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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收入 3 2,433.5 1,180.3

其他收入 16.4 3.3

費用（不包括折舊及攤銷） 4 (951.2) (800.0)

除利息、所得稅、折舊及攤銷費用前盈利–EBITDA 1,498.7 383.6

折舊及攤銷費用 4 (454.1) (406.9)

除利息及所得稅前利潤／（虧損）–EBIT 1,044.6 (23.3)

財務收入 5 0.8 1.2

財務成本 5 (170.0) (221.6)

除所得稅前利潤／（虧損） 875.4 (243.7)

所得稅（支出）／抵扣 6 (291.4) 61.0

期內利潤／（虧損） 584.0 (182.7)

期內利潤／（虧損）可分為：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00.1 (158.0)

非控制性權益 183.9 (24.7)

584.0 (182.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利潤／（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7 4.91美仙 （1.96）美仙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7 4.86美仙 （1.96）美仙

隨附附註為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之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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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綜合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期內利潤／（虧損） 584.0 (182.7)

其他綜合收益／（虧損）

可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指定用於對沖現金流的對沖工具的變動 38.4 (3.8)

轉入損益的現金流對沖收益 7.9 -

有關現金流對沖的所得稅（支出）／抵扣 (14.0) 1.2

期內其他綜合收益／（虧損），扣除所得稅 32.3 (2.6)

期內綜合收益／（虧損）總額 616.3 (185.3)

綜合收益／（虧損）總額可歸屬于：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24.0 (159.6)

非控制性權益 192.3 (25.7)

616.3 (185.3)

隨附附註為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之整體部份。

亮點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資料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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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狀況表

於

附註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百萬美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9,909.7 10,075.9

使用權資產 10 113.3 122.8

無形資產 541.6 546.5

存貨 79.3 76.2

遞延所得稅資產 189.5 238.6

其他應收款 11 78.8 78.6

衍生金融資產 9.4 -

其他金融資產 2.4 1.7

總非流動資產 10,924.0 11,140.3

流動資產

存貨 363.4 416.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1 675.0 522.8

當期所得稅資產 31.3 25.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04.5 192.7

衍生金融資產 44.2 -

總流動資產 1,918.4 1,157.7

總資產 12,842.4 12,298.0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3,220.1 2,917.6

儲備及留存收益 13 (1,558.5) (1,981.2)

1,661.6 936.4

非控制性權益 1,925.6 1,733.3

總權益 3,587.2 2,669.7

隨附附註為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之整體部份。



49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狀況表（續）

於

附註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百萬美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貸款 14 5,966.3 6,306.7

租賃負債 15 120.6 128.5

撥備 546.5 546.5

衍生金融負債 - 10.7

其他金融負債 122.9 145.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6 138.3 112.2

遞延所得稅負債 1,007.9 865.2

總非流動負債 7,902.5 8,115.2

流動負債

貸款 14 622.7 872.8

租賃負債 15 18.8 20.2

撥備 109.3 97.9

衍生金額負債 - 29.3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6 477.9 470.2

當期所得稅負債 124.0 22.7

總流動負債 1,352.7 1,513.1

總負債 9,255.2 9,628.3

淨流動資產／（負債） 565.7 (355.4)

總權益及負債 12,842.4 12,298.0

隨附附註為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之整體部份。

亮點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資料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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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非控制性權益 權益總額百萬美元
股本 

（附註12）
儲備總額 

（附註13）

（累計虧損）/ 
留存收益 

（附註13） 總計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2,917.6 (1,917.7) (63.5) 936.4 1,733.3 2,669.7

期內利潤 - - 400.1 400.1 183.9 584.0

期內其他綜合收益 - 23.9 - 23.9 8.4 32.3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 23.9 400.1 424.0 192.3 616.3

與擁有人之交易

發行股份，扣除股份發行成本 299.0 - - 299.0 - 299.0

已行使僱員購股權及已歸屬業績獎勵 3.5 (1.3) - 2.2 - 2.2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302.5 (1.3) - 301.2 - 301.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3,220.1 (1,895.1) 336.6 1,661.6 1,925.6 3,587.2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非控制性權益 權益總額百萬美元 股本 儲備總額 累計虧損 總計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2,912.2 (1,899.1) (0.9) 1,012.2 1,665.7 2,677.9

期內虧損 - - (158.0) (158.0) (24.7) (182.7)

期內其他綜合虧損 - (1.6) - (1.6) (1.0) (2.6)

期內綜合虧損總額 - (1.6) (158.0) (159.6) (25.7) (185.3)

與擁有人之交易

已行使僱員購股權及已歸屬業績獎勵 4.2 (4.1) - 0.1 - 0.1

已失效僱員購股權 - (2.1) 2.1 - - -

僱員長期激勵 - (1.8) - (1.8) - (1.8)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4.2 (8.0) 2.1 (1.7) - (1.7)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2,916.4 (1,908.7) (156.8) 850.9 1,640.0 2,490.9

隨附附註為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之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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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收取客戶款項 2,427.6 1,377.6

付款予供應商及僱員 (1,104.5) (1,042.6)

勘探開支付款 (11.8) (8.1)

（支付）／退回所得稅 (3.2) 39.7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淨額 1,308.1 366.6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73.9) (254.5)

購買無形資產 (4.0) (0.8)

投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277.9) (255.3)

融資業務之現金流量

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302.1 -

支付發行成本 (3.1) -

外部貸款所得款項 - 354.1

償還外部貸款 (636.1) (631.0)

關聯方貸款所得款項 270.0 200.0

償還關聯方貸款 (230.0) -

行使僱員購股權後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2.2 0.1

償還租賃負債 (16.7) (20.3)

就外部貸款已付利息及財務成本 (100.2) (153.5)

就關聯方貸款已付利息及財務成本 (2.2) (0.2)

就融資安排已付預扣稅 (5.1) (8.5)

已收利息 0.7 1.4

融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418.4) (257.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淨額 611.8 (146.6)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2.7 217.5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04.5 70.9

隨附附註為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之整體部份。

亮點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資料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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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

1.  一般資料及獨立審閱

五礦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乃於一九八八年七月

二十九日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辦事處位

於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79號中國五礦大廈12樓1208

室。本公司主要營業地點已於本集團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

內「公司資料」一節披露。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在全世界從事銅、鋅、金、銀、鉬及鉛礦

床的勘探、開發及採礦。

除非另有說明，本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乃以美元（「美元」）列報，且已

由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批准刊發。

作為比較資料載於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之有關截至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

該年度之法定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一部分，惟乃源自該等

財務報表。須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36條披露之有關該等

法定財務報表之其他資料如下：

 › 本公司已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之

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送呈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 本公司之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發表報告。核數師報

告並無保留意見；且並無提述核數師在不發出保留意見

報告下，強調有任何事宜須予注意；亦未載有香港公司

條例第406(2)、407(2)或(3)條所指之聲明。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簡明合併財務報

表是未經審核，但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外部核數師審

閱。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合併中期財務

報表乃按照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

要求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編製。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一併閱讀，該年度

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當中已假設

日常業務活動之持續性及資產變現以及於正常業務過程結清

負債。本集團管理層定期監察本集團流動資金狀況，包括就

短期及中期主要財務風險（包括商品及外匯風險）作出現金

結餘預測的敏感度分析，以確保維持充足流動資金。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565.7

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流動負債淨值355.4

百萬美元）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為804.5百萬美元（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2.7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產生淨利潤584.0百萬美元（二

零二零年：淨虧損182.7百萬美元）以及經營現金流1,308.1

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366.6百萬美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本集團以股份配售募集股本（扣除發行

成本）299.0百萬美元。本集團擁有多項循環信貸融資以協助

滿足流動資金需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該等融資包

括本集團（不包括Las Bambas）未提取的580.0百萬美元（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50.0百萬美元）及Las Bambas

未提取的1,150.0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150.0百萬美元）以及Dugald River未提取的項目融資180.0

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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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對有關Las Bambas項目融資的一部分利率風險進

行對沖，以及對二零二一年的銅及鋅銷售進行對沖，以減

輕價格下跌風險。

本集團繼續得到其最終股東中國五礦集團公司（「中國五

礦」）的支持。中國五礦可能會以額外的債務融資、推遲

償債以及與現有股東貸款的還款義務，或通過進一步的股

權出資等形式向本集團提供支持。

基於本集團有所改善的財務表現、股權配售的執行，以及

對於批准若干本集團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後的十二個月

內的預測財務狀況及業績的審查，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將有

能力履行其到期的債務，因此，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乃

按持續經營的原則編制。

2.1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載採納現有準則之新修訂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

與編製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合併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a)  於二零二一年生效及採納但與本集團無關或無重大影

響之現有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
訂本）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新型
冠狀病毒相關租金寬免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
工具、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
融工具：確認及計量、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
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
號保險合約及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6號租賃（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

1.  本集團提前採納該修訂，該修訂已頒佈並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
的報告期間對本集團生效。該修訂的應用對本集團當期及之前期間財
務狀況及業績並無重大影響。

(b) 衍生金融工具及對沖會計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擁有商品領式對冲、固

定價格掉期、報價期（「QP」）掉期及利率掉期工具，所

有該等工具於附註20(b)及附註20(c)內詳述。衍生工具初始

以衍生工具合約簽訂日的公允值確認，其後則以報告期末

的公允值重新計量。所產生的收益或虧損將在損益表內確

認，除非該衍生工具是一項指定並有效的對沖工具，在此

情況下，於損益表內確認的時間取決於對沖關係的性質。

本集團指定若干衍生工具作為用於現金流對沖的對沖工具。

於套期關係開始時，本集團記錄對沖工具及被對沖項目的

關係，及進行對沖交易的風險管理目標及其策略。此外，

於對沖開始時及進行期間，本集團記錄對沖工具是否有效

抵銷對沖項目因對沖風險引致的現金流變動。

為確定現金流量套期中的預期交易（或其組成部分）是否

極有可能進行，本集團假設利率基準改革（不論第一及第

二階段）未有改動為套期現金流量所用利率基準。

亮點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資料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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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對沖關係及成效評估 

就評估對沖成效，本集團考慮對沖工具是否有效抵銷被對

沖項目因對沖風險引致的現金流變動，即在對沖關係符合

以下所有有關對沖的有效性的規定之時：

 › 被套期項目與對沖工具之間存在一種經濟關係；

 › 信貸風險的影響不會支配該經濟關係引起之價值變動；及

 › 對沖關係之對沖比率與本集團實際對沖之被對沖項目的

數量及該實體實際用於對沖該被對沖項目數量之對沖工

具的數量引起的對沖比率一致。

在評估被套期項目與套期工具之間的經濟關係時，本集

團假設套期現金流量及／或套期風險所用利率基準或套

期工具現金流量所用利率基準並無因利率基準改革而有

所變動。

指定為現金流對沖的對沖工具公允值變動的有效部分乃

於其他綜合收益確認，並在現金流對沖儲備項下累計，

但僅限於對沖開始時的對沖項目累計公允值變動。與

融資對沖無效部分有關的損益會即時確認損益，並計入

「其他收入／開支」（就任何其他對沖而言（如商品對

沖））。在現金流量表披露方面，商品對沖所產生的現

金流為「經營活動」部分。

2.2  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修訂的影響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提前採

納利率基準改革第一階段修訂—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

訂。該等修訂修改了特定的套期會計要求，以允許在因利

率基準改革而修改被套期項目和對沖工具前的不確定期

間，對受影響的套期項目繼續使用套期會計。

本集團已採納利率基準改革第二階段修訂—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於二零二零年八月發佈）的修訂，於二零二一

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報告期間強制執行。採納若干

修訂使本集團能夠反映自銀行同業拆借利率過渡至替代

基準利率（亦稱為「無風險利率」）的影響，而不產生

會計影響，而不會產生未向財務報表使用者提供有用資

訊的會計影響。

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的修訂均與本集團有關，是由於本集

團對Las Bambas項目融資貸款採用利率掉期對沖所涉及利

率風險適用套期會計。有關利率掉期對沖的進一步詳情以

及該等修訂對對沖工具的影響，請參閱附註20。

本集團將繼續應用第一階段修訂，直至利率基準改革對本

集團所承擔的相關現金流量的時間及金額產生的不確定性

結束。本集團預計該不確定性將繼續存在，直至本集團參

考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LIBOR」）的合約到期或被

修訂。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已予以修訂，以指明取代利

率基準的日期，以及釐定替代基準利率的現金流基礎。因

採納第一階段修訂，本集團將就受限於利率基準改革的指

定現金流對沖，保留于現金流對沖儲備中確認的累計收益

或虧損。

有關第二階段修訂：

 › 當本集團貸款的合約條款因利率基準改革之直接後果而

修訂，且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新基準於經濟上等同於緊

接變動前的基準時，本集團應透過修訂實際利率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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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合約現金流量的確定基準。任何與改革並無直接關

係的其他變動將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適用規

定進行核算。

 › 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以銀行同業拆息率作為租賃付款基

礎的租賃。倘本集團可能獲得此類租賃，且倘利率改革

影響到確定租賃付款的基礎，倘新基礎於經濟上等同於

以前的基礎，本集團應重新計量租賃負債，以反映使用

經修訂貼現率貼現的經修訂租賃付款。

 › 由於該等改革，對對沖工具或被套期項目及對沖風險應

作任何變動，本集團應更新對沖文件，而不會終止對沖

關係。

 › 有關現金流對沖儲備，倘被套期項目因利率基準改革而

被修改，現金流對沖儲備的累計收益或虧損應被視為基

於替代基準利率而產生。

 › 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公允值對沖。

有關修訂的影響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附註14及附注20。

2.3 關鍵估計及判斷

在編制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告過程中，本集團管理層在實

行會計準則的運用以及資產負債和收入還有費用的計量

中，需要作出合理的判斷，估計和假設。實際結果可能與

初始判斷和估計的結果不同。

有關管理層就評估非金融資產是否可收回所採用重大判斷

及假設，乃於附註9披露。

除上述者外，本集團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及估計

不確定性的主要來源方面作出重大判斷，這些判斷與編製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時

作出的判斷相同。

3. 分部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第8號「營運分部」要求營運分部須依據主

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者」）定期審閱以決定各分

部之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之本集團業務之內部報告而確定。

本公司之執行委員會被認定為主要營運決策者。執行委

員會審閱本集團對該等業務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

配資源。

本集團可呈報分部如下：

Las Bambas Las Bambas項目是大型露天、具備擴展潛

力、年限較長之銅礦及鉬礦開發項目，

可 採 取 多 種 方 式 進 行 勘 探 。 位 於 秘 魯

Apurimac地區的Cotabambas。
Kinsevere Kinsevere為露天銅礦，位於剛果民主共和

國（「剛果」）加丹加省。
Dugald River Dugald River為地下鋅礦，位於昆士蘭西北

的克朗克里附近。
Rosebery Rosebery為地下多種基本金屬礦山，位於

塔斯曼尼亞西岸。
其他 包括勘探項目、維護及保養礦場以及本集

團內的企業實體。

分部業績為每一分部所賺取之EBIT，此為呈報予主要營運

決策者以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之指標。除下一段所披

露者外，其他提供予主要營運決策者之資料之衡量方式與

該等合併財務報表所披露者一致。

分部資產不包括當期所得稅資產、遞延所得稅資產及分部

間應收款項淨額。分部負債不包括當期所得稅負債、遞延

所得稅負債及分部間之貸款淨額。未有包括在內之資產及

負債於總合併資產或負債之調節事項內呈列。

亮點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資料 財務報表



五礦資源 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

56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收入及業績如下：

百萬美元
LAS 

BAMBAS KINSEVERE 
DUGALD 

RIVER ROSEBERY
其他未分配 
項目／抵銷  集團

按金屬劃分的收入 

-銅 1,591.61 225.81  -  8.6 1.8 1,827.8

-鋅  -  - 196.31  73.0  - 269.3

-鉛  -  -  20.9  25.3  -  46.2 

-金  60.9  -  -  34.0 -  94.9 

-銀  56.3  -  17.9  39.3  -  113.5 

-鉬  81.8 - - - -  81.8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1,790.6 225.8 235.1 180.2 1.8 2,433.5 

EBITDA 1,182.4 94.7 101.7 106.2 13.7 1,498.7

折舊及攤銷費用 (382.4) (14.6) (29.4) (27.7) - (454.1)

EBIT 800.0 80.1 72.3 78.5 13.7 1,044.6

財務收入 0.8

財務成本 (170.0)

所得稅支出 (291.4)

期內利潤 584.0

1.  商品衍生工具相關的收益或虧損被包含在「收入」內。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已變現虧損及未變現收益分別為0.6百萬
美元（二零二零年：零）和23.3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零）被計入Las Bambas項下；未變現收益2.1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零）被計入
Kinsevere項下；已變現虧損及未變現收益分別為8.0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零）及0.3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零）被計入Dugald River項
下。該交易主要與本集團關連人士進行。更多詳情請參閱附註17(a)。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百萬美元
LAS 

BAMBAS KINSEVERE 
DUGALD 

RIVER ROSEBERY
其他未分配 
項目／抵銷  集團

分部資產  10,542.9  509.8  650.8  305.1  613.01  12,621.6 

當期／遞延所得稅資產 220.8 

合併資產  12,842.4 

分部負債  4,820.2  238.1  356.7  182.5  2,525.82  8,123.3 

當期／遞延所得稅負債 1,131.9 

合併負債  9,255.2 

分部非流動資產  9,503.5  402.2  566.9  299.5  151.9  10,9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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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分部收入及業績如下：

百萬美元
LAS 

BAMBAS KINSEVERE 
DUGALD 

RIVER ROSEBERY
其他未分配 
項目／抵銷  集團

按金屬劃分的收入 

-銅 648.0 187.4 - 4.0 1.4 840.8

-鋅 - - 93.1 46.6 - 139.7

-鉛 - - 15.7 15.6 - 31.3

-金 68.1 - - 30.7 - 98.8

-銀 30.7 - 12.1 22.5 - 65.3

-鉬 4.4 - - - - 4.4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751.2 187.4 120.9 119.4 1.4 1,180.3

EBITDA 328.8 8.2 9.1 48.5 (11.0) 383.6

折舊及攤銷費用 (294.0) (59.6) (29.0) (23.6) (0.7) (406.9)

EBIT 34.8 (51.4) (19.9) 24.9 (11.7) (23.3)

財務收入 1.2

財務成本 (221.6)

所得稅抵扣 61.0

期內虧損 (182.7)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分部資產及負債如下： 

百萬美元
LAS 

BAMBAS KINSEVERE 
DUGALD 

RIVER ROSEBERY
其他未分配 
項目／抵銷  集團

分部資產 10,166.7 513.3 672.6 323.6 357.51 12,033.7

當期／遞延所得稅資產      264.3

合併資產 12,298.0

分部負債 5,097.0 240.2 447.4 194.5 2,761.32 8,740.4

當期／遞延所得稅負債      887.9

合併負債      9,628.3

      

分部非流動資產 9,625.2 430.6  583.6  310.3 190.6 11,140.3

1.  計入其他分部之分部資產613.0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7.5百萬美元）主要為本集團庫務實體持有之現金180.8百萬美元（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2.8百萬美元）及MMG South America Company Limited（「MMG SA」）有關銅精礦銷售之貿易應收款280.1百萬美元（二
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8.3百萬美元）。

2.  計入其他分部之分部負債中的2,525.8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761.3百萬美元）為包括貸款2,265.3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2,496.2百萬美元）及在集團層面管理之銀行擔保金融負債122.9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5.4百萬美元）。

亮點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資料 財務報表



五礦資源 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

58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4. 費用

所得稅前利潤／（虧損）包括以下具體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22.5 6.9

計入可變現淨值存貨撇減 23.5 20.9

僱員福利費用1 135.8 98.6

承包及諮詢費用3 212.3 210.9

能源成本 108.0 97.6

備用品及消耗品成本 207.3 171.4

折舊及攤銷費用2 439.6 391.4

其他生產費用3 55.2 48.2

銷售成本 1,204.2 1,045.9

其他經營費用1 16.5 17.1

特許權使用費 83.6 46.1

銷售費用3 54.9 45.6

經營費用（包括折舊及攤銷）4 1,359.2 1,154.7

勘探費用1,2,3 10.3 8.1

行政費用1,3 10.3 13.6

匯兌虧損－淨額 8.5 9.7

以公允值釐定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收益）／虧損 (0.7) 1.3

其他費用1,2,3 17.7 19.5

費用總額 1,405.3 1,206.9

1.  合計24.8百萬美元僱員福利費用（二零二零年：23.9百萬美元）計入行政費用、勘探費用、其他經營費用及其他費用類別。僱員福利費用總額為
160.6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122.5百萬美元）。

2.  合計14.5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15.5百萬美元）折舊及攤銷費用計入勘探費用及其他費用類別。折舊及攤銷費用總額為454.1百萬美元（二零二零
年：406.9百萬美元）。

3.  這些類別下的費用包括被評估為租賃但不符合確認為使用權資產的合同的支出，其中包括可變租賃付款25.7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17.8百萬美
元），短期租賃2.7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0.8百萬美元）及低價值租賃的0.7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0.6百萬美元）。

4. 經營費用包括採礦及加工成本、特許權使用費、銷售成本（包括運輸）及經營產生之其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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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收入及財務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財務收入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利息收入 0.7 1.2

其他財務收入 0.1 -

財務收入總額 0.8 1.2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之利息費用 (101.4) (152.9)

關聯方貸款之利息費用（附註17(a)） (48.4) (47.2)

融資安排之預扣稅 (4.7) (7.4)

解除撥備折現 (3.7) (5.2)

解除租賃負債利息 (6.6) (7.2)

其他關聯方財務成本（附註17(a)） (0.9) (0.3)

其他外部財務成本 (4.3) (1.4)

財務成本總額 (170.0) (221.6)

6. 所得稅支出／（抵扣）

香港利得稅乃就期內應課稅淨利潤以16.5%稅率計算。本集團營運所在主要司法權區之所得稅率為：澳洲（30.0%）、

秘魯（32.0%）及剛果（30.0%）。部分司法權區之稅率受以往與政府之法定協議規限。源自其他司法權區期內估計應

課稅收益產生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本集團僅在可預見未來很可能有足夠應課稅項目來利用可抵扣暫時性差異和未使用稅務虧損時，方會確認相應的遞延所

得稅項資產。管理層將在未來財務報告期間持續評估是否確認該等遞延所得稅項資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當期所得稅支出—海外所得稅 111.8 36.7

遞延所得稅支出／（抵扣）—海外所得稅 179.6 (97.7)

所得稅支出／（抵扣） 291.4 (61.0)

有關其他綜合收益之項目的遞延所得稅支出14.0百萬美元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確認（二零二零年：有

關其他綜合虧損之遞延所得稅務抵免1.2百萬美元）。

亮點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資料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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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7.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虧損）除以報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乃假設已轉換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透過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就已發行之本公

司購股權及業績獎勵而言，有關計算乃按未行使購股權及業績獎勵所附認購權之金錢價值來計算可按公允值（以本公司

股份之平均市場股價釐定）購入之股份數目。按下列方法計算之股份數目將與假設購股權及業績獎勵獲行使而已發行之

股份數目進行對比。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轉換可攤薄潛在普通股將減少每股虧損，概無轉換可攤

薄潛在普通股。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用於計算基本和攤薄每股盈利／（虧損）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虧損） 400.1 (158.0)

股數 
千股

股數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時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142,292 8,054,940

與長期激勵股權計劃相關的被視為已發行的普通股 83,948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虧損）時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226,240 8,054,940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4.91美仙 （1.96）美仙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4.86美仙 （1.96）美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本集團進行的股份配售進

行調整。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附註12。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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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的賬面淨值 10,075.9

添置 266.2

折舊及攤銷 (432.2)

處置 (0.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賬面淨值 9,909.7

非流動資產及商譽的減值審閱

根據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程序，本集團會於十二月三十一日進行其年度減值測試。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

於各報告期進行審閱，以釐定是否有減值或減值撥回之跡象。倘出現減值或減值撥回跡象，則會作出可收回金額之正式

估計。

本集團管理層已為本集團所有現金產生單位審閱減值跡象。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於報告期內，於本集團任何現金產生單

位內並無識別到任何減值或減值撥回跡象，故並無就可收回金額進行正式評估。

此外，本集團管理層就其各項經營活動（包括新冠疫情的影響）繼續密切監察其假設及持續風險。

就Las Bambas而言，對其可收回價值構成最大風險的主要假設與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財務報告所披露的假設一

致，包括：銅價、運營成本、土地使用（包括許可證延遲以及探礦潛力所變現的金額及時間）及貼現率。

就Kinsevere而言，對其可收回價值構成最大風險的主要假設與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財務報告所披露的假設一致，

包括：銅價及鈷價的不利變動、Kinsevere擴建計劃（「KEP」）的批准及完成、有關應用《二零一八年新採礦法》的不

確定性、額外徵稅及稅項、自剛果政府收取應收增值稅的可收回性以及若干訴訟事宜的結果。

10. 使用權資產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賬面淨值 122.8

添置 1.6

折舊  (10.3) 

終止 (0.8)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賬面淨值 113.3

亮點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資料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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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1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百萬美元

非流動其他應收款
其他應收款–政府稅收（扣除撥備）1 12.8  8.9 

雜項應收款2 66.0  69.7

78.8 78.6

流動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貿易應收款3（附注20(e)、20(f)） 508.1 369.2

預付款 25.0 19.4

其他應收款–政府稅收（扣除撥備）1 67.0 86.9

雜項應收款4 74.9 47.3

675.0 522.8

1. 政府稅收金額主要包括應收增值稅與本集團的秘魯及剛果業務有關。
2.  非即期雜項應收款包括與Glencore擁有權期內Minera Las Bambas S.A.（「MLB」）的稅務事項有關的金額。
3.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主要涉及採礦業務。採礦業務之大部分銷售乃按合約安排進行，據

此，於付運後即時收取暫時付款，而餘額於付運後20至120日收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所有貿易應收款均自發
票日期起計六個月內，且於資產負債表日按公允值計算，並根據商品價格變動而作出調整。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及預付
款包括應收本集團關聯公司款項269.1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9.6百萬美元）（附註17(c)）。本集團之所有貿易應收款賬面值均
以美元計值。

4.  即期雜項應收款包括在剛果銀行賬戶中持有的現金，該現金限制使用（附註 19(c)）以及結算固定價格掉期對沖應收款項為13.2百萬美元（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該款項為應收本集團一間關聯公司款項（附註17(c)）。

12. 股本

普通股數目 
千股

股本  
百萬美元

已發行及已繳足：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8,054,787 2,912.2

已行使僱員購股權 3,554 1.2

已歸屬僱員業績獎勵 8,693 4.2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8,067,034 2,917.6

已發行股份 565,000 299.0

已行使僱員購股權1 6,217 3.0

已歸屬僱員業績獎勵2 835 0.5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639,086 3,220.1

1.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內，根據二零一三年購股權計劃，已根據本公司二零一六年購股權項下按每股加權平均行使價2.29港元每股行使的僱員購股權
發行合共6,217,076新股份，期內加權平均股價為4.47港元每股；

2.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內，因根據本公司二零一八年業績獎勵歸屬業績獎勵已發行合共835,659股新股份。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八日，本公司進行股份配售，以每股4.15港元的價格發行565.0百萬股股份。所得款項淨額（扣除股
份發行成本3.1百萬美元後）為299.0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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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儲備及留存收益

百萬美元
特別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合併儲備1
現金流 

對沖儲備2 盈餘儲備

以股份為
基準付款
儲備 其他儲備 儲備總額

累計虧損／
留存收益 總計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經審核） 9.4 2.7 (1,946.9) (10.1) 19.3 9.6 (1.7) (1,917.7) (63.5) (1,981.2)

期內利潤 - - - - - - - - 400.1 400.1

期內其他綜合 
收益 - - - 23.93 - - - 23.9 - 23.9

期內其他綜合收
益總額 - - - 23.9 - - - 23.9 400.1 424.0

已行使僱員購股
權及已歸屬表現
獎勵 - - - - - (1.3) - (1.3) - (1.3)

與擁有人之交易
總額 - - - - - (1.3) - (1.3) - (1.3)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9.4 2.7 (1,946.9) 13.8 19.3 8.3 (1.7) (1,895.1) 336.6 (1,558.5)

1.  合併儲備指於實體投資成本之超出額，其已根據會計指引第五號（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指引第五號）就其股本按同一控制合併之合併會計
法列賬。

2.  現金流量對沖儲備記錄對沖工具的損益部分及於現金流量對沖之中釐定為有效的的相關交易，並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的份額。
3.  對沖儲備成本9.3百萬美元計入此項目內，其指現金流量對沖工具（領式對冲，請參考附注20(b)）外在（時間）價值，並計入「其他綜合收益」內。

亮點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資料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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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14. 貸款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百萬美元

非流動
關聯方貸款（附註17(c)）1 2,531.3 2,261.3

銀行貸款（淨額） 3,435.0 4,045.4

5,966.3 6,306.7

流動
關聯方貸款（附註17(c)） - 230.0

銀行貸款（淨額） 622.7 642.8

622.7 872.8

分析如下：
- 有抵押 4,106.2  4,742.3 

- 無抵押 2,536.3  2,496.2 

6,642.5 7,238.5

預付款－融資開支 (53.5) (59.0)

6,589.0 7,179.5

貸款（不包括預付款）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 一年內 629.1 879.5

-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688.9 722.2

-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3,760.0 3,912.0

- 五年以上 1,564.5 1,724.8

6,642.5 7,238.5

預付款－融資開支 (53.5) (59.0)

總計（附注20(e)） 6,589.0 7,179.5

1.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Dugald River項目來自國家開發銀行及中國銀行悉尼分行的銀行貸款已悉數償還，並由來自Album Trading 
Company（五礦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的新貸款取代。更多詳情請參閱附註17(c)。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實際利率為每年3.9%（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9%）。

誠如附註2所述，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有關利率基準改革的修訂本。於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面臨有關貸款、有關利率掉期的套期會計及若干營運相關合約的潛在美元LIBOR替代風險。
貸款包括Dugald River項目融資、Las Bambas收購融資、Las Bambas項目融資及其他循環信貸融資。長期項目融資及利
率掉期參考6個月LIBOR、循環信貸融資參考1、2、3、4或6個月LIBOR，並在LIBOR利率不適用於特定期間（如插值中使
用兩個可用利率）時於債務合約中設有如何計算合適利率的條文。此外，若干銷售及供應合約參考LIBOR計算逾期款項
利息或收取提前付款利息。彼等參考1、3或6個月LIBOR。鑒於本集團大部分合約參考1、3或6個月LIBOR，而該等LIBOR

預計將公佈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預計將不會對實際利率、貸款或套期會計、營運相關合約造成任何即時影
響。本集團正積極管理逐步過渡至替代參考利率。更多風險管理詳情，請參閱附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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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租賃負債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百萬美元

非流動

租賃負債 120.6 128.5

流動

租賃負債 18.8 20.2

總計 139.4 148.7

租賃負債須於以下期間償還：

- 一年內 18.8 20.2

-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16.2 18.3

-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26.7 29.4

- 五年以上 77.7 80.8

總計（附注20(e)） 139.4 148.7

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租賃負債將受附註2所述的利率改革修訂影響。

1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付款之結餘為242.1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9.1百萬美元），其中
235.6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5.7百萬美元）的賬齡少於六個月；及6.5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3.4百萬美元）的賬齡超過六個月。

17. 重大關聯方交易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67.7%（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2.5%）股份由五礦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五礦有色」）通過其附屬公司中國五礦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五礦香港」）持有。其餘32.3%股份由多方公眾人士
持有。董事認為最終控股公司為中國五礦（於中國註冊成立之國有公司），為五礦有色之母公司。

就關聯方交易披露而言，董事認為，有關關聯方交易之有意義資料已得到充分披露。除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所披露之
關聯方資料及交易外，現將期內本集團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與其關聯方訂立之重大關聯方交易載列如下。

亮點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資料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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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a) 與中國五礦及其集團公司之交易（於本集團內進行者除外）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收入
銷售有色金屬 1,179.4 480.7

商品衍生工具 24.7 -

購買
購買消耗品及服務 (13.8) (2.6)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附註5） (49.3) (47.5)

(b) 與其他國有企業進行之交易及結餘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與其他國有企業（不包括中國五礦及其附屬公司）之重大交易為銷售有

色金屬及購買消耗品、相關應收款及應付款結餘。此等交易均基於相關協議中協定或雙方約定之條款、法定費率、市場

價格或實際發生之成本。

(c) 重大關聯方結餘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百萬美元

應付關聯方款項
來自Top Create之貸款1（附註14） 2,261.3 2,261.3

來自Top Create之貸款－營運資金融資2 （附註14） - 230.0

應付Top Create之利息1 88.4 42.9

來自Album Trading Company之貸款3（附註14） 270.0 -

來自Album Trading Company之利息3 0.3 -

應付五礦有色之貿易應付款 0.2 0.1

應付五礦有色之其他應付款 - 0.9

2,620.2 2,535.2

應收關聯方款項
來自五礦有色之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附註11） 265.7 165.4

來自五礦有色之預付款（附註11） 3.4 4.2

雜項應收款（附註11） 13.2 -

282.3 169.6

關聯方衍生金融資產／（負債） 42.9 (21.4)

1.  來自Top Create之貸款指本公司根據MMG SA與Top Create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訂立之融資協議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1,843.8百萬美
元）及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六日（417.5百萬美元）提取之款項。根據有關協議，向MMG SA提供最多2,262.0百萬美元之貸款融資，可由首次提取貸款
日起在十一年 提取貸款。貸款償還分三批到期，分別為於二零二三年七月（700.0百萬美元）、於二零二四年七月（700.0百萬美元）及於二零二五
年七月付款（862.0百萬美元）。該融資每批還款分別各以固定利率計息，年利率分別介乎2.20%至4.50%之間，須每年支付。

2.  來自Top Create之貸款指本公司自300.0百萬美元循環信貸融資提取之款項，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到期。該融資每年按LIBOR加1.0%計息。
3.  來自Album Trading Company之貸款指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七日根據最多450.0百萬美元的項目融資提取之款項。該融資每年按LIBOR加2.7%

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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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資本承擔

下表載列於報告日期已訂約但尚未確認為負債之資本開支承擔：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百萬美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一年內 172.3 121.5

一年以上但不多於五年 - 25.0

172.3 146.5

19. 或然事項

(a) 銀行擔保

就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之業務已作出若干銀行擔保，主要與採礦租賃、採礦特許權、勘探牌照或主要承包協議之條款有

關。於報告期末時，並無根據該等擔保提出之重大索償。擔保金額會因相關監管機關之規定而隨時間發生變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有關擔保為數423.0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17.7百萬美元）。

 › 本集團與中國銀行悉尼分行訂有一項230.0百萬澳元（「澳元」）（約172.8百萬美元）的循環銀行擔保融資（「BG融

資」），並由五礦有色提供擔保。五礦資源已以五礦有色的利益就BG融資項下未償還最高本金額訂立反向彌償協議。

 › 繼二零一七年出售Century礦山後，本集團就New Century的利益所作金額為122.9百萬美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45.4百萬美元）的若干銀行擔保，年期直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New Century根據法律規定須

如期履行所有責任，且必須盡最大努力確保不發生銀行保函項下索償。New Century必須確保在各半年財政期間結束

後90天內，銀行擔保減少不少於半年財政期間內Century礦山的EBITDA之40%。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內，銀行擔保因New Century與昆士蘭政府環境與科學部（「DES」）之間訂立的修復削減協議的部分削減而減少7.6

百萬澳元（5.7百萬美元）至181.3百萬澳元（136.2百萬美元）。本集團管理層同意延遲銀行擔保的任何EBITDA相關

的進一步減少至二零二一年下半年。

(b) 或然負債－稅務有關或然事項

本集團於多個國家營運，各有不同稅制。本集團業務的性質引致不同的稅務責任，包括公司稅、特許權使用費、預扣

稅、與關聯方轉讓定價安排、資源及生產稅項、環保稅項以及僱傭相關的稅項。稅法的應用及詮釋在若干方面可能並不

確定，並須作出判斷以評估風險及預測結果，特別是在對本集團的跨境業務及交易中應用所得稅及預扣稅方面。稅務風

險評估考慮自稅務機關所收到的評估以及潛在挑戰來源。此外，本集團目前正面對澳洲、秘魯、老撾及剛果民主共和國

的稅務機關所進行的一系列審計及審閱。概無於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就該等事項的財務影響估計作出披露，原因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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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管理層認為有關披露將對本集團處理該等事務造成嚴
重妨礙。

結果不確定的稅務事項乃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出現及因稅法
變動、稅法詮釋的變動、稅務機關的定期質疑且與之出現
分歧以及法律程式而發生。有關事宜的訴訟狀況將影響確
定潛在風險的能力，在若干情況下，可能無法確定一系列
可能的結果，包括解決問題的時間，或對潛在風險曝露作
出可靠的估算。

秘魯預扣稅（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

該等不確定稅務事宜包括MLB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
二零一六年稅務年度的審核，該審核與根據MLB與中國的
銀行組成之銀團就於二零一四年收購Las Bambas礦山而
訂立的融資協議向MLB提供的若干貸款支付的費用所納預
扣稅有關。MLB於二零二零年七月接獲秘魯稅務機關（秘
魯國家稅務管理監察局或「SUNAT」）的評稅通知，該
通知註明SUNAT認為MLB與該等中國的銀行為關聯方，
因此須按照30%的稅率徵收預扣稅，而非已應用的稅率
4.99%。直至秘魯稅務法院裁決估計日期，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納稅年度的評稅所涉之漏稅加上
罰款及利息金額分別為199,030,760秘魯索爾（約51.0百
萬美元）、534,307,517秘魯索爾（約137.0百萬美元）及
660,508,102秘魯索爾（約169.4百萬美元）。

就上述有關評稅徵求外部法律及稅務建議後，本集團認
為，根據秘魯稅法，本公司及其控股實體並非該等中國
的銀行的關聯方。MLB知悉，秘魯稅法已獲修訂及自二零
一七年十月起應用，當中明確規定就預扣稅而言，同為
國有公司者彼此並非關聯方。MLB有意就評稅提出上訴。
SUNAT就部分二零一七年（秘魯稅法修訂前））MLB適用
的預扣稅稅率提出類似挑戰。如果MLB對該決定的反駁或
上訴不成功，將導致重大額外稅務責任。

秘魯增值稅退稅申請（二零一一年／一二年）

秘魯稅務法院就SUNAT對MLB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
增值稅退稅申請的審計作出的裁決亦被列為不確定稅務事
宜。SUNAT就MLB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的
稅務事宜進行審核，並對若干增值稅事宜提出質疑。儘管
MLB於審核期間及之後提供大量的文檔證據來支持其立場
（MLB認為其根據秘魯法律有權這樣做），SUNAT仍然駁
回MLB的申請。根據SUNAT於二零二零年末出具的評稅，
須就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Las Bambas礦山
的所有權還屬於Glencore plc期間）支付約687.0百萬秘魯
索爾（約176.0百萬美元）的增值稅罰金及利息。

MLB已就該判決提出上訴。在秘魯司法制度下的上訴或需
耗時多年方可達致解決。

評稅金額涉及於二零一四年就收購Las Bambas礦山與
Glencore簽署的協議（「股份購買協議」）項下的交割
前期間，該協議澄清MMG可就二零一四年前的事宜向
Glencore提出彌償及保證索賠，且於秘魯稅務法院維持
評稅時，MLB可根據該協議以彌償或保證申索的方式向
Glencore plc要求償還部分或全部金額。

本集團繼續與相關稅務機關積極合作，並主動管理有關審
核及審閱工作。於適當時候，本集團或會向相關稅務機關
或稅務法院提出上訴。本集團目前所面對的該等公開稅務
事項（任何最終責任將取決於該等事項未來的解決方案，
而目前付款可能性不大或無法可靠計量）。因此，在簡明
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內並未反映該等稅務事項撥備。

(c) 或然負債–其他或然事項

Mining Company Katanga SARL（「MCK」）就與MCK 

Trucks（當時稱為NB Mining SA）的關聯實體於二零
一八年簽訂的採礦服務合約向本集團的附屬公司MMG 

Kinsevere SARL（「MMG Kinsevere」）提出索賠。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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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正尋求賠償遭受的虧損及懲罰性賠償。MMG Kinsevere

及本公司認為索賠毫無根據，索賠額與合理且可能遭受
的虧損不成比例。本集團正對有關索賠進行抗辯。MMG 

Kinsevere及MCK之間在剛果的法院訴訟正在進行。MCK於二
零二零年取得Kinsevere若干資產的凍結令，其中針對在剛果
銀行賬戶中持有的15.8百萬美元現金的凍結令被部分執行。

考慮到有關事項的不確定性，以及Kinsevere目前沒有責任
付款，目前亦無法可靠地估算該筆付款，因此並無就有關
事項確認撥備。

20. 財務及其他風險管理

(a) 財務風險因素

本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並無載列年度財務報表所要求之
所有財務風險管理資料及披露事項，且應與截至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除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基準
利率修訂有關的披露外，自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來，風險管理部及風險管理政策均無發生任何變動。

(b) 商品價格風險

銅、鋅、鉛、金、銀及鉬價格受本集團無法控制之諸多因
素及事件所影響。該等金屬價格每日變動，並可能會不時
大幅漲跌。影響金屬價格之因素包括廣泛宏觀經濟發展及
更具體有關特定金屬之微觀經濟考慮因素。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訂立多項商
品貿易以對沖銅及鋅的售價。其中包括：

 › 零／低成本領式對沖：

 - 67,200噸鋅，認沽行使價介乎2,550美元／噸至2,800

美元／噸，而認購行使價則介乎3,100美元／噸至
3,340美元／噸；

 - 81,800噸銅，認沽行使價介乎9,000美元／噸至9,550

美元／噸，而認購行使價則介乎10,000美元／噸至
11,350美元／噸。

 - 若干對沖將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及二月結算。

 › 固定價格掉期對沖：20,500噸銅，固定價格為介乎
9,708美元／噸至10,340美元／噸，將於二零二一年下
半年結算。

 › 報價期對沖：39,800噸銅，報價期月份為二零二一年七
月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已轉換為二零二一年六月份的平
均價格。

本集團管理層已將報價期設於二零二一年的領式對沖指定
為對沖關係。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仍未結算的該等領
式對沖的公允值已被確認為衍生金融資產，金額為18.4百
萬美元。因此，自對沖開始至報告日期的公允值變動已於
其他綜合收益內確認，金額為0.6百萬美元。本集團管理
層已將外在（時間價值）部分自對沖關係中排除，因此已
於其他綜合收益中確認，金額為12.6百萬美元。

就所有餘下衍生工具而言，於報告期內的公允值變動于損
益確認。

於報告期 ，商品價格變動可為本集團帶來有利或不利的財
務影響。

下表詳述本集團對沖政策所用之對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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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年期

對沖工具 
之賬面值
百萬美元

計算對沖失效時所用之公允值
有利／（不利）變動

對沖工具
已結算部分
已變現虧損
百萬美元

於現金流對沖
儲備確認之
對沖收益/
（虧損）
百萬美元

對沖
儲備成本
百萬美元

對沖工具
百萬美元

對沖項目
百萬美元

現金流對沖︰

衍生金融負債
二零二一年一月至

二零二一年三月 - - - 5.5 - -

衍生金融資產
二零二一年七月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18.4 18.4 (18.4) - 0.6 12.6

下表詳述本集團金融資產結餘對商品價格變動之敏感性。臨時定價銷售收入產生之金融資產按應收款總代價之估計公允

值確認，其後於各報告日期重新計量。於報告日期，倘商品價格增加／（減少）10%及所有其他變數維持不變，本集團

之除稅後利潤及其他綜合收益將如下文所載列變動：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商品 商品價格變動 

盈利 
（降幅）／增幅

百萬美元

其他綜合
收益降幅
百萬美元 商品價格變動 

盈利 
（降幅）／增幅

百萬美元

其他綜合 
收益降幅
百萬美元

銅 +10% (22.8) (22.0) +10% (11.0) -

鋅 +10% 0.6 (6.1) +10% 2.0 (6.3)

總計 (22.2) (28.1) (9.0) (6.3)

商品 商品價格變動

盈利 
增幅／（降幅） 

百萬美元

其他綜合
收益增幅
百萬美元 商品價格變動

盈利降幅 
百萬美元

其他綜合 
收益增幅
百萬美元

銅 -10% 23.3 25.8 -10% (18.9) -

鋅 -10% (0.7) 5.7 -10% (2.0) 6.3

總計 22.6 31.5 (20.9)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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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利率風險

本集團主要透過計息借款及所持盈餘現金投資承擔利率風險。以浮動利率計息之存款及貸款令本集團承擔現金流量利率

風險。本集團的借貸情況已於附註14內披露。

本集團會定期監察利率風險，以確保並無不適當之重大利率波動風險。任何對沖利率風險之決定將根據本集團之整體風

險、現行利率市場及集資對手方之需要定期評估。本集團債務及利率情況會定期向MMG執行委員會匯報。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MLB訂立了名義金額為2,100百萬美元的五年期攤分利率掉期，就適用於其現有項目融資的浮動6個

月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基礎利率由浮息改為固定基礎利率。該利率掉期或導致對沖無效的主要因素包括對手方信用風險對

對沖工具的影響、LIBOR利率變為負數的可能性以及與基準利率改革有關的不確定因素。此外，倘倫敦銀行同業拆息利

率於一段時間內維持負利率，則對沖工具的相關部分將於第二年至第五年內為無效。在此對沖工具的第一年，以零利率

購入LIBOR下限。

下表詳述本集團對沖政策下所用之對沖工具︰

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年期

名義攤銷 
金額 

百萬美元

對沖工具
之賬面值
百萬美元

計算對沖失效時所用之公允值
有利／（不利）變動 對沖工具已 

結算部分已 
變現虧損
百萬美元

於現金流對沖 
儲備確認之 
對沖收益/ 
（虧損）
百萬美元

於當期損 
益確認之
對沖無效
百萬美元

對沖工具  
百萬美元

對沖項目 
百萬美元

現金流對沖︰

衍生金融資產1

二零二零年
六月至

二零二五年
六月 1,940.0 9.4 20.1 (20.0) (3.0) 13.62 0.1

1.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本集團與中國銀行悉尼分行訂立名義金額為2,100百萬美元的五年期攤分利率掉期。有關安排的用意是固定 與國家開發銀行、中
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悉尼分行及中國進出口銀行訂立的五年期浮息MLB項目融資（為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償還3,911.4百萬美元的借款，
其於二零三二年六月到期）所帶來約一半餘下利率風險敞口。利率掉期對沖將與MLB項目融資貸款同步攤分，並將6個月倫敦銀行同業拆息風險敞口
轉化為固定利率（第一年為每年0.5568%，第二至第五年為每年0.5425%）。

2.   現金流對冲儲備中確認的對冲收益為稅後金額。

亮點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資料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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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倘利率上升／（下跌）100個基準點（經計及利率掉期的影

響，其他所有變量保持不變），除稅後利潤及其他綜合收益將變動如下：

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00個基準點 -100個基準點  +100個基準點  -100個基準點

百萬美元

除稅後 
盈利增幅／
（降幅）

其他綜合 
收益增幅

除稅後
盈利降幅

其他綜合 
收益降幅

除稅後 
盈利增幅／ 
（降幅） 

其他綜合
收益增幅

除稅後 
盈利降幅

其他綜合 
收益降幅

金融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 - (5.5) - 1.3 - (1.3) -

金融負債

借款（計及利率掉
期的影響）

(7.7) 39.6 (9.6) (28.8) (19.0) 39.1 (18.5) (15.9)

總計 (2.2) 39.6 (15.1) (28.8) (17.7) 39.1 (19.8) (15.9)

利率基準改革的影響

誠如附註2所述，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本）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利率基準改革。可能受利率基準改革影響的貸款詳情請參閱附註14。

此外，本集團的現金流量對沖關係（如上文所述的利率掉期）亦將受到利率基準改革的影響。就利率掉期而言，

倘對沖關係直接受到基準利率改革影響，該等修訂可允許暫時豁免就對沖關係應用特定套期會計之規定。這可避

免對沖會計的終止但可能同時引致對沖無效。任何對沖無效仍舊於簡明合併中期損益表內記錄。

根據該等修訂本，對沖會計並不單單因為利率基準改革而終止。對沖關係（及相關文件）須予以修訂，以反映對

被對沖項目、對沖工具及對沖風險的修改。經修訂對沖關係須符合所有適用標準，以應用對沖會計（包括有效性

規定）。本集團預測，目前最大的變動將是對參考美元LIBOR的浮動利率債務及掉期合約條款的修訂，以及更新對

沖指定。

本集團正密切監察市況及管理過渡至新基準利率的各行業工作組的資訊，當中包括IBOR監管機構（包括金融

市場行為監管局(FCA)及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就由IBOR（包括美元LIBOR）過渡至英鎊隔夜拆款平均利率

（「SONIA」）、有抵押隔夜融資利率（「SOFR」)及東京隔夜平均利率(TONA)作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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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將受IBOR替代影響的衍生及非衍生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 工具類別 於以下日期到期
名義價值
百萬美元

賬面值
百萬美元

與LIBOR掛鈎的美元債務1 非衍生負債
自二零二一年七月起

至二零三二年七月 2,365.9 2,365.9

指定為現金流對沖的與LIBOR掛鈎的美元債務1 非衍生負債 二零二五年六月 1,940.0 1,940.0

將LIBOR轉換至固定的利率掉期（現金流對沖） 衍生工具 二零二五年六月 1,940.0 9.4

1.  就美元債務而言，本公司正與貸款人就後備方案條款進行磋商。此放寬並無延伸至指定利率風險部分繼續可靠地計量的規定，且倘若風險部分不再
可靠地計量，對沖關係將告終止。本集團已釐定美元LIBOR利率風險部分將繼續可靠地計量。

為應對該等公告，本集團已制定基準利率過渡計劃，並由本集團資金團隊帶領。資金團隊已與內部及外部持分者展開討

論，以了解過渡的影響及涉及工作。

利率基準改革所產生的風險

下列為本集團因過渡而產生的主要風險：

 › 利率基準風險：以下概述此風險的兩個要素：

 - 倘於LIBOR停止發佈前，未能與本集團交易對手方之間的雙邊磋商達成共識，適用利率則可能產生重大不確定性。

本集團正與交易對手方緊密合作，以避免發生有關情況。

 - 倘持作管理非衍生利率風險的非衍生工具（項目融資）及衍生工具（利率掉期）於不同的時間點轉移至替代基準利

率，將會產生利率基準風險。本集團將對其風險管理政策監察風險，該政策應允許最多12個月的臨時錯配，並於需

要時進行額外基準利率掉期交易。

 › 流動資金風險：LIBOR與本集團可能採納的多個替代基準利率存在差異。LIBOR就一段期間發佈（如1個月或6個月），

並包括銀行間信貸息差，而替代基準利率通常為無風險隔夜利率，並無嵌入信貸息差，且於隔夜期末發佈。該等差異

可導致有關浮息利率付款的不確定性，其將需要額外的流動資金管理。本集團管理層應確保擁有充足的流動資金，以

應付任何隔夜利率的意外增長。

 › 會計風險：倘過渡至替代基準利率的最終方式並不允許應用第二階段修訂所引入的減免措施，這可能導致終止套期會計

關係（即於其他綜合收益內確認的收益或虧損將重新分類至損益內）。倘重新指定對沖並不完全有效，這亦可能導致損

益波動性增加，及倘非衍生金融工具遭修改或取消確認，可能影響損益波動性。本集團管理層旨在及時同意對合約的修

改，以允許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的減免措施，並預計不會就現有對沖關係結束現有的并訂立新的衍生工具。

下文載列將受限於過渡至替代基準利率按對沖類別劃分的對沖工具及相關對沖項目詳情。所列對沖項目的條款與相應對

沖工具的條款一致。

亮點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資料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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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對沖關係 過渡前工具類別 於以下日期到期
名義價值
百萬美元

賬面值
百萬美元 對沖項目 過渡進度

現金流對沖

收取六個月美元
LIBOR，支付美元固

定利率掉期 二零二五年六月 1,940.0 9.4 美元LIBOR債務 

正與衍生工具
的對手方進行

討論。

如前所述，本集團將繼續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的第一階段，直至本集團因利

率基準改革所產生有關相關現金流的時間及金額所面臨的不確定性結束為止。

(d) 流動資金風險

與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相比，金融負債合約未貼現現金流出並無重大變動。新衍生工具包括附註20(b)所述固定

價格掉期、報價期掉期及領式對冲衍生工具，指定為對沖會計的衍生工具的賬面值為18.4百萬美元，而按公允值釐定損

益的衍生工具的賬面值則為25.8百萬美元。所有該等衍生工具將自報告日期起計12個月內到期。

本集團擁有充足債務融資額度管理流動資金。本集團有可用的外部債務融資額度滿足財務契約之要求。於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違反任何契約之要求。某些財務契約與本集團或其子公司的財務表現挂鈎，因此可能會受到未來

運營表現和社區相關擾亂的影響。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透過股份配售籌集股本299.0百萬美元。

此外，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Las Bambas合營公司集團已與中國五礦集團及中信達成協議，分別作為Las Bambas產

品的直接或間接承銷商，對已經發貨並開票的貨物提前付款以及對礦山和港口的庫存進行預付。提前支付和預付金額總

計最高達200.0百萬美元，兩家承銷商按各自比例分配。.

(e) 金融工具之公允值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短期貨幣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允值與其賬面值相若。其他貨幣金融資產及負債之公允值乃基

於市價（倘存在市場）或以類似風險組合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現行利率折現預計未來現金流量而釐定。

上市股本投資之公允值乃經參考報告日期之通行市價而確定。

由於貿易應收款及應付款之短期性質，貿易及其他應收款減減值撥備及貿易應付款之賬面值為其公允值之合理約數。作

披露之金融負債之公允值乃按合併實體就類似金融工具可得之現行市場利率折現未來合約現金流量而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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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美元
攤餘成本 
（資產）

按公允值釐定
損益的金融
資產／負債 現金流對沖

攤餘成本
（負債） 賬面總值

公允值
總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金融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04.5 - - - 804.5 804.5

貿易應收款（附註11） - 508.1 - -  508.1 508.1

其他應收款項 195.4 - - -  195.4 195.4

衍生金融資產 -  25.8  27.8 -  53.6  53.6 

其他金融資產 - 2.4 - - 2.4 2.4

金融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 - -  (616.2)  (616.2)  (616.2)

其他金融負債 - (122.9) - - (122.9) (122.9)

貸款（附註14） - - - (6,589.0) (6,589.0) (6,589.0)

租賃負債（附註15） - - -  (139.4)  (139.4)  (139.4)

總計 999.9 413.4 27.8 (7,344.6) (5,903.5) (5,903.5)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融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2.7 - - - 192.7 192.7

貿易應收款（附註11） - 369.2 - - 369.2 369.2

其他應收款項 185.3 - - - 185.3 185.3

其他金融資產 - 1.7 - - 1.7 1.7

金融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 - - (582.4) (582.4) (582.4)

其他金融負債 - (145.4) - - (145.4) (145.4)

衍生金融負債 - (21.4) (18.6) - (40.0) (40.0)

貸款（附註14） - - - (7,179.5) (7,179.5) (7,179.5)

租賃負債（附註15） - - - (148.7) (148.7) (148.7)

總計 378.0 204.1 (18.6) (7,910.6) (7,347.1) (7,347.1)

亮點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資料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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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註（續）

(f) 公允值估計

下表按估值方法分析以公允值列賬之金融工具。不同層級定義如下：

 › 同類資產或負債於活躍市場上之報價（未經調整）（層級一）；

 › 計入層級一內之報價以外之基於可觀察參數之資產或負債，不論直接（即價格）或間接（即衍生自價格）（層級

二）；及

 › 非基於可觀察市場數據之資產或負債參數（即不可觀察參數）（層級三）。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公允值計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 

百萬美元 層級一 層級二 層級三 總計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貿易應收款（附註11） - 508.1 - 508.1

按公允值釐定損益之金融資產–上市1 2.4 - - 2.4

衍生金融資產2 - 53.6 - 53.6

其他金融負債3 - - (122.9)  (122.9)

 2.4  561.7  (122.9)  441.2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貿易應收款（附註11） - 369.2 - 369.2

按公允值釐定損益之金融資產–上市1 1.7 - - 1.7

衍生金融資產2 - (40.0) - (40.0)

其他金融負債3 - - (145.4) (145.4)

1.7 329.2 (145.4) 185.5

報告期內層級一、二及三之間並無任何轉移。

1.  於活躍市場買賣之金融工具之公允值按報告日期之市場報價計算。倘報價可定期自交易所、經銷商、經紀人、產業集團、股價服務機構或監管機構輕
易獲得，且該等價格表示實際及經常進行之市場交易乃按公平基準進行，則該市場被視為活躍。列入層級一之工具包括於上市證券交易所之投資。

2.  利率掉期的公允值乃根據未來貼現現金流量而釐定。未來現金流量是根據報告期末可觀察收益率曲線的遠期利率及合約利率作出估算，貼現率反映
各個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商品掉期、領式對冲及報價期對沖的公允值根據未來貼現現金流量釐定。未來現金流量根據報告期末倫敦金屬交易所商
品合約遠期價格及合同上的商品價格作出估算，並根據各個交易對手的信貸風險及時間價值貼現。

3.  反映與於二零一七年出售Century礦山有關的銀行擔保。本集團管理層對可能的現金流出金額定期作出評估，且屬重大不可觀察輸入數據的公允值釐
定。本集團管理層認為，於報告日期的公允值為銀行擔保協議項下規定的最高應付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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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主權風險

本集團於香港以外地區經營全部業務，因而面臨各種程度

的政治、經濟及其他風險及不明朗因素。該等風險及不明

朗因素因國家而異。主要風險包括但不限於政權或政策變

動、貨幣匯率波動、牌照制度變更及對特許權、牌照、許

可證和合約進行修訂，及政治條件及政府法規不斷變動。

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司法權區的任何礦業或投資政策變動

或政治態度轉變均可能對本集團的營運及盈利能力造成不

利影響。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及宏觀經濟活動均有所下

降，導致各國政府尋求其他增加收入的方法，其中包括增

加企業稅、增值稅及特許權使用費率，再加上增加審計及

合規活動。剛果民主共和國政府已於二零一八年修訂二零

零二年引入的採礦法及採礦法規。有關修訂（二零一八年

礦業法案）經已生效，並繼續增加礦業公司的稅務負擔。

本集團營運業務所在的部分國家的主權風險較高。政治及

行政管理變動以及法律、法規或稅務改革可能影響主權風

險。政治及行政系統可能緩慢或不明朗及可能對本集團造

成風險，包括及時獲得退稅的能力。本集團設有程式，以

監察對本集團產生的任何影響及對有關變更作出回應。

21. 報告期後事項

除下文所概述的事項外，概無發生對未來年度本集團之經

營、業績或財務狀況有或可能有重大影響的其他結算日後

事宜。

 › 誠如或然稅項負債一段所述，MLB與二零二一年七月接

獲SUNAT（秘魯國家稅務管理監察局或「 SUNAT 」）

關於秘魯預扣稅（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

年） 的評稅通知，該通知與就二零一六稅收年度進行的

審計有關。 MLB有意就評稅提出上訴。 

22. 重新分類

過往期間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內的若干金額已重新分

類，已符合本期間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的呈列方式。該

等重新分類並無對先前報告的報告期間綜合虧損總額造成

影響。

亮點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其他資料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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