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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入 5 5,606,182 6,344,124
銷售成本 (3,433,775) (4,103,629)

 

毛利 2,172,407 2,240,495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260,140 156,771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9,709) (97,273)
管理費用 (907,491) (820,636)
其他支出 (233,750) (164,190)
財務成本 6 (514,406) (342,123)
分佔公司損益
　— 聯營公司 6,597 12,977
　— 一間合營公司 19,236 7,536

 

除稅前溢利 7 683,024 993,557

所得稅開支 9 (176,283) (226,157)
 

本年度溢利 506,741 767,400
 

應佔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10 455,388 734,085
　非控股股東 51,353 33,315

 

506,741 767,400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之每股盈利 12

　—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人民幣：元） 0.15 0.25
 

本年度擬派期末股息的詳細內容載於本財務報表附註11。



綜合全面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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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4 年度報告 /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本年度溢利 506,741 767,400
 

其他綜合溢利

將於以後期間劃分至損益之其他綜合溢利：

境外經營折算差異 (28) (379)
可供出售投資公允價值變動損益 (2,382) —

 

將於以後期間劃分至損益之其他綜合溢利淨值 (2,410) (379)

將不於以後期間劃分至損益之其他綜合溢利淨值 — —
 

除稅後其他綜合虧損 (2,410) (379)
 

本年度綜合溢利 504,331 767,021
 

應佔綜合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452,978 733,706
　非控股股東 51,353 33,315

 

504,331 767,021
 



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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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1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11,145,368 9,475,509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14 326,733 321,194
商譽 15 932,792 932,792
其他無形資產 16 4,368,355 3,941,692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 18 135,300 116,064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19 268,251 273,154
可供出售投資 20 46,041 26,586
遞延稅項資產 21 345,535 311,123
應收貸款 22 37,000 825,000
長期按金 23 111,909 90,729
其他長期資產 24 2,839,531 2,120,989

 

非流動資產合計 20,556,815 18,434,832
 

流動資產
存貨 25 3,172,280 2,503,942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26 102,569 190,106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7 809,719 973,901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將其變動
 計入損益之權益投資 28 23,412 34,351
衍生金融工具 32 57,211 —
質押存款 29 388,388 164,500
應收貸款 22 35,000 35,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 1,254,916 1,035,825

 

流動資產合計 5,843,495 4,93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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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報告 /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30 479,140 648,338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31 1,541,203 1,503,685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將其變動
　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32 3,827,336 1,574,512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33 4,716,034 5,330,507
應付所得稅 146,988 125,744
撥備 36 24,504 20,431
公司債券 34 — 1,494,375
一年內到期的其他長期負債 37 — 25,000

 

流動負債合計 10,735,205 10,722,592
 

流動負債淨額 (4,891,710) (5,784,96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665,105 12,649,865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33 2,173,987 1,116,563
公司債券 34 2,690,309 1,191,671
遞延稅項負債 21 566,492 596,443
遞延收入 35 415,745 335,534
撥備 36 68,608 66,986
其他長期負債 37 — 19,870

 

非流動負債合計 5,915,141 3,327,067
 

淨資產 9,749,964 9,32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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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1日

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擁有人之權益
股本 38 2,965,827 2,965,827
儲備 39 5,552,941 5,163,513
擬派期末股息 11 148,291 296,583

 

8,667,059 8,425,923
 

非控股權益 1,082,905 896,875
 

權益合計 9,749,964 9,322,798
 

翁占斌 李秀臣
董事 董事



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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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報告 /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歸屬於母公司擁有人之權益

已發行股本 資本公積 專項儲備
法定及

可分配儲備
匯率

波動儲備 留存溢利
攤派

期末股息
所有者

權益總值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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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38） （附註39） （附註39）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及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2,965,827 1,209,435 13,185 615,805 (7,926) 2,895,891 711,799 8,404,016 843,609 9,247,625

本年度溢利 — — — — — 734,085 — 734,085 33,315 767,400

本年度其他綜合溢利：
境外經營報表折算匯兌差額 — — — — (379) — — (379) — (379)

本年度溢利合計 — — — — (379) 734,085 — 733,706 33,315 767,021

支付給非控股股東之股息 — — — — — — — — (76,133) (76,133)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15） — — — — — — — — 96,084 96,084

轉撥入儲備 — — 4,937 110,520 — (115,457) — — — —

股息
　— 二零一三年末擬派（附註11） — — — — — (296,583) 296,583 — — —

　— 二零一二年已支付（附註11） — — — — — — (711,799) (711,799) — (711,799)

於二零一三十二月三十一日 2,965,827 1,209,435* 18,122* 726,325* (8,305)* 3,217,936* 296,583 8,425,923 896,875 9,322,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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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綜合權益變動表

          

歸屬於母公司擁有人之權益
 

已發行股本 資本公積 專項儲備
法定及

可分配儲備
匯率

波動儲備 留存溢利
攤派

期末股息
所有者

權益總值 非控股權益 總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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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38） （附註39） （附註39）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及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2,965,827 1,209,435 18,122 726,325 (8,305) 3,217,936 296,583 8,425,923 896,875 9,322,798

本年度溢利 — — — — — 455,388 — 455,388 51,353 506,741

本年度其他綜合溢利：
境外經營報表折算匯兌差額 — — — — (28) — — (28) — (28)

除稅後可供出售投資公允價值
　變動損益 — (2,382) — — — — — (2,382) — (2,382)

          

本年度溢利合計 — (2,382) — — (28) 455,388 — 452,978 51,353 504,331

向非控股股東分配紅利 — — — — — — — — (117,628) (117,628)

履行向非控股股東的利潤分配承諾 — 84,741 — — — — — 84,741 — 84,741

處置附屬公司 — — — — — — — — 3,305 3,305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 — — — — — — — 245,000 245,000

非控股股東注資（附註40） — — — — — — — — 4,000 4,000

轉撥入儲備 — — 1,193 73,596 — (74,789) — — — —

股息
　— 二零一四年末擬派（附註11） — — — — — (148,291) 148,291 — — —

　— 二零一三年已支付（附註11） — — — — — — (296,583) (296,583) — (296,583)
          

於二零一四十二月三十一日 2,965,827 1,291,794* 19,315* 799,921* (8,333)* 3,450,244* 148,291 8,667,059 1,082,905 9,749,964
          

* 這些儲備賬戶構成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中的綜合儲備人民幣5,552,941,000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5,163,51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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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業務現金流量

除稅前溢利 683,024 993,557

就下列各項調整：
　利息支出 6 514,406 342,123
　分佔聯營公司收益 (6,597) (12,977)
　分佔一間合營公司收益 (19,236) (7,536)
　利息收入 5 (24,139) (16,043)
　處置物業、廠房及設備淨虧損 10,791 3,529
　處置附屬公司虧損 7 2,454 —
　公允價值之淨虧損
　　— 按 公允價值計量且將其變動計入損益之

權益投資 7 8,367 17,306
　　— 商品期貨合約 7 650 11,132
　黃金租賃業務淨收益
　　— 黃 金租賃歸還及遠期合約平倉投資損益 7 152,003 (2,626)
　　— 黃 金租賃業務及黃金遠期合約之公允價

值變動收益 7 (153,689) (17,442)
　處置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將其變動
 　計入損益之權益投資（收益）╱損失 7 (9,373) 2,276
　商品期貨合約平倉收益 (46,090)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 563,614 495,020
　採礦權攤銷 7 111,189 105,364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攤銷 7 16,415 16,550
　撇銷其他無形資產 7 600 11,842
　應收款項壞賬撥備轉回 7 (3,123) (7,599)
　存貨之資產減值損失 7 75,297 62,246
　其他無形資產之資產減值損失 7 49,168 —
　已確認遞延收入 5,35 (39,840) (44,715)

 

1,885,891 1,952,007
 



117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14 年度報告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綜合現金流量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存貨增加 (746,611) (545,148)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減少╱（增加） 92,330 (53,494)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230,821 (172,374)
質押存款增加 (10,856) (48,000)
應付貿易款項（減少）╱增加 (162,451) 236,314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增加 2,822 59,812
撥備增加╱（減少） 5,695 (3,309)

 

經營業務產生的現金 1,297,701 1,425,808
已付所得稅 (229,416) (551,301)

 

經營業務現金流量流入淨額 1,068,285 874,507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已收利息 5 24,139 16,043
於聯營公司之紅利所得 11,501 8,995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075,453) (2,300,12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所得款項 29,178 8,402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增加 (21,954) (78,604)
取得政府補助金 120,051 115,114
購買其他無形資產 (80,169) (251,138)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 40 (60,542) (182,557)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 — (183,659)
處置附屬公司所得款項 41 45,722 —
支付可供出售投資款 (2,500) —
收購附屬公司按金 (1,094,600) (768,000)

商品期貨合約平倉收益 45,753 —
商品期貨合約之保證金增加 (5,212) —
處置和購買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將其變動計入損
益之權益投資的淨收益 11,945 (21,524)
應收貸款減少 800,000 —
應收貸款增加 (12,000) (8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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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現金流量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淨額 (2,264,141) (4,442,056)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新增銀行及其他借貸 6,929,408 10,301,685
銀行及其他借貸還款 (6,482,812) (7,131,543)
黃金租賃業務之所得款項 3,410,648 1,614,348
已付黃金租賃相關之黃金遠期合約保證金 (129,318) (166,815)
黃金租賃業務之歸還款項 (1,046,916) (30,900)
已付股息 (419,789) (807,140)
短期借款保證金增加 (113,032) (116,500)
融資活動相關之第三方借款 — 83,895
融資活動相關之第三方借款歸還 (97,680) —
已付利息 (635,562) (492,740)

 

融資活動現金流入淨額 1,414,947 3,254,29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219,091 (313,259)

年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35,825 1,349,084
 

年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54,916 1,035,82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29 1,254,416 1,035,325
原到期日不足三個月的無抵押定期存款 29 500 500

 

合併現金流量表中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54,916 1,035,825
 



財務狀況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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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1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 4,145,902 3,483,433
土地租賃預付款項 14 115,130 120,794
商譽 15 84,333 84,333
其他無形資產 16 1,146,647 1,189,774
於附屬公司投資 17 4,827,451 4,661,569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投資 18 100,000 100,000
於一間聯營企業之投資 19 34,650 34,650
可供出售投資 20 3,725 —
遞延稅項資產 21 173,857 83,461
應收貸款 22 3,803,170 3,187,437
長期按金 23 61,039 46,949
其他長期資產 24 1,223,436 250,867

 

非流動資產合計 15,719,340 13,243,267
 

流動資產
存貨 25 1,783,158 1,370,373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26 33,471 92,585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27 1,833,626 1,851,312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將其變動計入損益之權益 
投資 28 9,306 26,433
衍生金融工具 32 51,981 —
質押存款 29 329,532 116,500
應收貸款 22 2,057,864 2,731,63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9 578,748 393,409

 

流動資產合計 6,677,686 6,582,2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