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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佈

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業績

之最新資料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日內容有關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未經審核財務業績（「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業績」）之公佈（「二
零一九年未經審核業績公佈」）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內容有
關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審核業績（「二零一九年經審
核業績」）之公佈（「二零一九年經審核業績公佈」）。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
所用詞彙與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業績公佈及二零一九年經審核業績公佈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業績與二零一九年經審核業績之差異

據知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業績與二零一九年經審核業績所披露之本公司財務資
料存在差異。尤其是，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業績錄得採礦權及物業、廠
房及設備減值虧損撥回約 595.1百萬港元，於二零一九年經審核業績則錄得減值
虧損約496.4百萬港元，導致虧損由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業績約41.6百萬港元增
加至二零一九年經審核業績約1,204.9百萬港元。

誠如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業績公佈所披露，有關採礦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減值虧損撥回約 595.1百萬港元須待估值方可作實。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日之公佈所披露，根據當時獲得經參考煤炭價格持續下滑趨勢之估值
報告草稿，預期減值虧損不會撥回，正如二零一九年經審核業績所示，而本集團
可能錄得有關採礦權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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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經審核業績與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業績維持大致相同，惟以下重新
分類及上文所述調整及以下各項除外：

(1) 綜合損益表之變動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差異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944,258 944,258 –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844,110) (787,791) (56,319) (a)  

毛利 100,148 156,467 (56,319)
其他經營收益 69,350 42,060 27,290 (b)
銷售及分銷費用 (4,206) (4,206) –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590,958) (335,566) (255,392) (c)
可換股貸款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
 值變動 22,843 6,203 16,640 (d)
就採礦權之（減值虧損）╱減值虧損
 撥回，淨額 (336,249) 481,533 (817,782) (e)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減值虧損撥回，淨額 (160,102) 113,563 (273,665) (e)
其他應收款項之虧損撥備 (9,149) – (9,149)
融資成本 (415,590) (396,833) (18,757) (f)  

除稅前（虧損）╱溢利 (1,323,913) 63,221 (1,387,134)
所得稅抵免╱（開支） 119,054 (104,778) 223,832 (g)  

年度虧損 (1,204,859) (41,557) (1,163,302)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695,650) (149,980) (545,670)
 非控股權益應佔（虧損）╱溢利 (509,209) 108,423 (617,632)  

(1,204,859) (41,557) (1,163,302)  

每股虧損（港仙）

 基本 (7.96) (1.72) (6.24)  

 攤薄 (7.96) (1.72)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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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變動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差異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未經審核）

年度虧損 (1,204,859) (41,557) (1,163,302)  

年度其他全面開支

 日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年度產生之匯兌差額 (5,875) (20,501) 14,626

   －  與年度出售之海外業務有關之重新
分類調整 (13) – (13)  

年度其他全面開支 (5,888) (20,501) 14,613  

年度全面開支總額 (1,210,747) (62,058) (1,148,689)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97,339) (165,036) (532,303)

 非控股權益 (513,408) 102,978 (616,386)  

(1,210,747) (62,058) (1,14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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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綜合財務狀況表之變動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差異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經審核）（未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699,009 2,091,764 (392,755) (e)
 採礦權 5,273,466 6,151,817 (878,351) (e)
 無形資產 18,299 18,299 –
 商譽 – – –
 收購土地使用權之已付按金 35,946 35,946 –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22,910 22,910 –  

7,049,630 8,320,736 (1,271,106)  

流動資產
 存貨 16,456 16,457 (1)
 貿易應收款項 55,904 55,904 –
 預付款項、按金、應收票據及
  其他應收款項 43,796 207,451 (163,655) (h)
 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5,750 1,411 4,339 (i)
 應收董事款項 233 195 38 (i)
 可換股貸款票據之衍生工具部分 28,719 12,078 16,641 (d)
 銀行結餘及現金 45,788 45,688 100  

196,646 339,184 (142,53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 1,796 1,796 –
 其他應付款項 613,013 677,530 (64,517) (j)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3,108 13,108 –
 應付非控股權益持有人款項 1,128,128 141,272 986,856 (k)
 其他借貸 23,202 1,621 21,581 (l)
 可換股貸款票據之負債部分 660,722 660,722 –
 可換股貸款票據之衍生工具部分 850 850 –
 租賃負債 8,548 14,499 (5,951)
 所得稅負債 5,096 5,096 –  

2,454,463 1,516,494 937,969  

流動負債淨額 (2,257,817) (1,177,310) (1,080,50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4,791,813 7,143,426 (2,35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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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差異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經審核）（未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7,732 87,732 –
 儲備 (2,542,167) (1,917,241) (624,92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絀 (2,454,435) (1,829,509) (624,926)
非控股權益 1,552,400 2,168,392 (615,992)  

（虧絀）╱權益總額 (902,035) 338,883 (1,240,918)  

非流動負債

 應付非控股權益持有人款項 3,805,546 4,792,727 (987,181) (k)
 恢復、修復及環境成本撥備 75,914 75,914 –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59,576 150,319 9,257 (i)
 其他應付款項 508,478 421,558 86,920 (j)
 租賃負債 20,486 20,592 (106)
 遞延稅項負債 1,123,848 1,343,433 (219,585) (g)  

5,693,848 6,804,543 (1,116,095)  

4,791,813 7,143,426 (2,35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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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銷售及提供服務之成本

差異主要是由於採礦權之經調整攤銷確認為銷售成本。

b. 其他經營收益

差異主要是由於進行調整及自其他應付款項；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重新分類。

c.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差異主要是由於進行調整及自預付款項、按金、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重新分類。

d. 可換股貸款票據衍生工具部分之公平值變動

差異主要是由於可換股貸款票據之估值最終確定。

e. 就採礦權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差異主要是由於有關估值所採用若干參數變動之煤礦之估值最終確定。

f. 融資成本

差異主要是由於在建工程利息資本化有所調整。

g. 所得稅抵免（開支）╱遞延稅項負債

差異主要是由於煤礦之估值最終確定。所得稅抵免（開支）及遞延稅項負債之變動主要來自
採礦權減值虧損對遞延稅的影響，未經審核業績就此確認減值虧損撥回，而經審核業績確
認減值虧損。

h. 預付款項、按金、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差異主要是由於進行調整及重新分類至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i. 應收╱付關連公司╱董事款項

應收╱付關連公司╱董事款項重新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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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其他應付款項

有所調整並由流動負債重新分類至非流動負債。

k. 應付非控股權益持有人款項

有所調整並由非流動負債重新分類至流動負債。

l. 其他借貸

有所調整並由其他應付款項重新分類至其他借貸。

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對二零一九年經審核業績公佈所載之二零一九年經審核業
績（包括有關本集團綜合損益表、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財務狀況表
及其相關附註之財務數字）表示同意，惟當中載有審核保留意見。外聘核數師並
未就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業績公佈及╱或本補充公佈發表任何核證，原因為外
聘核數師未有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
香港鑒證業務準則對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業績公佈及╱或本補充公佈所載調整
及數字進行核證委聘工作。

承董事會命
綠領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謝南洋先生

香港，二零二零年七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為：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張三貨先生 張哲發先生
謝南洋先生（行政總裁）
張婷婷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林志偉先生
呂國平先生
靳旭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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