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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立国际集团 Dragon Global Group
天立国际集团 (“天立国际”)，是一家于香港成立的独立顾问公司，
提供矿山勘探开采﹑项目融资并购﹑以及企业评估服务。天立国际致
力为企业向世界各地拓展业务，特别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完成
他们的中国梦。

影视媒体

最新资讯
2–5 /11/2013 天立礦產資源顧問有限公司於天津梅江會展中心...
20–21 /03/2013 天立礦產資源顧問有限公司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02/06/2013 天立礦產資源顧問有限公司於香港大學舉行的專場招聘會...
勼悇泂淖恌雥蛵鈰昃咈忯裷亍岭禐嫈。
勼悇泂淖恌雥蛵鈰忔旮敃囮昃咈忯裷鈰忔旮鈰忔旮鈰忔旮亍岭禐嫈。
勼悇泂淖恌雥蛵鈰忔旮敃咈忯裷亍岭禐嫈。

勼悇泂淖恌雥蛵鈰忔旮鈰忔旮鈰忔

勼悇泂淖恌雥蛵鈰忔旮敃囮昃鈰忔旮咈忯裷亍岭禐嫈。

旮敃囮昃咈忯裷亍岭禐嫈。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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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宣传AusIMM学生分部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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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立国际集团
天立国际集团 (“天立国际”)，是一家于香港成立的独立顾问公司，提供矿山勘探开采﹑项目融资并购﹑以及企业评估服务。天立国际致力为企业向世界
各地拓展业务，特别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完成他们的中国梦。

矿山勘探开采
天立矿产资源顾问有限公司(“天立矿产”)是天立国际旗下专职负责矿山项目的顾问公司。天立矿产的团队在地质及石油勘探，以及矿产项目评估及估值兩
方面均拥有多年经验。团队主要由经验丰富的地质师和独立专业的钻探队伍组成﹔他們都曾参与勘探及管理众多大型矿山项目。我们可以为企业提供专业的
矿产顾问服务，包括矿山项目的并购、融资，以及矿山矿石的收购。此外，天立矿产有不少具合资格人士资格的成员，熟悉矿业的上市要求，能协助矿产企
业进入股票市场。同时我们也有具备矿产行业背景的专业金融分析师对矿山项目进行评估及估值。

企业评估服务
天立国际旗下的天立评估有限公司(“天立评估”)致力为企业满足融资与财务报告需求，评估对象涉及企业、房地产、自然资源、厂房及机器设备、金融资
产和无形资产等，确保客户的资产价值得到最佳的体现和提升。天立评估拥有针对上市﹑收购项目上的购买价格分摊和资产减值的评估工作经验，并熟悉
评估工作的会计准则，能够具体地满足客户评估需求﹔针对评估报告，天立评估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咨询服务，以及涵盖了整个投资流程的解决方案。
天立评估的风险管理团队更可以为客户提供专业意见，协助客户有效地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更进一步发展业务。

愿景
天立国际的目标是建立一支亚太区的专业矿产资源顾问团队，协助客户将可行的构想转化成实际及可持续发展的商业项目。此外，我们亦致力于协助中国
企业“走出去”，实践中国梦。

使命
为客户在矿山勘探开采﹑项目融资并购﹑以及企业评估服务方面提供一站式的服务。矿山勘探开采方面，天立国际不单只提供顾问服务和为勘探项目编写
尽职调查和独立技术报告,亦参与矿产项目的各阶段工作如项目计划﹑实行和管理﹔同时也会为客户的项目进行估值。企业评估服务方面，天立国际的咨询
服务将涵盖整个投资流程的生命周期，从项目筛选到投资退出策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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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远大的目标、明确的市场定位、灵活的业务策划和完善的财务管理，能让企业迈向成功。另一方面，企业亦需要客观分析自己的内部价值和其竞
争对手，才可以作出有效的决策和增添谈判的筹码。天立矿产的企业评估及咨询服务可以满足客户的融资与财务报告需求，确保资产价值得到最佳的
体现和提升。
天立矿产的评估服务能准确地展示客户的资产价值。我们的评估对象涉及企业、房地产、自然资源、厂房及机器设备、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等。我们在大型
上市和根据会计准则进行评估工作方面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能够具体地满足客户评估需求。针对评估报告，天立矿产的咨询服务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解决
方案。我们的咨询服务从项目筛选到投资退出策略涵盖了投资流程的整个生命周期，并与地质学家与测量师等专业人员紧密合作，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综合性
解决方案。

业务评估

资产及负债评估

尽管市场环境瞬息万变，天立矿产的专业评估人员仍能为企业提供全面的分
析，并能准确评估企业的价值﹔在收购合并、私人配股及年终财务审计等情
况，向证券交易所、财务顾问、律师及会计师等提供独立评估意见。我们的
业务估值经验包括矿产资源如铜、黄金、铁和镍。

根据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3号《业务合并》，收购方必须于收购交易完成日，
评估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资产及负债的公允值，（即「收购价格分摊」），以
计算因收购所产生的商誉(如有)。天立矿产的评估团队拥有「收购价格分摊」
处理经验，能助您的公司顺利完成项目收购。

财务及投资尽职调查

商业及无形资产评估

当买卖双方进行特定交易时，天立矿产可以就有关财务、税务、退休金、信
息技术及营运方面的尽职调查提供意见。我们可以针对客户的业务需求并与
其他顾问紧密合作，提供灵活的方案。我们的服务包括调查财务及营运历史
记录、商业权益、企业及管理信誉和未公开的债务等。

在公开发行新股上市、收购合并、进行内部及外部会计时，公司都需要评估
无形资产。天立矿产的专家能精确评估企业的多元化资产及无形资产，致力
为客户在收购合并、首次招股、中期报告及年报等企业交易专案提供独立的
评估意见。我们可为客户评估的无形资产包括采矿权及探矿权。

应用于并购交易上：

应用于财务报告上：

企业公允值评估及尽职调查工作对并购交易相当重要。除了为管理团队作财
务决策或集团重组时提供内部参考资料，它们也有可能是买卖双方完成收购
的先决条件，又或是上市条例的要求之一。同时，公允值评估及尽职调查工
作亦能成为上市公司及准上市公司作公开文件中的参考备份。

现时公允值的会计应用日益普及。例如在现行国际会计准则（IAS）和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IFRS）要求下，多项资产和负债均需以公允值来衡量。此
外，企业的并购活动亦需为购买价格按资产类别分配，并在往后的每一年对
商誉作减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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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合并活动过程的透明度，以及确定资产的真正价值，国际财务会计准则透过订立购买价格分摊对企业合并实施严格的会计审查。购买价格分摊
(或“资产和负债评估”)的目的是为收购或合并后的各项主要资产及债项订下合理的价值，当中涉及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类：
天立矿产曾协助多间上市公司进行收购项目上的购买价格分摊。凭借在机器及设备以及房地产专案评估上的专长，我们可以提供价格相宜的一站式购买
价格分摊及商誉风险测试服务。天立矿产的分析师在各行业及地区的商誉评估范畴都拥有丰富经验，并符合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HKFRS/IFRS)﹑一般公认会计原则 (GAAP) 及其他国际准则要求。
不动产

动产及相关资产

无形资产

负债

土地

机器设备

商标

递延收入

土地改良

家具及固定装置

商誉

待确定的作价

建筑物

电脑设备

内部使用软件

待确定的债务

租赁利益

车辆

客户关系/名单

在建工程

优惠的供应协议

租赁资产的改良物

非竞争性合约
牌照协议
智慧财产权
专利及非专利技术

企业合并的财务报告的收购价值分配需要符合以下一般公认会计原则 (GAAP) 和税务规则：
香港财务准则/国际财务准则第3R号 (HKFRS/IFRS 3R) (需以HKFRS/IFRS报告的公司) 企业合并
香港财务准则/国际财务准则第13号 (HKFRS/IFRS 13) 公允价值计量
美国会计准则法第805号 (FASB ASC Topic 805) (需以美国GAAP报告的公司) 企业合并
美国会计准则法第820号 (FASB ASC 820) 公允价值计量
美国会计准则法第350号 (FASB ASC 350) 减值 – 商誉及其他
美国会计准则法第852号 (FASB ASC 852) 重组
根据香港财务准则/国际财务准则第3R号，公司必需在收购日计量公允价值。同时，该准则亦对财务报告引入了重要的转变，包括对会计的转变：
交易和重组成本
待确定的作价
待确定的债务
负商誉 (议价购入)
正在进行的研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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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测试的模式很多，测试周期可以是每年年度测试或「突发测试」；测
试目标可以是特定的资产或资产组别；测试的结果可以直接记录公允价值
或多重测试过程，又或以其他减值会计特有的作价显示。但是不同资产的
减值损失测试有不同的财务报告﹕
固定资产，可确认无形资产和商誉在香港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
(HKAS/IAS 36) 要求下，要以不超过其「应退数额」的形式记录在财务报表
上。该数额是将净变现价值(透过出售资产后所得的数额) 以及使用价值(透过
利用资产取得的数额) 作比较，然后取两者中较高的一方作准。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规定商
誉及其他，商誉及无限期的无形资产必需最少每年进行减值测试一次 (美国
会计准则法第350号 (ASC 350) 无形资产) ﹔在事件发生或环境改变时需
要对长期资产*进行可恢复性测试，以表明其帐面值或未能恢复 (美国会计
准则法第360号 (ASC 360)物业、工厂、及设备，要求)。
当资产的公允价值#少于帐面价值，美国会计准则法ASC 350 和 ASC 360
或会把差别阐释为减值，并要求资产持有者从账目上勾销差别作为减值的
价值。
*长期资产或包括不动产及相关无形资产 (土地、土地构筑物、建筑物及租赁权
益)，动产及相关资产 (动产、租赁资产的改良物及在建工程) 及无形资产 (商
标、技术、非竞争协议及客户关系) 。
#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美国会计准则法FASB ASC 820 ，公允价
值是「在计量当日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有序交易所出售资产所收取的价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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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负债支付的费用。」，而在FASB ASC 820中指出其计量方法的主要
原则包括﹕
假设交易是有序的而不是强迫出售。
假设交易是在主要或最有优势的市场发生的。
资产 (负债) 是在市场参与者之间交易。
公允价值不应反映任何交易成本的调整，但它可以包括一些情况下的运
输成本。
公允价值应反映平仓价，并为被接受的出售资产价格。
公允价值应反映持有资产或欠有负债的市场参与者的看法；所以能反映
其最高及最佳的用途。不论持有资产或欠有负债的状况是为使用中 (与其
他资产合并) 或交换中 (独立的资产) ，它们的最高及最佳用途决定了价
值前提。
天立矿产可以帮助不同类形的客户进行资产减值测试。由财富500强公司
数百万美元的资产冲销，至私人公司作收购用途的小型资产调整，我们均
可为其从复杂的资产减值规则提供对现实经营环境的专业意见。
我们的减值测试服务包括：
协助整个减值测试计划过程
为报告单位估计公允价值
按报告单位的运作关系，将被收购的资产及已承担的负债分配到报告单位
按报告单位在合并中的受益关系，分配商誉到相关报告单位
重新分配资产，包括商誉及负债，到报告单位，以作为报告结构重组的一
部份
测试长期资产的减值及决定资产组别结构，使其与可确定的最低水准现金
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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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企业采用愈来愈多不同的金融衍生工具，例如股票挂钩投资、累积认
购期权／累积沽售期权、利率交换契约、商品交换、外币交换、期货／远
期合约等。它们对公司的财政状况有很大的影响，能为某单位创制金融资
产的合约，或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股本工具。现时，最新的会计准则规
定这些金融衍生工具必须以授予日的公平价值计算。
金融资产的合约﹑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股本工具(HKFRS/IFRS9,
HKAS/IAS 39, HKAS/IAS 32, SFAS 133)
根据香港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HKAS/IAS 39及HKFRS/IFRS 9，范围
包括债务和股权投资、贷款、贸易应收帐项和应付帐款、符合规定的准备
金、以净现金支付的商品合约、财务担保合约、衍生工具和可转换债务，
以及其他包含在附有衍生工具的合约。企业的合并活动 (香港财务准则/国
际财务准则HKFRS/IFRS 3，财务会计准则公报SFAS 141)，对冲会计和
一般财务报告需要计量这些资产。

© 2013 天立矿产资源顾问有限公司

关于我们 | 一站式矿产资源服务 | 其他評估工作 | 联系我们

资产减值损失测试

中|ENG

可换投债券评估

合约种类的增加有可能使期权出现。例如可换股的、附有期权的租赁，以
及其他附有衍生工具的合约。考虑到对公司的经济影响，企业必需详细地
分析这些合约的分类，而相关计量通常需要使用评估模型。
天立矿产的风险管理团队能为客户提供专业意见，协助客户有效地运用金
融衍生工具，更进一步发展业务。我们在大中华或世界各地的评估顾问，
均对大部份金融衍生工具的评估建立拥有丰富经验。顾问团队掌握最新的
会计准则，除了常用的现金流量贴现法和实物期权定价技巧，更可以运用
最新的估值模型计算金融衍生工具的公平价值，如“布莱克-斯科尔斯-墨顿
期权定价模型 (Black-Scholes)”、“二项式期权评价模型(Lattice)”及
“蒙特卡罗模拟方法 (Monte Car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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