風險。此外，本集團並無利用
任何利率掉期對沖利率風險。本集團將持續監察經濟狀況及其利率風險承受取向，
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適當的對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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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

為準備高鐵品位礦場業務逐步升級及擴展毛嶺鐵礦區域而進行工程作業，令本集團
的總資本開支增加人民幣2.0百萬元至人民幣11.2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人民幣9.2
百萬元）。

借貸比率

借貸比率為金融槓桿的計量方式，按「淨債項」除以「總權益加淨債項」計算。淨債項
指計息銀行及其他貸款以及租賃負債，減去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並不包括就營運資
金產生的負債。權益包括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的權益及非控股權益。於2022年6月30
日，借貸比率約為8.6%（2021財政年度：8.7%）。

其他重大事項

設施管理服務協議

於2022年3月21日，四川凌威(i)與會理財通及秀水河礦業訂立設施管理服務框架協
議（「會理設施管理服務協議」）；及(ii)與鹽源西鋼訂立設施管理服務框架協議（「鹽
源設施管理服務協議」，連同會理設施管理服務協議統稱「框架協議」）。根據框架協
議，四川凌威將於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間為會理財通、秀水河礦業及鹽
源西鋼的礦區提供各類設施管理服務，包括營運現場日常服務以及採礦工程協助及
諮詢服務。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根據框架協議擬進行的交易的年度上限為人
民幣12,900,000元。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3月21日的公告。

主擔保協議

本公司於2022年6月29日獲獨立股東批准，於2022年6月29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間
根據主擔保協議繼續提供中國鐵鈦擔保。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5月16日的公告、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
6月8日的通函及本公告上文「或有負債及財務擔保」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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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嶺鐵礦營運中斷

四川阿壩州馬爾康市於2022年6月初發生地震，導致位於四川阿壩州汶川縣的毛嶺
鐵礦附近發生山體崩塌及落石，令毛嶺鐵礦的礦漿管及高壓電纜受損，造成毛嶺鐵
礦電力全面中斷。基於安全理由，本集團於2022年6月21日全面暫停毛嶺鐵礦營運，
其後於2022年7月初完成維修後恢復礦場營運。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6月21日的公告。

鑒於夏季用量高峰期的電力用量高企，為維持民生供電穩定，中國四川省及汶川縣
相關政府部門發出通知，四川省的工業企業和廠商（四川省若干地區除外）須由2022
年8月中起實行強制限電。為遵守強制限電令，本公司已於2022年8月15日暫時停止
毛嶺鐵礦的運作，在沒有不可預見的情況下，最快可能於2022年8月底恢復運作。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2022年8月16日的公告。

前景

COVID-19疫情於2022年踏入第三年，其影響幾近未見緩解。儘管世界各地的經濟活
動已經恢復，惟中國多個城市新一輪的封控和管制令關鍵供應鏈進一步緊張，並在
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下增添通脹風險，這給中國和全球疫情後的復甦帶來壓力。

本集團早前表示，鑑於中國的可持續開採常規及脫碳舉措，本集團將增加TFe含量最
少達70%的較高純度鐵精礦的產能，以配合當前市場需求趨勢及國家政策。有鑑於
此，本集團已為準備擴展毛嶺鐵礦區而於2021年上半年開展前期工程。

毛嶺鐵礦的擴展規劃要求分階段現場進行升級工程及資源重新分配，將涉及許可核
發程序、礦區勘查、額外環境合規、現有生產設施分期改造等方面的資本投資。雖然
此等有機增長策略長遠有助維持本集團核心營運的競爭力，惟初始準備工作及階段
性投資將會增加固定經營成本，於過渡期內影響本集團現有高鐵品位礦場的生產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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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已將礦業設施管理業務與上游礦業業務分割，自此獲得服務合約，向礦區
提供營運現場服務、採礦工程協助及諮詢服務。藉此，本集團於2022年上半年首次錄
得約三個月期間的營運利潤淨額，為本集團利用設施管理服務在其他領域中發揮日
益重要的作用奠定基礎，同時，本集團希望在該等領域實現多元化並建立戰略夥伴
關係。

在執行上述戰略時，我們注意到在現時市道疲弱的情況下，商業復甦參差不齊，然
而，本集團仍然相信，隨着地方經濟於將來更大規模地全面重啟，經濟將顯著復甦。
眾所周知，在中國「清零」取態下，病毒感染個案回升的風險及跡象均受嚴密監控，如
有需要，本集團會順應形勢，靈活調整其策略。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共有232名僱員（ 2021年12月31日：127名僱員），包括負責
設施管理服務的111名僱員。2022年上半年的僱員福利開支（包括以薪金及其他津貼
形式發放的董事薪酬）約為人民幣12.4百萬元（ 2021年上半年：約為人民幣15.2百萬
元）。

本集團的酬金政策按表現、經驗、能力及市場可比較水平釐定。薪酬待遇一般包括
薪金、房屋津貼、退休金計劃供款及與本集團表現掛鈎的酌情花紅。本公司亦為僱
員採納股份期權計劃，以參照合資格參與人士各自對本集團的貢獻向彼等給予鼓勵
及嘉許。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作為其本身的
企業管治守則。董事會認為，於報告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企管守則的所有適用守
則條文。

本公司將繼續檢討及監察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遵守企管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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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

本公告所披露的財務資料符合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的規定。審核委員會已討論風險管
理及內部監控事宜，並審閱本公司於報告期內的中期業績，而審核委員會認為本公
司於報告期內的中期業績乃根據適用的會計準則、規則及規例編製，並已妥為作出
適當披露。

詞彙

「2021年上半年」 指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上半年」或 
「報告期」

指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9年完成」 指 於2019年7月30日完成2019年出售事項

「2019年出售事項」 指 於2019年1月29日訂立並於2019年7月30日完成由四川
凌御向成渝釩鈦出售財通集團的交易

「2019年反彌償保證」 指 成渝釩鈦與本公司訂立的動產質押合同，內容有關成
渝釩鈦以本公司為受益人就本公司於中國鐵鈦擔保下
的或然負債及潛在申索（如有）提供反彌償保證，以及
質押成渝釩鈦的存貨（包括但不限於建築用鋼材、煤炭
等）作為該反彌償保證的質押物

「2022年反彌償保證」 指 成渝釩鈦與本公司於2022年5月16日訂立的反彌償保
證協議，內容有關成渝釩鈦以本公司為受益人就本公
司於主擔保協議下的或然負債及潛在申索（如有）提供
反彌償保證，以及質押成渝釩鈦的存貨（包括建築用鋼
材及鐵礦石或本公司認可的任何其他資產）作為該反
彌償保證的質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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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壩礦業」 指 阿壩礦業有限公司，一間於2004年2月27日在中國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阿壩州」 指 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財通集團」 指 會理財通及其子公司（即秀水河礦業及攀枝花易興
達），從事銷售TFe含量介乎53%至55%的自產低品位鐵
精礦的業務，已於2019年7月30日出售

「成渝釩鈦」 指 成渝釩鈦科技有限公司（前稱威遠鋼鐵有限公司），一
間於2001年4月3日在中國成立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
為本集團的關連人士

「中國」或「中國內地」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本公司」 指 中國釩鈦磁鐵礦業有限公司，一間於2008年4月28日在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持續經營業務」 指 保留集團的業務

「中國鐵鈦擔保」 指 本公司以財通集團為受益人作出的擔保，擔保（其中包
括）財通集團結欠中國若干金融機構的債務，最高擔保
金額為人民幣730.0百萬元

「董事」 指 本公司任何一名或多名董事

「已終止經營業務」 指 澳洲曼卡拉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業務

「出售集團」或 
「澳洲曼卡拉集團」

指 開曼曼卡拉及其子公司，已於2021年7月31日出售

「Fe」 指 鐵元素的化學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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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 指 中國若干銀行以及一間資產管理及金融服務機構，本
公司以該等銀行及機構為受益人訂立中國鐵鈦擔保，
最高擔保額為人民幣730.0百萬元，作為有關授予會理
財通及秀水河礦業的信貸融通的擔保

「2021財政年度」 指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及╱或於2021年12月
31日（如適用）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石膏」 指 一種軟質含水硫酸鹽礦物，化學式為CaSO4 • 2H2O

「高鐵品位礦場」 指 毛嶺鐵礦、毛嶺－羊龍山鐵礦及毛嶺洗選廠

「高鐵品位礦場業務」 指 銷售TFe含量介乎65%至72%的自產高品位鐵精礦的業
務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會理財通」 指 會理縣財通鐵鈦有限責任公司，於1998年7月7日在中
國成立，自2010年12月29日起成為中國的外商合資經
營企業，直至2019年7月30日為止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
子公司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仍然生效由國際會計準則理
事會批准的準則及詮釋，以及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批准的國際會計準則及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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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 指 公里，量度距離的十進制單位

「千噸」 指 千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開曼曼卡拉」 指 Mancala Holdings Limited，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的公司，於2021年7月31日前由本公司擁有81%權益

「毛嶺延伸勘查區域」 指 原為毛嶺鐵礦延伸勘查許可證所覆蓋面積為2.83平方
公里（覆蓋1.9平方公里的毛嶺鐵礦採礦面積）的獨立勘
查區域，自2012年9月起與羊龍山鐵礦合併成為毛嶺－
羊龍山鐵礦

「毛嶺鐵礦」 指 一個位於四川汶川縣的普通磁鐵礦，採礦面積為1.9平
方公里

「毛嶺洗選廠」 指 位於毛嶺－羊龍山鐵礦附近的礦石洗選廠，由阿壩礦
業經營

「毛嶺－羊龍山鐵礦」 指 由毛嶺－羊龍山鐵礦勘查許可證所覆蓋總面積為11.6
平方公里的勘查區域，由毛嶺延伸勘查區域與羊龍山
鐵礦自2012年9月起合併而成，所覆蓋的採礦範圍由毛
嶺鐵礦擁有，並由阿壩礦業經營

「主擔保協議」 指 本公司、會理財通、秀水河礦業及成渝釩鈦於2022年5
月16日訂立的主擔保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繼續按
若干條件提供中國鐵鈦擔保

「百萬噸」 指 百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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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義」 指 無意義。就本公告而言，董事會認為超過1,000%的百
分比變動並無意義

「不適用」 指 不適用

「虧損淨額」 指 歸屬於擁有人的虧損

「攀枝花易興達」 指 攀枝花易興達工貿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2009年7月9
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直至2019年7月30日為
止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子公司

「保留集團」 指 於2022年6月30日的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每股面值0.1港元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石溝石膏礦」 指 位於四川雅安市漢源縣的石溝石膏礦，採礦面積為
0.1228平方公里

「四川」 指 中國四川省

「四川凌威」 指 四川省凌威物業服務有限公司，一間於2021年7月7日
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子
公司

「四川凌御」 指 四川省凌御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2010年6月9日
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子
公司

「新加坡元」 指 新加坡共和國法定貨幣

「平方公里」 指 平方公里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TFe」 指 表示全鐵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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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其領土、屬地及所有司法權區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

「汶川縣」 指 四川省阿壩州汶川縣

「秀水河礦業」 指 會理縣秀水河礦業有限公司，一間於2007年6月26日在
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直至2019年7月30日為止為
本公司透過會理財通擁有95.0%股本權益的間接子公
司

「羊龍山鐵礦」 指 一個位於四川汶川縣的普通磁鐵礦，原為由羊龍山鐵
礦勘查許可證所覆蓋面積為8.79平方公里的獨立勘查
區域，自2012年9月起與原來的毛嶺延伸勘查區域合併
為毛嶺－羊龍山鐵礦

「鹽源西鋼」 指 鹽源西鋼精煤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中國釩鈦磁鐵礦業有限公司

主席
鄭永權

香港，2022年8月26日

截至本公告之日，董事會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鄭永權先生（主席）；執行董事郝謝敏
先生（代理首席執行官兼財務總監）及王虎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余海宗先生、
劉毅先生及吳文先生。

網站：www.chinavtmmin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