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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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會對因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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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OJIN MINING INDUSTRY COMPANY LIMITED*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18）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概要

• 於本期間，收入約為人民幣3,486,564,000元，比去年同期增長了約11.32%。

• 於本期間，淨利潤約為人民幣95,443,0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約79.08%。

• 於本期間，母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18,163,000元，比去年同期下
降約95.60%。

• 於本期間，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約為人民幣
0.00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約 95.38%。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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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董事（「董事」）欣然宣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
間」）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該公
告已經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審閱。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訊連同二
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據如下：

中期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5 3,486,564 3,131,980
銷售成本 (2,307,097) (1,775,280)

  

毛利 1,179,467 1,356,700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264,220 370,459
銷售及分銷成本 (25,412) (18,650)
管理費用 (564,761) (491,338)
金融資產減值損失 (27,146) (79,290)
其他支出 6 (324,286) (216,558)
財務成本 (334,545) (354,244)
分佔公司損益：
－聯營公司 (6,873) 6,590
－合營公司 (505) 5,856

  

除稅前溢利 7 160,159 579,525

所得稅開支 8 (64,716) (123,357)
  

本期溢利 95,443 456,168
  

應佔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18,163 412,392
非控股權益 77,280 43,776

  

95,443 456,168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之每股盈利

本期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人民幣：元） 10 0.006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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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溢利 95,443 456,168
  

其他綜合（損失）╱溢利

將於以後期間劃分至損益之
其他綜合（損失）╱溢利：

境外經營折算差額 (10,746) 19,430
  

將於以後期間劃分至損益之
其他綜合（損失）╱溢利淨值 (10,746) 19,430

  

不將於以後期間劃分至損益之
其他綜合溢利淨值 – 200

  

除稅後本期其他綜合（損失）╱溢利 (10,746) 19,630
  

本期綜合溢利 84,697 475,798
  

應佔綜合溢利：
母公司擁有人 7,452 432,014
非控股股東 77,245 43,784

  

84,697 47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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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735,106 15,209,375
投資物業 86,457 –
使用權資產 762,757 773,760
商譽 609,525 609,525
其他無形資產 9,571,773 9,494,465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55,695 56,20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710,645 716,214
遞延稅項資產 258,303 255,493
長期按金 14,766 15,802
定期存款 201,000 200,000
應收貸款 351,000 248,625
以攤餘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 489,992 626,083
其他長期資產 509,815 506,025

  

非流動資產合計 29,356,834 28,711,567
  

流動資產
存貨 4,424,652 5,125,690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11 540,250 283,32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94,775 556,570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將其變動計入
損益之金融資產 1,110,297 1,020,883

質押存款 325,061 375,465
應收貸款 1,680,941 1,775,65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069,293 1,840,469

  

流動資產合計 10,945,269 10,978,05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12 560,809 508,179
其他應付款項及預提費用 1,775,078 2,004,055
衍生金融工具 11,235 41,266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9,206,928 8,444,969
應付所得稅 56,912 126,709
撥備 3,693 7,887
吸收存款 1,182,096 1,729,782
其他長期負債之即期部分 109,220 205,990
公司債券 3,633,339 3,448,895

  

流動負債合計 16,539,310 16,517,732
  

流動負債淨額 (5,594,041) (5,539,682)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23,762,793 23,171,885
  



– 5 –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 1,467,273 734,140
公司債券 4,829,433 4,780,379
租賃負債 26,110 30,153
遞延稅項負債 325,390 331,020
遞延收入 168,956 195,093
撥備 44,129 44,129

  

非流動負債合計 6,861,291 6,114,914
  

淨資產 16,901,502 17,056,971
  

權益
歸屬於母公司擁有人之權益
股本 3,270,393 3,270,393
永續資本工具 1,533,964 1,527,022
儲備 8,561,436 8,755,409

  

13,365,793 13,552,824
  

非控股權益 3,535,709 3,504,147
  

權益合計 16,901,502 17,05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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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 公司資訊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六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公司法成立為股份有限公
司。本公司的註冊地址位於中國山東省招遠市金暉路299號。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境內從事黃金產品的勘探、開採、選礦、冶煉、銷售業務以及銅產品的
開採、選礦以及銷售業務。另外，本公司亦於中國境內從事銀的冶煉及銷售業務。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主要股東山東招金集團有限公司（「招金集團」）及其子
公司、上海豫園旅遊商城（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持股量
合計分別為37.07%和23.34%。

本公司的H股股份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八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公開發售。

2. 編製基礎、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

2.1 編製基礎

本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簡明財務資料已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編製。未經審核中期簡明財務資料不包括年度財務報表規定的所有資料及披露事
項，並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
覽。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淨流動負債人民幣5,594,041,000元（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539,682,000元）。本公司董事已考慮本集團的未來流動資
金及可用資金來源（包括銀行融資），以評估本集團有否充足財務資源支持持續經
營。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考慮到本集團的現金流量預測，包括本集團未動用
的銀行信貸額度、銀行融資到期時展期或重新獲取融資的能力及本集團有關其不
可撤銷資本承擔的未來資本開支後認為，本集團有充足的營運資金，可悉數償還自
報告期末起計至少十二個月的到期債務，因此本財務報表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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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會計政策及披露變動

除了就本期財務資料首次採納以下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編製此中期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納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
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2

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性質及影響如下：

(a) 當現有利率基準被可替代無風險利率替代方案替代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之修訂解決先前影響財務報告之修訂未處理的
問題。第二階段之修訂提供對於釐定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合約現金流量之基準
之變動進行會計處理時無需調整賬面值而更新實際利率的可行權宜方法，前
提為該變動為利率基準改革之直接後果且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新基準於經濟
上等同於緊接變動前的先前基準。此外，該等修訂允許利率基準改革所規定
對對沖指定及對沖文件進行更改，而不會中斷對沖關係。過渡期間可能產生
的任何損益均通過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正常規定進行處理，以衡量及確
認對沖無效性。倘無風險利率被指定為風險組成部分時，該等修訂亦暫時減
輕了實體必須滿足可單獨識別的要求的風險。倘實體合理地預期無風險利率
風險組成部分於未來 24個月內將變得可單獨識別，則該減免允許實體於指定
對沖後假定已滿足可單獨識別之規定。此外，該等修訂亦規定實體須披露額
外資料，以使財務報表的使用者能夠瞭解利率基準改革對實體的金融工具及
風險管理策略的影響。該修訂本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和業績沒有任何影響。

3. 經營季節性

本集團經營活動不具有季節性。

4. 分部資料

對於管理層，根據產品及服務的差別，本集團按下列方式劃分三個經營分部：

(a) 金業務，黃金開採和冶煉業務；

(b) 銅業務，包含銅開採和冶煉業務；

(c) 其他主要包括本集團其他投資活動、財務公司業務、酒店餐飲業務及工程設計和諮
詢業務。

管理層關注本集團的分部業績以決定如何在各分部間進行資源分配和評估其表現。分部
業績是根據分部利潤╱（虧損）進行評估，該分部利潤為經調整的除稅前溢利╱（虧損）。經
調整的除稅前溢利╱（虧損）與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計量一致，利息收入、財務成本及總
部費用不在此計量內。

分部資產不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遞延稅項資產、質押按金及其他不包括在分部資產
內的總部資產，因為這些資產基於一組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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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負債不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公司債券、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不包括在分部負
債內的總部負債，因為這些負債基於一組來管理。

分部間的銷售和交易參考與第三方進行交易的市場交易定價。

本集團業務單位營運狀況如下：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金礦業務 銅礦業務 其他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3,038,226 185,396 262,942 3,486,564

    

分部業績 561,820 (20,759) (143,283) 397,778

調節項：
利息收入 96,926
財務成本 (334,545)

 

除稅前溢利 160,159
 

分部資產 29,821,983 2,911,056 4,715,407 37,448,446

調節項：
總部資產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853,657

 

資產合計 40,302,103
 

分部負債 1,474,789 617,968 1,845,481 3,938,238

調節項：
總部負債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19,462,363

 

負債合計 23,400,601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支出* 1,162,143 39,546 21,138 1,222,827
於聯營企業之投資 705,010 – 5,635 710,645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 – 55,695 55,695
於損益中確認之減值損失 101,151 2,448 3,927 107,526
分佔公司損失
－聯營公司 (6,466) – (407) (6,873)
－合營公司 – – (505) (505)
折舊及攤銷 380,543 30,411 40,672 451,626
金融資產處置收益 – – 56,864 56,864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將其變動
計入損益之公允價值
（損失）╱收益 (16,408) 87 (138,789) (155,110)

    

* 資本支出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其他無形資產及使用權資產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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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金礦業務 銅礦業務 其他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收入 2,872,583 121,480 137,917 3,131,980

    

分部業績 809,051 (57,883) 74,035 825,203

調節項：
利息收入 108,566
財務成本 (354,244)

 

除稅前溢利 579,525
 

分部資產 33,594,737 2,245,475 4,266,896 40,107,108

調節項：
總部資產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3,722,435

 

資產合計 43,829,543
 

分部負債 2,534,489 220,160 2,354,207 5,108,856
調節項：
總部負債及其他未分配負債 21,560,021

 

負債合計 26,668,877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支出* 591,053 27,365 6,677 625,095
於聯營企業之投資 763,970 – 5,410 769,380
於合營企業之投資 – 32,475 150,069 182,544
於損益中確認╱（轉回）之減值損失 218,446 3,721 (2,805) 219,362
分佔公司收益╱（損失）
－聯營公司 6,975 – (385) 6,590
－合營公司 – (1,876) 7,732 5,856
折舊及攤銷 453,969 41,016 12,021 507,006
金融資產處置收益 10,184 – 36,504 46,688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將其變動
計入損益之公允價值收益 23,357 – 109,839 133,196

    

* 資本支出包括物業、廠房及設備、其他無形資產及使用權資產的增加。

地域信息

因為本集團超過92%的資產在中國境內，並且超過99%的收入在中國境內實現，因此地域
分部信息不作進一步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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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的信息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金礦業務中約有人民幣 2,292,106,000元（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2,524,627,000元）的收入來自單一客戶。

5.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3,535,193 3,185,736
提供服務 69,519 70,391

  

3,604,712 3,256,127

減：
政府附加費 (118,148) (124,147)

  

3,486,564 3,131,980
  

於某一時間點轉讓的貨品 3,573,749 3,232,714
隨時間轉讓的服務 30,963 23,413

  

3,604,712 3,256,127

減：
政府附加費 (118,148) (124,147)

  

合約客戶收益總額 3,486,564 3,131,980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將其變動計入損益之公允價值收益 – 133,196
利息收入 96,926 108,566
金融工具結算利得 56,864 46,688
政府補助金 31,255 36,321
原材料銷售 40,082 24,983
匯兌收益 19,336 8,178
其他 19,757 12,527

  

264,220 370,459
  



– 11 –

6. 其他支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按公允價值計量且將其變動計入損益之公允價值損失 155,110 –

固定資產處置損失 1,096 1,429

物業、廠房及設備、其他無形資產及商譽減值 – 126,333

輔助材料銷售和其他業務成本 65,997 60,572

存貨減值損失 80,380 13,739

商品遠期合約損失 15,621 9,035

其他 6,082 5,450
  

324,286 216,558
  

7.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的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成本 2,307,097 1,775,280

存貨減值計提 80,380 13,739

應收貸款減值 14,911 64,665

應收款項減值 12,235 14,625

物業、廠房及設備、其他無形資產及商譽減值 – 126,333

匯兌收益 (19,336) (8,178)
  

8.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須就本集團成員公司所處及經營場的司法權區所產生或賺取的溢利，按企業基準
支付所得稅。

中國大陸當期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已按組成本集團根據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批准
及生效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而確定的呈報應課稅收入按25%（二零二零年：25%）稅率作出
撥備，除高新技術企業及西部大開發優惠稅率的子公司使用15%的稅率。本年度香港利
得稅按在香港取得的估計應課稅溢利的16.5%（二零二零年：16.5%）計提。該附屬公司首港
幣2,000,000元（二零二零年：港幣2,000,000元）之應課稅溢利將按8.25%（二零二零年：8.25%）
計提，而超過港幣2,000,000元之應課稅溢利將按16.5%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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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期綜合損益表中的所得稅開支明細列示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期開支 73,156 87,533

遞延所得稅 (8,440) 35,824
  

本期所得稅開支 64,716 123,357
  

9.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普通股：

擬派期末股息－每股人民幣0.05元
（二零二零年：每股人民幣0.04元） 163,519 130,816

  

股東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七日批准派發二零二零年期末股息，每股人民幣0.05元（未除
稅），合計為人民幣163,519,000元（二零二零年：人民幣130,816,000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止，無尚未派發之二零二零年期末股息。本期間並無擬派發中期股息。

10.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之每股盈利

每股盈利乃根據本期間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溢利人民幣18,163,000元（截至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人民幣412,392,000元）除以本期間已發行普通股3,270,393,000股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3,270,393,000股）計算所得。

由於無攤薄效應的事件，本期間及二零二零年同期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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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款項及票據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款項 285,478 148,969

應收票據 273,110 146,950

減值 (18,338) (12,599)
  

540,250 283,320
  

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收貿易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年內到期的未償還結餘 256,105 119,046

於一至二年內到期的未償還結餘 6,323 7,923

於二至三年內到期的未償還結餘 6,055 17,351

於三年以上到期的未償還結餘 16,995 4,649
  

285,478 148,969

應收貿易款項減值準備 (18,338) (12,599)
  

267,140 13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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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款項 409,580 395,526

應付票據 151,229 112,653
  

560,809 508,179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應付貿易款項餘額主要是尚未結款的金精礦採購款。應付貿
易款項不計息，期限一般為60天。

與本期間末，按發票日期計算的應付貿易款項及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須於下列年期償還之款項：
一年內 530,537 467,576

一年以上但兩年內 12,340 20,417

兩年以上但三年內 4,275 7,971

三年以上 13,657 12,215
  

560,809 50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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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期業績

收入

於本期間，本集團共實現收入約人民幣3,486,564,000元（二零二零年同期：
約人民幣3,131,98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1.32%。

淨利潤

於本期間，本集團淨利潤約為人民幣 95,443,000元（二零二零年同期：約人
民幣456,168,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79.08%。

產品產量

於本期間，本集團共完成黃金總產量約為13,549.79千克（約435,635.55盎司），比
去年同期下降約11.03%，其中：本集團礦產黃金為5,332.93千克（約171,457.70
盎司），較去年同期下降了約 32.67%，冶煉加工黃金約為 8,216.86千克（約
264,177.86盎司），比去年同期增長了約12.44%。於本期間，本集團共完成銅
總產量約為3,720噸（其中：礦產銅1,327噸，冶煉銅2,393噸），比去年同期下
降約21.88%。

母公司股東應佔溢利

於本期間，母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18,163,000元（二零二零年同期：
約人民幣412,392,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95.60%。

每股盈利

於本期間，母公司普通股股東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約為人民幣 0.006
元（二零二零年同期：約人民幣 0.13元），較去年同期下降了約95.38%。

每股淨資產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每股綜合淨資產約為人民幣5.17元（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 5.25元），於本期間，淨資產收益率約為 0.56%（二零
二零年同期：約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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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
二零年同期：無）。

三、 業務回顧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受年初美國國債收益率大幅飈升的影響，黃金價格受
到了壓制，但隨著美國國債收益率趨於平穩，經濟復蘇帶動通脹預期上
行，加之主要國家維持貨幣寬鬆政策，上半年國際黃金價格波動性增高並
保持高位運行。國際黃金價格自年初1,903.71美元╱盎司開盤，六月末收於
1,769.80美元╱盎司，上半年平均價格為1,805.52美元╱盎司，同比增長10%。

上半年，面對各類極端情形，本公司頂住各方面壓力，在做好疫情防控、
安全管理的前提下，千方百計抓復產、渡難關、保業績、謀發展，各項工作
在逆勢中堅毅前行。

共剋時艱，戮力同心，全力扭轉被動局面

今年以來，受山東省安全生產大排查大整治、煙台市非煤礦山清理整頓等
因素影響，本公司的正常生產經營受到了嚴峻挑戰和影響。面對嚴峻的衝
擊和考驗，本公司上下一心、協作有序、配合高效，認真落實各級安全工作
要求，做好安全整改方案的制定、上報和驗收，積極推進復工復產工作。本
公司埠內大尹格莊金礦、夏甸金礦作為首批獲得復工批准的單位於2021年
3月21日恢復生產，埠內其他經營礦山金亭嶺礦業草溝頭礦區、金翅嶺金
礦原疃礦區、蠶莊金礦河東礦區、上莊礦區也已陸續取得復工批覆。截至
2021年4月底，本公司埠內上述經營礦區已全部取得復產批准並恢復生產。
為解決復工達產問題，本公司相繼解決爆破物品供應及安全管理、施工隊
備案、動火作業等問題，組織各企業自建生產隊伍，全力打通制約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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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點和難點。上半年本公司共完成黃金總產量13,549.79千克（約435,635.55盎
司），其中礦產金5,332.93千克（約171,457.70盎司）。同時，本公司不斷強化探
礦增儲工作，上半年，共完成地質探礦投資人民幣 3,356.4萬元，探礦新增
金金屬量18.26噸，新增銅金屬量502.65噸。

聚焦「雙重點」，為全年重點工作開篇破題

上半年，本公司剋服安全生產大排查大整治及疫情帶來的影響，扎實推進
重點基建技改項目進度，累計完成重點基建技改項目投資人民幣1.5億元，
海域金礦取得由山東省自然資源廳核發的採礦許可證，向全面建設邁出
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堅實一步。上半年，本公司累計完成科技投入人民幣
1,053.02萬元，重點推進低品位高硫金礦石高值化利用關鍵技術研究等七
個重點攻關創新項目，為下步提質增效奠定基礎。

以本質安全為目標，加快推進智能礦山建設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公司以本質安全為目標，不斷強化礦山智能化頂層
架構設計，加快 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井下採掘、裝
運、提升、通風等生產工藝流程的深度融合。通過搭建礦山安全智能集控
平台，推進安全管理可視化、智能化，加快推進招金礦業智能礦山建設標
準落地，促進本公司數字化轉型升級。

以安全管理為主綫，提升整體管理水平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本公司以安全整改為契機，在制度化方面，強化了各
項制度完善和修訂，新增多項管理制度，與新法律法規、新標準融合，做到
合規、全面和有效；在流程化方面，強化前期計劃、論證，突出後期驗收、
評價等環節，逐步做到閉環式管理；在標準化方面，以安全整改為契機，
以新法新規為準繩，高標準完成各大安全和生產系統的標準化建設，出台
了《企業標準化工作管理規定》，夯實了本公司科學管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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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財務及業績分析

收入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收入約為人民幣3,486,564,000元（二零二零年同期：約
人民幣3,131,98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1.32%。於本期間，收入增長的
主要原因是本集團外購金精礦加工後銷售增加。

淨利潤

於本期間，本集團淨利潤約為人民幣 95,443,000元（二零二零年同期：約人
民幣456,168,00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約79.08%。淨利潤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本集團二零二一年上半年礦產金產量下降。

綜合克金成本

於本期間，本集團綜合克金成本約為人民幣242.98元╱克（二零二零年同期：
約人民幣167.39元╱克），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約45.16%。綜合克金成本上升
的原因是本集團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黃金產量下降所造成的影響。

銷售成本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約為人民幣2,307,097,000元（二零二零年同期：
約人民幣1,775,280,000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9.96%。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
集團銷售業務中外購金精礦比例增加。

毛利及毛利率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毛利約為人民幣1,179,467,000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
1,356,700,000元下降約13.06%。本集團的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約43.32%下降
至本期間約33.83%。毛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集團銷售業務中外購金精礦
比例增加。

其他收入及收益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其他收入及收益約為人民幣264,220,000元（二零二零年
同期：約人民幣370,459,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28.68%。該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本集團上半年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較上年同期減少。



– 19 –

銷售及分銷開支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約為人民幣 25,412,000元（二零二零年
同期：約人民幣18,650,000元），較去年同期增長約36.26%。該增長的主要原
因為本集團非金業務銷售費用增加。

行政開支及其他經營開支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行政開支及其他經營開支約為人民幣916,193,000元（二
零二零年同期：約人民幣787,186,000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6.39%。該增加
的主要原因為本集團上半年公允價值變動損失及上半年研發費用增加。

財務成本

於本期間，本集團的財務成本約為人民幣334,545,000元（二零二零年同期：
約人民幣354,244,000元），較去年同期下降約5.56%，相關下降主要由於本集
團上半年平均融資利率下降。

流動資金及資本資源

本集團所需的營運資金及資本主要來自經營現金流量及借貸，而本集團
的資金乃主要用於支持資本開支、經營活動及償還借貸。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
2,069,293,000元，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1,840,469,000元
增加約12.43%。該增加主要由於本集團上半年籌資和經營活動的資金流入
大於投資活動的資金流出。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以港元
列值的金額為人民幣191,141,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207,133,000元），以美元列值的金額為人民幣171,846,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88,859,000元）。以哈薩克斯坦堅戈列值的金額約為人
民幣3,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000元）。以澳元列值的
金額約為人民幣 2,469,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101,000
元）。其他所有本集團持有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人民幣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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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不能與其他貨幣自由兌換，然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
例及結匯、售匯及付匯管理規定，本集團可以通過有權進行外幣業務的銀
行將人民幣兌換成其他貨幣。

借貸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人民幣10,674,201,000元（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9,179,109,000元）的未償還銀行貸款、其他借貸及黃
金租賃融資（為本集團從銀行借入黃金後於上海黃金交易所（「上海黃金交易
所」）進行銷售所募集資金），其中人民幣9,206,928,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人民幣8,444,969,000元）須於一年內償還，人民幣1,467,273,000元（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734,140,000元）須於二至五年內償還。於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償還本公司債券約為人民幣3,633,339,000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3,448,895,000元）須於一年內償還及
約人民幣4,829,433,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4,780,379,000
元）須於二至五年內償還。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除公司債券人民幣 1,933,662,000元（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949,941,000元）以美元列值外，其餘借貸均以人民
幣列值。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除有抵押及擔保銀行貸款及其他借貸
人民幣1,007,319,000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 556,702,000元）
外，其餘借貸均為信用借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76.15%的
計息銀行借貸及其他借貸為固定利率。

所得稅

本集團於本期間須繳付的實際所得稅稅率（即所得稅總額除以除稅前溢利）
約為40.40%（二零二零年同期：約21.29%）。

總資產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 40,302,103,000元，
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39,689,617,000元增加了約1.54%。
其中非流動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29,356,834,000元，佔資產總值約72.84%，較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28,711,567,000元增加了約2.25%。於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資產總值約為人民幣 10,945,269,000元，佔資
產總值約 27.16%，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 10,978,050,000
元下降約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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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資產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16,901,502,000元，
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17,056,971,000元減少約0.91%。

總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負債總額約為人民幣 23,400,601,000元，
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人民幣22,632,646,000元增加約3.39%。於二
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槓桿比率（乃按淨負債除以總權益加淨負債。淨負
債包括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公司債券扣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餘額）約為
50.24%（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7.72%）。

或有負債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或有負債與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相比並無任何變動。

市場風險

本集團需承受各種市場風險，包括金價及其他商品價值波動、利率以及外
幣匯率的變動。

利率風險

本集團涉及之利率風險主要與本集團持有之現金及銀行存款、計息銀行
及其他借貸及公司債券有關。本集團主要通過持有固定利率及浮動利率
之短期存款，並同時持有以固定利率及浮動利率計息之銀行借款的組合，
來控制由於其持有若干現金及銀行存款和計息銀行及其他借貸以及公司
債券而面臨之利率風險。

本集團於本期間未使用過任何利率掉期，以對沖其利率風險。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交易大部份均以人民幣進行。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波動可能影
響國際及本地金價，進而對本集團的經營業績構成影響。匯率波動可能對
本集團兌換成港幣的淨資產、盈利及任何宣派的股息有不利影響。

於本期間，本集團並無由於匯率波動而進行任何套期保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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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價及其他商品價值風險

本集團價格風險主要與黃金及銅的市場價格波動有關，該等波動可對本
集團經營業績產生影響。於若干情況下，本集團於本期間於上海黃金交易
所進行了AU (T+D)合約之交易，以對沖黃金潛在價格波動，其實質為一種
遠期商品合約。在該等合約的框架下，本集團可以在繳納總持倉金額10%
為保證金的基礎上，以當天的價格進行黃金的遠期銷售或遠期購買。購買
合約後，可通過實物交割或反向操作的方式來結束合約。合約對交割期限
無特殊限制。本集團於本期間未進行任何長期的AU (T+D)合約框架。

本集團亦在上海期貨交易所訂立陰極銅及黃金遠期合約用以對沖因銷售
銅及黃金而造成的價格波動。

遠期商品合約之交易價格受本集團管理層嚴格監控。因此，商品價格可能
出現的10%合理波動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內的利潤及權益不會造成重大影
響。

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除以下資產抵押或質押作為環境治理保證金、
期貨交易保證金、AU (T+D)合約保證金或取得銀行貸款及應付票據外，本集
團並無其他資產抵押或質押：(1)質押存款為人民幣560,000,000元（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560,000,000元）；(2)國債債券為人民幣300,000,000
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0元）。

五、 業務展望

二零二一年下半年，本公司將以「達產達標、提質增效」為主綫，以「安全整
改、守法整治」兩大活動為保障，推進各項工作「提檔升級、迭代進化」，實
現穩定、健康、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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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攻堅雙重點和重難點，努力實現提質增效

下半年，本公司將在確保安全生產的前提下，堅持落實高質量發展理念。
一方面，加快建設自有產業隊伍，快速恢復各大礦山產能。另一方面，通
過開展技術診斷，提高入選品位、選冶回收率等措施，改善技術指標，發
掘新的增產增長空間。同時，配套相應政策，將優勢資源、激勵政策向優
勢企業配置，激發骨幹企業增產增收的積極性，實現提質增效。全年計劃
完成黃金總產量23,347.84千克（約750,649.93盎司），其中礦產金12,305.34千克
（約395,625.57盎司），戮力消化安全生產大整頓帶來的影響。下半年，公司
將對生產開拓、採選建設、尾砂綜合利用等「雙重點」工程施工進度進行細
化分解，重點加快推進瑞海礦業採選項目建設、草溝頭礦區建設項目，積
蓄企業發展後勁。

推動「四化」工作上台階，提升礦山本質安全水平

下半年，本公司將以「機械化換人、自動化減人、智能化無人」為目標，深
入推進生產企業「四化」建設，加快推進選礦、通風、排水等系統的自動化
改造，優化、完善現場生產無人值守、智能選礦、井下無人智能採礦裝備
等項目的應用效果，保證系統運轉的連續、高效與低成本，實現採選生產
智能化，提升礦山本質安全水平。

強化紅綫意識、底綫思維，築牢安全防綫

下半年，本公司將持續強化紅綫意識、底綫思維，深入開展「安全生產大排
查大整治、安全生產專項整治三年行動」等活動，落實全員安全生產責任
制，建立「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體的防控機制，做到持續發力，久久為
功；堅持安全環保合規守法經營，持續開展安全生產督導檢查，集中攻堅
進行重點整治，推進安全環保管理再上新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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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一、 股東持股和股權結構變動情況

1. 股東人數 

記錄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股東名冊上的本公司股 東（「股東」）人數詳情
如下：

類別 股東人數

內資股 2
海外上市外資股－H股 1,413

 

股東總數 1,415
 

二、 足夠之公眾持股

根據本公司所得之資料，以及在各董事認知範圍內，本公司確認於本期間
內及截至本公告日期止，本公司股份保持足夠的公眾持股量。

三、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期間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
何上市證券。

四、 可兌換證券、購股權、認股權證或相類權利

本公司於本期間內並無發行任何可兌換證券、購股權、認股權證或相類權
利。於本期間內並截至本公告日期止，本集團並無購股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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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員工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共有 6,703名員工。本集團根據員工表
現、經驗及當前業內慣例釐定員工薪酬，提供予僱員之其他福利（包括退
休福利計劃、醫療福利計劃、住房公積金計劃）。本集團亦給員工提供學習
及培訓機會。本集團向員工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組合，本集團每年亦會參
考當時勞動力市場及人才市場趨勢及法例來檢討員工之薪酬。

六、 重要事項

1.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經二零二一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
過如下決議：

(1) 審議及批准根據本公司與山東招金集團財務有限公司（「財務公司」）簽
訂的日期為2020年12月31日的2020年集團金融服務協議提供存款及票
據貼現服務以及相關建議年度上限；

(2) 審議及批准根據招金集團與財務公司簽訂的日期為2020年12月31日的
2020年母集團金融服務協議提供存款、貸款及票據貼現服務以及相關
建議年度上限；及

(3)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1.2條。

有 關 詳 情 已 載 於 本 公 司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聯 交 所」）網 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zhaojin.com.cn 刊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八日的公告、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通函及通告及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投票結果公
告。

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七日，經二零二零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其中包
括）如下決議：

(1)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利潤分配方案，決
定向全體股東派發現金股息為每股人民幣0.05元（未除稅）；

(2) 向董事會授權以配發、發行或處理不超過本公司於通過決議案當日
已發行H股及現有內資股各自總數的20%之股份；及

(3) 授予董事會購回H股的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本公司於通過決議案當日
已發行H股總數的10%之股份。

www.hkexnews.hk
www.zhaoji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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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詳 情 已 載 於 本 公 司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zhaojin.com.cn 刊載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的通函、通告以
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七日的投票結果公告。

3.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七日，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分別審
議通過了以下決議：

授予董事會購回H股的一般性授權，以購回不超過本公司於通過決議案當
日已發行H股總數的10%之股份。

該項決議分別獲得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及H股類別股東大會批准。

有 關 詳 情 已 載 於 本 公 司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zhaojin.com.cn 刊載日期分別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的通函、通
告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七日的投票結果公告。

4. 訂立銷售白銀框架協議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與山東招金金銀精煉有限公司（「招金
精煉」）訂立銷售白銀框架協議，據此，本集團同意向招金精煉及其附屬公
司出售白銀，由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為期三年。根據銷售白銀框架協議，銷售白銀的年度上限（未包含增值稅）
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將分別不超過人民幣 2.0億元、人民幣
2.1億元及人民幣 2.3億元。

招金集團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招金精煉為招金集團的附屬公司，故為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十四A
章，銷售白銀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由
於銷售白銀框架協議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均
高於0.1%但低於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銷售白銀框架協議項下
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
准規定。

有 關 詳 情 已 載 於 本 公 司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zhaojin.com.cn 刊載的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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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發行超短期融資券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二日發行了二零二一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
資券，發行票面金額為人民幣10億元，期限為180天，年利率為2.70%。有關
資金用作本公司償還有息債務。

有 關 詳 情 已 載 於 本 公 司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zhaojin.com.cn 刊載的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九日及二零二一年四月
十五日的公告。

6. 發行中期票據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七日發行了二零二一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據，
發行票面金額為人民幣 10億元，期限為3年，年利率為3.60%。有關資金用
作本公司償還有息債務。

有 關 詳 情 已 載 於 本 公 司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zhaojin.com.cn 刊載的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三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十
日的公告。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發行了二零二一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據，
發行票面金額為人民幣 10億元，期限為3年，年利率為3.60%。有關資金用
作本公司償還有息債務。

有 關 詳 情 已 載 於 本 公 司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zhaojin.com.cn 刊載的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
二十一日的公告。

七、 期後事項

發行中期票據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發行了二零二一年度第三期中期票
據，發行票面金額為人民幣10億元，期限為3年，年利率為3.45%。有關資金
用作本公司償還有息債務。

有 關 詳 情 已 載 於 本 公 司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zhaojin.com.cn 刊載的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二一年
七月二十九日的公告。

www.hkexnew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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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超短期融資券

本公司已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日發行了二零二一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資
券，發行票面金額為人民幣10億元，期限為270天，年利率為2.55%。有關資
金用作本公司償還有息債務。

有 關 詳 情 已 載 於 本 公 司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zhaojin.com.cn刊載的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七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年八月
三日的公告。

八、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期間
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概無董事知悉任何資料可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於本期間任何時間未有遵守
守則條文。

九、 遵守《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的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及監事
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

在對董事及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本公司所有董事及監事已於本期間完
全遵守標準守則之所需標準。

www.hkexnews.hk
www.zhaoji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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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審計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成員包括一名非執行董事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黃
震先生、陳晉蓉女士及蔡思聰先生，陳晉蓉女士擔任審計委員會主席。

審計委員會採納符合守則的書面職權範圍，其主要職責為負責有關內部
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與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原則、會計準則
及方法。審計委員會已探討了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事宜並已審閱了本公
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計之中期報告及未經審計
之中期業績公告，審計委員會認為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計之中期報告及未經審計之中期業績公告乃根據適用的會計準則
及法律規定編製，並已作出適當的披露。

承董事會命
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翁占斌

中國 •招遠，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翁占斌先生、董鑫先生及王立
剛先生；非執行董事：張邦龍先生、劉永勝先生、高敏先生及黃震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陳晉蓉女士、蔡思聰先生、魏俊浩先生及申士富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