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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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Future Bright Mining Holdings Limited
高 鵬 礦 業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12）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 
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高鵬礦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2017

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之年報（「年報」），其於2018年4月25日在聯交所及本公司各自網
站刊發。除另有訂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就年報補充下列額外資料：

1. 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之所得款項用途

 (i) 第一批配售

誠如年報第13頁所披露，本公司於2017年2月16日完成配售新股份，就此本公
司已發行合共170,000,000股新股份（「第一批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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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佣金及有關配售之其他費用以及開支後）約
為34,000,000港元（相等於約人民幣30,000,000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
已使用所得款項淨額如下：

所得款項淨額原先分配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已使用

於2018年6月30日未使用

所得款項淨額之餘額

港元 

（百萬）

相等於 

人民幣 

（百萬元）
所得款項 

淨額%

港元 

（百萬）

相等於 

人民幣 

（百萬元）
港元 

（百萬）

相等於 

人民幣 

（百萬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建造生產板材之加工廠 24 21 70.59% 1 0.88 23 20.12

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10 9 29.41% 10 9 — —

總計 34 30 100% 11 9.88 23 20.12

下表載列作為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的所得款項用途之明細：

港元
相等於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行政開支 23,000 20,000

諮詢及服務 2,621,000 2,330,000

租金成本 1,292,000 1,148,000

員工成本 5,064,000 4,501,000

捐款 1,000,000 889,000

總計 10,000,000 8,888,000

就建造加工廠計劃而言，本集團計劃於中國南漳縣政府人民政府投資的石材
產業園建造該加工廠。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正與政府機構安排建造計劃之
相關手續，將於其上建造加工廠之地塊正進行基建（包括場地平整及通水、
通電、通訊、通路及排污）（五通一平）。預期標的地塊將於2018年12月或之後
可供使用。因此，於2018年12月或之後標的土地可供使用時，本集團擬將餘下
所得款項約23,000,000港元用於建造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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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上述發展，截至2018年6月30日，已使用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1,000,000港
元，而於2018年6月30日，餘下所得款項約為23,000,000港元。

誠如上文所披露，供建造加工廠之土地（「標的地塊」）預期於2018年12月或前
後可供使用。鑒於加工廠發展的時間表延期，本集團已臨時重新分配餘下所
得款項約23,000,000港元作以下用途：(1)約15,000,000港元用於投資於聯交所
上市公司之股本證券；及(2)約8,000,000港元用於本集團礦石商品貿易業務。
預期本集團於標的地塊將供使用時，通過變現股本證券及經客戶結算礦石商
品貿易業務付款，將於2018年12月或前後取得上述23,000,000港元。本集團擬
將餘下所得款項約23,000,000港元按原計劃用作建造加工廠。

 (ii) 第二批配售

誠如年報第13頁所披露，本公司於2017年8月18日完成配售新股份，就此本公
司已發行合共180,000,000股新股份（「第二批配售」）。

第二批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佣金及有關配售之其他費用以及開支後）約
為36,600,000港元。所得款項淨額已應用於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8月4日及2017

年8月18日之公告所載之擬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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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已使用所得款項淨額如下：

所得款項淨額原先分配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已使用

於2018年6月30日未使用

所得款項淨額之餘額

港元 

（百萬）

相等於 

人民幣 

（百萬元）
所得款項 

淨額%

港元 

（百萬）

相等於 

人民幣 

（百萬元）
港元 

（百萬）

相等於 

人民幣 

（百萬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成立兩間合資公司 12 10.6 32.79% 10.2 9.0 1.8 1.6

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24.6 21.8 67.21% 24.6 21.8 — —

總計 36.6 32.4 100% 34.8 30.8 1.8 1.6

下表載列作為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的所得款項用途之明細：

港元
相等於 

人民幣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行政開支 3,753,000 3,336,000

諮詢及服務 4,785,000 4,253,000

租金成本 1,721,000 1,530,000

採礦清潔費 1,643,000 1,460,000

員工成本 9,758,000 8,674,000

捐款 2,940,000 2,613,000

總計 24,600,000 21,866,000

截至2018年6月30日，本集團已將約10,200,000港元用於成立兩間合資公司，其
詳情乃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8月31日之公告。本集團將重新分配餘下所得
款項1,800,000港元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企業用途，包括本集團之日常營運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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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大投資

誠如年報第80頁所披露，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權益投資
約為人民幣11,500,000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擁有於聯交所上市公司股本證券之重大投資，
該等投資分類為持作買賣，以及該等股本證券的表現如下：

股份代號 投資對象公司名稱

所持 
股份數目

本集團所 
擁有股本 

比例 投資成本

於2017年 
12月31日 
之市值

於截至 
2017年 

12月31日 
止年度公平值

變動之未變現

收益╱（虧損）

（港元） （港元） （港元）
（附註1）

1227 國盛投資基金有限公司（附註2） 21,000,000 0.87% 2,381,583.14 1,008,000 (1,373,583.14)
未繳股款形式的供股股份（附註3） 10,500,000 0.44% 105,000 105,000 105,000

1323 友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附註4） 6,700,000 0.28% 2,992,284.09 3,082,000 89,715.91
8085 香港生命科學技術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5）
4,660,000 0.08% 494,643,95 466,000 (28,643.95)

8102 利寶閣集團有限公司（附註6） 90,000 0.01% 578,083.39 37,800 (540,283.39)
8133 鑄能控股有限公司（附註7） 6,700,000 0.19% 2,656,072.90 1,708,500 (947,572.90)
8283 正力控股有限公司（附註8） 230,000 0.05% 2,486,561.88 179,400 (2,307,161.88)
8425 興銘控股有限公司（附註9） 3,100,000 0.78% 2,551,194.41 4,185,000 1,633,805.59
8430 春能控股有限公司（附註10） 2,090,000 0.33% 782,606.69 689,700 (92,906.69)
8460 基地錦標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附註11）
8,280,000 0.83% 1,772,123.54 1,821,600 49,476.46

8462 橋英控股有限公司（附註12） 480,000 0.08% 511,143.84 460,800 (50,343.84)

總計： 17,311,297.83 13,743,800 (3,462,497.83)

附註：

1. 該等數據並無計及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出售相關股本證券所產生已變現收益或虧損。

2. 根據國盛投資基金有限公司的最新年報，其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得收入約2,915,000

港元及虧損淨額約123,593,000港元。

3. 其指與國盛投資基金有限公司於2017年12月基於每兩股已發行股份獲發一股供股股份之基準
進行供股有關之10,500,000股未繳股款供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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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友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最新年報，其於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錄得收入約
115,725,000港元及純利約14,265,000港元。

5. 根據香港生命科學技術集團有限公司的最新年報，其於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錄得收入
約140,208,000港元及虧損淨額約83,027,000港元。

6. 根據利寶閣集團有限公司的最新年報，其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得收入約307,001,000

港元及純利約23,188,000港元。

7. 根據鑄能控股有限公司的最新年報，其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得收入約47,643,000港
元及虧損淨額約4,935,000港元。

8. 根據正力控股有限公司的最新年報，其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得收入約13,964,000新
加坡元及虧損淨額約2,041,000新加坡元。

9. 根據興銘控股有限公司的最新年報，其於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錄得收入約53,034,000港
元及純利約15,374,000港元。

10. 根據春能控股有限公司的最新年報，其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得收入約30,822,059新
加坡元及虧損淨額約406,386,000新加坡元。

11. 根據基地錦標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的最新年報，其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得收入約
138,276,000港元及虧損淨額約5,996,000港元。

12. 根據橋英控股有限公司的最新年報，其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錄得收入約39,978,000新
加坡元及虧損淨額約1,286,000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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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對象公司之主要業務及未來前景簡介

投資對象公司之名稱 主要業務及未來前景

國盛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投資於上市及非上市公司。本公司投資的業務主要
包括開發生物製藥及再生醫學系統及產品、提供
企業融資服務，包括資金籌措、併購、企業融資諮
詢、企業救助及證券經紀服務、開發及培植森林以
及開發及製造遊艇。

誠如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所披露，國
盛投資基金有限公司將繼續實施多元化投資策略，
物色具有資產升值潛力之合適投資機會，從而將深
化公司投資目標及政策，亦為集團及其股東帶來更
佳回報。

友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批發及零售家居消耗品、透過網上教育課程提供教
育技術解決方案及提供英語水平測試、提供放債服
務、三維動畫、擴增實境技術應用程式及網絡教育
應用程式的設計及開發及買賣煤炭產品。

誠如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年報所披露，友川
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已於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年度出
售其表現不佳的業務，以改善集團的整體盈利能力
及表現。其認為，將集團的資源重新分配至盈利活
動，集團將在財務上顯著收益並獲得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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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對象公司之名稱 主要業務及未來前景

香港生命科學技術集團有限
公司

提供抗衰老服務、體檢及美容服務、分銷生物醫學
及生命科學產品、買賣電子部件及金屬、提供貸款
融資服務及買賣及投資證券。

誠如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三個月的季度報告所披
露，香港生命科學技術集團有限公司將不斷檢討集
團之策略及業務營運，從而提升業務表現。由於中
國市場具有增長潛力，其擬進一步於中國發展業
務。其亦將繼續提升現有業務並發掘其他業務及投
資機會，務求多元化發展收入來源及業務組合，以
提升股東之利益。

利寶閣集團有限公司 營運中式連鎖酒樓集團。

誠如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所披
露，利寶閣集團有限公司於未來考慮開張任何新非
中式佳餚酒樓時，將（其中包括）鎖定中高檔消費客
戶為目標客戶，以維持集團在中高檔餐飲市場的定
位。集團亦將繼續動用其可用資源實施其業務策
略，即以多品牌策略於香港擴張、逐步拓展中國市
場、繼續透過營銷活動推廣品牌形象及認知度、提
升現有酒樓設施及加強員工培訓，旨在吸引更多新
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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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對象公司之名稱 主要業務及未來前景

鑄能控股有限公司 製造及買賣金屬鑄造產品，包括泵部件、過濾器部
件、閥門部件及食品機械部件。

誠如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所披
露，鑄能控股有限公司將繼續於業務戰略中採納積
極但審慎之方法，以期提升集團之長期盈利能力及
股東價值。

正力控股有限公司 乘用車保養及維修；及對乘用車的性能及外觀進行
改裝、調試及美容以及買賣零部件及配件。

誠如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所披
露，正力控股有限公司將重點放在維持其在新加坡
乘用車市場的地位。其將根據客戶需求和趨勢轉
變，擴大提供的服務和產品。其將繼續與客戶、供
應商和合作夥伴建立更強大的聯繫，繼續為新加坡
乘用車市場提供優質的乘用車服務。

興銘控股有限公司 租賃臨時吊船及其他建築設備，如塔式起重機及發
電機以及買賣固定吊船、馬達及鋼纜。

誠如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三個月的季度報告所披
露，興銘控股有限公司將力爭透過提供高品質設備
及優質服務並抓住不斷發展的設備租賃行業的新興
機遇，以領導臨時吊船行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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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對象公司之名稱 主要業務及未來前景

春能控股有限公司 為物流行業提供運輸及存儲服務。

誠如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所披
露，春能控股有限公司將繼續努力為客戶提供及時
運送及儲存集裝箱服務，維持於行業內的增長並加
強整體競爭力及擴大於新加坡的市場份額。

基地錦標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地基工程及地盤平整工程及其他土力工程。

誠如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所披
露，基地錦標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計劃擴充其機械及
設備隊伍，以提升技術能力競投未來項目。集團亦
將積極尋找可擴闊收入來源以及提升股東價值的潛
在商機。

橋英控股有限公司 提供人力資源外判服務及人力資源招聘服務。

誠如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所披
露，橋英控股有限公司將著手進行內部重組，以減
低各項營運開支及提高效率。集團亦將通過投資於
與其具有戰略及╱或營運協同效應的新企業，致力
探索任何商機，以進一步增強其作為新加坡及香港
知名人力資源服務供應商的地位，並將善用集團業
務的優勢，採取審慎行動在適當的時候探索其他地
區的潛在投資機遇或更多元化發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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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自上述證券投資收取股息。於2017年12月31

日，本集團所持上市證券之市值價值約為13,743,800港元及公平值變動未變現虧損
約為1,240,000港元。並無就上述證券投資作出減值。

董事認為，本集團所持於聯交所上市公司之股本證券之未來表現將受到整體經濟
環境、股市狀況、投資者情緒及投資對象公司的業務表現的影響。董事會將繼續
尋求可為股東帶來更佳回報的具吸引力之投資機會。

3. 有關採礦權之估值

誠如年報第80頁及年報財務報表附註之附註16所披露，於2017年12月31日，本集團
擁有採礦權約人民幣35,500,000元。

本公司於2012年已委聘外部估值師對採礦權進行估值（「2012年估值」）。根據2012

年估值，於2012年9月21日採礦權之價值為人民幣42,600,000元。誠如2012年估值及
年報所示採礦權價值間之差額乃由於自收購採礦權起作出攤銷。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倘無形資產乃於業務合併中購入，則該
無形資產之成本乃其於收購日期之公平值。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
於初步確認後，無形資產將按其成本減任何累計攤銷及任何累計減值虧損列賬。
因此，本公司認為，採用2012年估值釐定於2017年12月31日採礦權之價值屬公平合
理且符合適用會計準則。

自2012年估值起截至年報日期，並無錄得有關採礦權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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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估值輸入值及基準╱假設

於2012年估值所應用主要基準及╱或假設及估值輸入值乃載列如下：

於釐定採礦權之公平值時，已作出若干假設，包括與採礦權有關的未來現金
流量及折現率。已就採礦權採納16%的真實折現率，此乃襄陽高鵬礦業有限
公司（「目標公司」）的真實折現率加1%風險溢價（經慮及採礦權的額外風險及
不確定性）。已採納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作為目標公司的
真實折現率。以下公司乃經選定以釐定目標公司的真實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指標上市公司 股份代號

1 中國金石礦業控股有限公司 1380 HK

2 中國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898 HK

3 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 358 HK

4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899 HK

5 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 1171 HK

6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3993 HK

7 山東黃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 600547 CH

釐定目標公司的公平值須對估值時有關預計財務及營運業績、獨特業務風險
以及經營歷史及前景作出複雜及主觀判斷。所採用主要假設如下：

目標公司

銷量 1,400 至 

20,000立方米
單位價格（人民幣千元╱立方米） 3.76

單位成本（人民幣千元╱立方米） 1.03 至 3.26

毛利率 12% 至 72%

純利率 –36% 至 27%

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15%

最終增長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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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估值方法

於達致2012年估值時，已考慮下列三種估值方法：資產法、市場法及收入法。
資產法通常認為不適用於持續經營估值，因其無法獲得採礦權之未來潛在盈
利。因此，其未用於2012年估值。市場法可用於採礦權估值，前提是可確定合
適市場數據。應用市場法之能力受到有關採礦權可獲得之可資比較上市實體
及市場交易數據所限制。鑒於上述因素，於釐定採礦權公平值時，收入法項
下之多期超額盈利法（「多期超額盈利法」）被視作較市場法更為可靠。多期超
額盈利法乃為採礦權進行估值時最常用的方法，原因乃其於經濟利益難以直
接識別但價值明確存在時用作計量經濟利益。多期超額盈利法透過計算資產
應佔的現金流量，減去企業用於產生採礦權收入及盈利的貢獻資產的適當回
報（通常稱作「貢獻資產開支」）後計量經濟利益。

收入、收入成本及經營開支乃根據管理層的預測作出估計。預測期為14年3個
月，自2012年10月起至2026年12月止。營運資金、固定資產及人力組合的無形
資產已自貢獻資產開支扣除。

上述額外資料並不影響年報中所載其他資料，且審核報告之內容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高鵬礦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婕

香港，2018年9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婕女士、陳鋼先生、饒大程先生、溫達偉先生、
楊曉秋女士、張德聰先生及袁山先生（張德聰先生的替任董事）；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周曉東先生、劉大潛先生、黎國樑先生及胡明龍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