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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本核數師（以下簡稱「我們」）已審計列載於第 69 至 129 頁的電能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

稱「貴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此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綜合財務狀況表、截至該日止年度的

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綜合股本權益變動表和綜合現金流量表，以及綜合財務報表的附註，包括主要會計

政策概要。

我們認為，此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公平的反映了貴集團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綜合財務狀況及其截至該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表現及綜合現金流量，並已遵照香港《公司條例》妥為

擬備。

意見的基礎

我們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我們在該等準則下承擔的責任已在本報告「核數師就審

計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部分中作進一步闡述。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以下簡稱「守

則」），我們獨立於貴集團，並已履行守則中的其他專業道德責任。我們相信，我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能充足及適當

地為我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關鍵審計事項

關鍵審計事項是根據我們的專業判斷，認為對本期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的事項。這些事項是在我們審計整

體綜合財務報表及出具意見時進行處理的。我們不會對這些事項提供單獨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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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權益之會計處理

根據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3 和 14 和會計政策附註 2(e)。

關鍵審計事項 我們的審計如何處理該事項

貴集團的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於香港及海外營運
（包括英國、澳洲、泰國、中國、加拿大、荷蘭、
葡萄牙、新西蘭及美國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貴集團所佔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之溢利
減虧損及貴集團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之權益佔貴
集團綜合財務報表重大的篇幅。

海外營運的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根據每個管轄區
當前的會計準則而準備的財務資料，或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有所差異。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換算這些實體公司的財
務資料用作權益法會計入賬涉及不少管理層決定
的人工調整，當中性質相當複雜。

我們認為海外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權益之會計處
理為關鍵審計事項，因為該等實體公司於綜合財
務報表有重大影響及管理層所決定的相關調整性
質複雜，我們相信會增加潛在錯誤的風險。

我們就評估海外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權益之會計處理之準
確性的審計程序包括以下程序：

• 根據《香港審計準則》對於香港營運的聯營公司（港燈電
力投資有限公司 )的綜合財務報表進行審計；

• 評估這些海外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的核數師之獨立性
和能力；

• 參與由核數師就重大的海外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的審
核而進行的風險評估過程；

• 明白主要的海外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的核數師對已界
定的重大風險將會進行的審核程序和考慮就審核貴集
團的綜合財務報表所計劃的程序是否合適；

• 收集重大的海外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核數師所提供的
報告及與核數師商討於核數時會影響貴集團綜合財務
報告、核數工作和總結的重要事項；

• 評估海外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換算海外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的財務資料而作出的重
大人工調整，比較該調整及所得憑證或已對該調整的
依據重新計算；

• 評估管理層就海外聯營公司和合營公司的財務資料調
整後是否根據貴集團的會計政策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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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及核數師報告以外的信息

董事需對其他信息負責。其他信息包括年報內的所有資料，但不包括綜合財務報表及我們的核數師報告。

我們對綜合財務報表的意見並不涵蓋其他信息，我們亦不對該等其他信息發表任何形式的鑒證結論。

結合我們對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我們的責任是閱讀其他信息，在此過程中，考慮其他信息是否與綜合財務報表或

我們在審計過程中所了解的情況存在重大抵觸或者似乎有重大錯誤陳述的情況。

基於我們已執行的工作，如果我們認為其他信息有重大錯誤陳述，我們需要報告該事實。在這方面，我們沒有任何

報告。

董事就綜合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董事須負責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擬備真實而中肯的綜合財務報表，並

對其認為為使綜合財務報表的擬備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所需的內部控制負責。

在擬備綜合財務報表時，董事負責評估貴集團持續經營的能力，並在適用情況下披露與持續經營有關的事項，以及

使用持續經營為會計基礎，除非董事有意將貴集團清盤或停止經營，或別無其他實際的替代方案。

審計委員會協助董事履行監督貴集團財務報告過程的責任。

核數師就審計綜合財務報表承擔的責任

我們的目標，是對綜合財務報表整體是否不存在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取得合理保證，並出具包括

我們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我們是按照香港《公司條例》第 405 條的規定，僅向整體成員報告。除此以外，我們的報告

不可作其他用途。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對任何其他人士負責或承擔法律責任。合理保證是高水平的保證，但

不能保證按《香港審計準則》進行的審計，在某一重大錯誤陳述存在時總能發現。錯誤陳述可以由欺詐或錯誤引起，

如果合理預期它們單獨或滙總起來可能影響綜合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出的經濟決定，則有關的錯誤陳述可被視作重

大。

在根據《香港審計準則》進行審計的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專業判斷，保持了專業懷疑態度。我們亦：

• 識別和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綜合財務報表存在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設計及執行審計程序以應對這些風

險，以及取得充足和適當的審計憑證，作為我們意見的基礎。由於欺詐可能涉及串謀、偽造、蓄意遺漏、虛假

陳述，或凌駕於內部控制之上，因此未能發現因欺詐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高於未能發現因錯誤而導致

的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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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與審計相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適當的審計程序，但目的並非對貴集團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意見。

• 評價董事所採用會計政策的恰當性及作出會計估計和相關披露資料的合理性。

• 對董事採用持續經營會計基礎的恰當性作出結論。根據所獲取的審計憑證，確定是否存在與事項或情況有關的

重大不確定性，從而可能對貴集團持續經營能力產生重大疑慮。如果我們認為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有必要在

核數師報告中提請使用者注意綜合財務報表中的相關披露。假若有關的披露資料不足，則我們須出具保留意見

的核數師報告。我們的結論是基於核數師報告日止所取得的審計憑證。然而，未來事項或產生情況可能導致貴

集團不能持續經營。

• 評價綜合財務報表的整體列報方式、結構和內容，包括披露資料，以及綜合財務報表是否公平的反映交易和事

項。

• 就貴集團內實體或業務活動的財務資料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以對貴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我們

負責貴集團審計監督和執行的方向。我們對審計意見承擔全部責任。

除其他事項外，我們與審計委員會溝通了計劃的審計範圍、時間安排、重大審計發現等，包括我們在審計中識別出

內部控制的任何重大缺陷。

我們還向審計委員會提交聲明，說明我們已符合有關獨立性的相關專業道德要求，並與他們溝通有可能合理地被認

為會影響我們獨立性的所有關係和其他事項，以及在適用的情況下，相關的防範措施。

從與審計委員會溝通的事項中，我們決定哪些事項對本期綜合財務報表的審計最為重要，因而構成關鍵審計事項。

我們會在核數師報告中描述這些事項，除非法律法規不允許公開披露這些事項，或在極端罕見的情況下，如果合理

預期在我們報告中溝通某事項而造成的負面後果超過產生的公眾利益，我們決定不應在報告中溝通該事項。

出具本獨立核數師報告的審計項目合夥人是葉嘉明。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 10 號

太子大廈 8 樓

2018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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