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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高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告，內容有

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全

年業績公告」）及其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二零一九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除另有界

定外，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及二零一九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所界定的詞彙

於本公告具有相同涵義。 

 

闡釋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全年業績與經審核全年業績之間

的差異 

 

由於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所載財務資料於其刊發日期並未獲本公司核數師

審核或認可，且其後已對有關資料作出調整，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本集團未

經審核與經審核財務資料之間的若干差異。在此方面，本公司謹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3.49(3)(ii)(b)條於本公告載列差異之詳情及原因。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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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全年  經審核全年     

  業績公告中披露  業績公告中披露  差異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803,735  2,803,735  -   

銷售成本  (2,425,739)  (2,425,739)  -   

  
       

毛利  377,996  377,996  -   

其他收入  23,271  23,271  -   

利息收入  2,526  2,526  -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5,121)  (115,121)  -   

行政費用  (171,011)  (171,011)  -   

根據預期信貸損失模式的（減值虧損） 

撥回減值虧損淨額 

 

(17,190)  (17,190)  -   

其他收益及虧損  342  342  -   

其他費用  (39,364)  (44,130)  (4,766)  (a) 

財務費用  (42,204)  (42,204)  -   

- 銀行借貸利息  (28,810)  (28,810)  -   

- 租賃負債╱融資租賃利息  (13,394)  (13,394)  -   

佔一間合營企業業績  (114)  (114)  -   

佔一間聯營公司業績  31  31  -   

  
       

除稅前溢利（虧損）  19,162  14,396  (4,766)  (a) 

所得稅  (5,945)  (5,945)  -   

  
       

本年度溢利（虧損）  13,217  8,451  (4,766)  (a) 

其他全面（開支）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 因換算海外業務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10,069)  (10,069)  -   

- 按公平值計量列入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平值計量列入其他全面收

益」） 之債務工具公平值收益 

 

-  -  -   

- 贖回按公平值計量列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債務工具時重新分類至損益 

 

-  -  -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 按公平值計量列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

本工具 公平值收益（虧損） 

 

1,029  1,029  -   

本年度其他全面開支  (9,040)  (9,040)  -   

  
       

本年度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4,177  (589)  (4,766)  (a) 

  
       

應佔本年度溢利（虧損）：         

本公司股東  (1,467)  (6,233)  (4,766)  (a) 

非控股權益  14,684  14,684  -   

  
       

  13,217  8,451  (4,766)  (a) 

  
       

應佔本年度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本公司股東  (8,832)  (13,598)  (4,766)  (a) 

非控股權益  13,009  13,009  -   

  
       

  4,177  (589)  (4,766)  (a) 

  
       

每股基本虧損  0.26 港仙  1.10 港仙  0.84 港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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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全年  經審核全年     

  業績公告中披露  業績公告中披露  差異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4,020  4,020  -   

物業、廠房及設備  471,319  471,319  -   

預付租賃款項  -  -  -   

使用權資產  273,168  273,168  -   

於一間合營企業之權益  3,881  3,881  -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項  -  -  -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  -  -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31  31  -   

按公平值計量列入其他全面收益之股

本工具  4,321  4,321  -   

保險單之資產  12,790  12,790  -   

租金及其他按金  5,640  5,640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所支付之 

訂金  11,143  11,143  -   

應收貸款  3,151  3,151  -   

銀行定期存款  -  -  -   

         

  789,464  789,464  -   

         

流動資產         

存貨  579,178  579,178  -   

貿易、票據、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644,361  644,361  -   

預付租賃款項  -  -  -   

可收回之所得稅  5,191  5,191  -   

原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之銀行定期 

存款  2,232  2,232  -   

銀行結存及現金  323,263  304,672  (18,591)  (b) 

         

  1,554,225  1,535,634  (18,591)  (b) 

分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資產  15,308  33,899  18,591  (b) 

         

  1,569,533  1,569,533  -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292,740  297,506  4,766  (a) 

合約負債  7,380  7,380  -   

租賃負債  49,207  49,207  -   

應付非控股股東款項  3,200  3,200  -   

應付所得稅  4,674  4,674  -   

銀行借貸  791,461  791,461  -   

融資租賃承擔  -  -  -   

         

  1,148,662  1,153,428  4,766  (a) 

         

流動資產淨值  420,871  416,105  (4,766)  (a) 

         

  1,210,335  1,205,569  (4,76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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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全年  經審核全年     

  業績公告中披露  業績公告中披露  差異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7,438  57,438  -   

股份溢價及儲備  855,763  850,997  (4,766)  (a)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913,201  908,435  (4,766)  (a) 

非控股權益  61,152  61,152  -   

         

總權益  974,353  969,587  (4,766)  (a)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7,280  17,280  -   

租賃負債  218,702  218,702  -   

融資租賃承擔  -  -  -   

         

  235,982  235,982  -   

         

  1,210,335  1,205,569  (4,766)  (a) 

 

附註 3 - 收入及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全年  經審核全年     

  業績公告中披露  業績公告中披露  差異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業績         

金屬產品  96,708  91,942  (4,766)  (a) 

建築材料  2,106  2,106  -   

可報告分類總計  98,814  94,048  (4,766)  (a) 

其他業務  (23,348)  (23,348)  -   

撇銷  31  31  -   

         

合併分類業績  75,497  70,731  (4,766)  (a) 

 

 

附註 10 -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九年     

  未經審核全年  經審核全年     

  業績公告中披露  業績公告中披露  差異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付賬款  159,912  159,912  -   

應計費用  64,716  64,716  -   

已收按金  49,957  49,957  -   

其他應付賬款  18,155  22,921  4,766  (a) 

         

  292,740  297,506  4,76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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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確認本集團在中國內地成員公司的潛在其他稅項和其他負債，「其他費用」增加了 4,766,000 港元，導致「本年
度溢利」減少及「本公司股東應佔本年度虧損」增加了 4,766,000 港元，本集團的「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項
下的「其他應付賬款」相應地增加了 4,766,000 港元。 

 

(b) 根據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於 2019 年 12 月 30 日簽訂的買賣協議，本集團須將 18,591,000 港元由「銀行結存及
現金」重新分類至「分類為待出售資產」，導致「銀行結存及現金」減少 18,591,000 港元，而「分類為待出售
資產」則增加 18,591,000 港元。而二零一九年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中顯示的「分類為待出售非流動資產」在
二零一九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中重新命名為「分類為待出售資產」。 

 

上述調整亦將於本集團適時刊發的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中反映。 

 

 

 

承董事會命 

高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彭德忠 MH 

 

香港，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彭德忠先生 MH、何慧餘先生、彭蘊萍小姐及劉毅輝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俞國根先生、陳逸昕先生及盧葉堂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