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礦資源 二零二零年年報

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五礦資源有限公司全體股東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意見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計列載於第97至182頁的五礦資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以下統稱「貴集團」）的合併財務報表，此財務報表包括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併財務狀況表與截至該日

止年度的合併損益表、合併綜合收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主要會計政

策概要。

我們認為，該等合併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中肯地反映了貴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合併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合併

財務表現及合併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妥為擬備。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

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就審計合併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專業會計

師道德守則》（以下簡稱「守則」），我們獨立於貴集團，並已履行守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我們相信，我們所獲

得的審計憑證能充足及適當地為我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關鍵審計事項

關鍵審計事項是根據我們的專業判斷，認為對本期合併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的事項。這些事項是在我們審計整體合

併財務報表及出具意見時進行處理的。我們不會對這些事項提供單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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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報告 財務報表
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做法及表現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亮點 資源量及儲量 董事會報告

致五礦資源有限公司全體股東—續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關鍵審計事項—續

關鍵審計事項 我們的審計如何對關鍵審計事項進行處理

再融資及持續取得債務融資
我們已識別貴集團管理層為其現有債務融資進行再融資的
能力及是否擁有額外債務融資為關鍵審核事項，原因為管
理該等主要融資活動對貴集團於年度財務報表批准後12個
月內編製的現金流量預測至關重要。貴集團管理層編製現
金流量預測，當中涉及管理層基於其關鍵變量輸入數據及
市場狀況作出的內在複雜而主觀的判斷及估計。

如合併財務報表附註2.1(a)所載，貴集團預期於年度財務
報表批准後12個月持續產生正經營現金流量。然而，貴集
團轉移於若干地區所產生現金至貴集團餘下部分的能力須
視乎有否達成若干條件。如合併財務報表附註24所載，貴
集團擁有於未來12個月到期的本金總額為879.5百萬美元
的債務，該等債務將需要再融資或償還及置換。

如附註2.1(a)及32.1(e)所述，如有需要，貴集團擁有多種
融資選擇，包括其主要股東的資助。

我們就再融資及持續取得債務融資採取的程序包括：

 – 審查管理層有關新冠疫情對 貴集團影響的內部評估；

 – 測試對預測現金流量和相關披露的關鍵控制；

 – 質詢管理層於未來12個月預測現金流量所採用的關鍵
假設；

 – 評估現金流量預測與貴公司董事會批准的預算的一致性；

 – 評估用作測試貴集團持續經營基準的現金流量預測與資
產減值評估中使用的現金流量預測（包括預測商品價格
及第三方數據）之間的一致性；

 – 評估貴集團管理層過往編製預測的準確性；

 – 確認貴集團承諾債務融資與其支持檔的一致性；

 – 對管理層於年度財務報表批准後12個月現金流量及契諾
合規預測的一系列合理可能發生之情形（包括商品價格
變動）進行壓力測試；

 – 質詢管理層緩解任何已識別風險的計劃，包括其是否
有能力修訂其現有融資安排或取得額外融資來源以遵
守契諾；

 – 取得並審閱其主要股東的函件，確認倘貴集團無法償還
債務，彼等對貴集團提供財務支援；及

 –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附註2.1(a)所列載相關披露的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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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礦資源 二零二零年年報

獨立核數師報告（續）

致五礦資源有限公司全體股東—續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關鍵審計事項—續

商譽及其他非流動資產的減值評估
我們識別商譽及其他非流動資產的減值評估為關鍵審計事
項，原因為貴集團合併財務狀況表中該等結餘金額巨大及
各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可收回金額的估計
涉及管理層基於其對關鍵變量的判斷及市場狀況（如預測
商品價格、預測匯率、未來經營表現、未來資本和經營開
支的時間安排與批准情況，以及貼現率）作出的複雜而主
觀的估計。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貴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
備為10,075.9百萬美元以及商譽為528.5百萬美元，分別
佔貴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總資產約81.9%

及4.3%，並據合併財務報表附註2.7、3.1(d)、12及14所
述包括在現金產生單位之內。

商譽及無確定年期之無形資產須每年進行減值測試。
因 此 ，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管 理 層 已 就
Las Bambas現金產生單位完成減值測試。此外，鑒於
Kinsevere在過往年度已確認減值以及Kinsevere發展項目存
在依賴性，我們亦已就Kinsevere現金產生單位進行減值
評估程序。經管理層評估，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並無就該等現金產生單位確認任何減值或減值
撥回。

我們就商譽及其他非流動資產的減值評估所採取的程序
包括：

 – 測試貴集團對其他非流動資產及商譽的價值評估之關鍵
控制，包括評估資產減值或撥回；

 – 與評估專家合作進行：

 -  評價管理層計算個別現金產生單位公允值減出售成
本所使用模型的適當性；

 -  評估及質詢關鍵假設的合理性，如所用之預測商品
價格、貼現率及國家特定風險利率，包括一致外部
市場資料；

 -  審查及評估以採礦為基礎的假設的適當性，包括
該等模型內的貧化及回收率、礦石品位及提升狀
況；及

 -  質詢管理層對關鍵變量（如商品價格）進行的敏感
度分析的合理性。

 – 鑒於當前宏觀經濟環境及現金產生單位的預期未來表
現，分析模型中所使用的未來預測現金流量以釐定其是
否合理及有理據支持；

 – 評價協助評估的管理層專家的勝任能力及客觀性，包括
編制資源量及儲量估計的專家；

 – 評估相關現金產生單位內支持鑽探潛在價值估值的可資
比較市場交易；及

 –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附註12所列載相關披露的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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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報告 財務報表
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做法及表現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亮點 資源量及儲量 董事會報告

致五礦資源有限公司全體股東—續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關鍵審計事項—續

不確定稅項的會計處理
由於貴集團的關連方關係及重大交易的相關稅務影響，我
們已識別不確定稅項的會計處理為關鍵審計事項，因為釐
定稅務狀況及鑒於貴集團營運所在司法權區的數目所作估
計及假設涉及重大判斷，包括有關主要業務及控股公司居
籍的判斷、應用轉移定價規則、確認遞延所得稅資產、任
何企業重組的稅務影響及確認及計量可能產生的稅項風險
撥備以及相關披露。

因此導致有關計算所得稅及遞延稅項及考慮於相關稅務年
度須予審計的或然負債的複雜性及不確定性。

如合併財務報表附註3.2(a)、8、18、19及36所披露，於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貴集團的經營橫跨多個司法
權區，須受當地稅務機關對於正常業務過程中的一系列稅
項事務（包括轉移定價、間接稅、稅務法律變動及交易相
關稅務事項）進行定期質詢。

我們就不確定稅項的會計處理採取的程序包括：

 – 測試與稅務相關交易和事項的會計和披露相關的關鍵控
制措施；

 – 與澳大利亞、秘魯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稅務專家合作評
估貴集團的納稅義務、審查貴集團的稅項計算方法，
瞭解稅項評估及調查的現況及評估持續稅項糾紛的發展
（如有）；

 – 評估任何相關遞延稅項資產、遞延稅項負債及當前稅項
撥備的確認及計量；

 – 在我們的稅務專家的幫助下，閱讀近期裁決、與當地稅
務機關的通訊及貴集團外部稅務顧問的意見，以確保已
確認稅項撥備或已披露的負債已適當記錄或調整，從而
反映最新的外部發展情況；

 – 評估貴集團在正常業務過程外的任何交易的關連方關係
及相關稅務影響；及

 –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附註3.2(a)、8、18、19及36所列載
相關披露的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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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礦資源 二零二零年年報

獨立核數師報告（續）

致五礦資源有限公司全體股東—續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其他資訊

貴公司董事需對其他資訊負責。其他資訊包括刊載於年報內的資訊，但不包括合併財務報表及我們的核數師報告。

我們對合併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資訊，我們亦不對該等其他資訊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結合我們對合併財務報表的審計，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資訊，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資訊是否與合併財務報表或我們

在審計過程中所瞭解的情況存在重大抵觸或者似乎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基於我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其

他資訊存在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們沒有任何報告。

董事及治理層就合併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貴公司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擬備真實而中肯的合併財務報

表，並對其認為為使合併財務報表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擬備合併財務報表時，董事負責評估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以及使用

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董事有意將貴集團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治理層須負責監督貴集團的財務報告過程。

核數師就審計合併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按照香港《公

司條例》第405條的規定僅向全體成員出具包括我們意見的核數師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不可用作其他用途。我

們並不就本報告之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承擔任何責任或接受任何義務。合理保證是高水準的保證，但不能保證按照《香

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時總能發現。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如果合理預期它們

單獨或匯總起來可能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依賴財務報表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大。

在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合併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式以應對這些風險，

以及獲取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陳述，或

淩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

述的風險。

 – 瞭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式，但目的並非對貴集團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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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報告 財務報表
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做法及表現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亮點 資源量及儲量 董事會報告

核數師就審計合併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續

 – 評價董事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的合理性。

 – 對董事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事項或情況有關的重大不

確定性，從而可能導致對貴集團的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如果我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核數師

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露。假若有關的披露不足，則我們應當發表非無保留意見。我們的結

論是基於核數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或情況可能導致貴集團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合併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以及合併財務報表是否中肯反映交易和事項。

 – 就貴集團內實體或業務活動的財務資訊獲取充足、適當的審計憑證，以對合併財務報表發表意見。我們負責貴集團審

計的方向、監督和執行。我們為審計意見承擔全部責任。

除其他事項外，我們與治理層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重大審計發現等，包括我們在審計中識別出內部控制

的任何重大缺陷。

我們還向治理層提交聲明，說明我們已符合有關獨立性的相關專業道德要求，並與他們溝通有可能合理地被認為會影響

我們獨立性的所有關係和其他事項，以及在適用的情況下，為消除威脅而採取行動或應用防範措施。

從與治理層溝通的事項中，我們確定哪些事項對本期合併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因而構成關鍵審計事項。我們在核

數師報告中描述這些事項，除非法律法規不允許公開披露這些事項，或在極端罕見的情況下，如果合理預期在我們報告

中溝通某事項造成的負面後果超過產生的公眾利益，我們決定不應在報告中溝通該事項。

出具本獨立核數師報告的審計專案合夥人是曾耀宗。

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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