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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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收入 3 1,408.0 2,433.5

其他（開支）／收入 (1.6) 16.4

費用（不包括折舊及攤銷） 4 (754.7) (951.2)

除利息、所得稅、折舊及攤銷費用前盈利 – EBITDA 651.7 1,498.7

折舊及攤銷費用 4 (351.1) (454.1)

除利息及所得稅前盈利 - EBIT 300.6 1,044.6

財務收入 5 3.4  0.8 

財務成本 5 (140.5)  (170.0)

除所得稅前利潤 163.5 875.4

所得稅支出 6 (73.7) (291.4)

期內利潤 89.8 584.0

期內利潤可分為：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9.5  400.1 

非控制性權益 10.3  183.9 

89.8  584.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利潤

每股基本利潤 7 0.92美仙 4.91美仙

每股攤薄利潤 7 0.92美仙 4.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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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期內利潤 89.8 584.0

其他綜合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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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2 46.3

有關現金流對沖的所得稅支出 (37.6) (14.0)

期內其他綜合收益，扣除所得稅 86.6 32.3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176.4 616.3

綜合收益總額可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40.8 424.0

非控制性權益 35.6 192.3

176.4 616.3

隨附附註為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之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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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財務狀況表

於

附註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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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2.5 9,763.1

使用權資產 94.9 104.6

無形資產 534.5 537.3

存貨 77.0 80.0

遞延所得稅資產 223.7 184.7

其他應收款 170.4 161.4

衍生金融資產 100.0 31.8

其他金融資產 1.7 1.8

總非流動資產 10,844.7 10,864.7

流動資產
存貨 694.4 602.9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10 371.9 238.0

當期所得稅資產 31.7 62.3

衍生金融資產 66.0 0.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97.1 1,255.3

總流動資產 1,661.1 2,159.4

總資產 12,505.8 13,024.1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11 3,220.5 3,220.3

儲備及留存收益 12 (1,150.5) (1,289.8)

2,070.0 1,930.5

非控制性權益 2,033.1 1,997.5

總權益 4,103.1 3,928.0

隨附附註為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之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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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附註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百萬美元

負債
非流動負債
貸款 13 4,830.6 5,639.0

租賃負債 104.9 112.5

撥備 524.3 532.8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4 190.9 164.8

遞延所得稅負債 1,098.5 1,018.8

總非流動負債 6,749.2 7,467.9

流動負債
貸款 13 885.5 659.1

租賃負債 16.1 18.6

撥備 181.3 217.0

衍生金融負債 - 4.9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4 499.5 451.0

當期所得稅負債 71.1 277.6

總流動負債 1,653.5 1,628.2

總負債 8,402.7 9,096.1

淨流動資產 7.6 531.2

總權益及負債 12,505.8 13,024.1

隨附附註為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之整體部份。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狀況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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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合併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股本 儲備總額 留存收益 總計 非控制性權益 總權益
百萬美元 （附註11） （附註12） （附註12）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3,220.3 (1,862.7) 572.9 1,930.5 1,997.5 3,928.0

期內利潤 - - 79.5 79.5 10.3 89.8

期內其他綜合收益 - 61.3 - 61.3 25.3 86.6

期內綜合收益總額 - 61.3 79.5 140.8 35.6 176.4

與擁有人之交易

盈餘儲備撥備 - 0.1 (0.1) - - -

僱員長期激勵 - (1.4) - (1.4) - (1.4)

已行使僱員購股權 0.2 (0.1) - 0.1 - 0.1

與擁有人之交易總額 0.2 (1.4) (0.1) (1.3) - (1.3)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3,220.5 (1,802.8) 652.3 2,070.0 2,033.1 4,103.1

隨附附註為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之整體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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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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 儲備總額
（累計虧損）/

留存收益 總計 非控制性權益 總權益
百萬美元 （附註11） （附註12） （附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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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附附註為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之整體部份。

簡明合併中期權益變動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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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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經營業務之現金流量
收取客戶款項 1,430.4 2,457.4

付款予供應商及僱員 (1,061.1) (1,054.5)

勘探開支付款 (10.8) (11.8)

支付所得稅 (212.0) (3.2)

商品對沖結算淨額 (11.7) (79.8)

經營業務所得之現金淨額 134.8 1,308.1

投資業務之現金流量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 (204.1) (273.9)

購買無形資產 (1.0) (4.0)

投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205.1) (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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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

償還外部貸款 (835.0) (636.1)

關聯方貸款所得款項 - 270.0

償還關聯方貸款 - (230.0)

利率掉期結算淨額 (2.2) (3.0)

行使僱員購股權後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0.1 2.2

償還租賃負債 (15.9) (16.7)

就外部貸款已付利息及財務成本 (79.8) (97.2)

就關聯方貸款已付利息及財務成本 (4.1) (2.2)

就融資安排已付預扣稅 (4.3) (5.1)

已收利息 3.3 0.7

融資業務所用之現金淨額 (687.9) (418.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減少）／增加淨額 (758.2) 611.8

於一月一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55.3 192.7

於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97.1 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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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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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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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八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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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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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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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簡明合併財務報表是

未經審核的，但已獲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及外部核數師審閱。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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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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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為7.6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31.2百萬美元）及現金及現金等

價物為497.1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55.3 

百萬美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

產生淨利潤89.8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584.0百萬美元）以及

經營現金流134.8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1,308.1百萬美元）。 

本集團擁有多項債務融資以協助滿足流動資金需求。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該等融資包括本集團（不包括Las Bambas Joint 

Venture集團）未提取的300.0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560.0百萬美元）及Las Bambas未提取的900.0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50.0百萬美元）。本集團已正

磋商以重續將於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到期的現有循環貸款融資

350百萬美元，已提取額度已于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七日償還，及／

或訂立新循環貸款融資以進一步支持流動性。 透過其附屬公司中國

五礦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五礦香港」）持有67.7%本公司股份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7.7%）的五礦有色金屬股份有限

公司（「五礦有色」）已同意在必要時提供一年期的過橋融資350

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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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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五礦可能會以預付銷售貨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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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文所述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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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乃依照歷史成本模式編製，惟

按公允值釐定損益及其他綜合損益的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按公允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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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

所採用者一致。

於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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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號 
（修訂本） 概念框架之提述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修訂本）

物業、廠房及設備–擬定用途前
所得款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 
（修訂本）

有償合約－履行合約之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八年
至二零二零年之年度改進 

於本中期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對本集團當期及之

前期間財務狀況及業績以及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

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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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和假設的結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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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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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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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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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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簡明合併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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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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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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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89.5 202.2 - 4.1 1.0 896.8

-鋅2 - - 229.5 76.2 - 305.7

-鉛  -    -    15.3  16.7  -    32.0 

-金  39.0  -    -    23.2  -    62.2 

-銀  25.5  -    12.8  22.0  -    60.3 

-鉬  51.0  -    -    -    -    51.0 

來自客戶合約的收入  805.0  202.2  257.6  142.2  1.0  1,408.0 

EBITDA 411.9 64.5 123.8 55.9 (4.4) 651.7

折舊及攤銷費用 (295.1) (13.2) (28.2) (19.2) 4.6 (351.1)

EBIT 116.8 51.3 95.6 36.7 0.2 300.6

財務收入 3.4

財務成本 (140.5)

所得稅支出 (73.7)

期內利潤 89.8

於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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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2.6 485.3 639.9 259.7 672.93 12,250.4

當期／遞延所得稅資產 255.4

合併資產 12,505.8

分部負債 4,045.4 282.3 353.3 166.7 2,385.44 7,233.1

當期／遞延所得稅負債 1,169.6

合併負債 8,402.7

分部非流動資產 9,356.5 347.8 567.6 237.6 335.2 10,844.7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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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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1.6 225.8  -    8.6 1.8 1,827.8

-鋅2  -    -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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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開支 (291.4)

期內利潤 584.0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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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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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6.2  489.7  651.1  271.1  489.03  12,777.1 

當期／遞延所得稅資產 247.0

合併資產 13,024.1

分部負債  4,642.9  262.4  368.1  180.5  2,345.84  7,799.7 

當期／遞延所得稅負債 1,296.4 

合併負債 9,096.1

分部非流動資產 9,438.0 322.8  581.5 240.0 282.4  10,864.7 

1. 商品衍生工具已實現收益及未實現收益淨額總計為2.4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收益24.8百萬美元）已計入銅的「收入」內；
2. 商品衍生工具已實現虧損及未實現收益淨額總計2.3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虧損7.7百萬美元）已計入鋅的「收入」內
3. 計入其他未分配項目之分部資產672.9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89.0百萬美元）主要為本集團庫務實體持有之現金367.9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53.2百萬美元）及MMG South America Company Limited（「MMG SA」）有關銅精礦銷售之貿易應收款113.2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4. 計入其他未分配項目之分部負債中的2,385.4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45.8百萬美元）為在集團層面管理之貸款2,260.8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265.6百萬美元）。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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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費用
所得稅前利潤包括以下具體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製成品及在製品存貨變動 (68.2) 22.5

計入可變現淨值存貨撇減 2.6 23.5

僱員福利費用1 116.9 135.8

承包及諮詢費用3 230.1 212.3

能源成本 117.2 108.0

備用品及消耗品成本 162.3 207.3

折舊及攤銷費用2 342.2 439.6

其他生產費用3 72.7 55.2

銷售成本 975.8 1,204.2

其他經營費用1 13.4 16.5

礦權費 56.7 83.6

銷售費用3 58.1 54.9

經營費用（包括折舊及攤銷）4 1,104.0 1,359.2

勘探費用1,2,3 10.8 10.3

行政費用1,3 5.5 10.3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22.1) 8.5

以公允值釐定損益之金融資產之損失/（收益） 0.1 (0.7)

其他費用1,2,3 7.5 17.7

費用總額 1,105.8 1,405.3

1. 合計18.7百萬美元僱員福利費用（二零二一年：24.8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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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160.6百萬美元）。

2. 合計8.9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14.5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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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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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25.7百萬美元），短期
租賃1.0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2.7百萬美元）及低價值租賃的0.7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0.7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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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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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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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0.7

其他財務收入 - 0.1

財務收入總額 3.4 0.8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之利息費用 (81.2) (101.4)

關聯方貸款之利息費用（附註15(a)） (46.0) (48.4)

融資安排之預扣稅 (4.4) (4.7)

解除撥備折現 (5.1) (3.7)

解除租賃負債利息 (5.9) (6.6)

其他外部財務退款/（財務成本）-淨額 2.9 (4.3)

其他關聯方財務成本（附註15(a)） (0.8) (0.9)

財務成本總額 (140.5) (170.0)

5. 財務收入及財務成本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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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支出 

有關其他綜合收益之項目的遞延所得稅支出37.6百萬美元已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確認（二零二一年：有關其他

綜合收益之遞延所得稅支出14.0百萬美元）。

於二零二一年末，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頒佈有關應用稅基侵蝕及利潤轉移(BEPS)項目的指引文件。預期各國將

採納有關建議修訂，自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MMG經營所在任何國家尚未引入立法，且MMG目前正在評估該等建議修訂

對其營運及企業架構方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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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當期所得稅支出

—香港所得稅 0.1 -

—海外所得稅 63.8 111.8

63.9 111.8

遞延所得稅支出

—香港所得稅 1.1 -

—海外所得稅 8.7 179.6

9.8 179.6

所得稅支出 73.7 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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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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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用於計算基本和攤薄每股盈利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 79.5 400.1

股數
千股

股數 
千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時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639,467 8,142,292

與長期激勵股權計劃相關的被視為已發行的普通股 44,644 83,948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時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684,111 8,226,240

每股基本盈利 0.92美仙 4.91美仙

每股攤薄盈利 0.92美仙 4.86美仙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就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就本集團進行的股份配售作出調整。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二零二一年：零）。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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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的賬面淨值 9,763.1 

添置 217.0

折舊及攤銷 (337.4)

處置 (0.2)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賬面淨值 9,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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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進行減值評估。

本集團已為本集團所有現金產生單位審閱減值跡象。基於

當地社區紛擾，影響與計劃相比的財務表現，故已於Las 

Bambas識別減值跡象。於報告期內，於Kinsevere、Dugald 

River及Rosebery的現金產生單位內並無識別到任何減值或減

值撥回跡象，故並無就該等現金產生單位進行減值評估。

(i) 確認減值虧損的方法

減值須於賬面值高於可收回金額時獲確認。Las Bambas之

可收回金額使用其公允值減處置成本（「公允值」）進行估

計，此方法與去年所用者相同。本集團認為輸入數據及估值

法與預期任何市場參與者所採取之方法一致。

(ii) 主要假設

用於釐定公允值的影響貼現現金流量模式的主要假設包括：

• 商品價格；

• 營運成本；

• 資本需求；

• 取得相關監管批准及時間；

• 實際稅後折現率；

• 儲量及資源量以及轉換勘探目標；

• 稅款的可收回性；

• 優化營運活動及生產力；及

• 復墾時間。

在確定若干主要假設時，本集團於適當情況下考慮了外部信息

來源。

有關商品價格的假設是根據最新之內部預測並參考分析師共識

預測。長期成本假設乃根據就所計劃的經營變動作出調整的實

際成本及礦山年限內輸入數據假設而估算。

長期銅價假設為每磅3.47美元，乃基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長期銅價每磅3.35美元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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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稅後折現率為7.50%（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25%）。

本集團認為此減值評估應用的估計屬合理。然而，有關估計須

受重大不確定因素及判斷所限。敏感度分析載於下文第(iv)項。

(iii) 估值方法

公允值乃主要透過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現金產生單位

之折現現金流而釐定。有關估值亦包括現有業務及包括在於

二零一四就收購該礦山進行的初步估值之內的額外地區探礦

目標的潛在價值。本集團繼續與地方社區合作，確保可進入

土地以進行其勘探鑽探活動及實現來自有關勘探目標的潛力。

現金流亦假設選礦廠、尾礦及開發礦山需額外資本投資，由

於業務改進計劃而預期成本下降，以及獲得現時並無土地使

用權的土地的估計成本。估值包括若干重大的未來項目，有

待監管許可及批准。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對Las Bambas之現金產生單位進行

減值評估並無導致確認任何減值，但可見備用額有限。

(iv) 敏感度分析

成功轉換儲量、資源量、勘探目標及礦山年期內估計資源量

增加為釐定公允值之主要假設。由於存在可影響生產活動之

多項風險因素（如加工處理量、改變礦石品位及／或冶金及

礦山計劃修改以應對環境或經濟狀況），因此並無釐定量化

敏感度。任何該等假設之變動可能會初步導致管理層通過修

改開採計劃來管理影響，然而，仍可能對公允值造成影響並

且出現後續減值損失。

於二零一四年收購Las Bambas時，初始估值包括來自勘探

目標變現所得的重大價值。Las Bambas的未來現金流仍然

十分取決於變現有關勘探目標的價值。識別及運用資源以及

及時持續進入鑽探目標至關重要。有風險顯示勘探活動可能

導致預期實際資源減少，並導致勘探潛力的價值未必可悉數

收回。

政治不穩及社區紛擾仍是潛在風險，這可能會導致營運的進

一步中斷，降低獲得進行勘探活動及最終發展額外儲備所需

土地的能力。其亦可導致關鍵項目出現延誤，對現金流的時

間及數量造成不利影響。

本集團預期因社區紛擾而延遲進入礦場或實現探礦潛力產量

或數量及時間的影響導致須因應此等狀態修訂礦山計劃。

計算Las Bambas之可收回金額最敏感的其他主要假設為貼現

率、銅價、運營成本。

敏感度分析載列如下。有關敏感度假設特定假設獨立變動，

而所有其他假設則維持不變。上述任何一項假設之變動可能

伴隨另一項假設之變動，由此或會產生抵銷影響。為應對經

濟假設不利變動，本集團一般亦會採取行動以緩解任何有關

變動所產生之影響。

• 折現率上升1%將導致可收回金額減少約750百萬美元；

• 礦山剩餘年限內銅價的5%不利變動將導致可收回金額減少

約10億美元；及

• 運營成本的5%不利變動將導致可收回金額減少約650百萬

美元。

單獨出現上述一項或多項假設而並無改變可能產生抵銷影響

的其他假設，可能導致確認重大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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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主要涉及採礦業務，餘額為194.9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3.9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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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至120日
收取。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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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之貿易應收款包含應收本集團關聯公司款項100.5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8百萬美元）（附註
15(c)）。本集團之所有貿易應收款賬面值均以美元計值。

11. 股本
普通股數目

千股
 股本 

百萬美元

已發行及已繳足：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 8,067,034 2,917.6

已發行股份 565,000 299.0

已行使僱員購股權 6,257 3.2

已歸屬僱員業績獎勵 835 0.5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8,639,126 3,220.3

已行使僱員購股權1 641 0.2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639,767 3,220.5

1.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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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980新股份。緊接行使購股權日期前本公司股份的加權平均收市價為3.08港元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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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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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餘儲備

以股份為
基準付款
儲備

現金流
對沖儲備2 其他儲備 儲備總額 留存收益 總計

於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 
（經審核） 

9.4 2.7 (1,946.9) 50.1 8.9 13.6 (0.5) (1,862.7) 572.9 (1,289.8)

期內利潤 - - - - - - - - 79.5 79.5

期內其他 
綜合收益 - - - - - 61.3 - 61.3 - 61.3

期內綜合 
收益總額 - - - - - 61.3 - 61.3 79.5 140.8

盈餘儲備撥備 - - - 0.1 - - - 0.1 (0.1) -

僱員長期激勵 - - - - (1.4) - - (1.4) - (1.4)

已行使僱員購
股權 - - - - (0.1) - - (0.1) - (0.1)

與擁有人 
之交易總額 - - - 0.1 (1.5) - - (1.4) (0.1) (1.5)

於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9.4 2.7 (1,946.9) 50.2 7.4 74.9 (0.5) (1,802.8) 652.3 (1,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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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交易，並歸屬於本公司權益持有人的份額。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結算利率掉期的已變現虧損0.3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5.5百萬美元）已自結付二零二二年商品對沖中轉出至「收益」（附註18(b)）；已變現虧
損2.2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3.0百萬美元）已轉入「財務成本」內（附註18(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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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貸款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百萬美元

非流動

關聯方貸款（附註15(c)） 2,531.3 2,531.3

銀行貸款（淨額） 2,299.3 3,107.7

4,830.6 5,639.0

流動

銀行貸款（淨額） 885.5 659.1

885.5 659.1

分析如下：

-有抵押1 2,982.1 3,812.0

-無抵押 2,781.2 2,536.3

5,763.3 6,348.3

預付款－融資開支 (47.2) (50.2)

5,716.1 6,298.1

貸款（不包括預付款）須於下列期間償還：

- 一年內 891.3 665.1

-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兩年 1,242.3 1,406.6

- 兩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2,591.6 2,844.5

- 五年以上 1,038.1 1,432.1

5,763.3 6,348.3

預付款－融資開支 (47.2) (50.2)

總計（附注18(e)） 5,716.1 6,298.1

1.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MLB已提前償還項目融資借款500.0百萬美元。

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實際利率為每年4.2%（二零二一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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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貿易應付款之結餘為222.7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9.8百萬美元），其中212.4

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47.0百萬美元）的賬齡少於六個月；以及10.3百萬美元（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8百萬美元）的賬齡超過六個月。

15. 重大關聯方交易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67.7%（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7.7%）股份由五礦有色通過其附屬公司五礦香港

持有。其餘32.3%（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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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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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銷售

銷售有色金屬 499.8 1,179.4

商品衍生工具交易

商品衍生工具結算（虧損）／收益 (4.2) 24.7

購買

購買消耗品及服務 (13.0) (13.8)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附註5） (46.8) (49.3)

(b) 與其他國有企業進行之交易及結餘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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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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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大關聯方結餘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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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261.3 2,261.3

來自Album Trading Company之貸款2（附註13） 270.0 270.0

應付Top Create之利息1 78.5 36.9

應付Album Trading Company之利息2 0.6 0.3

應付五礦有色之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2.7 4.4

2,613.1 2,572.9

應收關聯方款項

來自五礦有色之貿易應收款（附註10） 100.5 19.8

來自五礦有色之其他應收款 1.1 -

來自五礦有色之預付款 1.9 2.7

103.5 22.5

關聯方衍生金融資產 31.5 0.9

關聯方衍生金融負債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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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3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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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百萬美元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到期的項目融資提取之款項。該融資每年按
LIBOR加2.7%計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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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百萬美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一年內 165.0 100.9

一年以上但不多於五年 42.8 34.4

207.8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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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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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該等擔保金額為295.0百萬美元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91.5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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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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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及

二零一七年）

該等不確定稅務事宜包括MLB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以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稅務期

間的審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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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納稅期間的評稅所涉之漏稅加上罰款

及利息金額分別為211.1百萬秘魯索爾（約55.7百萬美元）、

565.3百萬秘魯索爾（約149.2百萬美元）、702.7百萬秘魯

索爾（約185.5百萬美元）及516.0百萬秘魯索爾（約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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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就評稅提出上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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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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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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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應與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合併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自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來，風險管理政策概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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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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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完成的商品交易包括：

• 零／低成本領式對沖： 

» 41,800噸鋅，認沽行使價介乎3,300美元／噸至4,100美元／

噸，而認購行使價則介乎3,800美元／噸至4,600美元／噸；

» 34,500噸銅，認沽行使價介乎9,500美元／噸至10,150

美元／噸，而認購行使價則介乎10,300美元／噸至

11,000美元／噸。

» 若干對沖將於二零二三年一月至三月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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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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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變現收益
百萬美元

於現金流 
對沖儲備確認 
之對沖收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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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資產
二零二二年三月 
至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
56.1 51.0 (51.0) 0.3 36.7 3.7

1. 於現金流對沖儲備確認之對沖收益為稅後金額。

簡明合併中期財務報表附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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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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商品 商品價格變動 

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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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15.3) +10% (22.8) (22.0)

鋅 +10% 2.9 (5.2) +10% 0.6 (6.1)

總計 18.3 (20.5) (22.2) (28.1)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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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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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 -10% (15.3) 16.8 -10% 23.3 25.8

鋅 -10% (2.9) 5.8 -10% (0.7) 5.7

總計 (18.2) 22.6 22.6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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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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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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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五礦資源 二零二二年中期報告

下表詳述本集團對沖政策下所用之對沖工具︰ 

於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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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實現虧損
百萬美元

於現金流 
對沖儲備確認 
之對沖收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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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0.0 100.0 68.2 (68.2) (2.2) 4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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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尚未償還2,942.0百萬美元的借款，其於二零三二年
七月到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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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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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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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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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3.4) - 5.5 - (5.5) -

金融負債

借款（計及利率掉
期的影響） (5.8) 18.4 5.8 (18.4) (7.7) 39.6 (9.6) (28.8)

總計 (2.4) 18.4 2.4 (18.4) (2.2) 39.6 (15.1)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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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流動資金風險

與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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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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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于財務契約之要求。於二零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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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鈎，因此可能會受到未來

運營表現的影響。

此外，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Las Bambas

合營公司集團已與五礦有色及中信達成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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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進行預付貨款。提前

支付和預付貨款金額總計最高達268.0百萬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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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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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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根據 
現金流對沖 
按公允值釐定 
的金融資產／ 
（負債）

攤餘成本
（負債） 賬面總值

公允值
總值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融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255.3 - - - 1,255.3 1,255.3

貿易應收款（附註10） - 63.9 - - 63.9 63.9

其他應收款項 300.5 - - - 300.5 300.5

衍生金融資產 - 0.9 31.8 - 32.7 32.7

其他金融資產 - 1.8 - - 1.8 1.8

金融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 - - (615.8) (615.8) (615.8)

衍生金融負債 - (4.9) - - (4.9) (4.9)

貸款（附註13） - - - (6,298.1) (6,298.1) (6,623.8)

租賃負債 - - - (131.1) (131.1) (131.1)

總計 1,555.8 61.7 31.8 (7,045.0) (5,395.7) (5,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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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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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根據 
現金流對沖 
按公允值釐定 
的金融資產／ 
（負債）

攤餘成本
（負債） 賬面總值

公允值
總值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金融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497.1 - - - 497.1 497.1

貿易應收款（附註10） - 194.9 - - 194.9 194.9

其他應收款項 289.0 - - - 289.0 289.0

衍生金融資產 - 9.9 156.1 - 166.0 166.0

其他金融資產 - 1.7 - - 1.7 1.7

金融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 - - (690.4) (690.4) (690.4)

貸款（附註13） - - - (5,716.1) (5,716.1) (5,939.6)

租賃負債 - - - (121.0) (121.0) (121.0)

總計 786.1 206.5 156.1 (6,527.5) (5,378.8) (5,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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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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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表呈列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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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貿易應收款（附註10） - 194.9 194.9

衍生金融資產1 - 166.0 166.0

按公允值釐定損益之金融資產–上市2 1.7 - 1.7

1.7 360.9 362.6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貿易應收款（附註10） - 63.9 63.9

衍生金融資產1 - 32.7 32.7

衍生金融負債1 - (4.9) (4.9)

按公允值釐定損益之金融資產–上市2 1.8 - 1.8

1.8 91.7 93.5

報告期內層級一、二及三之間並無任何轉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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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按反映各個交易對
手的信貸風險的貼現率折現。領式對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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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根據時間價值貼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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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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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國家及社區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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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環境及政府法規不斷變動以及社區擾亂。上

述任何方面及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的任何轉變均可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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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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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魯，Las 

Bambas於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面對持續的社區擾亂，導致道路

封鎖97天，並且全面停止營運51天。於過去數十年，秘魯經

歷嚴重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令政治政策不斷變化。由於預期

社區擾亂及政治狀況將於二零二二年下半年持續，本集團將

繼續與相關機關及社區團體緊密合作，以減低社會的不穩定性

和擾亂事件對Las Bambas營運帶來的潛在風險。

19. 報告日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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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重新分類
於先前期間簡明合併財務報表的若干金額及披露已經重新分

類，以符合當前期間簡明合併財務報表的呈列。該等重新分

類對先前報告的年內總綜合收入概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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