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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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下降。本集團期內綜合收益為500,000港元，而上

年同期為84,400,000港元。毛利為400,000港元，較上年同期的1,800,000港元減少77.8%。期內

毛利率為79.7%，高於上年同期之2.2%。因此，本集團期內錄得虧損7,000,000港元，而上年同

期則為虧損9,500,000港元。

銷售及分銷成本為400,000港元，而上年同期則為2,400,000港元。行政費用為7,000,000港元，

而上年同期則為8,200,000港元。

期內之融資成本為600,000港元，與上年同期大致相同。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淨值達136,200,000港元或每股0.15港元，而於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06,700,000港元或每股0.13港元。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

集團之其他借貸為14,300,000港元，與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水平大致相同。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負債資產比率（長期負債總額對股東權益之比率）為0.41，

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0.50。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為22,9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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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其

收益大部份來自中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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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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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存貨金額為1,3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則為1,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存貨周轉期為2,063日，而截

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則為5日。存貨主要為從礦山提取的礦石。本集團

日後將繼續實施嚴格存貨控制政策。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為43,5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六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40,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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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19名僱員，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有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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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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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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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零售業務因不利市場情況而持續萎縮。預期有關趨勢將會持續。

本集團兩間供應商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遇上困難，未能如期交付。因此，本集團之批發業務

於二零一七年上半年顯著下挫。銷售額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已逐漸增加，並預期於二零一七

年下半年持續增長。

本集團已向該兩間供應商預付合共約35,000,000港元（或人民幣30,000,000元），目前正積極

進行收回有關預付款項或收取貨物（包括透過法律程序）。

礦業
本集團自二零一零年開始於鍶礦場建設新礦場開採系統。為期五年的採礦許可證於二零一二

年九月二十五日到期後，鍶發礦業取得為期兩年（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到期）的許可

證，惟根據該許可證，鍶發礦業只可在礦場進行勘探活動。

然而，該新系統的發展計劃及建設進展因二零一二年下半年至今全球礦產資源需求下滑而

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影響。

於二零一四年內，本集團根據相關規則及法規編製有關規定文件並遞交申請予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土資源部（「國土資源部」），以取得鍶礦之採礦許可證。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七

日，申請已獲黃石市及湖北省相關政府部門批准，並有待國土資源部之最終審批。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國土資源部授出採礦許可證，由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為期兩年，該採礦許可證項下新增一項限制，即概不允許進行開

採活動，而僅可進行勘探活動。對重續採礦許可證施加的該限制與先前國土資源部於二零

一二年批准之採礦許可證基本相同，而採礦許可證之申請是一個連續過程。

儘管無法準確預測下滑結束的時間，董事會已採取審慎態度制定建設計劃，並密切監察行

業週期及市場情況。然而董事亦將探討所有可行商機，將該投資之回報最大化，包括尋找潛

在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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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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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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2%
實益擁有人 267,996,285 29.20%

  

456,296,298 49.72%
  

黃烈初先生 實益擁有人 1,500,000 0.16%
羅振坤博士 實益擁有人 1,000,0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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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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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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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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總計 11,500,0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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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00,000 – – – 11,900,000
     



中國長遠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中期報告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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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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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2%
實益擁有人 267,996,285 29.20%

  

456,296,298 49.72%
  

李偉先生 受控制實體持有（附註2） 188,300,013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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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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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已充分及公平地考慮股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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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審閱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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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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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542 84,373

銷售成本 (110) (82,541)
  

毛利 432 1,832

其他收入 516 1,128

其他收益及虧損 (34) (340)

銷售及分銷成本 (361) (2,417)

行政費用 (6,993) (8,195)

融資成本 5 (593) (625)

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6) (920)
  

除所得稅前虧損 (7,039) (9,537)

所得稅 6 – –
  

期間虧損 7 (7,039) (9,537)
  

應佔期間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361) (6,670)

非控制性權益 (1,678) (2,867)
  

(7,039) (9,537)
  

每股虧損
基本 8 (0.59)港仙 (0.80)港仙

  

攤薄 8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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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間虧損 (7,039) (9,537)
  

可於其後轉撥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入
因功能貨幣換算為呈列貨幣而產生之 

匯兌差異 6,194 (3,949)
  

期間全面總收入 (845) (13,486)
  

應佔期間全面總收入：
本公司擁有人 (498) (9,363)

非控制性權益 (347) (4,123)
  

(845) (1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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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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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3 9,049

採礦權 174,589 168,516

聯營公司之投資 1,145 1,151

可供出售投資 4,984 4,903

會所會籍 879 872
  

190,760 184,491
  

流動資產
存貨 1,264 1,197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9 43,479 40,256

應收一家附屬公司一名 

非控制性股東之款項 3,465 3,345

持作買賣投資 1,299 1,25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944 16,000
  

72,451 62,052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10 23,500 37,863

應付一名關連人士之款項 879 1,296

應付附屬公司非控制性股東之款項 3,557 3,252

應付稅項 6,333 6,272
  

34,269 48,683
  

流動資產淨值 38,182 13,369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8,942 19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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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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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91,778 83,206

儲備 44,388 23,45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36,166 106,663

非控制性權益 37,402 37,749
  

173,568 144,412
  

非流動負債
其他借貸 11 14,258 13,762

遞延稅項負債 41,116 39,686
  

55,374 53,448
  

228,942 19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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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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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83,206 395,962 2,481 71,273 30,132 991 (418,672) 165,373 77,581 242,954

          

期間虧損 – – – – – – (6,670) (6,670) (2,867) (9,537)
因功能貨幣換算為呈列 
貨幣而產生之匯兌差異 – – – (2,693) – – – (2,693) (1,256) (3,949)

          

期間全面總收入 – – – (2,693) – – (6,670) (9,363) (4,123) (13,486)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3,206 395,962 2,481 68,580 30,132 991 (425,342) 156,010 73,458 229,468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83,206 395,962 2,481 62,370 30,132 991 (468,479) 106,663 37,749 144,412

          

期間虧損 – – – – – – (5,361) (5,361) (1,678) (7,039)
因功能貨幣換算為呈列 
貨幣而產生之匯兌差異 – – – 4,863 – – – 4,863 1,331 6,194

          

期間全面總收入 – – – 4,863 – – (5,361) (498) (347) (845)
          

發行新股份 8,572 21,429 – – – – – 30,001 – 30,001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91,778 417,391 2,481 67,233 30,132 991 (473,840) 136,166 37,402 17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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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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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76) (10,706)

投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91 (201)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29,584 64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6,199 (10,261)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000 12,852

匯率變動之影響 745 (76)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2,944 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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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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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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年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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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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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年報所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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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已著手評估採納該等準

則、修訂或詮釋對本集團之影響。本集團尚未能說明該等頒佈會否導致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財務

報表發生重大變動。

4. 分部資料及收益

(a) 可呈報分部及可呈報分部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之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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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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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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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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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益、分部資產及分部負債內，故並無被分配至各可呈報分部。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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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 542
   

可呈報分部虧損 (1,318) (903) (2,221)
   

出售╱撇銷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6 – 36
折舊及攤銷 3 152 155
存貨撇減撥回 (107) – (107)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益及綜合收益 542

除所得稅前虧損
可呈報分部虧損 (2,221)
利息收入 85
雜項收入 392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2,817)
企業支出 (1,879)
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6)
融資成本 (593)

 

除所得稅前綜合虧損 (7,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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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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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31 190,983 249,214
   

可呈報分部負債 (2,906) (78,482) (81,388)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249,214
未分配企業資產

－聯營公司之投資 1,145
－可供出售投資 4,984
－持作買賣投資 1,299
－會所會籍 87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181
－其他 509

 

綜合資產總值 263,211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81,388
未分配企業負債

－應付稅項 4,574
－應付董事劉先生之款項 879
－其他 2,802

 

綜合負債總額 89,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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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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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73 – 84,373
   

可呈報分部虧損 (2,621) (1,412) (4,033)
   

折舊及攤銷 3 160 163

就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確認之減值虧損 339 – 339

存貨撇減撥回 (58) – (58)

收益
可呈報分部收益及綜合收益 84,373

除所得稅前虧損
可呈報分部虧損 (4,033)

利息收入 24

雜項收入 411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 (2,848)

企業支出 (1,546)

分佔聯營公司之業績 (920)

融資成本 (625)
 

除所得稅前綜合虧損 (9,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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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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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34 182,602 237,236
   

可呈報分部負債 (3,333) (74,431) (77,764)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237,236

未分配企業資產

－聯營公司之投資 1,151

－可供出售投資 4,903

－持作買賣投資 1,254

－會所會籍 87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82

－其他 545
 

綜合資產總值 246,543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77,764

未分配企業負債

－應付稅項 4,574

－預收款項 15,599

－應付董事劉先生之款項 1,296

－其他 2,898
 

綜合負債總額 102,131
 

(b) 收益

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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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

或應收之款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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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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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 593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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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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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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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174

匯兌虧損 – 1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2,114 2,359

－其他員工成本 1,622 2,87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不包括董事） 88 237

3,824 5,472
  

及已計入：

提供物流及宣傳服務之服務收入 41 676

利息收入 8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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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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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1,000港元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虧損6,670,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905,466,646股（二零一六年六月

三十日：已發行股份832,063,442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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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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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69 18,049

減：累計撥備 (18,139) (17,998)
  

130 51

應收增值稅 445 412

預付供應商款項 35,136 34,042

其他應收賬款及按金 13,898 11,781

減：累計撥備 (6,130) (6,030)
  

43,479 4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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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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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5

三十一至九十日 14 12

超過九十日 55 34
  

13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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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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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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82

三十一至九十日 20 –

超過九十日 179 180
  

214 262

客戶預付款項 130 125

預收款項 – 15,599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23,156 21,877
  

23,500 37,863
  

11. 其他借貸

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有抵押其他借貸 14,258 13,762
  

於呈報期結算日，本集團其他借貸以100,000（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00,000）噸礦產儲量作

抵押，按固定年利率8.47%（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8.47%）計息，須於兩年內（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兩年內）償還。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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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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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2,000,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款股本：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 832,063,442 83,206

已配發新股份 85,716,000 8,572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917,779,442 91,778
  

13. 股息

董事會並無宣派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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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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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