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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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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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橋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37）

有關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告之澄清公告

茲提述洪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
業績公告（英文版本）。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澄清英文版之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綜合財務狀況
報表應為如下，修改後的流動資產淨額及總資產減流動負債已在本澄清公告
第四頁中加上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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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業務

收入 4 1,756,598 49,785
直接經營開支 (1,740,781) (50,399)
其他經營收入 9,678 4,321
銷售及發行成本 (851) (663)
行政開支 (32,036) (23,752)
其他經營開支 (50,029) (44,885)
股份代繳款開支 (51,861) (349,883)
勘探及評估資產減值 12 (298,247) —
商譽減值 13 (31,051) —

  

  
經營虧損 (438,580) (415,476)
財務成本 (52,373) (32,397)

  

  
除所得稅前虧損 (490,953) (447,873)
所得稅抵免 6 101,404 —

  

  
除持續業務所得稅後虧損 (389,549) (447,873)

  

  
終止業務

本年度來自終止業務之溢利╱（虧損） 3,001 (1,640)
  

  
本年度虧損 (386,548) (449,513)

  

  
其他全面收入，包括重新分類調整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
 （虧損）╱收益 (158,573) 101,570

  

  
年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158,573) 101,570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545,121) (347,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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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下列人士應佔本年度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304,839) (445,650)
 非控股股東權益 (81,709) (3,863)

  

  
(386,548) (449,513)

  

  
下列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09,952) (378,586)
 非控股股東權益 (135,169) 30,643

  

  
(545,121) (347,943)

  

  
來自持續及終止業務之每股虧損 8
 — 基本 (4.96)港仙 (7.45)港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來自持續業務之每股虧損 8
 — 基本 (5.01)港仙 (7.42)港仙

  

  
 —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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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6,757 36,577
勘探及評估資產 12 1,581,000 2,114,385
預付土地租約付款 21,700 21,136
商譽 13 — 34,910
收購業務按金 81,265 78,000
借款給一間收購中企業 219,808 141,503

  

  
1,930,530 2,426,511

流動資產
存貨 17,918 8,686
應收賬款及票據 9 262,138 8,074
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718,342 11,599
衍生金融資產 11,295 44,354
受限制銀行存款 37,498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5,838 30,046
  

  
1,083,029 102,759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票據 10 202,207 8,206
其他應付款、預提費用及預收款項 701,917 28,309
貸款 157,678 11,148
附屬公司少數股權持有人貸款 6,541 —

  

  
1,068,343 47,663

  

 
流動資產淨額 14,686 55,09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945,216 2,48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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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貸款 — 266
最終控股公司貸款 262,390 283,851
附屬公司少數股權持有人貸款 — 6,229
可換股債券 226,485 189,333
遞延稅項負債 538,725 719,584

  

  
1,027,600 1,199,263

  

  
淨資產 917,616 1,282,344

  

  
權益
本公司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6,206 6,126
儲備 550,991 780,630

  

  
557,197 786,756

非控股股東權益 360,419 495,588
  

  
總權益 11 917,616 1,28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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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文版之「收購巴西鐵礦項目SUL AMERICANA DE METAIS S.A.之進展」第二節「資
源量估算」應為如下：

二 . 資源量估算

8號 礦 區 的 詳 細 勘 探 已 於2011年1月21日 完 成。由 巴 西 最 大 的 鑽 探 公 司
Geologica e Sondagens Ltda合共完成462個鑽孔，累積進尺65,627.69米。世界著
名檢測公司SGS-Geosol Laboratorios Ltda對岩芯進行檢測，世界著名礦業顧
問公司Golder Associate（高達集團）根據澳大利亞 JORC標準，以14%為邊際品
位，對資源量作出估計，探明11.35億噸，控制14.79億噸，推斷1百萬噸，合
共約26億噸原礦，平均檢測品位20.3%。根據專家推測，實際可採資源量高
於95%。根據選礦結果每3.6噸原礦生產1噸礦精粉，單是8號礦區累積可產
出礦精粉約7.2億噸。按每年生產2,500萬噸計算，可連續開採約 27年。

7號區塊只進行初步勘探，合共完成53個鑽孔，累積進尺6,617米，世界著名
礦業顧問公司Coffey Mining根據澳大利亞 JORC標準，以15%為邊際品位，對
資源量作出估計，控制0.252億噸，推斷10.31億噸，合共10.56億噸原礦，另
有遠景資源量約20億噸，估計7號區塊總資源量將達30億噸原礦以上。7號
區塊與8號區塊相距25公里，礦石類別極為相近。7號區塊尚未進行加密鑽探。

其他5、6、9、10、11、12、13合共7個礦區只進行普查及探索性鑽探，發現
礦體存在，前景可觀，品位高於8號、7號礦區，資源量超過數十億噸的可
能性極大。

SAM在礦區外圍獲得了新的探礦權，而淡水河谷也在附近獲得了一些新
的探礦權，說明世界最大鐵礦公司也開始認可了這一區塊。

在SAM礦區的周邊，有多個1億噸左右儲量的礦山，他們不能獨立承擔龐
大的的基建設施，最終勢必被大型礦山併購。因此，SAM將有機會成為是
一個超過100億噸原礦資源量的巨型鐵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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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於本公告披露以外，本公司確認，全年業績公告中所有資料及數字在所有
方面均屬準確，維持不變。

代表董事會
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劉偉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賀學初先生、劉偉先生及施立新先生；非
執行董事燕衛民先生及洪少倫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振偉先生、霍漢先
生及馬剛先生組成。

本公告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
關本公司之資料，各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i)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
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ii)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
公告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 (iii)本公告所表達之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
考慮後達致，建基於公平和合理之基準及假設。

本公告由刊登之日起計最少七日於創業板網站之「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
司網站www.8137.hk內刊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