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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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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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8）

刊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未經審核管理賬目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延遲刊發本
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除本公
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將與上述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由於實施了預防及控制COVID-19疫情的措施（包括在中國多個城市實施的隔離
及封城措施），太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審計程序已被延遲，因為本集團核數
師於本公告日期尚未從中國境內銀行收到就完成審計程序而言必須的審計確
認書。因此，本公司預期將無法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
規定，於本公告日期之前刊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
核綜合全年業績的初步公告。

為了向本公司股東及市場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的資料，
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或「董事」）宣佈，以下為摘錄自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管理賬目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連同截至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比較數字。董事確認，以下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
之編製基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
表之編製基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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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收益

客戶合約 288,004 20,490

租賃 21,085 96

淨投資收益╱（虧損） 977 (1,832)  

總額 310,066 18,754  

其他收入 42,670 85,911

已撥回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的減值虧損，淨額 18,721 27,052

其他（虧損）╱收益 (5,040) 49,061

存貨之購買及變動 (256,179) (14,270)

僱員福利開支 (39,139) (28,216)

其他經營開支 (76,624) (33,420)

投資物業公允值變動 (270,941) (40,353)

採礦權減值虧損 (63,075) (92,225)

財務成本 (130,569) (8,867)  

除稅前虧損 (470,110) (36,573)

所得稅抵免 28,733 9,339  

年度虧損 (441,377) (27,234)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7,818 65,034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47,818 65,034  

年度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393,559) 3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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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40,801) (26,782)

非控股權益 (576) (452)  

(441,377) (27,234)
  

以下人士應佔年度全面（開支）╱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93,110) 37,931

非控股權益 (449) (131)  

(393,559) 37,800
  

每股虧損
－基本（港仙） (8.40)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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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402 2,797

投資物業 4,160,477 792,245

無形資產 97,808 4,155

採礦權 18,716 81,791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627 609

使用權資產 4,152 6,189

遞延稅項資產 – 5,600

收購附屬公司支付的按金及其他非流動按金 1,502 118,765

其他非流動資產 6,000 6,000  

4,290,684 1,018,151  

流動資產

存貨 4,096 1,955

按公允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8,471 7,887

應收賬款 25,620 3,701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98,558 965,140

銀行結餘及現金 255,354 496,862  

392,099 1,475,54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27,135 –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342,575 17,550

借貸 1,910,778 235,626

租賃負債 2,859 2,383

應付稅項 109,052 127,452  

2,392,399 383,011  

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2,000,300) 1,092,53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290,384 2,11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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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575,664 –

租賃負債 1,530 3,936  

577,194 3,936  

資產淨值 1,713,190 2,106,749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62,501 262,501

儲備 1,448,515 1,841,62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711,016 2,104,126

非控股權益 2,174 2,623  

權益總額 1,713,190 2,106,749
  

董事局欲強調，於本公告日期，上文所載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尚未定稿，
且尚未從中國境內銀行收到審計確認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上文所載
的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僅基於董事局初步評估得出，並由董事局審
核委員會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管理
賬目進行審閱。有關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尚未經核數師審閱或審計，亦並非
基於經核數師審計或審閱的任何其他數據或資料得出，因此，在核數師完成審
計之前，可能會進行潛在調整及定稿。為（其中包括）考慮及批准刊發截至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及年報而召開的董事局
會議，將延後至有待董事局釐定的日期舉行。本公司正在與核數師緊密合作及
積極溝通，以協助核數師完成對本集團綜合財務資料的審計工作，且本公司目
前預期將在不遲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刊發經核數師協定的本集團截至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及年報。

股息

董事局不建議派發本年度的末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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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公告

於完成審計程序後，本公司將刊發進一步公告，內容有關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以及其與本公告所載的未經審核
綜合財務資料之重大差異（如有）。此外，倘在完成審計程序時出現其他重大發
展，本公司將於有關發展落實後在必要時刊發進一步公告。本公告所載的本集
團未經審核管理賬目的未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未經審核，亦未經本公司核數
師協定。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刊發未經審核管理賬目

本 公 告 已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網 站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irasia.com/listco/hk/taiunited/index.htm。

承董事局命
太和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行政總裁
王宏放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包括以下董事：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王宏放先生 肖益群先生
 （主席及行政總裁）
鄭育淳先生（執行總裁）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偉松先生 高濱博士

劉艷女士
鄧竟成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