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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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ORKSHINE HOLDINGS LIMITED
煜新控股有限公司*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公司註冊編號198902648H）

香港股份代號：1048

新加坡股份代號：MR8

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告

摘要

• 銷售收益為16.4百萬美元

• 其他收入為37.7百萬美元，較截至2018年4月30日止相應年度上升25.6百萬美元，
乃因於2019年4月出售兩家無業務、出現虧損及資本虧絀的附屬公司的一次性收
益所致

• 淨溢利為23.9百萬美元，與上一財政年度虧損13.4百萬美元相比扭虧為盈，乃因
確認額外其他收入所致

• 借貸總額為22.5百萬美元（FY2018：52.0百萬美元），該金額大幅下降乃因於2019

年4月出售兩家無業務、出現虧損及資本虧絀的附屬公司所致

• 每股盈利為12.79美仙

• 董事會議決不建議宣派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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煜新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年度（「FY2019」、「本年度」）的綜合業績連
同相應年度的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收益 3 16,420 —

銷售成本 (20,481) —  

毛損 (4,061) —

其他收入 5 37,704 12,065

分銷成本 (40) —

行政開支 (6,496) (8,291)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375) (11,720)

其他開支 (1,483) (1,675)

財務成本 6 (1,377) (3,762)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7 23,872 (13,383)

所得稅開支 8 (9) —  

本年度溢利╱（虧損） 23,863 (13,383)  

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9 24,498 (12,223)

非控股權益 (635) (1,160)  

23,863 (13,38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及攤薄（以美仙計） 9 12.79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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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年度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年度溢利╱（虧損） 23,863 (13,383)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虧損），已扣除稅項：

已重新分類或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賬的項目：
綜合賬目產生的貨幣換算差額 (1,451) 2,470  

本年度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22,412 (10,913)  

應佔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3,171 (9,958)

非控股權益 (759) (955)  

22,412 (10,913)  

有關本年度的股息詳情披露於附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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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4月30日

2019年 
4月30日

2018年 
4月30日

2017年 
5月1日

附註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1,326 45,165 54,163
投資物業 906 1,046 —
土地使用權 2,491 2,781 2,585
企業合併產生的商譽 — — 4   

非流動資產總額 44,723 48,992 56,752   

流動資產
存貨 2,173 652 —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4,559 7,971 5,53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03 1,262 6,888   

7,235 9,885 12,423
土地使用權 — — 507   

總流動資產 7,235 9,885 12,930   

總資產 51,958 58,877 69,682   

負債
非流動負債
借貸 13 — 960 33,301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2 16,380 16,329 15,536
合約負債 624 12 410
借貸 13 22,464 51,072 19,392
遞延收益 63 67 284   

總流動負債 39,531 67,480 35,622   

總負債 39,531 68,440 68,923   

資產╱（負債）淨值 12,427 (9,563) 759   

權益
股本 38,390 38,390 38,390
累計虧損 (31,848) (56,879) (42,905)
外幣換算儲備 1,372 2,748 483
法定儲備 33 33 33
其他儲備 2,601 3,134 3,09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權益虧絀） 10,548 (12,574) (903)
非控股權益 1,879 3,011 1,662   

總權益╱（權益虧絀） 12,427 (9,563)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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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年度

1. 公司資料

煜新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是一家於1989年6月29日根據公司法（第50章）（「公司法」）在新加坡
（「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且其股份自2008年4月28日起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有限公司（「新交
所」）主板上市並自2010年12月6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港交所」）主板雙重上市。

本公司的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Golden Star Group Limited（「Golden Star」，一家於英屬處女群
島（「BVI」）註冊成立的公司）。本集團的最終控權方為Zhu Jun先生。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24 Raffles Place, #10–05 Clifford Centre, Singapore 048621。本集團的總
辦事處及主要經營地點位於香港（「香港」）九龍麼地道68號帝國中心11樓1102–04室。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及其附屬公司主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製造、銷售及分
銷金屬包裝行業的鍍錫鋼片及相關產品（「鍍錫鋼片製造業務」），並自截至2018年4月30日止財政年
度（「FY2018」）初暫停貿易及分銷業務。

2. 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已根據公司法及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SFRS(I)」）的條文編製。財務報表已按歷史
成本基準編製，惟下文會計政策內所披露者除外。

由於集資及融資安排變動，導致所產生資金計值的貨幣變動，故本公司將其功能貨幣由美元（「美
元」）變更為港元（「港元」），自2018年5月1日起生效。

財務報表以美元（「美元」）列值，除另有指明外，所有以美元呈列的財務資料均調整至最接近的千
美元計算。

編製符合SFRS(I)的財務報表，須應用估計及假設，從而影響到於財務報表日期的資產和負債報
告金額、或然資產和負債的披露以及財政年度所報告的收支金額。儘管該等估計基於管理層對於
目前的事件及行動、過往經驗及管理層相信於該等情況下乃屬合理的各項其他因素之最佳了解
而作出，但實際結果最終或會與估計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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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應用估計及判斷

該等估計及相關假設按持續基準進行檢討。該等會計估計的修訂在該等估計作出修訂的期
間（若該等修訂僅影響該期間），或修訂期間及未來期間（若該等修訂影響現時及未來期間）
予以確認。

於應用會計政策時涉及高度判斷的範疇，或假設及估計會構成重大風險以致下一個財政年
度出現重大調整的範疇均於將予適時刊發的年報的財務報表附註3項下作詳細討論。關鍵判
斷已應用於持續經營假設及功能貨幣。估計不確定因素的主要來源可能存在於（其中包括）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非金融資產減值等方面。

由於現金及現金等價物、貿易及其他流動應收款項以及應付款項及借貸均屬短期性質，故該
等金融工具的賬面值與其各自的公平值相若。

 (b) 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會計準則理事會（「ASC」）於2017年12月發佈SFRS(I)。SFRS(I)包括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相同
的準則及詮釋。根據新交所上市規則，本集團已於2018年5月1日採納SFRS(I)。截至2019年4月
30日止財政年度的該等財務報表為本集團根據SFRS(I)編製的第一份財務報表。本集團先前
於直至及包括截至2018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的期間發佈的財務報表乃根據新加坡財務報告
準則(「SFRS」)編製。

於2018年5月1日採納SFRS(I)時，本集團須應用SFRS(I)第1號首次採用SFRS(I )之所有特定過
渡要求。

根據SFRS(I)，該等財務報表須使用符合SFRS(I)規定且於2019年4月30日有效的會計政策進行
編製。於該等財務報表列示的所有期間內，應採用相同的會計政策，惟須遵守SFRS(I)第1號
項下的強制例外及可選擇豁免。

本集團亦已列示於2017年5月1日的財務狀況表，該日為SFRS(I)的過渡日期。

除採納新框架外，本集團亦同時應用所有新訂及經修訂SFRS(I)及SFRS(I)詮釋（「SFRS(I)

INT」），該等準則及詮釋於當前財政年度生效。應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SFRS(I)及SFRS(I) 

INT對本集團及本公司的財務業績或財務狀況並無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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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首次採納SFRS(I)

於2019年採納SFRS(I)時，本集團以2017年5月1日為應用SFRS(I)過渡規定之過渡日期。
SFRS(I)第1號一般規定本集團以追溯法應用SFRS(I)，惟SFRS(I)第1號設有若干強制例
外及可選擇豁免。應用及過渡至SFRS(I)對本集團及本公司於2018年4月30日及2017年5月
1日的該等財務報表及財務狀況表並無造成任何重大影響。

  B. SFRS(I)第15號客戶合約收益

SFRS(I)第15號取代財務報告準則第18號「收益」、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建築合約」及其
他收入相關的詮釋。其適用於所有客戶合約，惟租約、金融工具、保險合約及若干擔保
合約及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合約除外。SFRS(I)第15號提供單一及基於原則的模型以用於
所有與客戶訂立的合約。實體依據SFRS(I)第15號的核心原則採取五步法確認收益。

根據SFRS(I)第15號，實體於完成履約責任時（或就此）確認收益，即當特定履約責任相
關的貨品或服務的「控制權」轉讓予客戶時。實體於應用該模型的每個步驟時，須考慮
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從而進行判斷。該準則亦規定了獲得合約的增量成本以及與履
行合約直接相關的成本的會計處理。

本集團使用全面追溯法採納SFRS(I)第15號。本集團選擇可行權宜方法，就初始應用日
期尚未完成的合約應用該準則。本集團的會計政策已按規定進行更新。

採納SFRS(I)第15號後的影響陳述如下。

   合約負債的列示

採納SFRS(I)第15號後，本集團已變更客戶預付款項的呈列方式。分類為貿易及其他應
付款項項下已收銷售按金的客戶預付款項於2018年4月30日及2017年5月1日分別為12,000

美元及410,000美元，該等款項已重新分類至合約負債。

  C. SFRS(I)第9號金融工具

於2018年5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SFRS(I)第9號取代財務報告準則第39號金融工
具：確認及計量。其包括(i)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ii)金融資產減值規定；
及(iii)一般對沖會計的指引。金融資產乃按照其合約現金流量特徵及持有該等金融資產
的業務模式分類。SFRS(I)第9號的減值要求乃基於預期信貸虧損模式並取代財務報告
準則第39號的已產生虧損模式。

本集團及本公司使用修訂追溯法來應用SFRS(I)第9號，而首次應用日期為2018年5月1日。
本集團及本公司並無重列比較資料，有關資料將繼續根據財務報告準則第39號進行呈
報。於2018年5月1日，採納SFRS(I)第9號產生的差異直接於累計虧損及權益的其他組成
部份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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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8年5月1日採納SFRS(I)第9號後的影響如下：

   (i) 分類和計量

根據SFRS(I)第9號，本集團及本公司根據實體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及金融資
產的合約現金流量特徵對其金融資產進行分類。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業務模式評估
於首次應用日期（即2018年5月1日）進行。債務工具的合約現金流量是否僅包括本金
及利息的評估乃根據首次確認資產時的事實及情況進行。

於2018年4月30日，貸款及應收款項（包括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不包括預付款項、
向供應商墊付款項及應收增值稅）以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持作以收回合約現金流
量，並產生僅為支付本金及利息的現金流量。該等項目現分類及計量為按2018年5

月1日開始的攤銷成本入賬的債務工具。

本集團及本公司尚未指定任何透過公平值計入損益的金融負債。本集團及本公司
的金融負債的分類及計量並無變動。

以下概述本集團及本公司於採納SFRS(I)第9號後於2018年5月1日必要或選定的重新
分類：

SFRS(I)第9號計量類別

原賬面值

透過公平值 

計入損益 攤銷成本

透過公平值 

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財務報告準則第39號計量類別

貸款及應收款項
本集團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563 — 1,563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62 — 1,262 —    

本公司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5,846 — 5,846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6 — 66 —    

   (ii) 減值

SFRS(I)第9號規定本集團及本公司按十二個月或可使用年期基準就其所有以攤銷
成本入賬的金融資產記錄預期信貸虧損。

於首次應用日期，本集團及本公司已評估採納SFRS(I)第9號對本集團及本公司的
財務狀況及業績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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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由ASC發佈的新修訂SFRS(I)╱SFRS(I)之修訂本於2019年1月1日之後開始的年度報告期間生

效，直至2019年12月31日

於報告期末已發佈但於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仍未生效的新訂準則、經修訂準則及
詮釋並無應用於編製此等財務報表。除下文所披露者外，預期該等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及本
公司的財務報表概無重大影響：

  SFRS(I)第16號租賃

SFRS(I)第16號取代現有的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租賃。其經由引入單一承租人會計處理模
型改革承租人的會計處理。該準則規定承租人須於彼等的財務狀況表內確認所有租賃以反
映彼等可使用經租賃資產（「使用權」資產）的權利及相關租賃付款責任（屬一項租賃債務），
惟短期租賃（少於十二個月）及低價值項目的租賃可享有有限度豁免。此外，有關該等租賃的
開支的性質將會變動，因為SFRS(I)第16號以使用權資產的折舊開支及租賃負債的利息開支
代替直線經營租賃開支。出租人的會計處理方法將不會有重大變動。

該準則於2019年5月1日起計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生效。本集團預期採納SFRS(I)第16號並不
會對其截至2020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狀況及財務業績構成重大影響。

 (d) 持續經營假設

本集團於財政年度錄得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4,628,000美元（FY2018：8,609,000美元）。於
2019年4月30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32,296,000美元（FY2018：57,595,000美元），
而本公司的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497,000美元。

該等因素顯示存在重大不確定因素，可能會對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持續經營及於日常業務過程
中變現資產和結清負債的能力產生重大疑慮。然而，於考慮以下因素後，本公司董事相信，
於編製及呈列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報表時採用持續經營假設乃屬適當：

(i) 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及本集團最終控權方同意無條件向本集團提供持續的財務援助，
以自財務援助函件日期（即2019年7月10日）起不少於12個月期間履行其責任及經營其業
務。結欠本集團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及最終控權方的金額為20,853,000美元；

(ii) 鍍錫鋼片製造分部的附屬公司自截至2015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起暫停營運，於2018年5

月恢復營運，並於2018年6月開始產生收益；及

(iii) 如有需要時，本集團及本公司能取得滿足未來12個月所需營運資金的銀行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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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董事認為，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之持續財務援助乃本集團及本公司持續經營業務
之關鍵因素。董事經評估後對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就向本集團及本公司提供財務援助以助
後者應付其營運資金需求及到期責任之意願及財力感到滿意。

管理層已採取以下措施以提高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

(i) 採納有序審慎的資金分配方式。管理層須不斷檢討資金開支與投資計劃，維持均衡的
業務組合，改善盈利能力；

(ii) 透過聚焦於節省成本和營運效益，改善營運表現，同時探索一切機會提升鍍錫鋼片製
造廠產能的使用；及

(iii) 開拓融資渠道和將資產分配至具增長潛力的業務，締造均衡兼具增長的業務組合。管
理層須投資具有盈利能力及穩定收入的新業務。

因相關理由，本集團及本公司已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繼續採納持續經營假設。倘本集團及本公
司於可見未來無法持續經營，則本集團及本公司可能無法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變現資產及結
清負債及或須作出調整，以反映可能須於日常業務過程之外並按可能重大有別於現時記錄
於財務狀況表之金額變現資產之情況。此外，本集團及本公司或須為可能出現的額外負債作
出撥備，以及分別將非流動資產及負債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

3. 收益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銷售貨品：
— 鍍錫鋼片製造 16,420 —  

於截至2015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暫停營運的鍍錫鋼片製造業務正步入活化程序。鍍錫鋼片製造業
務已於2018年5月恢復營運，並自2018年6月開始產生收益。

所有收益於某一時間點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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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於本年度，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製造、銷售及分銷金屬包裝行業的鍍錫鋼片及相關產品（「鍍錫
鋼片製造業務」），而貿易及分銷業務自FY2018初暫停營運。本集團按其業務分部組成業務單位。
管理層監察個別業務單位的經營業績，以作出資源分配決定及評估各分部的表現。本年度的可呈
報分部為(a)鍍錫鋼片製造及(b) 貿易及分銷及其他。

鍍錫鋼片製造

貿易及 

分銷及其他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年度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來客戶 16,420 — 16,420   

分部業績 (4,061) — (4,061)

其他收入 554 37,150 37,704

其他成本 (3,447) (4,947) (8,394)

財務成本 (345) (1,032) (1,377)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7,299) 31,171 23,872

所得稅開支 — (9) (9)   

本年度溢利╱（虧損） (7,299) 31,162 23,863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 2,213 63 2,276

折舊及攤銷 2,396 224 2,620

非現金項目，不包括折舊及攤銷 (31) (36,782) (36,813)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 375 375   

於2019年4月30日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50,342 1,616 51,958   

分部負債 23,815 15,716 39,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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鍍錫鋼片製造
貿易及分銷 

及其他 合計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截至2018年4月30日止年度

分部收益

銷售予外來客戶 — — —   

分部業績 — — —

其他收入 11,960 105 12,065

其他成本 (16,788) (4,898) (21,686)

財務成本 (2,013) (1,749) (3,762)   

除稅前虧損 (6,841) (6,542) (13,383)

所得稅開支 — — —   

本年度虧損 (6,841) (6,542) (13,383)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開支 1,799 478 2,277

折舊及攤銷 2,924 173 3,097

非現金項目，不包括折舊及攤銷 (10,799) 3,037 (7,762)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11,720 — 11,720   

於2018年4月30日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55,362 3,515 58,877   

分部負債 36,734 31,706 68,440   

於2017年5月1日

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 61,249 8,433 69,682   

分部負債 25,515 43,408 6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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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資料

本集團的業務位於一個（FY2018：一個）主要地理區域。按地區分部劃分的營業額以客戶所在地
為依據，而不論貨物生產的地方在何處。下表按地區市場分析本集團的收益及非流動資產，而不
論貨物及服務的原產地。

銷售予外來客戶 非流動資產

2019年 2018年
2019年 

4月30日

2018年 

4月30日
2017年 

5月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中國 16,420 — 44,723 48,992 56,752     

以上呈列的非流動資產資料為呈列在財務狀況表內的非流動資產。

 關於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的收益約3,638,000美元來自一名主要外部客戶，其單獨佔本集團收
益的10%或以上，並屬鍍錫鋼片製造分部。

過往財政年度並無產生收益。

5. 其他收入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遞延收入攤銷 — 224

轉移貸款責任之收益 — 10,414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附註(i)） 37,087 —

政府補助及土地使用權退稅 231 —

訴訟和解撥備撥回 — 1,289

其他收入 112 138

撥回長期未償還之其他應付款項 274 —  

37,704 12,065  

附註(i)：

本集團於2018年9月21日出售其於興化市大垛污水處理廠有限公司（「興化大垛」）的全部60%股權，
代價為人民幣4.2百萬元（約624,000美元）。

本集團於2019年4月15日出售其於兩家附屬公司（即新源商品有限公司（「NCL」）及Novo Overseas 

Holdings Pte. Ltd.（「NOHPL」））的股權，代價分別為50美元（約390港元）及50美元（約39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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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成本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銀行手續費 11 11

票據收入利息 40 —

銀行借貸利息 126 451

其他借貸利息：
— 本年度 398 389
— 過往財政年度的超額應計款項 — (23)

應付前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的免息貸款視作利息開支 802 2,934  

1,377 3,762  

7.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前營運溢利╱（虧損）乃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後釐定：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支付予下列各方的核數費用：
— 本公司核數師

— 本年度 131 146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247 —

— 其他核數師* 73 58

支付予下列各方的非核數費用：
— 本公司核數師 16 —

— 其他核數師* 46 —

土地使用權攤銷 95 7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 424 —

壞賬撇銷 10 28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453 3,024

投資物業折舊 72 —

商譽減值虧損 — 79

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虧損 375 11,720

出售土地使用權之虧損 — 1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3 5

確認為銷售成本開支的重大成本 15,214 —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1,162 (1,343)

專業及顧問費 675 949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銷 — 530

租金開支 676 837

員工成本 2,224 2,870

撇減存貨 228 338  

*   包括天職國際網絡內獨立成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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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溢利╱（虧損）應佔所得稅包括：

過往財政年度即期所得稅撥備不足 9 —  

受下列因素影響，本財政年度業績的所得稅開支有別於運用適用的企業所得稅率所釐定的所得
稅金額：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23,872 (13,383)  

按適用於本集團業務所在國家所產生的溢利╱（虧損）的 

當地稅率計算的稅項 3,594 (3,076)

不可扣除稅項支出 693 941

毋須課稅的收入 (6,491) —

未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 2,132 2,153

過往財政年度即期所得稅撥備不足 9 —

動用先前未確認稅項虧損 — (1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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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虧損）

於截至2019年4月30日及2018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權
益持有人應佔財政年度的本集團溢利╱（虧損）除以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2019年 2018年
千美元 千美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財政年度溢利╱（虧損） 24,498 (12,223)  

普通股數

2019年 2018年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91,484,269 191,484,269  

於截至2019年4月30日及2018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概無存在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因此於該等年
度的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

10.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建議就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年度宣派任何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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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2019年 

4月30日

2018年 

4月30日
2017年 

5月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及應收票據 169 245 111

其他應收款項 1,005 624 886   

1,174 869 997

減：減值撥備 (39) — —   

1,135 869 997   

向供應商預付款項 1,979 1,158 2

應收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 385 397 —

按金 185 297 254

預付款項 499 801 744

應收增值稅 761 4,449 3,538   

3,809 7,102 4,538

減：減值撥備 (385) — —   

3,424 7,102 4,538   

4,559 7,971 5,535   

本集團貿易應收款項的信貸虧損撥備及確認為開支的應收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款項分別為39,000

美元（FY2018：零美元）及385,000美元（FY2018：零美元）。

於2019年4月30日，於完成中信銀行與Real Shine Capital Limited（「RSCL」）之間的貸款轉讓後，貿
易及應收票據為169,000美元（FY2018：245,000美元），已抵押予RSCL作為借款之擔保（附註13）。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於中國將賬面總值為2,493,000美元（FY2018：零美元）的若干應收票據（「終止
確認票據」）背書予其若干供應商，以償付該等供應商的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於報告期末，終止
確認票據的到期期限為1至12個月。根據中國法律，倘中國的銀行違約，則終止確認票據持有人對
本集團有追索權。董事認為，本集團已轉移終止確認票據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因此，本集團
已終止確認該終止確認票據的全部賬面值以及相關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因持續性參與終止確
認票據及購回該等終止確認票據的未貼現現金流而承受虧損的最高風險相當於其賬面值。董事
認為，本集團對終止確認票據的持續性參與的公平值就整體財務報表而言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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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的款項為非貿易性質、無抵押、免息及須於要求時償付。

貿易及應收票據以及其他應收款項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4月30日

2018年 

4月30日
2017年 

5月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未逾期亦未減值 918 848 822   

逾期但並無減值：
— 0至1個月 123 — —

— 多於1個月至3個月 — — 29

— 多於3個月至12個月 — — 82

— 超過12個月 94 21 64   

217 21 175

逾期及減值 39 — —   

1,174 869 997   

12.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2019年 

4月30日

2018年 

4月30日
2017年 

5月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貿易及應付票據 457 273 250

應計經營開支 3,120 4,853 4,437

其他應付款項 4,927 4,154 4,417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其他應付款項 — 2,236 2,427

應付董事款項 4,885 2,040 1,328

應付關連方款項 2 42 4

應付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2,989 2,731 2,673   

16,380 16,329 15,536   

應付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董事及關連方款項乃非貿易本質、無抵押、免息及須於要求時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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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末，貿易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2019年 

4月30日

2018年 

4月30日
2017年 

5月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0至3個月 164 — —

多於3個月至6個月 — — —

多於6個月至12個月 — — —

12個月以上 293 273 250   

457 273 250   

13. 借貸

2019年 

4月30日

2018年 

4月30日
2017年 

5月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非流動負債

關連方貸款 — — 150

前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貸款 — — 29,153

來自RSCL的貸款 — 960 —

其他借貸 — — 3,638   

— 960 32,941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 — 14,201

董事貸款 7,987 6,653 —

前董事貸款 350 417 331

關連方貸款 4,990 1,734 —

前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貸款 4,718 33,335 739

來自RSCL的貸款 2,041 960 —

循環信貸融資 2,378 2,535 2,321

其他借貸 — 5,438 1,800   

22,464 51,072 19,392   

22,464 52,032 52,333   

關連方主要包括執行主席或前董事於其中擁有重大財務利益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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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集團相關實體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的借貸如下：

2019年 

4月30日

2018年 

4月30日
2017年 

5月1日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美元 91 — 14,201

港元 5,503 23,654 22,427   

5,594 23,654 36,628   

 (a) 條款及條件

(i) 董事及前董事貸款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自報告期末起計的一個財政年度內償還。

(ii) 關連方貸款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惟其中4,990,000美元（FY2018：零）按年利
率1%（FY2018：零）計息。

(iii) 循環信貸融資為有抵押、按4.73%計息及須於2019年11月償還。

(iv) 前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貸款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於2018年8月1日償還。

根據日期為2018年7月11日致本公司及其五家附屬公司（「有關附屬公司」）的函件（「2018

年函件」），前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New Page Investments Limited（「New Page」）要求本公
司及有關附屬公司於2018年8月1日（即貸款協議的到期日）或之前償還合共33,248,000美元
（「New Page貸款」），即根據2015年至2016年期間各有關附屬公司與New Page訂立的多份
貸款協議（並於2017年經各份延期函件延期）（「貸款協議」），有關附屬公司應付New Page

的未償還款項總額。

透過日期為2019年5月15日的函件，New Page再次要求本公司於函件日期起計七日內支
付金額33,248,000美元。

本公司要求提供證明文件（尤其是匯款及交易），以證明New Page貸款的有效性。於董
事會批准該等財務報表刊發之日，並無接獲New Page的催款律師函或關於所要求資料
的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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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附屬公司為淨負債狀況，一直處於不活躍狀態，且一年以上並無業務營運。於2019

年4月15日，本集團將有關附屬公司的其中兩家出售予本公司執行主席、執行董事兼控
股股東Zhu Jun先生全資擁有的一家公司，代價為100美元（「出售交易」）。出售交易已於
2019年4月完成。完成後，兩家有關附屬公司不再於本集團綜合入賬。董事會認為，由
於出售交易，本集團不再結欠New Page貸款29,408,000美元。於2019年4月30日，應付前
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的款項減少至4,718,000美元。

(v) 來自RSCL的貸款，包括於以下日期到期的應計利息：

千美元

於2019年8月5日 1,531

於2019年12月5日 510 

2,041 

(vi) 其他借貸包括一名策略夥伴提供予上文(iv)項所述出售交易項下其中一家有關附屬公司
的進出口信貸融資，原本旨在為本集團的營運資金需要提供便利，有關貸款本金總額
為5,438,000美元，其中3,600,000美元已於2018年12月31日或之前到期，餘下1,838,000美元
將於2019年12月31日前到期。繼2019年4月出售交易完成後，於2019年4月30日應付該策略
夥伴的款項已從本集團終止確認。董事會認為本集團不再結欠該負債。

 (b) 抵押品的抵押擔保

授予其中一家中國附屬公司YNMT的來自RSCL的貸款乃按以下方式作抵押：

— 股權協議、託管賬戶協議、保險協議及應收款項協議的法定抵押；

— 土地使用權、在建工程、樓宇及廠房以及機器的法定抵押；及

— YNMT餘下資產的浮動抵押。

循環信貸融資乃由中國附屬公司的投資物業、土地使用權以及廠房及機械的法定按揭作擔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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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利率

加權平均利率於報告期末如下：

2019年 

4月30日

2018年 

4月30日
2017年 

5月1日
% % %

銀行貸款 — — 5.28

循環信貸融資 4.73 4.79 9.90

關連方貸款 1.00 8.40 8.40

來自Real Shine Capital Limited的貸款 5.00 5.00 —

其他借貸 — 6.00 6.00   

14. 報告期後重要事項

於2019年6月20日，本集團將兩家附屬公司Novo Commodities Pte. Ltd.（「NCPL」）及新源管理服務
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NMSL」）出售予本公司執行主席、執行董事兼控股股東Zhu Jun先生全
資擁有的一家公司，代價為100美元（「出售事項」）。鑑於兩家已出售的附屬公司一直處於不活躍狀
態，一年以上並無業務營運，且於出售日期仍為淨負債狀況，董事認為上述出售事項（連同其代
價）屬公平及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董事會將繼續檢討及評估本集團的集團
架構及整體財務狀況，並於適當時候進行進一步重組。於出售事項完成後，NCPL及NMSL各自
將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約6.5百萬美元的淨負債將從本集團終止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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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年度（「FY2019」、「本年度」），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製造、銷售
及分銷金屬包裝行業的鍍錫鋼片及相關產品（「鍍錫鋼片製造業務」），而貿易及分銷業
務於截至2018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FY2018」）初暫停營運。

財務回顧

業績

收益及毛損

鍍錫鋼片製造業務於截至2015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暫停營運，經歷活化過程後於2018

年5月恢復營運，並於本年度產生銷售收益約16.4百萬美元（FY2018：零）。毛損4.1百
萬美元（佔銷售收益24.7%）乃由於鍍錫鋼片製造業務當時處於復產早期，廠房及機械
仍處於測試階段，銷量能達致階段性收支平衡。

其他收入

本年度其他收入為37.7百萬美元（FY2018：12.1百萬美元），主要包括於FY2019出售附
屬公司所產生的一筆過收益37.1百萬美元。本集團將繼續精簡其企業架構，以改善財
務狀況從而保障股東權益。FY2018其他收入包括(i)因貸款責任轉讓而產生的一筆過
收益10.4百萬美元；及(ii)撥回不再需要的訴訟和解費撥備1.3百萬美元。

行政開支

本年度行政開支為6.5百萬美元（FY2018：8.3百萬美元），減少1.8百萬美元。

本集團一直持審慎態度，將行政開支維持於穩定水平及可控範圍之內。於恢復鍍錫鋼
片製造業務後，製造過程產生的開支（如物業、廠房及設備（「物業、廠房及設備」）折
舊以及薪金）計入銷售成本，導致行政開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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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支

本年度其他開支為1.5百萬美元（FY2018：1.7百萬美元）。

財務成本

本年度的財務成本為1.4百萬美元（FY2018：3.8百萬美元）。於本年度，應付前直接及
最終控股公司的免息貸款的視作利息開支0.8百萬美元（FY2018：2.9百萬美元）已悉數
攤銷。

本年度溢利

本集團的淨溢利為23.9百萬美元（FY2018：虧損13.4百萬美元），主要由於在FY2019出
售附屬公司產生一次性收益37.1百萬美元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本集團於2019年4月30日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總額為0.5百萬美元（FY2018：1.3百萬美
元），減少0.8百萬美元。

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4.6百萬美元（FY2018：8.6百萬美元），於本年度，本集團動
用現金0.8百萬美元，4.5百萬美元用於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由董事、關連方及直接
及最終控股公司墊付的額外現金墊款合共為8.3百萬美元，以支持本集團營運。本集團
依靠Golden Star Group Limited及本集團最終控權方Zhu Jun先生的財務支援。

借貸

於2019年4月30日，借貸總額為22.5百萬美元（FY2018：52.0百萬美元）。

負債總額為39.7百萬美元（FY2018：68.4百萬美元），其中20.9百萬美元（FY2018：13.2

百萬美元）源自Golden Star Group Limited、本集團最終控制方Zhu Jun先生及關連方
的支援。

本集團借貸總額大幅減少，主要由於出售兩家無業務營運及附帶37.0百萬美元淨負債
的附屬公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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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開支及或然負債

於本年度，本集團的資本開支為2.3百萬美元（FY2018：2.3百萬美元）。

於2019年4月30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或或然負債（FY2018：無）。

業務回顧

本集團自2012年起已從事鍍錫鋼片製造業務。鍍錫鋼片製造分部位於江蘇省，透過泰
州工廠（「泰州工廠」）主要從事製造、銷售及分銷鍍錫鋼片產品。憑藉具備才能及經驗
豐富的強大團隊，加上先進的技術、高品質的產品以及相對較新穎的機器和設備，本
集團於2018年5月成功恢復泰州工廠的營運，並於本年度產生收益16.4百萬美元。

前景

本集團致力於製造金屬包裝材料、鍍錫鋼片及相關產品，即鍍錫鋼片製造業務。本集
團銳意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範圍內鍍錫鋼片產品的龍頭供應商。

錫為無害元素，廣泛用於食品罐等薄鋼板產品鍍層，以便更好保存食品營養及風味，
同時減緩食品氧化。錫亦具有金屬光澤，令鍍錫容器更為美觀。此外，錫的抗腐性極
強，且可焊性極佳。同時，鑒於鍍錫產品便於回收，市場需求不斷增長，以替代不可
降解包裝產品。憑藉自身特性，鍍錫鋼片成為金屬包裝業首選產品。

自2018年起，中國內地嚴格的環保規例迫使不合資格工廠關閉，令中國鍍錫鋼片供應
量及出口大幅減少。自活化開始起，泰州工廠之設計經已充分考慮環保因素。於2018

年12月18日，獲泰州市環境保護局授三年排污許可證，可讓泰州工廠進行關鍵步驟 — 

「酸洗」鋼材原料，擴大其價值鏈。泰州工廠獲江蘇省泰州興化市政府高度認可。

目前，鍍錫鋼片用於製造食品罐、飲料罐、18公升容器罐及美術罐等各類容器，但其
用途絕不僅限於容器。近來，鍍錫鋼片亦用於製造電機部件等許多其他產品。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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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現正開發新的具潛力的產品線，同時持續優化現有產品線，以滿足現有及潛在客戶
的獨特需要。製罐及層壓鋼板生產線目前仍處於在建階段，尚未投入生產。

隨著增加使用鍍錫鋼片以取替不可降解包裝，以及作為替代品克服目前使用PET材料
（如用於食用油）所帶來的缺點，需求日漸增加。此外，罐裝食品消費量不斷增長，連
同全球電商採購罐裝食品的發展促使鍍錫鋼片產品的需求增加。

在本公司執行主席Zhu Jun先生的支持下，本公司認為鍍錫鋼片製造業務具有龐大的
增長潛力，有望成為本集團收益的主要驅動力。

儘管泰州工廠暫停營運，本集團已於整個鋼材產品製造鏈奠定堅實基礎及建立高知
名度，並將繼續在鋼材業內擁有強大影響力。倘市場及經濟環境向好，本公司將考慮
恢復已暫停的貿易及分銷業務。

本集團將積極探索及辨識更具價值的投資及其他商機，把握「一帶一路」、大灣區建設
及中國內地的高速增長的勢頭。此外，為符合股東利益，本集團將繼續精簡本集團的
企業架構以提升財務狀況。

人力資源

於2019年4月30日，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僱有約178名僱員（FY2018：117名）。僱員成本
（不包括董事酬金）約為2.2百萬美元（FY2018：2.9百萬美元）。員工薪酬組合乃經考慮
市場狀況及有關人士的表現而釐定，並須不時檢討。本集團亦提供其他員工福利，包
括醫療保險，並根據合資格員工的表現及對本集團的貢獻向彼等授予酌情獎勵花紅。
本集團並無出現任何重大勞資糾紛而導致其正常業務運作出現任何中斷。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
的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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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及本集團的管理層承諾達到及保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這也是維護業務營運
的誠信和保持投資者對本公司信心的關鍵因素。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年度的整個期間，本公司一直遵守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香
港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香港企業管治守則」）中所有適用的守則條
文（「守則條文」）：

• 自2018年1月罷免行政總裁後，若干行政總裁職能已由執行主席Zhu Jun先生肩負。
本公司自2018年1月19日偏離香港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本公司正在
物色適當人選出任新行政總裁，並將於適當時候提供最新資料。

• 本公司從2018年9月份開始提供董事會成員月度報告，以重新符合香港企業管治守
則之守則條文第C.1.2條。

• 根據香港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
應出席股東大會，並對股東意見有均衡了解。

— 執行主席Zhu Jun先生連同所有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曾子龍、William Robert 

Majcher及符德良等諸位先生均有出席於2018年9月14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非執行董事歐陽謙博士及執行董事王建巧女士因有預先安排的其他商務活動
而就缺席致歉。

— 執行主席Zhu Jun先生連同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曾子龍先生及符德良先生均
有出席於2019年5月28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非執行董事歐陽謙博士因有預
先安排的其他商務活動而就缺席致歉。William Robert Majcher先生及雷永華
先生以及王建巧女士通過電話會議出席大會。

• 於2019年1月14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間，並無委任具備香港上市規則第3.28條及第
8.17條規定公司秘書所需資格的公司秘書。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3.28條，馮雷潔霞
女士獲委任為本公司在香港之公司秘書，自2019年3月1日起生效，由此本公司有
最少一名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3.28條及第8.17條規定之公司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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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制定條款不比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及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寬鬆的書面指引，作為有關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確認彼等在
FY2019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所載的規定準則。

審閱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關於載於初
步公告，本集團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收益表、綜合全面
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之數字，已由本集團獨立核數師Baker Tilly TFW LLP（「BT-SG」）
與本年度之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所載數字比較及達成一致。獨立核數師在有關本集
團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綜合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發出保留意見，已
載入本公告附錄一。

BT-SG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根據新加坡特許會計師協會頒佈的新加坡核數準
則、新加坡審閱應聘準則或新加坡保證應聘準則進行的審核、審閱或保證應聘，因
此，BT-SG對本公告並無表示任何保證。

董事謹此強調，保留意見乃由於過往年度審核保留意見可能會對FY2019財務報表的
數字與FY2018財務報表內的數字相比之可比較性產生影響，而並非本公司尚未解決
過往審核問題。

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建議宣派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於港交所網站、本公司網站以及新交所網站刊發末期業績

香港上市規則規定之本公司所有年度財務及其他相關資料已於2019年7月10日刊載於
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www.yorkshinegroup.com)。本公告亦已
刊載於新交所網站(www.sg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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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買賣

本公司已於2019年7月3日向港交所提交復牌建議（「復牌建議」），列明本公司為履行復
牌條件而採取及擬採取的行動。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提供有關復牌建議的進一步更
新。

本公司股份將繼續暫停在港交所及新交所買賣，直至另行通告為止。本公司將竭盡全
力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恢復於港交所及新交所的交易。

代表董事會 

煜新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兼執行董事  

Zhu Jun

香港，2019年7月1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Zhu Jun先生（執行主席）、王建巧女士及雷
永華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歐陽謙博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曾子龍先生、符德
良先生及William Robert Majcher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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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獨立核數師有關 

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財務報表之 

保留意見 

（摘要）

保留意見

我們已審核第[ • ]頁至第[ • ]頁所載煜新控股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貴集團」）
的隨附財務報表，包括 貴集團及 貴公司於2019年4月30日的財務狀況表以及截至該日止
年度的 貴集團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及 貴公
司權益變動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我們認為，除於我們的報告中保留意見的基礎一節所述數字的可比性的可能影響外，隨附
的 貴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以及 貴公司財務狀況表及權益變動表已根據公司法（第50章）（「公
司法」）規定及新加坡國際財務報告準則（「SFRS(I)」）妥為編製，以真實及公平地反映於2019

年4月30日 貴集團的綜合財務狀況及 貴公司的財務狀況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 貴集團的
綜合財務表現、綜合權益變動及綜合現金流量以及 貴公司的權益變動。

保留意見的基礎

數據的可比性

於截至2018年4月30日止上一財政年度， 貴公司損益內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減值虧損
11,720,000美元及 貴公司損益內分別就於附屬公司的投資及應收附屬公司款項確認減值虧
損79,460,000美元及31,497,000美元。

我們就 貴集團及 貴公司截至2018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報表發表保留意見，蓋因
我們無法就物業、廠房及設備、於附屬公司的投資及應收附屬公司款項釐定減值虧損（如
有）與截至2018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前過往年度的損益有多大程度的關係。因此，我們無
法釐定是否需要就 貴集團及 貴公司截至2018年4月30日止上一財政年度的損益及於2017

年5月1日的期初累計虧損作出任何調整。

由於上述事項可能對本年度數字及相應數字的可比性造成影響，我們就本財政年度的財務
報表的意見進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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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按照新加坡核數準則（「新加坡核數準則」）進行審核工作。我們根據該等準則的責任將進
一步於本報告中的核數師審核財務報表的責任一節載述。根據會計與企業管制局（ACRA）
之註冊會計師及會計實體專業操守及道德守則（ACRA守則）以及新加坡任何與我們審核財
務報表有關的道德要求，我們獨立於 貴集團，並已遵循該等要求及ACRA守則履行其他
道德責任。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核憑證已充足和適當地為我們的保留意見提供基礎。

有關持續經營的重大不確定因素

敬請注意財務報表附註[3]，內容有關 貴集團及 貴公司持續經營的能力。 貴集團於財
政年度錄得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4,628,000美元（2018年：8,609,000美元）。於2019年4月30

日， 貴集團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32,296,000美元（2018年：57,595,000美元），而 貴公司的
流動負債超過流動資產497,000美元。

該等因素表明存在重大不確定因素，可能導致對 貴集團及 貴公司持續經營以及於日常
業務過程中變現資產和結清負債的能力產生重大懷疑。儘管如此，基於財務報表附註[3]所
披露的理由， 貴公司董事相信，截至2019年4月30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報表適宜使用持續
經營假設編製及呈列。吾等並無進一步修訂有關該事項的意見。

其他資料

管理層須對其他資料負責。其他資料包括刊載於2019年年報內的資料，但不包括財務報表
及我們的核數師報告。

我們對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資料，我們亦不對該等其他資料發表任何形式的核證
結論。

為配合我們對財務報表的審核，我們的責任是閱覽其他資料，並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資
料是否與財務報表或我們在審核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存在重大不一致或似乎存在重大錯誤
陳述。基於我們所進行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本其他資料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須報告
該事實。我們的報告中保留意見的基礎一節所述事項可能產生的影響導致我們未能就該事
項確定其他資料是否有重大錯誤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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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審核事項

關鍵審核事項指根據我們的專業判斷，在我們對本期間財務報表的審核中屬最重要的事
項。我們在審核財務報表及就此達致我們的意見時已整體處理此等事項，而不會就此等事
項單獨發表意見。除於保留意見的基礎一節及有關持續經營的重大不確定因素一節所述的
事項外，我們已確定以下事項為關鍵審核事項，須於本報告中傳達。

貴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回顧

如財務報表附註[12]所披露， 貴集團於2019年4月30日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為41,326,000美元
（已扣除累計減值虧損10,295,000美元），佔 貴集團於2019年4月30日總資產約80%。

如財務報表附註[3]所披露，管理層對物業、廠房及設備進行減值評估，並採用折現現金流
量法按使用價值釐定有關資產的可收回金額。

貴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的減值回顧被視為關鍵審核事項是因為該金額佔 貴集團綜合財
務狀況表一大部分。此外，計算可收回金額涉及重大判斷及估計，尤其是有關預測現金流
及應用於使用價值計算的貼現率。

我們處理關鍵審核事項的程序

在對 貴集團審核的過程中，我們已評估附屬公司的成分核數師的獨立性、客觀性、能力
及能否勝任，我們亦於審核全程與成分核數師持續溝通，並審閱成分核數師對審核指示的
回覆，以符合集團審核規定。

我們已評估所作審核工作及成分核數師在審核管理層對附屬公司之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
評估所取得憑證的足夠性及適當性。我們亦獨立評估使用價值計算及評定應用於 貴集團
物業、廠房及設備可收回金額計算的關鍵假設及輸入數據的合理程度。

我們亦已評估財務報表所作披露內容的足夠性及適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