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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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ENERGI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航天萬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85）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全年業績之進一步公佈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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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除另有所指
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經審核全年業績

董事會宣佈本集團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德勤」）已完成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之審計並已發佈不發表意見聲明，其中德
勤之獨立核數師報告書之摘錄載於第21至23頁。董事會已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批
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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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詳情載列如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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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19 2018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38,307 59,116

銷售成本 (40,881) (53,157)

（毛損）毛利 (2,574) 5,959

其他收入 4 17,914 24,283

其他收益及虧損 5 (107,024) (190,038)

金融資產及合約資產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6 (569,049) (698,933)

銷售及分銷成本 (130,533) (73,007)

行政費用 (146,025) (165,525)

財務成本 7 (80,860) (82,54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5,076) (129,834)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31,359 76,177

除稅前虧損 8 (991,868) (1,233,464)

稅項 9 (3,770) (58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 (995,638) (1,234,044)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 10 (59,841) (96,102)

本年度虧損 (1,055,479) (1,33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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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全面開支：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折算呈列貨幣產生之匯兌差額 2,332 (66,293)

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1,053,147) (1,396,43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985,465) (1,224,423)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59,841) (96,102)

(1,045,306) (1,320,525)

非控制性權益應佔本年度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0,173) (9,621)

本年度虧損 (1,055,479) (1,330,146)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042,031) (1,384,076)

非控制性權益 (11,116) (12,363)

(1,053,147) (1,396,439)

每股虧損－基本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12 (23.93)港仙 (30.22)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12 (22.56)港仙 (28.03)港仙

2019 2018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4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2019年12月31日

2019 2018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30,724 133,531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4,507 238,574
使用權資產 6,342 –
商譽 2,004 2,004
無形資產 – 63,165
遞延稅項資產 – 1,643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94,587 206,108
於合營企業之權益 932,381 1,015,299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 67,351 104,165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金融資產 4,800 4,908

1,532,696 1,769,397

流動資產
存貨 41,170 78,291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13 1,079,654 1,760,599
合約資產 226,518 304,759
應收聯營公司款 154,507 252,457
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 19,186 20,089
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金 78,236 88,838

1,599,271 2,505,03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4 1,320,176 1,467,241
應付聯營公司款 23,372 25,876
應付合營企業款 2,862 2,459
政府補助 696 711
保修撥備 328,231 259,918
應付稅項 1,621 1,888
借貸 659,983 125,542
租賃負債 5,078 –

2,342,019 1,883,635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 (742,748) 621,398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789,948 2,390,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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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政府補助 27,520 28,123

借貸 1,094,019 1,641,178

租賃負債 1,363 –

遞延稅項負債 17,833 18,337

1,140,735 1,687,638

(350,787) 703,157

資本及儲備
股本 436,900 436,900

（虧絀）儲備 (828,878) 213,15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391,978) 650,053

非控制性權益 41,191 53,104

（虧絀）權益總額 (350,787) 703,157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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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來自持續

經營業務之淨虧損約995,638,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

債淨額及負債淨額分別約742,748,000港元及350,787,000港元。本集團借款總額約為1,754,002,000

港元，其中659,983,000港元將自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到期償還；而於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僅約為78,227,000港元。

鑑於以上情況，本公司董事在評估本集團是否有足夠財務資源以持續經營時，已審慎考慮本集

團的未來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及其可用的融資來源。本集團已採取若干計劃及措施以舒緩流動

資金狀況並改善本集團財務狀況，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i) 本集團一直在與航天科技財務有限責任公司（「航天科技財務」，本公司同系附屬公司）

及火箭院積極磋商，以延期航天科技財務墊付之現有無抵押貸款人民幣792,200,000元

（相當於約884,369,000港元）以及火箭院通過航天科技財務作為受託人墊付之貸款人民

幣400,000,000元（相當於約446,538,000港元），該等貸款將在批准綜合財務報表之日起計

十二個月內到期。本公司董事認為，基於過往記錄，該等貸款預計將可由有關交易對手授

權進一步延期；

(ii)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

日之通函所載，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本集團及航天科技財務就航天科技財務

將向本集團提供為數人民幣300,000,000元（相當於約333,000,000港元）之貸款融資訂立貸

款協議（「貸款協議」），該等貸款融資將以本集團授予航天科技財務的於合營企業北京

德爾福萬源發動機管理系統有限公司（「德爾福」）持有之所有股份（相當於德爾福股本之

49%）之股份押記（「股份押記」）作抵押。貸款須於貸款日期起計第一週年償還。貸款協

議及股份押記已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十八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於

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本集團已提取人民幣61,450,000元（相當於約68,599,000港元）。

本集團預期將動用該貸款融資至多人民幣300,000,000元（相當於約333,000,000港元），以

使本集團自綜合財務報表批准日期起十二個月內可獲得足夠的財務資源。本公司董事認

為，預期航天科技財務將於有關貸款融資到期時進一步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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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本集團已安排自其合營企業收回未償還結餘67,351,000港元，並透過出售有關合營企業所

抵押土地及樓宇收回債務；

(iv) 本集團一直在尋找潛在買家，以收購本集團於一間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總賬面值為

46,871,000港元之股權；

(v) 本集團一直在尋找潛在買家，以收購本集團位於深圳賬面值為48,226,000港元之投資物

業；

(vi) 本集團現正與部分債務人重新磋商還款計劃及根據與彼等協定之還款時間表努力要求其

債務人償還貿易應收款；及

(vii) 本集團一直安排向其債權人結算部分未償還貿易應付款。本集團一直與其債權人保持溝

通，以密切監察該等債權人貿易應付款的結算要求（如有）。本公司董事認為，預期本集

團可與其債權人進一步磋商，並協定結算安排（如適用）。

本公司董事認為，經考慮上述計劃及措施，本集團將具備足夠營運資金供其經營，並履行其自

批准綜合財務報表之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到期的財務責任。因此，本公司董事認為按持續經營基

準編製綜合財務報表乃屬適當。

儘管如此，由於上述計劃及措施仍在執行中，因此本集團管理層能否實現上述計劃及措施存在

重大不確定性。本集團能否持續經營將取決於本集團通過以下方式產生足夠的融資及經營現金

流量的能力：

(i) 成功延期航天科技財務墊付之現有無抵押貸款人民幣792,200,000元（相當於約884,369,000

港元）以及火箭院通過航天科技財務（作為受託人）墊付之貸款人民幣400,000,000元（相

當於約446,538,000港元）；

(ii) 於到期後成功延期航天科技財務提供之為數人民幣300,000,000元（相當於約333,000,000

港元）之貸款融資；

(iii) 一間合營企業成功出售已抵押土地及樓宇以收回應收一間合營企業67,351,000港元；

(iv) 成功出售其於一間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的股權權益，總賬面值為46,871,000港元；

(v) 成功出售位於深圳的投資物業，賬面值為48,226,000港元；

(vi) 根據與彼等協定之還款時間表及時收回本集團若干債務人債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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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與本集團債權人就結算安排（如適用）達成的協議。

倘本集團未能實現上述計劃及措施，或航天科技財務及火箭院不再具備向集團提供資金的財務

能力，則本集團可能無法持續經營，因此將須進行調整以將本集團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

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以將本集團資產的賬面值撇減至可收回金額，並就在報告

期末屬繁重的任何合約承擔計提撥備。該等調整的影響並未於綜合財務報表內反映。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對本年度強制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修訂本） 具有負補償的提前還款特性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長期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 

週期年度改進

除下文所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上述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本及詮

釋對本集團於目前及以往年度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並無重

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

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

租賃的定義

本集團已選擇可行權宜方法，就先前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識別為租賃的合約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而並無對先前並未識別為包括租賃的合約應用該準則。因此，本集團並無重新評估於初始應用

日期前已存在的合約。

就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訂立或修訂的合約而言，本集團於評估合約是否包含租賃時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所載的規定應用租賃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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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已追溯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並於初始應用日期（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確認

累計影響。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集團透過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C8(b)(ii)的過渡安排按等同

於相關租賃負債的金額確認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於初始應用日期之任何差額於期初累計虧

損確認及比較資料並無重列。

當於過渡期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應用修改追溯方法時，本集團對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17號分類為經營租約之租賃，以逐項租賃之基礎上，在各自的租賃合約相關範圍內應用以

下可行權宜方法：

i. 選擇對租期在初始應用日期12個月內完結之租賃不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及

ii. 於初始應用日期計量使用權資產時撇除初始直接成本。

當就過往分類為經營租約之租賃確認租賃負債時，本集團應用相關集團實體於初始應用日期之

增量借貸利率。所應用之加權平均增量借貸利率為4.35%。

於2019年

1月1日

千港元

於2018年12月31日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8,946

減：

確認豁免－短期租賃 (225)

可行權宜方法－租期在初始應用日期12個月內完結之租賃 (3,852)

4,869

於2019年1月1日按相關增量借貸利率進行貼現的租賃負債 4,725

分析為

流動 3,306

非流動 1,419

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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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自用之使用權資產之賬面值包含以下：

使用權資產

千港元

與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確認的經營租賃有關的使用權資產 4,725

按級別：

土地及樓宇 4,725

下文載列對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確認之金額作出之調整。並無計及不受

有關變動影響之項目。

先前於2018年

12月31日

呈報的賬面值 調整

於1月1日根據

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第16號

呈報的賬面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使用權資產 – 4,725 4,725

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3,306) (3,306)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 (1,419) (1,419)

就根據間接方法呈報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流量而言，營

運資金變動已按上文所披露之綜合財務狀況表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期初數字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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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出租人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過渡性條文，本集團毋須就本集團為出租人的租賃於過渡時作

出任何調整，惟須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自初始應用日期起為該等租賃入賬，而比較資

料並未經重列。

本公司董事認為，於本年度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作為出租人於本年度之財務

狀況及表現並無重大影響。

可退還租賃按金

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前，所收取的可退回租賃按金被視為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的租賃的權利及責任（屬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下）。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付款的

定義，該等按金並非與使用權資產相關的付款，並調整以反映過渡時的貼現影響。然而，有關調

整於首次應用日期（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並不重大。

3. 營業額

本集團本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分析如下：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風力發電相關產品 12,345 33,678

出售來自風場運營之電力 25,962 25,438

38,307 5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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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入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其他收入主要包括：

政府補助 2,161 2,609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已扣除小額開支） 6,132 6,698

利息收入

－ 銀行結餘 487 963

－ 給予一間合營企業之墊款 3,677 2,878

－ 給予一間聯營公司之墊款 1,301 1,365

5. 其他收益及虧損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就無形資產確認之減值虧損 (38,582) (89,912)

出售╱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267) (5,949)

已確認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2,569) 988

就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之減值虧損 (15,753) (23,501)

撇銷預付款 (23,342) –

存貨撇減 (22,623) (62,212)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的收益（虧損） 112 (9,452)

(107,024) (19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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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金融資產及合約資產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就來自客戶合約之貿易結餘及 

應收聯營公司具貿易性質款確認之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493,080) (698,933)

就應收一間聯營公司及一間合營企業非貿易性質款 

確認之減值虧損 (75,969) –

(569,049) (698,933)

7. 財務成本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利息：

－ 銀行及其他貸款 80,541 82,546

－ 租賃負債 319 –

80,860 8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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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稅前虧損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除稅前虧損於扣除下列各項：

董事酬金 4,703 5,415

其他員工成本 58,730 68,093

其他員工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0,460 11,286

73,893 84,794

核數師酬金 3,150 3,200

無形資產攤銷 9,577 30,410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31,516 40,099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4,081 28,415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5,698 –

短期租賃及其他租期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之日起12個月內終止的租賃的相關費用 3,791 –

就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支付之最低租金 – 10,005

研發開支 13,890 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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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稅項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本年度稅項支出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2,379 3,193

過往年度撥備（超額）不足 (134) 309

2,245 3,502

遞延稅項支出（抵免） 1,525 (2,922)

3,770 580

10. 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終止其儲能及相關產品經營業務，原因是年內

的經營業績及財務表現轉差。其已於經審核綜合全面收益表中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比較數字

已重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

11. 股息

本公司董事概無擬派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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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每股虧損－基本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及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1,045,306) (1,320,525)

加：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 59,841 96,102

就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而言的虧損 (985,465) (1,224,423)

股份數目

2019 2018

就每股基本虧損而言之股份數目 4,368,995,668 4,368,995,668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就每股基本虧損而言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虧損 (1,045,306) (1,320,525)

所採納的分母與上文詳述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者相同。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每股基本虧損每股1.37港仙（二零一八年（經重列）：2.20港仙），乃根據已終

止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59,841,000港元（二零一八年（經重列）：96,102,000港元）及上述計算每

股基本虧損所用之分母計算。

由於該兩個年度均無已發行潛在普通股，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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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貿易及其他應收款總額包括貿易應收款、其他應收票據

及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金額分別為983,249,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495,086,000港元）、

13,508,000港元（二零一八年：184,739,000港元）及82,897,000港元（二零一八年：80,774,000港

元）。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產生自客戶合約的貿易應收款為2,690,233,000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已扣除信貸虧損撥備1,002,592,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632,447,000港元）。

本集團就銷售貨物給予客戶不超過六個月的信貸期。執行董事酌情允許數名主要客戶於信貸

期後一年內結算。計入貿易應收款的為並無已收票據的結餘579,219,000港元（二零一八年：

943,820,000港元），餘額為具備已收票據供未來結算的貿易應收款。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

（與各收益確認日期相若）列示並無已收票據之貿易應收款（扣減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3,700 11,023

31至90日 1,837 3,702

91至180日 1,171 28,829

181至365日 12,248 6,467

超過一年 560,263 893,799

579,219 943,820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有具已收票據的貿易應

收款之賬齡超過一年（按報告期末的發票日期計）。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已收票據的貿易應收款18,956,000港元（二零一八

年：50,021,000港元）之賬齡為一年以內，餘額則超過一年（按報告期末的發票日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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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貿易應收款結餘包括總賬面值982,728,000港元（二零一八

年：1,463,344,000港元）的應收賬款，於報告日期已逾期。計入已逾期結餘的494,986,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1,461,074,000港元）已逾期90天或以上，惟基於客戶還款記錄且與本集團持續有業務

往來，故此該款額並未視為違約。除具已收票據的結餘外，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

押品。

1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包括貿易應付款1,129,823,000港元（二零一八年：944,674,000港元）。本集團

通常從供應商取得30日至90日的信貸期。貿易應付款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9,361 19,010

31至90日 11,431 8,697

91至180日 2,233 11,053

181至365日 32,181 35,255

超過一年 1,074,617 870,659

1,129,823 94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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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與經審核全年業績之間之重大差額

由於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所載財務資料於其刊發日期未經德勤審核及同意且已對
該等資料作出後續調整，提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注意本集團未經審核與經審
核全年業績之財務資料之間之若干差額。根據上市規則第13.49(3)(ii)(b)條之規定，下
文載列該等財務資料中之重大差額之主要詳情及原因。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項目 於本公佈之披露

於未經審核
全年業績公佈之

披露 差額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持續經營業務
銷售成本 40,881 53,642 (12,761) 1

其他收益及虧損 107,024 91,518 15,506 2

銷售及分銷成本 130,533 117,772 12,761 1

行政費用 146,025 132,869 13,156 3

金融資產及合約資產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569,049 531,913 37,136 4

綜合財務狀況表

物業、廠房及設備 194,507 209,741 (15,234) 2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1,079,654 1,101,729 (22,075) 5

合約資產 226,518 204,443 22,075 5

應收聯營公司款 154,507 190,992 (36,485) 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 1,320,176 1,332,001 (11,825) 3

保修撥備 328,231 303,477 24,75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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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銷售成本之差額約為12,761千港元及銷售及分銷成本之差額約為12,761千港元，原因為將銷售

成本重新分類為銷售及分銷成本。

2. 其他收益及虧損之差額約為15,506千港元及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差額約為15,234千港元，主要由

於為風力發電相關分部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提供撥備，匯兌差額約為272千港元。

3. 行政費用增加約13,156千港元，貿易及其他應付款增加約12,929千港元，主要由於就法律訴訟計

提撥備約13,156千港元，匯兌差額約為227千港元；保修撥備增加約24,754千港元及貿易及其他

應付款減少約24,754千港元，主要由於將約24,754千港元自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重新分類至保修

撥備中的預計負債。

4. 金融資產及合約資產減值虧損（扣除撥回）之差額約為37,136千港元，及應收聯營公司款之差額

約為36,485千港元，主要乃由於撇銷應收聯營公司款，匯兌差額約為651千港元。

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之差額約為22,075千港元，合約資產之差額約為22,075千港

元，主要由於將合約資產自貿易及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重新分類。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以及與上述重大差額有關的總額、百分比、比率及比較數字的相應
調整外，未經審核全年業績公佈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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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之工作範圍

本進一步公佈所載有關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之數字已由本集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
計師行認同與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經董事會批准的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經審核綜
合財務報表所載數額相符。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工
作準則或香港核證委聘準則，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此進行的工作並不構成核
證委聘，因此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並無對本進一步公佈發表任何保證。

德勤之獨立核數師報告書之摘錄

「不發表意見」及「不發表意見之基礎」摘錄自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德勤之獨立核數師報告書，內容如下：

不發表意見

吾等並無就 貴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因為本報告不發表意見之基準部分有
關事項的重要性，吾等尚未能就該等綜合財務報表達成審核意見。在所有其他方面，
吾等認為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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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發表意見之基準

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B所述，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
生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淨虧損約995,638,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貴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額及負債淨額分別約742,748,000港元及約350,787,000港
元。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貴集團借款總額約為1,754,002,000港元，其中
659,983,000港元將自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到期償還；而於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僅約為78,227,000港元。

貴公司董事已實施多項計劃及措施以改善 貴集團的流動性及財務狀況（載於綜合
財務報表附註1）。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礎編製，其有效性取決於該等
計劃及措施的結果，並受多項不確定因素影響，包括(i)成功延期航天科技財務有限
責任公司（「航天科技財務」， 貴公司同系附屬公司）墊付之現有無抵押貸款人民
幣792,200,000元（相當於約884,369,000港元），及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火箭
院」， 貴公司中間控股公司），通過航天科技財務（作為受託人）墊付之貸款人民幣
400,000,000元（相當於約446,538,000港元），該兩筆貸款均將在批准綜合財務報表之
日起計十二個月內到期償還；(ii)於到期後成功延期航天科技財務提供之為數人民幣
300,000,000元（相當於約333,000,000港元）之貸款融資；(iii)一間合營企業成功出售
已抵押土地及樓宇以收回應收一間合營企業款67,351,000港元；(iv)成功出售 貴集
團於一間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的股權，總賬面值為46,871,000港元；(v)成功出售位於
深圳的投資物業，賬面值為48,226,000港元；(vi)根據與彼等協定之還款時間表及時收
回 貴集團債務人債務；及(vii)與 貴集團若干債權人就結算安排（如適用）達成的
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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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 貴集團未能實現上述計劃及措施，或航天科技財務及火箭院不再具備向集團提
供資金的財務能力，則 貴集團可能無法持續經營，因此將須進行調整以將 貴集團
非流動資產及非流動負債分別重新分類為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以將 貴集團資產
的賬面值撇減至可收回金額，並就在報告期末屬繁重的任何合約承擔計提撥備。該等
調整的影響並未於綜合財務報表內反映。

鑑於 貴集團正在執行上述計劃及措施（詳情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B）及有關 貴
集團持續獲得融資的重大不確定性，我們對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不發表意見。

股東周年大會

本公司之應屆股東周年大會（「股東周年大會」）計劃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二日（星
期五）舉行。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及討論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業績。

二零一九年年報刊載

由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審核已完成，因此二零一九
年年報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刊發。

代表董事會
中國航天萬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劉志偉

香港，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劉志偉先生、李磊先生、韓慶
平先生、許峻先生和王光輝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劉斐先生、吳君棟先
生和李大鵬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