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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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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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BILLION RESOURCES LIMITED 

中富資源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4）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 

本公司全年業績更新 

 

謹此提述中富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為2020年3月27

日的公告（「2019年業績公告」），內容有關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未經審核

綜合全年業績（「2019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2019年業

績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核數師同意2019年全年業績  

 

董事會欣然宣布，於本公告日，本公司核數師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核數師」）已

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計準則」）完成對本

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2019年經審核全年業績」）的審核，包括有關於

2019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所載的本集團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財務狀況表及相關附註

的財務數字。於本公告日，2019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已經核數師同意，且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及獲董事會批准。 

 

除以下重新分類及澄清外，2019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與2019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基本相同： 

 

(1) 綜合財務狀況表的重新分類： 

 

  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經審核)  (未經審核) 

流動負債     

借款  51,120  58,008 

     

非流動負債     

借款  66,361  59,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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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的重新分類： 

 

8. 所得稅抵免 

 

所得稅抵免與除稅前虧損乘以適用稅率的結果之間的對賬如下： 

 

  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2019年 

12月31日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總計 

 持續經營業務

／總計 

  (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溢利  (126,130)  (126,130) 

     

按當地所得稅率計算的稅項  (29,931)  (29,864) 

不徵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234)  (234) 

不可扣稅開支的稅務影響  7,237  7,181 

未確認稅項虧損的稅務影響  15,194  15,183 

動用先前未確認稅項的稅務影響  (128)  (128) 

     

所得稅抵免  (7,862)  (7,862) 

 

(3)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的澄清： 

 

本公司注意到，於2019年業績公告第7至10頁的2019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附註4中存在文書錯

誤，並謹此刪除整個附註4並替換為以下內容（為便於參考及比較，修訂後的數字下標有下

劃線）： 

 

4. 分部資料 

 

本集團有四個可報告分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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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煤炭分部－買賣煤炭；及 

 

化妝品及護膚產品分部（非持續經營業務）－ 提供美容療程服務以及買賣化妝品及護

膚產品。 

 

本集團的可報告分部乃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的策略性業務單位。此等分部被分開管理的

原因為各業務需要不同技術及市場推廣策略。 

 

經營分部的會計政策與編制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的相同。分部負債不包括可換股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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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可報告分部損益、資產及負債的資料： 

 

 持續經營業務 

 非持續 

經營業務  

 採礦產品 放債服務 

 

買賣煤炭 

 化妝品及 

護膚產品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未經審核)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18,377 8,280 17,899  - 44,556 

分部（虧損）/ 溢利 (88,110) 780 (267)  - (87,59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694 - -  - 2,694 

採礦權攤銷 1,465 - -  - 1,465 

利息收入 5 - 1  - 6 

利息開支 6,314 7,000 -  - 13,314 

所得稅抵免 (7,862) - -  - (7,862) 

增添至分部非流動資產 68,401 - 1  - 68,402 

減值虧損 87,251 485 -  - 87,736 

       

於2019年12月31日(未經審核)       

分部資產 207,900 108,830 21,415  - 338,145 

分部負債 104,033 107,671 13,638  - 225,342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年度

 (經審核)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25,230 1,816 -  22,359 49,405 

分部（虧損）/ 溢利 (76,759) (5,145) -  15,496 (66,40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474 - -  1,198 1,672 

採礦權攤銷 3,326 - -  - 3,326 

利息收入 3 - -  - 3 

利息開支 839 672 -  - 1,511 

所得稅抵免 (11,090) - -  - (11,090) 

增添至分部非流動資產 520 - -  462 982 

減值虧損 92,508 6,267 -  - 98,775 

       

於2018年12月31日(經審核)        

分部資產 249,111 107,030 -  - 356,141 

分部負債 44,289 100,585 -  - 144,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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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報告分部收益、損益、資產及負債對賬：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益    

可報告分部總收益及綜合收益 44,556  49,405 

非持續經營業務的抵銷 -  (22,359)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綜合收益 44,556  27,046 

      

損益    

可報告分部的虧損總額 (87,597)  (66,408) 

其他虧損 (30,671)  (27,870) 

非持續經營業務的抵銷 -  (15,496) 

來自非持續經營業務的年度綜合虧損 (118,268)  (109,774) 

      

資產    

可報告分部總資產 338,145  356,141 

其他資產 41,350  792 

綜合總資產 379,495  356,933 

      

負債    

可報告分部總負債 225,342  144,874 

可換股債券 -  65,909 

其他負債 69,161  3,171 

綜合總負債 294,503  21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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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香港 8,280  1,816 

中國 36,276  25,230 

 44,556  27,046 

非持續經營業務    

香港 -  22,359 

 44,556  4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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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流動資產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17,168  47 

中國 185,599  205,010 

 202,767  205,057 

 

於呈列地區資料時，收益乃按客戶所在地為基準。 

 

(c) 來自主要客戶之收益 

 

來自主要客戶的收益（佔總收益的10％或以上），如下： 

 

 2019年 2018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客戶A（黃金產品銷售） - 24,819 

客戶B（煤炭銷售） 17,899 - 

客戶C（黃金產品銷售） 16,323 - 

 

(4) 貼現率的澄清： 

 

本公司注意到，於2019年業績公告第18頁的2019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附註12中存在筆誤，並

謹此作出以下澄清： 

 

計算採礦權的可收回金額的貼現率（適用於現金流量預測的除稅後貼現率）應為12.8％，而

不是12.6％。 

 

核數師的意見 

 

核數師已就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發表無保留意見。 

 

持續經營相關的重大不確定性 

 

提請注意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中提及本集團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產生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虧損98,434,000港元，以及本集團於年內的經營現金流出淨額為10,606,000港元。這些情況表明

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可能對本集團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置疑。核數師的意見沒有就此事進行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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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數師的工作範疇 

 

核數師同意本進一步公布所載有關本集團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

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的數額與董事會於2020年4月29日批准的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額相符。核數師就此方面所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

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工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而進行的核證委聘，故核數師不會於本

進一步公告發表核證意見。 

 

年報的刊載  

 

根據聯交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於2020年3月16日發布的聯合聲明，本公司合乎資格將其

年度報告的刊載推遲至由2020年3月16日起計最多60天。本公司預期將於2020年5月8日刊載其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  

承董事會命 

中富資源有限公司 

喬炳亞 

董事會主席 
 

香港，2020 年 4 月 29 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喬炳亞先生(董事會主席) 
張軼文先生(行政總裁) 
謝強明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蔡建華先生 

何穎聰先生 

閆曉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