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期報告 二零一五年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太陽國際資源有限公司1

創業板乃為相對於在聯交所上市之其他公司而言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上市的一個市場。有
意投資者應瞭解投資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具
有較高風險及其他特點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投資者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屬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
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量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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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明不會就因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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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本集團之資料，董事願就本報告所載內容共同及個別
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確信：(1)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主
要方面均為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2)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令本報告之內容有所誤導；及(3)
本報告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與假設為基礎。

本報告將於登載日期起計不少於七天在創業板網站 www.hkgem.com「最新公司報告」頁內登載及刊登
於本公司指定網站http://www.sun8029.com/。

www.hkgem.com
http://www.sun8029.com/


財務摘要（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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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約為51,452,000港元，與上個財政年度
同期相比減少約29%。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為28,345,000港元，而上個財政年度同
期的毛利約為40,186,000港元。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東應佔虧損約為74,859,000港元，而上個財
政年度同期淨虧損約為92,553,000港元。

‧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二零一五年中期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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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四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益 2 16,014,505 28,168,325 51,452,285 72,539,874

直接成本 (2,014,972) (15,784,362) (23,107,223) (32,353,994)      

毛利 13,999,533 12,383,963 28,345,062 40,185,880

其他經營收入 4,362,330 (1,669,576) 7,692,856 17,307,850

行政開支 (70,863,387) (54,886,790) (102,716,306) (118,872,473)

佔聯營公司虧損 (12,687) (106,045) (31,292) (200,011)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 (22,694,347) – (24,468,363)

財務成本 (5,276,602) (9,241,945) (8,237,123) (13,595,559)      

除稅前（虧損）╱溢利 3 (57,790,813) (76,214,740) (74,946,803) (99,642,676)

所得稅開支 4 – (26) (313,563) (752)      

期內（虧損）╱溢利 (57,790,813) (76,214,766) (75,260,366) (99,643,428)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已付股息 – – – (2,260,000)

外幣換算差額 17,119,417 4,997,770 18,581,087 (4,620,957)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收入 17,119,417 4,997,770 18,581,087 (6,88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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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中期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期內全面（虧損）
╱收入總額 (40,671,396) (71,216,996) (56,679,279) (106,524,385)      

    

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7,533,644) (77,621,757) (74,858,700) (92,553,377)

非控股權益 (257,169) 1,406,991 (401,666) (7,090,051)      

(57,790,813) (76,214,766) (75,260,366) (99,643,428)      

應佔全面（虧損）
╱收入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40,414,227) (82,529,247) (56,277,613) (103,958,490)

非控股權益 (257,169) 11,312,251 (401,666) (2,565,895)      

(40,671,396) (71,216,996) (56,679,279) (106,524,385)      

股息 5 – – – –      

每股盈利 6
基本（每股港仙） (4.13) (11.16) (5.38) (13.30)      

攤薄（每股港仙） (4.13) (11.16) (5.38)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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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中期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商譽 7 6,528,059 6,528,059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49,431,698 57,352,429

生物資產－非流動部分 71,249,256 78,571,45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165,718,800 165,683,163    

292,927,813 308,135,110    

流動資產
存貨 – 808,279

生物資產－流動部分 110,799,812 127,801,912

應收貿易賬款 9 73,054,207 75,354,53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8,550,595 10,533,642

應收附屬公司一名非控股股東款項 9,360,000 9,360,000

可收回稅項 – 7,260,098

銀行結餘及現金 65,463,794 50,438,508    

267,228,408 281,556,97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8,588,946 8,464,665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9,693,407 37,437,453

已收按金及遞延收益 22,866,667 5,103,482

承兌票據 12 – 140,000,000    

61,149,020 191,005,600    



中期報告  2 0 1 5 6

二零一五年中期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206,079,388 90,551,37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99,007,201 398,686,480

非流動負債
承兌票據 12 140,000,000 –

債券 238,000,000 221,000,000    

378,000,000 221,000,000    

121,007,201 177,686,480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55,656,000 55,656,000

儲備 52,637,872 108,915,485

非控股權益 12,713,329 13,114,995    

121,007,201 177,68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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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中期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股本贖回

儲備 合併虧損 購股權儲備 匯兌儲備
累積溢利╱
（虧損） 小計 非控股權益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55,656,000 775,075,169 254,600 369,866 38,254,919 (3,665,018) (269,628,531) 596,317,005 (14,793,863) 581,523,142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溢利 – – – – – – (92,553,377) (92,553,377) (7,090,051) (99,643,428)

其他全面收入：
已付股息 – – – – – – (2,260,000) (2,260,000) – (2,260,000)

外幣換算差額 – – – – – (9,145,113) – (9,145,113) 4,524,156 (4,620,957)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全面收入總額 – – – – – (9,145,113) (94,813,377) (103,958,490) (2,565,895) (106,524,385)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5,656,000 775,075,169 254,600 369,866 38,254,919 (12,810,131) (364,441,908) 492,358,515 (17,359,758) 474,998,757           

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55,656,000 775,075,169 254,600 369,866 46,554,612 (15,804,934) (697,533,828) 164,571,485 13,114,995 177,686,480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溢利 – – – – – – (74,858,700) (74,858,700) (401,666) (75,260,366)

其他全面收入：
已付股息 – – – – – – – – – –

外幣換算差額 – – – – – 18,581,087 – 18,581,087 – 18,581,087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全面收入總額 – – – – – 18,581,087 (74,858,700) (56,277,613) (401,666) (56,679,279)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5,656,000 775,075,169 254,600 369,866 46,554,612 2,776,153 (772,392,528) 108,293,872 12,713,329 121,007,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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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中期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耗之現金淨額 (15,048,963) (98,063,262)

投資活動所耗之現金淨額 (1,263,358) (9,344,075)

融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8,762,877 85,918,10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7,549,444) (21,489,233)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0,438,508 65,105,903

匯率變動的影響 22,574,730 15,496,534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5,463,794 59,113,204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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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申

報」、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本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須與截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多項全新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起會計期間生

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影響；至於仍未生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

團現正評估其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狀況之影響。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惟若干物業以及若干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值計算。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

採用者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

會及審計師審閱。

2. 收益
收益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提供服務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

分類資料以兩種分類形式呈列：(i)主要分類報告基準為業務分類；及(ii)次要分類報告基準為地區分類。

業務分類

本集團所經營之業務乃根據其運作及所提供服務之性質加以組織並獨立管理，本集團每個業務分類代表一

個策略性業務單位，所提供之服務所面對之風險及回報與其他業務分類有所不同。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現已組織成三個業務分類：電腦軟件解決方案及服務、馬匹服務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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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續）
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電腦軟件
解決方案
及服務 酒店服務 馬匹服務 採礦服務 其他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外部銷售 15,810,000 – 35,642,285 – – 51,452,285       

業績
分類業績 3,936,407 – (64,481,359) – (4,094,482) (64,639,434)      

未劃分之企業收入 2,106

未劃分之企業開支 (2,072,352)

財務成本 (8,237,123) 

除稅前溢利 (74,946,803)

所得稅開支 (313,563) 

期內虧損 (75,26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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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附註

2. 收益（續）
分類資料（續）

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電腦軟件
解決方案
及服務 酒店服務 馬匹服務 採礦服務 其他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外部銷售 35,205,226 4,145,493 33,189,155 – – 72,539,874       

業績
分類業績 25,666,835 (3,954,230) (55,254,367) (14,488,809) (6,271,799) (54,302,370)      

未劃分之企業收入 3,600

未劃分之企業開支 (31,748,347)

財務成本 (13,595,559) 

除稅前溢利 (99,642,676)

所得稅開支 (752) 

期內虧損 (99,64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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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附註

2. 收益（續）
地區分類

本集團業務主要位於香港、印尼及菲律賓。下表載列本集團營業額按地區市場劃分之分析：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1,281,685 12,627,190

菲律賓 – 4,145,493

澳門 14,810,000 22,963,617

澳洲 35,360,600 32,803,574   

51,452,285 72,539,874   

以下載列按資產所在區域劃分之分類資產賬面值及資本開支之分析：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香港 178,298,687 474,994,303

菲律賓 – –

印尼 – 9,067,920

澳門 37,931 83,990

澳洲 114,591,195 138,921,965   

292,927,813 623,06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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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附註

3.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

－工資、薪金及其他 11,145,872 9,506,499 20,291,423 19,377,646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自置資產 2,120,549 2,341,157 4,269,695 5,790,060

利息收入 87,068 98,800 171,683 321,343     

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及海外利得稅乃分別按稅率16.5%（二零一四年：16.5%）及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當時稅率作出撥

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 – 313,563 –

－海外稅項 – 26 – 752     

– 26 313,563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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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附註

5.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四年：無）。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

攤薄盈利之本公司股權

持有人應佔溢利 (57,533,644) (77,621,757) (74,858,700) (92,553,377)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91,400,000 695,700,000 1,391,400,000 695,700,000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 – –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91,400,000 695,700,000 1,391,400,000 695,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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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譽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431,384,586 510,685,062

出售附屬公司 – (79,300,476)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431,384,586 431,384,586   

減值

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424,856,527 330,171,926

年度減值 – 173,985,077

出售附屬公司後撥回 – (79,300,476)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424,856,527 424,856,527   

賬面值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 6,528,059 6,528,059   

商譽減值測試

就減值測試而言，商譽被分配至以下現金產生單位。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商譽之賬面值（經扣除累

計減值虧損）分配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電腦軟件解決方案及服務 6,528,059 6,528,059   

6,528,059 6,528,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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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成本：
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83,698,559 191,486,080
添置 1,488,113 13,623,326
出售 (618,720) (217,248)
出售附屬公司時對銷 – (112,954,007)
匯兌調整 (5,351,244) (8,239,592)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79,216,708 83,698,559   

折舊：
於二零一五年╱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26,346,130 40,927,407
折舊開支 4,269,695 12,616,148
出售時予以撇銷 (618,720) (32,855)
出售附屬公司時對銷 – (26,221,215)
匯兌調整 (212,095) (943,355)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29,785,010 26,346,130   

賬面淨值：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 49,431,698 57,352,429   

9. 應收貿易賬款
以下為於報告日期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29,923,071 11,981,083
31–60天 6,237,286 5,781,067
61–90天 3,281,582 3,385,441
90天以上 33,612,268 54,206,940   

73,054,207 75,354,531   

應收貿易賬款之平均信貸期為30至180天。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以港元計值。

由於債務人信貸質素良好，故本公司董事認為，無需就逾期之貿易應收賬款作出減值撥備。本公司董事認
為，本集團應收貿易賬款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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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金 2,576,996 1,489,673
預付款項 3,632,072 8,890,819
其他應收款項 2,341,527 153,150   

8,550,595 10,533,642   

董事認為，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1. 應付貿易賬款
以下為於報告日期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7,380,982 8,464,665
31–90天 572,464 –
91–120天 – –
180天以上 635,500 –   

8,588,946 8,464,665   

12. 承兌票據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即期 – 140,000,000
非即期 140,000,000 –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承兌票據為無抵押、免息並將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到期。

董事認為承兌票據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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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普通股數目 金額

港元

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每股0.08港元）╱

九月三十日（每股0.04港元）

20,000,000,000/

40,000,000,000 1,60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695,700,000/

九月三十日 1,391,400,000 55,656,000   

14. 關連人士交易
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本公司之關連人士）間之交易已於綜合時對銷及並無於本附註內披露。本集團與其他

關連人士間之交易詳情披露如下。

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

期內，本集團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作為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610,505 786,790 1,221,009 1,569,580

退休福利 13,500 16,000 27,000 34,000     

624,005 802,790 1,248,009 1,60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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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回顧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51,452,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同
期減少29%。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電腦服務業務及出售酒店服務業務產生之收益減少所致。

直接成本由去年同期錄得之約32,354,000港元減少至約23,107,000港元及毛利率減少主要由於在報
告期內電腦服務業務之營業額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較二零一四年之約118,872,000港元減少14%至約102,716,000港元。開支減少主要由於出
售酒店及採礦服務業務之附屬公司所致。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74,859,000港元，而上一
個財政年度同期則錄得虧損淨額92,553,000港元。減少乃主要由於出售酒店及採礦服務業務之附屬
公司及融資成本減少所致。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項下，經營活動之現金淨額較去年同期增加約83,000,000港元，報告期內的
主要變動包括：增加長期貸款約9,000,000港元、生物資產減少24,000,000港元、預付款項、按金
及其他應收款項減少28,000,000港元、應付賬款增加900,000港元及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
6,000,000港元。與上個財政年度同期相比，有關變動包括：長期貸款增加約85,000,000港元、購入
固定資產及生物資產40,000,000港元、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4,000,000港元、應付賬
款減少24,000,000港元以及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減少20,000,000港元。

業務回顧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已採取行動就網上遊戲顧客之現時需求及期望進行市場調查。有關銷售及推廣
廣告活動已透過互聯網及其他媒體平台進行。然而，電腦軟件解決方案及服務產生之收益大幅減
少，因為本集團之遊戲軟件解決方案相關服務產生之銷售未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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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八月透過Eliza Park International Pty. Limited收購Eliza Park Pty. Limited的資產，
進軍澳洲馬匹買賣及配種馬業務。本集團投資擴充馬匹服務，提升現有基建及購入純種馬以供買
賣。於報告期間，該分部產生之收益由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32,804,000港元增
加約8%，至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約35,361,000港元。本集團將盡最大努力向客戶
提供全面的純種馬相關服務，包括馬匹繁殖、飼養、出售、放牧、休息、教育、管理意見及訓練。

前景
本集團於財政年度的主要業務活動包括馬匹服務及電腦服務。本集團持續經營及分配資源予馬匹服
務及電腦服務業務，原因是其能為本集團帶來收入。

與此同時，董事會一直積極尋求商機，以進一步擴展業務範圍及擴大本集團收益基礎。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77,686,000港元減至
約121,007,000港元。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65,464,000港元，相比二零
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增加約30%。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運資
金主要來自透過金融機構配售債券。

質押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持作財務租約之廠房及設備（二零一四年：零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本集團收入及支出以港元及澳元計值，本集團所面臨之外匯風險並不重大。因此，並無採取對沖或
其他安排以降低貨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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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僱員總數為102名（二零一四年：102名），及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薪酬總額約為20,291,000港元（二零一四年：19,378,000港元）。本集團高級行政人員之
酬金政策基本上按表現而釐定。僱員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障及強制性公積金（如適用）。花紅與個人
表現掛鈎，因人而異。本集團根據其購股權計劃可向表現出色之僱員獎勵購股權並挽留重要員工。
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乃經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審批。

股份拆細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將其股本中一(1)股面值0.08港元之現有已發行及未行股份拆細
為兩(2)股份每股面值0.04港元之拆細股份。

據此，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 1,600,000,000港元，分為 40,000,000,000股拆細股份，其中
1,391,400,000股拆細股份為已發行及繳足股份或入賬列作繳足股份。

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後將發行之股份數目及相應行使價亦已據此調整。

報告期後事項
有關收購太陽國際証券有限公司及太陽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份
之主要及關連交易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九日，本公司與本公司主要股東的一名關連人士（「賣方」）訂立收購協議，據
此，買方有條件同意收購而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太陽國際証券有限公司及太陽國際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全部權益，代價為147,300,000港元（可予調整）。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舉行股東
特別大會（「大會」），以考慮及酌情批准建議交易。是次交易連同與賣方之附屬公司進行之建議持續
關連交易的詳情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九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四日的公告及通函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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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規定存置之登記冊記錄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6條須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1)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04港元之普通股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數量 身份
佔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周焯華先生 法團（附註） 656,928,290 受控法團權益 47.14%

李志成先生 個人 750,000 實益擁有人 0.05%

附註： 該等普通股由First Cheer Holdings Limited持有。First Cheer Holdings Limited由周焯華先生及鄭

丁港先生分別實益擁有50%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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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相關股份之好倉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五日採納之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若干屬實益擁有人身
份之董事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之詳情如下：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購股權數目 年內行使
已失效
購股權

購股權
行使價

行使期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之未行使
購股權數目自 至

港元

周焯華先生 25/11/2010 1,251,250 – – 1.12 25/11/2010 24/11/2020 1,251,250

鄭美程女士 9/2/2010 11,492,308 – – 0.65 9/2/2010 8/2/2020 11,492,308

25/11/2010 12,581,250 – – 1.12 25/11/2010 24/11/2020 12,581,250

10/9/2014 1,391,400 – – 0.315 10/9/2014 9/9/2024 1,391,400

李志成先生 19/8/2008 11,509,880 – – 0.83 19/08/2008 18/08/2018 11,509,880

9/2/2010 11,492,308 – – 0.65 9/2/2010 8/2/2020 11,492,308

25/11/2010 12,581,250 – – 1.12 25/11/2010 24/11/2020 12,581,250

10/9/2014 13,914,000 – – 0.315 10/9/2014 9/9/2024 13,914,000

呂文華先生 10/9/2014 13,914,000 – – 0.315 10/9/2014 9/9/2024 13,914,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概無向董事或彼等各自
之聯繫人士授出新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而彼等尚未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須記錄於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本公司須予置存之登記冊內，或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
5.66條規定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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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五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之條款，董事會可全權酌情授出購股權予本
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僱員（包括任何執行及非執行董事）、準備聘用之僱員、諮詢人、顧問、代理、
承包商、客戶或供應商，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任何
購股權獲授出或獲行使。

舊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後，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五日終止運作。根據舊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並無購股權尚未行使，且於截至二
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購股權獲授出或獲行使。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之
行使期間

購股權之
行使價

 

授出日期

於
二零一五年
四月一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七月二十七日

經調整 於本期間行使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港元

13/08/2007 12,056,364 24,112,728 – 24,112,728 13/8/2007 至
12/8/2017

0.55

17/08/2007 6,646,154 13,292,308 – 13,292,308 17/8/2007 至
16/8/2017

0.52

21/08/2007 6,624,000 13,248,000 – 13,248,000 21/08/2007 至
20/08/2017

0.50

19/08/2008 45,620,603 91,241,206 – 91,241,206 19/08/2008 至
18/08/2018

0.83

27/08/2008 3,314,286 6,628,572 – 6,628,572 27/08/2008 至
26/08/2018

0.84

16/12/2009 34,122,222 68,244,444 – 68,244,444 16/12/2009 至
15/12/2019

0.54

09/02/2010 11,492,308 22,984,616 – 22,984,616 09/02/2010 至
08/02/2020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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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詳情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之
行使期間

購股權之
行使價

 

授出日期

於
二零一五年
四月一日

於二零一五年
七月二十七日

經調整 於本期間行使
於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港元

25/11/2010 32,704,375 65,408,750 – 65,408,750 25/11/2010 至
24/11/2020

1.12

07/12/2010 6,317,857 12,635,714 – 12,635,714 07/12/2010 至
06/12/2020

1.26

10/09/2014 14,609,700 29,219,400 – 29,219,400 10/09/2014 至
09/09/2024

0.32

    

173,507,867 347,015,734 – 347,015,734    

董事購入股份之權利

除上述披露外，於本期間內任何時間，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未獲授予權利，可藉購買本
公司或其他法團之股份或債券取得利益，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而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亦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以使董事、彼等各自之聯繫人獲得任何其他法團之該等權
利。

董事於合約的權益

本集團並無訂立於本期間結束時或期內任何時間仍然有效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董事直接或
間接擁有重大權益的任何重大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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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所作披露

就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

部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所示，下列人士或法團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及╱或直接
或間接擁有佔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可於所有情況下在本公司之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益：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04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數目 身份
佔已發行

股份之百分比

First Cheer Holdings Limited（附註1） 法團 654,677,040 實益擁有人 47.05%

鄭丁港（附註1） 法團 654,677,040 於受控制法團
之權益

47.05%

周焯華（附註1） 法團 654,677,040 於受控制法團
之權益

47.05%

Raywell Holdings Limited（附註2） 法團 135,430,000 實益擁有人 9.73%

楊克勤（附註2） 法團 135,430,000 於受控制法團
之權益

9.73%

附註：

1. First Cheer Holdings Limited由鄭丁港先生及周焯華先生分別實益擁有50%及50%之權益。因此，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鄭丁港先生及周焯華先生被視為於由First Cheer Holdings Limited實益擁有之654,677,040股

股份中擁有權益。

2. Raywell Holdings Limited由楊克勤先生全資實益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楊克勤先生被視為於

由Raywell Holdings Limited實益擁有之135,43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

條規定本公司須置存之股東名冊中記錄之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任何其他相關權益或淡倉。



太陽國際資源有限公司27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之法例均無優先購買權之條文，規定本公司須向現有股東按比例發
售新股。

權益競爭與衝突

概無本公司董事、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從事任
何與本集團業務發生競爭或可能發生競爭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之業務。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並以
書面方式界定其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負責審閱及監管本集團的財政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機制。於
回顧期內，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杜健存先生、陳天立先生及王志剛先
生，而杜健存先生被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已獲審核
委員會審閱。

薪酬委員會

根據公司管治常規守則，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八日成立其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於回
顧期內，薪酬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杜健存先生、陳天立先生及王志剛先生，
而陳天立先生被委任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薪酬委員會之主要職責包括就本集團制訂有關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之政策及架構給予董事會推薦
意見，並依據董事會不時議決之公司目標及宗旨審閱全體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特定薪酬組合。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繼續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其條款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

條至5.67條所規定之交易標準。本公司亦已特別向全體董事查詢，本公司並無察覺到任何未有遵行
規定交易標準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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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公司管治常
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鄭丁港先生、鄭美程女士、李志成先生及呂文華先
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天立先生、杜健存先生及王志剛先生。

承董事會命
太陽國際資源有限公司

主席
鄭丁港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