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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前稱  China Billion Resources Limited 中富資源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4）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董事會謹此提呈本集團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及相關附註，連同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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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收益 4 51,671 47,070
銷售成本 (40,221) (38,480)

毛利 11,450 8,590
其他收入 166 21,594
行政開支 (24,736) (15,786)

經營（虧損）╱溢利 (13,120) 14,398
融資成本 5 (23,109) (35,157)

除稅前虧損 (36,229) (20,759)
所得稅（開支）╱抵免 6 (5,523)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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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7 (41,752) (20,051)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不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1,077 (18,77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1,077 (18,779)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40,675) (38,830)

下列應佔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24,741) (4,238)
非控股股東權益 (17,011) (15,813)

期內虧損 (41,752) (20,051)

下列應佔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6,757) (1,159)
非控股股東權益 (23,918) (37,671)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40,675) (38,830)

每股虧損（港仙）
基本 8 (1.80) (0.34)

攤薄 8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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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2022年6月30日

於2022年 於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5,495 137,935
使用權資產 975 1,254
採礦權 9 56,462 59,639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權投資 10 64,282 64,382

257,214 263,210

流動資產
存貨 1,017 –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1 22,946 19,689
貸款應收賬款 12 411 411
銀行及現金結餘 4,683 7,274

29,057 27,37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3 63,059 50,337
合約負債 9,287 9,553
借款 14 278,876 223,808
租賃負債 892 875

352,114 284,573

流動負債淨額 (323,057) (257,199)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5,843) 6,011

非流動負債
借款 14 2,152 38,118
租賃負債 165 456
遞延稅項負債 12,358 7,280

14,675 45,854

負債淨值 (80,518) (39,84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 15,153 15,153
儲備 221,922 238,67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237,075 253,832
非控股股東權益 (317,593) (293,675)

總權益 (80,518) (3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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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未經審核）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復興亞洲絲路集團有限公司（前稱中富資源有限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 P.O. Box 2681, Grand Cayman KY1-1111, 
Cayman Islands，其主要營業地點的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中367-375號18樓1802室（已於2022年7
月15日更改為香港干諾道中168-200號信德中心西座12樓1208室）。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
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i)於中國從事黃金開採、勘探及買賣黃金產
品；(ii)於香港提供放債服務；及(iii)於中國從事煤炭貿易及凍肉批發及貿易。

2. 編製基準

此等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
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

此等簡明財務報表應與2021年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編製此等簡明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
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團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下
文所述者除外。

本公司於期內擁有人應佔本集團虧損約24,741,000港元及本集團於2022年6月30日的流動負債
淨額及負債淨額分別約為323,057,000港元及80,518,000港元。

此等簡明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取決於股東的財務支持，其水平足以為
本集團的營運資金需求提供資金。股東已同意為本集團提供充足資金以償還到期負債。因此，
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簡明財務報表屬適當。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以下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於
2022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經修訂） 物業、廠房及設備 － 擬定用途前的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經修訂） 虧損性合約 － 履行合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8年至2020年的年度完善項目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概念框架的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經修訂） 2021年6月30日後與COVID-19相關租金減免
會計指引第5號（經修訂） 共同控制合併的合併會計處理

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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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應用以下已頒布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財政期間開始
或之後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經修訂）

流動或非流動負債分類及香港詮釋第5號 
（2020年）的相關修訂

2023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實務準則第2號 
（經修訂）

會計政策的披露 2023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經修訂）

會計估計的定義 2023年1月1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經修訂）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和負債相關的遞延稅項 2023年1月1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0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28號（經修訂）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的資產出售
或注資

待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7號

保險合約及相關修訂 2023年1月1日

本集團已開始評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其中若干可能與本集團的營運有
關，並可能導致會計政策變動、披露變動及財務報表中某些項目的重新計量。本集團尚無法確
定其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的影響。

4. 收益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有三個可報告分部如下：

採礦產品分部 － 黃金開採、勘探及買賣黃金產品；

放債分部 － 提供放債服務；及

貿易及批發分部 － 煤炭貿易及凍肉批發及貿易。

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為策略性業務單位，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此等分部個別管理，原因為各
業務需要不同技術及市場推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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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報告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的資料：

採礦產品 放債服務
貿易及
批發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48,776 – 2,895 51,671

分部（虧損）╱溢利 (34,731) (66) 533 (34,26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12 – 1 713

使用權資產折舊 – 56 – 56

採礦權攤銷 565 – – 565

所得稅開支 (5,523) – – (5,523)

增添至分部非流動資產 6,355 – – 6,355

於2022年6月30日
分部資產 205,314 826 77,900 284,040

分部負債 310,279 381 13,070 323,730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36,465 2,257 8,348 47,070

分部（虧損）╱溢利 (32,280) 3,829 (498) (28,949)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572 – 1 5,573

使用權資產折舊 – 57 – 57

採礦權攤銷 651 – – 651

所得稅抵免 708 – – 708

增添至分部非流動資產 1,978 – – 1,978

於2021年12月31日
分部資產 212,278 670 76,035 288,983

分部負債 259,137 223 10,535 269,895



7

可報告分部收益及損益對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可報告分部總收益及綜合收益 51,671 47,070

損益
可報告分部之虧損總額 (34,264) (28,949)
融資成本 (1,899) (4,438)
其他損益 (5,589) 13,336

期內綜合虧損 (41,752) (20,051)

除上述者外，分部資料所披露的其他重大項目的總額乃相等於綜合總額。

收益明細：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採礦產品 48,776 36,465
煤炭貿易及凍肉批發及貿易 2,895 8,348

客戶合約收益 51,671 44,813

放債服務之利息收入 – 2,257

總收益 51,671 47,070

客戶合約收益之分拆：

截至2022年6月30日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有客戶合約收益均來自中國。截至2022年6
月30日及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所有客戶合約收益的收益確認時間均以某個時間點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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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貸款利息 24,396 35,498
租賃利息 29 7

借款成本總額 24,425 35,505
已資本化金額 (1,316) (348)

23,109 35,157

6. 所得稅（開支）╱抵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遞延稅項 (5,523) 708

本集團期內並無可評稅的利潤（2021年：無），故毋需作出香港利得稅的計提。

報告期間，本集團於中國的附屬公司的適用所得稅率為2.5%－25%（2021年：2.5%－25%）。

7. 期內虧損

本集團期內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22年 2021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董事酬金 942 660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713 5,573
使用權資產折舊 489 57
採礦權攤銷 565 651
銷售成本 40,221 38,480

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

於報告期間，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24,741,000
港元（2021年：約4,238,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約1,377,568,000股（2021年：
約1,262,713,000股）計算。

每股攤薄虧損

截止報告期間及去年同期所有潛在普通股均具反攤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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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採礦權

千港元

成本
於2021年1月1日 1,493,761
匯兌差額 49,581

於2021年12月31日 1,543,342
匯兌差額 (67,910)

於2022年6月30日 1,475,432

累計攤銷及減值
於2021年1月1日 1,418,015
年內攤銷 1,536
年內減值虧損 22,215
匯兌差額 41,937

於2021年12月31日 1,483,703
期內攤銷 565
匯兌差額 (65,298)

於2022年6月30日 1,418,970

賬面值
於2022年6月30日 56,462

於2021年12月31日 59,639

採礦權包括收購採礦許可權之成本、於決定勘探礦區能夠進行商業生產而自勘探權以及勘探
及重估資產中轉移的成本以及土地補償成本。土地補償成本指向遷離礦場鄰近地區的原區民
給予的補償，以使本集團能使用該土地，作溶出物堆場及廢礦棄置場。採礦許可證將於2025年
12月31日到期。採礦權採用生產單位法，根據有關實體的生產計劃以及礦場的探明儲量及概
算儲量，以礦場的估計可使用年期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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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權投資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股權投資為非上市股本證券並以公允值列賬。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12,292 10,42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654 9,269

22,946 19,689

貿易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並經扣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3,952 3,350
31至60天 1,160 983
61至90天 – –
90天以上 7,180 6,087

12,292 10,420

12. 貸款應收賬款

2022年 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貸款應收賬款 8,362 8,362
虧損準備撥備 (7,951) (7,951)

賬面值 411 411

本集團董事參考各自目前的信譽，並監察貸款應收賬款的可收回性。

貸款應收帳款於扣除撥備後將於一年內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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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應收帳款的虧損撥備對賬：

2022年 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1月1日 7,951 11,489
期內╱年內虧損準備的減少 – (3,538)

7,951 7,951

13.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帳款 12,002 9,424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51,057 40,913

63,059 50,337

貿易應付賬款按照收訖貨品之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10,816 8,493
31至60天 – –
61至90天 – –
90天以上 1,186 931

12,002 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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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借款

2022年 2021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借款
－抵押、年利率為24%並須於一年內償還（附註(i)） 31,688 29,817
－無抵押、年利率為24%並須於一年內償還（附註(ii)） 1,869 1,809
－抵押、年利率為36%並須於一年內償還（附註(iii)） 190,739 156,123
－無抵押、無利率及無固定償還期限(iv) 19,794 20,706
－無抵押、無利率及無固定償還期限(v) 7,834 2,508
－無抵押、年利率為36%並須於一年內償還 26,952 12,845

278,876 223,808

長期借款
－抵押、年利率為36%並須於三年內償還（附註(iii)） 2,152 25,396
－無抵押、年利率為36%並須於三年內償還 – 12,722

2,152 38,118

281,028 261,926

附註：

(i) 於2020年8月10日，本公司及Westralian Resources與蔡先生（為湖南西澳的一名前董事）簽
訂了償付協議。關於償付安排，本公司與Westralian Resources已同意以約42,842,000港元
（人民幣38,485,000元等值）向蔡先生出售湖南西澳（由Westralian Resources擁有80%權益
的公司）的29%股權，以償還部分尚欠蔡先生的款項。蔡先生已同意將貸款協議的到期日
延長至2021年8月31日。於2021年8月31日，本公司及Westralian Resources與蔡先生簽訂了
補充協議，同意將到期日延長至2022年3月31日。合約方簽訂進一步補充協議（由2022年4
月1日生效），將到期日進一步延長至2023年3月31日，以及將年利率降至10%。於2022年6
月30日及2021年12月31日，該借款以湖南西澳的51%股權做抵押。

(ii) 該借款由湖南西澳的總經理（「總經理」）做擔保。

(iii) 該借款以湖南西澳所擁有採礦權的35%做抵押並由總經理所持有的新化稠木礦業有限公
司的10.4%股權作擔保。

(iv) 該無利息、無擔保及無固定還款期限借款由湖南西澳董事提供。

(v) 該無利息、無擔保及無固定還款期限借款由股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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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及 

2022年6月30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25,000,000,000普通股） 25,000,000 25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2021年1月1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1,262,713,382普通股） 1,262,713 12,627
發行認購股份 (i) 252,543 2,526

於2021年12月31日及2022年6月30日 
（每股面值0.01港元的1,515,256,058普通股） 1,515,256 15,153

(i) 於2021年7月2日，本公司與4名認購方分別各自訂立了一份認購協議，據此，彼等以每
股0.234港元的價格認購了合共252,542,676股股份。發行認購股份已於2021年7月19日完
成，而發行股份的溢價約56,569,000港元，已計入公司的股份溢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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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研討及分析

業務及財務回顧

本集團有三項主要業務：(i)於中國從事黃金開採、勘探及買賣黃金產品；(ii)於香港
提供放債服務；及(iii)於中國從事煤炭貿易及凍肉批發及貿易。

業務回顧

採礦產品

於報告期間，湖南西澳致力於完善經營合規方面工作。目前採礦環評手續仍然在努
力申辦過程中，湖南西澳將按環評要求繼續完善需要建設及改進的專案，並將於完
成驗收後重新申報批復。另相關綠色礦山建設亦尚在進行中。

由於過往歷年對探礦工程方面的力度及投放受限及不足，導致已知的礦產儲量偏
低、可供開採的已探明礦藏不足、以及被湖南省自然資源廳縮減探礦權面積，故於
報告期間，湖南西澳開始加大對採礦權範圍內探礦的力度，以期增加可供開採礦產
儲量。

由於前述原因，故開採方式多為邊採邊探，且多為小規模人工作業，導致採掘成本
居高不下。湖南西澳於2022年上半年經營收益約48,800,000港元，虧損約34,700,000
港元。湖南西澳期望未來探礦工程方面取得成果後，此部份能得以改善。

於報告期間，湖南西澳已根據上海黃金交易所發布的黃金加權平均交易價格，以現
貨交付方式向從事該業務的客戶生產並銷售黃金產品。

基於(i)於斯羅柯於2015年5月編製的獨立技術審查更新報告中所載，截至2015年3月
31日金礦的概略儲量及50%的推斷資源量的總和減去(ii)於礦山提升項目及其他工
作中產生的副礦的黃金總量50%及於2020年計劃生產的100%的黃金產量的總和，湖
南西澳預計如現有選礦廠及（自2022年11月起）新選礦廠以負荷運營時，則剩餘的儲
量和資源將支持超過14年的運營。本公司將尋求在適當的時間更新技術報告，以「提
升」金礦的儲量及╱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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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債業務

誠如2021年報中所述，由於整體環境的變化及不確定性，為審慎起見，本集團於報
告期間並無批出新貸款。考慮到包括當前全球經濟、政治、疫情、風險和成本控制
管理，以及本集團未來的發展戰略，管理層決定以800,000港元的代價將此業務出售
給獨立第三方，並將正式於第三季度終止經營此業務分部，有關出售正在進行中，
預期於2022年第三季度完成。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此次出售事項對本
集團財務狀況無重大負面影響，本次出售事項的代價乃經雙方按正常一般商業條款
公平磋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董事在作出決定時亦考慮到多項因
素，特別是附屬公司的當前財務狀況及其業務前景而做出。

根據附屬公司於2022年6月30日的管理賬目，附屬公司尚欠本公司往來賬餘額約
12,000,000港元，因此，出售此業務可能將產生約11,200,000港元的虧損。

煤炭貿易

誠如2021年報中所述，考慮到各種因素，管理層決定暫時暫停此貿易業務，以便將資
源重新分配至其他潛在發展項目。

凍肉批發及貿易

於2021年，本集團已分別與西班牙及泰國的凍肉工廠展開合作，亦與下遊客戶建立
了比較完善的網路，業務持續向好發展。但受中國內地疫情管控影響，於2021年底向
本集團供貨最多的兩間泰國雞肉工廠被中國海關暫停進口，至今仍然沒有恢復。由
於其它歐美國家的肉類工廠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導致整個市場雞副類產品供貨
減少，價格居高不下。為了緩解業務受阻問題，本集團已積極拓展其它國家凍品供
貨渠道，包括開展從白俄羅斯工廠的直接供貨渠道。目前與白俄羅斯工廠已完成試
單，接下來將簽訂長期供貨協議，確保每月供貨數量。

由2022年6月起，中國逐步放寬對進口凍品的進口政策。現時，已陸續恢復9間泰國家
禽生產企業的進口資格，與本集團合作的兩間工廠預計在今年9月份左右恢復出口。
近期，本集團與工廠就後續生產進行了明確溝通，於恢復進口後，預計業務將會產
生持續穩定的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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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錄得總收益約51,7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約47,100,000港元相
比增加約9.8%，本集團經營收益持續穩定增長中。

採礦產品業務分部於報告期間貢獻收益約48,8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約36,500,000
港元相比增加約33.8%。收益增加主要因為現有選礦廠的技術升級，以及受地緣政治
局勢與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貨幣政策影響，使金價穩定在相對較高的價位，故收益
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放債業務分部於報告期間並無任何收益，主要由於報告期間無批出新貸款所致。

於報告期間，煤炭貿易及凍肉批發及貿易業務分部錄得收益約2,900,000港元，與去
年同期約8,300,000港元相比減少約65.3%。收益減少主要由於上文「煤炭貿易」一節
所述的原因導致煤炭貿易並無貢獻收益。

於報告期間的毛利約11,5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約8,600,000港元相比增加約
33.3%。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虧損約41,8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約20,000,000港元相比增加
108.2%。虧損增加主要由於報告期間的其他收益約200,000港元，與去年同期約
21,600,000港元相比減少了21,400,000港元。

前景

除煤炭貿易業務因2021年報中所述原因暫時暫停經營，以及放債業務因前述原因將
被出售並終止經營外，於本公告日，本集團的前景及本公司的核心方向與2021年報
披露的資料並無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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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的無抵押現金及銀行結餘約4,700,000港元（ 2021年12月31
日：約7,300,000港元）。資本負債比率不適用於本集團（ 2021年12月31日：不適用），
而本集團的借款約281,000,000港元（2021年12月31日：約261,900,000港元）。本集團於
2022年6月30日錄得約323,100,000港元的流動負債淨額及約80,500,000港元的負債淨
值（ 2021年12月31日：約257,200,000港元的流動負債淨額及約39,800,000港元的負債
淨值）。

本集團借款的到期償還概況及利率結構的詳情載於本公告中的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4內。

僱員及薪酬

本集團的薪酬政策的制定是確保董事及╱或僱員的酬金乃符合相應的職務、足以彌
補其為本集團事務所付出的努力及時間，且具競爭力及能有效吸納、挽留及激勵僱
員。本公司薪酬待遇的主要部分包括基本薪金、及如適用，其他津貼、獎勵花紅、強
制性公積金及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當適用時）。

支付予董事的酬金乃根據董事的職責、資格、經驗、職務以及董事之表現、現行市況
及規模和行業性質相似的上市公司薪酬基準而釐定。其包括主要按本集團業績釐定
的獎勵花紅及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權（如有）。薪酬委員會將不時審閱董事的
薪酬。概無董事或任何其聯繫人士或行政人員參與釐定其本身酬金。

僱員的薪酬待遇乃根據個別僱員的職責、資格、經驗、職務及表現以及現行市場薪
酬待遇釐定，並每年及在需要時作出檢討。

本集團將投放資源於培訓、人才挽留及招聘計劃，並鼓勵員工提升技能。本集團定
期監察及評估管理人員的表現，以確保本集團由最優秀的人才領導。

於2022年6月30日，本集團僱用了498名員工（ 2021年：514名）。僱員薪酬符合市場趨
勢，貼近行內薪酬水平，並與每年定期檢討的個別僱員表現掛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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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報告期間派付中期股息（2021年：無）。

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

本公司深明企業管治作為提高股東價值的其中一項關鍵因素。本公司致力遵照監管
規定及建議慣例，不斷改善其企業管治操守。於本公告日，本公司已採用企業管治
守則規管本集團的企業管治事宜。董事會已檢討本公司於報告期間及直至本公告日
的企業管治慣例，並表示除下述偏離外，於整個報告期間及直至本公告日，本公司
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根據守則條文D.1.2條（修訂前守則條文第C.1.2條，管理層應每月向董事會提供月度
更新資料，以便使董事會及每位董事都能履行職責。儘管管理層已向董事會提供每
月更新資料，但時間上有延遲，本公司認為有關延遲可以接受。再者，本公司認為不
時而非定時每月向董事會提供該等更新資料足以讓董事會及每位董事履行其職責。
倘需提供任何重要的更新資料，本公司會於可行情況下儘早向董事會提供更新資
料，以便進行討論。

根據守則條文第D.1.3條（修訂前守則條文第C.1.3條），誠如2021年報中所載，核數師
就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發表不發表意見。本集團已採取並將繼續採取若干措施（「建
議措施」）以改善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及現金流狀況以減輕流動資金壓力。除以下建議
措施摘要更新外，截至本公告日自2021年報刊發之日起，有關事態發展並未發生重
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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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措施 現況

本集團正積極與金融機構磋商獲
得額外融資╱新借款

本集團正積極與金融機構╱個人╱銀行聯絡，
以尋求較低利率及更長期限的新貸款，以改善
本集團目前的財務狀況。直至2021年報日，湖南
西澳已獲得幾筆的個人融資。此措施將受到監
查，並可能根據實際資金需求和本集團下述其
他可能的籌款活動的結果進行調整

本集團已取得主要股東的承諾
書，確認他們將繼續向本集團提
供財務支持，以履行其當前和未
來到期的財務義務

已取得

本集團將通過融資活動積極協商
並獲得額外資金

於2021年7月2日，本公司向數名獨立第三方發行
252,542,676股股份並籌集約59,000,000港元的所
得款項淨額，主要用於部分償還本集團的高息
借款，該借款已用於為本集團在中國的採礦業
務提供資金以及一般營運資金。本集團將繼續
積極與金融機構及其他潛在投資者聯絡，以通
過配售新股、發行可換股債券或其他融資活動
等方式投資本集團，以償還高息借款，並為其營
運資金提供資金。在適用的法規和規則允許的
情況下，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

本集團將繼續與本集團債權人協
商，以期延長本集團流動負債的
到期還款期限

已成功與主要債權人簽訂貸款延期協議將還款
期延長至2023年3月31日，並將相關的年利率降
低至10%。管理層正在積極與餘下的債權人磋
商，債權人初步同意將貸款延長至2023年，細節
和最終條款和條件仍在談判中，管理層將盡最
大努力爭取更長的還款期和更低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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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措施 現況

管理層將繼續節省或減少成本，
旨在改善本集團的營運資金及現
金流，包括密切監控行政開支及
營運成本

於報告期間，湖南西澳生產規模按比例增加，而
經營及行政成本並沒有明顯增加，管理層相信
通過持續的成本控制，將進一步提高金礦的產
量，最終實現盈利。管理層將繼續監察本集團的
成本及開支，以控制及╱或減少該等不必要的
行政成本、開支及╱或其他營運成本，而同時本
集團仍可維持現有營運及順利探索進一步業務
發展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標準守則作為規管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本公司作出具體查
詢後，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報告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訂的規定標準。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報告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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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閱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政策、本集團的慣例以
及於報告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刊登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相關資料）將
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將可在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上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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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2021年報」 本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

「組織章程細則」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

「聯繫人」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核數師」或「中匯安達」 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本公司的獨立外聘
核數師

「董事會」 董事會

「企業管治守則」 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守則

「主席」 董事會主席

「行政總裁」 本公司行政總裁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及僅就地域指涉而言
（另有聲明者除外），不包括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香
港及台灣

「守則條文」 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公司法」 公司法（開曼群島第22章（ 1961年第3號法案，經綜合及
修訂））

「公司條例」 《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

「本公司」 復興亞洲絲路集團有限公司（前稱中富資源有限公
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
聯交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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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同期」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董事」 本公司董事

「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金礦」 本集團於中國湖南省之沅陵金礦項目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及詮釋

「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

「港元」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湖南西澳」 湖南西澳礦業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外資企業
及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中期財務報表」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
務報表

「獨立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管理層」 本公司管理層

「標準守則」 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標準守則

「蔡先生」或「貸款人」 蔡碩先生，前湖南西澳董事（於2019年8月15日獲委任
為董事，並於2020年8月20日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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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報告期間」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

「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證券及期貨條例」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份」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購股權計劃」 於本公司2016年2月22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經股
東批准採納的購股權計劃

「股東」 股份持有人

「斯羅柯」 北京斯羅柯資源技術有限公司，一間獨立技術顧問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Westralian Resources」 Westralian Resources Pty Ltd，一間於澳洲成立並由本
公司全資擁有的有限公司

「%」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復興亞洲絲路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邱振毅

香港，2022年8月26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邱振毅先生（主席） 王維新博士 廖家瑩博士
朱晟晟先生（行政總裁） 吳青女士 陳堅先生
潘楓先生 謝仕斌先生
謝強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