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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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way Mining Group Limited 

信盛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 2133） 

 

內幕消息 

(1) 進一步延遲刊發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 

及寄發二零二零年年報； 

(2) 延遲刊發二零二一年中期業績； 

(3) 董事會會議延期舉行； 

(4) 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延期舉行； 

(5)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及 

(6)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告乃由信盛礦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第 13.49(3)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九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日、二零二一年四

月一日、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1) 延遲刊發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及

寄發二零二零年年報；(2) 董事會會議延期（「董事會會議」）；(3) 暫停買賣、繼續

暫停買賣及有關暫停買賣之季度最新情況（「暫停買賣」）；(4) 緬甸礦場發展的最新

情況；及 (5) 復牌指引及復牌進展更新。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採用詞彙與該等公告

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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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一步延遲刊發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及寄發二零二零年年報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需要額外時間

以完成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由於（i）自二零二一年初以來緬甸當前的緊急局勢持續不斷惡

化，部份電訊亦受到中斷及/或限制，多國已相繼宣佈開始及進行撤僑安排。多個城鎮

仍然實施軍事管制及戒嚴，部分主要道路和公共區域均有軍方士兵駐守。自二零二一

年初至今不時有軍民衝突事件發生，包括但及不限於發射炮彈、爆炸、開槍等致命事

件。緬甸軍方成立了看守政府，并延長緊急狀態及實施戒嚴至二零二三年；及（ii）

二零一九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持續蔓延，累積確診人數增加至約不少於 354,000 人，並

預計將進一步增加，致使緬甸及中國政府相繼實施了若干旅行禁令及/或限制。緬甸政

府亦實施了多項防疫措施，例如暫時關閉部分商業地區、學校及封關等，嚴重打擊了

當地經濟及商業活動。這些因素對本集團帶來重大影響，令緬甸礦場持續間斷性營運。

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及評估緬甸局勢及的最新情況和二零一九冠狀病毒病疫情發展，持

續採取謹慎經營策略，並採取適當行動及應對措施盡量減少對集團的不利影響（如

有）。 

 

鑑於上述情況，董事會和核數師需要更多時間完成審計的工作，本公司會一直盡其努

力協助核數師盡快完成審核工作。此外，董事會預計將進一步延遲刊發二零二零年全

年業績，而二零二零年年報亦將會延遲寄發。 

 

董事會承認，延遲刊發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及寄發二零二零年年報分別未能符合上市

規則第 13.49(1)條及第 13.46(2)(a)條的規定。然而，本公司一直盡力與核數師緊密合作，

並協助核數師盡快完成審計程序。 

 

(2) 延遲刊發二零二一年中期業績 

 
根據上市規則所規定，本公司刊發二零二一年中期業績之截止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

三十一日。然而，本公司須先刊發其經審核全年業績，才能刊發其二零二一年中期業

績。本公司將繼續與核數師合作，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完成二零二一年中期業績審計

工作並於適時另行刊發公告知會本公司股東。 

 

(3) 董事會會議延期舉行 

 

由於延遲刊發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董事會會議（藉以（其中包括）考慮及批准二零

二零年全年業績）將相應延期舉行。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進一步刊發公告，以通知其股東有關董事會會議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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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延期舉行 

 

由於延遲刊發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董事會謹此宣佈延遲召開本公司二零二一年股東

週年大會，直至另行通知。二零二一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函及通告連同代理人委任表格、

回條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5)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 

 

董事會特此宣佈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未經審計賬目及截至二

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未經審計賬目如下： 

 

中期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021 年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2020 年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收入 

銷售成本  
18,006 

(13,400) 

25,638 

(29,278) 

 

毛利 

  
4,606 

 

 

(3,640) 

其他收入及收益  604 879 

銷售及分銷開支           (205) (275) 

行政開支   (22,673) (22,003) 

其他開支  (31,344) (1,074)  

分佔一間聯營公司的虧損  ─ (35) 

融資成本   (11,705) (9,655) 

 

除稅前虧損  (60,717) 

 

(35,803) 

    

所得稅開支  ─ (1,652) 

    

虧損  (60,717) (37,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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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全面虧損：    

於往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 

 

 

 

(667) 

全面虧損總額  (60,717) (38,122) 

    

歸屬於下列人士之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7,628) 

 

(34,174) 

非控股權益  (3,089) (3,281) 

  (60,717) (37,455) 

 

歸屬於下列人士之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非控股權益  

 

(57,628) 

(3,089) 

 

(34,841) 

(3,281) 

  (60,717) (38,122)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 基本及攤薄  

人民幣(0.14)元 人民幣(0.08)元 

 

 

中期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1 年 

6月 30日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2020 年 

12月 31日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計)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637,106 650,337  

投資物業  6,077 6,077 

無形資產  914,788 911,172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4,186 12,386 

使用權資產  7,496 7,496 

墊款  190,138 210,960 

預付款項及按金  84,667 83,862 

已抵押存款  2,005 2,005 

遞延稅項資產  45,065 45,065 

非流動資產總值  1,891,528 1,929,360 

流動資產    

存貨  17,028 11,960 

應收貿易賬款  3,506 2,66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9,058 16,695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10,756 10,75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129 19,321 

  53,477 61,395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5,322 5,322 

流動資產總值  58,799 66,71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30,181 1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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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負債  11,260 10,921 

其他應付款項  154,235 143,227 

撥備  6,077 6,077 

應付稅項  5,354 5,357 

租賃負債  221 221 

應付一名關連方款項  39,819 45,319 

計息銀行貸款  70,000 70,000 

流動負債總額  317,147  300,714 

流動負債淨額  (258,348) (233,99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633,180 1,695,363 

非流動負債    

計息銀行貸款  274,539  274,539 

復墾撥備  35,689 35,689 

遞延稅項負債  28,709 28,709 

非流動負債總額  338,937 338,937 

資產淨值  1,294,243 1,356,426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38 38 

儲備  1,143,406 1,202,500 

  1,143,444 1,202,538 

非控股權益  150,799 153,888 

權益總額  1,294,243 1,356,426 
 

免責聲明 

 

本公告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務數據是基於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對本集團未

經審核的綜合管理帳目及向董事會提供的現有資料，且基於未經本公司之獨立核數師

審核或審閱的資料所作出之初步評估，當中並不包括及尚未考慮與緬甸分部減值損失

相關的非現金會計處理的金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業

績須待所有相關業績及會計處理落實後方可確定。 

 

以上數據僅供投資者參考，並不構成或被視為出售或購買本公司任何證券或金融產品

的要約或招攬，不能作為研究報告之依據，亦無意圖及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如根據上市規則有其他額外信息需要披露，包括與緬甸分部減值損失相關的非現金會

計處理的金額，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告。董事會不能保證上述初步未經審計的財務信

息真實，不能反映本集團的信息表現和條件，上述信息潛在任何的調整的可能，並可

能會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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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

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發佈為止。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信盛礦業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雷德君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雷德君先生；非執行董事潘俊宏先生、尹波先生、

陳淑正先生及張永華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馬詩鎔先生、遲洪紀先生及董濤先

生組成。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