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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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上市之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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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料，本
公司董事願就其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本公司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
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且無遺漏任何其他
事實，致使本報告所載任何內容或本報告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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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公司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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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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營業額約為13,627,000港元，與上個財政年度同
期相比減少約35%。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毛利約為5,513,000港元，而上個財政年度同期之
毛利為14,039,000港元。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股東應佔虧損約為16,280,000港元，而上個財政
年度同期虧損約為30,112,000港元。

•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本集團股東應佔全面虧損總額約為21,430,000港元，而
上個財政年度同期則為虧損約23,595,000港元。

•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二零一七年第一季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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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
績，連同二零一六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收入 2 13,627,302 21,040,050

直接成本 (8,113,915) (7,000,585)    

毛利 5,513,387 14,039,465

其他經營收入 9,421,557 1,919,176

行政開支 (26,319,522) (45,096,705)

財務成本 3 (9,377,930) (3,237,734)

生物資產之公平值變動淨額 1,770,106 2,369,69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 (43,800)    

除稅前虧損 (18,992,402) (30,049,901)

所得稅開支 4 (50,684) (165,646)    

期內虧損 (19,043,086) (30,215,547)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外幣換算差額 (2,387,336) 6,620,54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21,430,422) (23,595,003)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6,280,392) (30,112,443)

非控股權益 (2,762,694) (103,104)    

(19,043,086) (30,215,547)    

期內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8,667,728) (23,491,899)

非控股權益 (2,762,694) (103,104)    

(21,430,422) (23,595,003)    

股息 5 – –    

每股盈利 6

基本（每股港仙） (1.2) (2.2)    

攤薄（每股港仙） (1.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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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第一季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

贖回儲備 合併虧損
購股權
儲備 匯兌儲備 保留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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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55,656,000 775,075,169 254,600 369,866 46,554,612 22,170,362 (820,929,651)  79,150,958 3,236,749 82,387,707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之虧損 – – – – – –  (30,112,443)  (30,112,443) (103,104)  (30,215,547)

其他全面收入：
外幣換算差額 – – – – –  6,620,544 –  6,620,544 –  6,620,544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之全面收入總額 – – – – –  6,620,544 (30,112,443)  (23,491,899)  (103,104)  (23,595,003)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55,656,000 775,075,169 254,600 369,866 46,554,612 28,790,906 (851,042,094) 55,659,059 3,133,645 58,792,704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55,656,000  775,075,169  254,600  369,866  46,554,612  20,279,680  (906,288,609) (8,098,682)  2,710,779  (5,387,903)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期間之虧損 – – – – – –  (16,280,392)  (16,280,392)  (2,762,694)  (19,043,086)

其他全面收入：
外幣換算差額 – – – – –  (2,387,336) –  (2,387,336) –  (2,387,336)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之全面收入總額 – – – – –  (2,387,336)  (16,280,392)  (18,667,728)  (2,762,694)  (21,430,422)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55,656,000  775,075,169  254,600  369,866 46,554,612  17,892,344  (922,569,001)  (26,766,410) (51,915)  (26,81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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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普遍採納之會

計原則及創業板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而編製。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若干物業以及若干財務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

採用者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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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審閱。

2. 收入
收入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金融服務 6,982,346 9,974,776

馬匹服務 6,339,956 5,935,274

電腦軟件解決方案及服務 305,000 5,130,000   

13,627,302 21,040,050   

3. 財務成本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財務成本包括下列各項：

計息借款利息 9,377,930 3,237,734   

9,377,930 3,237,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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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附註

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分別按稅率16.5%（二零一六年：16.5%）及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當時稅率作出撥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50,684 165,646   

50,684 165,646   

5.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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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80,392) (30,112,443)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91,400,000 1,391,400,000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91,400,000 1,391,400,000   

每股攤薄盈利乃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均獲悉數轉換後，根據經調整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太陽國際資源有限公司7

財務表現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13,627,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期
減少35%。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電腦服務業務及財務服務業務所產生之收入較上個財政年度減少所
致。

直接成本由去年同期約7,001,000港元增加至約8,114,000港元。毛利率減少主要由於馬匹服務業務所
產生之直接成本較上個財政年度有所增加所致。

行政開支較二零一六年之約45,097,000港元減少42%至約26,320,000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本財政
年度內馬匹服務業務所產生之匯兌虧損減少所致。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虧損約為16,280,000港元，與上個財
政年度同期比較減少13,832,000港元或佔其46%以下。虧損數字主要由於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期而
言，馬匹服務業務之匯兌虧損減少所致。

業務回顧
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位於東亞及太平洋地區，該地區於二零一七年之經濟增長較預期低，約為5.5%。
該地區去年之經濟發展主要體現為個人消費支出持續增長、工業開支水平停滯不前及金融分部交易
活動頻繁。鑒於本集團之營運涵蓋廣泛的業務範圍，業務單位所面臨之經濟環境各有不同。在此背
景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股東應佔虧損減至約16,280,000港元，而截至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相應年度約為30,112,000港元。

在本集團堅持執行成本控制及提高經營業績的同時，董事會亦於金融服務分部物色到商機，有助拓
寬本集團業務範圍及擴大本集團收入基礎。於上一報告期間，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收購一項
放債業務，並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完成收購太陽國際証券有限公司（「太陽國際証券」）及太陽國際資產
管理有限公司（「太陽國際資產管理」）全部已發行股本。太陽國際証券主要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
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1類（證券交易）、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及第4類（就證券提
供意見）受規管活動，而太陽國際資產管理主要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
第5類（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

除經營業績外，董事會密切關注本集團之整體財務狀況。儘管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成功獲得新計息借款105,000,000港元，董事會將繼續密切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金融市場
環境，以為本集團建立一個更為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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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馬匹服務
地區個人消費支出之增長為馬匹服務分部創造一個良好環境。此亦反映於澳洲馬匹行業中亞洲國家
參與者之增長。倚託於澳洲累積的經驗，本集團之營運已擴展至歐洲及新加坡。於最後實際可行日
期，本集團約有18%配種馬及純種馬位於澳洲以外。

由於本集團持有配種馬數目與上一年水平相若，來自馬匹配種服務之收入維持穩定。然而，飼養純
種馬作買賣及賽馬用途之業績波動相對較大。此乃部分由於我們的配種馬及母馬後代（包括由其他馬
房所訓練的後代）之競賽表現參差所致。此外，於二零一三年年末建立業務初期自第三方購入的若干
小雄馬及雌馬表現不如人意。本集團認為，透過增加其自有母馬及配種馬繁殖純種馬之比率可提高
業績，此乃由於(i)純種馬之成本會較低及(ii)本集團在馬匹訓練及發展方面會有更大影響力。此舉為提
高馬匹買賣及競賽業績奠定良好基礎。除提升銷售業績，本集團亦執行嚴謹成本控制及提高效益措
施。

金融服務
儘管過去十年來亞洲金融制度有所改善，惟普遍同意，深化銀行及資本市場以及讓更多居民及企業
可以進入資本市場，對可持續增長及促進權益至關重要。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中國
私人企業對融資之需求仍保持居高不下。政府亦在中國資本市場實行結構化改革，以促進市場自由
化並增強與香港資本市場的對接。推出深港通為有關進展的重大里程碑。

董事會認為此乃進一步擴闊其收入基礎的新增長領域，而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九日，本公司全資附
屬公司Infinite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買方」）與Su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Group Limited（「賣
方」）訂立一份買賣協議（「買賣協議」）以收購太陽國際証券及太陽國際資產管理（「目標公司」）的全
部已發行資本，代價為147,300,000港元（可予調整）（「收購事項」）。該交易之後於二零一六年二月
二十九日完成，標誌著本集團進軍金融分部。

配合太陽國際証券及太陽國際資產管理的產品組合，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收購一項借貸業
務，主要專注股票融資、股票抵押及企業融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借貸業務之貸款組合達
38,0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資產之約7%。貸款通常於一年內到期，平均年利率介乎20%至25%之
間。

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接手太陽國際証券及太陽國際資產管理之業務以來，本集團已成功取得
若干配售及其他企業融資項目的授權。較去年同期，太陽國際証券的經營業績有顯著改善。此外，
本公司亦得到太陽國際資產管理若干經驗豐富的投資經理投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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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本公司宣佈其已與Eminent Crest Holdings Limited、Peak Stand Holdings 

Limited及Sheen Light Holdings Limited（「賣方」，均由周焯華先生及鄭丁港先生實益擁有）訂立無法律
約束力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以收購太陽國際財務有限公司（「目標公司」）。目標公司為持牌
放債人。建議收購之代價於公平磋商後釐定及於完成時以現金及╱或承兌票據支付。

前景
地區經濟前景維持中性，但經濟增長放緩的風險已告提升，外加金融市場愈見波動不定。一方面，
此宏觀環境不大可能對馬匹服務業務造成重大影響，該業務將進一步強化其增長基礎。憑藉先進設
備及純種馬買賣業務的全球覆蓋面，本集團將繼續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將品牌推向國際舞台。另
一方面，當前局勢對金融服務分部而言如同雙刃劍，機會與挑戰並存。中國金融市場進一步放寬監
管及其與香港金融市場的融合將於深港通推出後為本集團帶來更多機會向中國投資者及中小型企業
提供專業服務。然而，中港股市表現將大大影響本集團金融服務分部的業績。

本集團將繼續竭盡全力提高其經營效率及效能。此外，董事會將尋找機會組成策略聯盟，加速業務
發展及重調業務組合併改善其財務狀況，從而為股東創造價值。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淨額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約5,388,000港元增加至
約26,818,000港元。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40,789,000港元，較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減少約42%。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主要
來自計息借款增加。

質押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沒有根據財務租約持有之廠房及設備（二零一六年：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收入及支出以港元、人民幣及澳元計值，本集團所面臨之外匯風險影響並不重大。因此，
本集團並無採取對沖或其他安排以降低貨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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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僱員總數為75名（二零一六年：87名），及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薪酬總額約為7,523,000港元（二零一六年：8,464,000港元）。本集團高級行政人員之酬金
政策基本上根據其表現釐定。僱員亦享有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障及強制性公積金（如適用）。酌情
花紅與個人表現掛鈎，並因人而異。本集團根據其購股權計劃可向作出重大貢獻之僱員授出購股權
作為獎勵，以挽留重要員工。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乃經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審批。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本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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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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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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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持普通股數目 身份
佔已發行股份
之百分比

鄭丁港先生 法團（附註） 656,928,290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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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鄭丁港先生實益擁有50%及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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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本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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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之詳情如下：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購股權數目
年內

行使數目
已失效

購股權數目
購股權
行使價

行使期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之未行使
購股權數目自 至

港元

鄭丁港先生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1,251,250 – – 1.120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1,251,250

鄭美程女士 二零一零年
二月九日

11,492,308 – – 0.650 二零一零年
二月九日

二零二零年
二月八日

11,492,308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12,581,250 – – 1.120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12,581,250

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日

1,391,400 – – 0.315 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日

二零二四年
九月九日

1,391,400

呂文華先生 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日

13,914,000 – – 0.315 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日

二零二四年
九月九日

13,914,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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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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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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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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專業顧問、代
理、承包商、客戶或供應商，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期間並無
任何購股權獲授出或獲行使。隨著二零零六年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四日屆滿，概不可進
一步授出購股權，惟二零零六年購股權之條款將在令之前授出的任何購股權有效行使所需或根據二
零零六年購股權計劃條文可能規定的其他情況下，仍具十足效力及作用。

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於二零一七年

四月一日
於本期間
行使

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行使期

購股權
行使價
港元

二零零七年
八月十三日 24,112,728 – 24,112,728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二日 0.550

二零零七年
八月十七日 13,292,308 – 13,292,308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七日至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0.520

二零零七年
八月二十一日 13,248,000 – 13,248,000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日 0.500

二零零八年
八月十九日 91,241,206 – 91,241,206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0.830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七日 6,628,572 – 6,628,572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至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0.840

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十六日 68,244,444 – 68,244,444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0.540

二零一零年
二月九日 22,984,616 – 22,984,616

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至
二零二零年二月八日 0.650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65,408,750 – 65,408,750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120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七日 12,635,714 – 12,635,714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至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六日 1.260

二零一四年
九月十日 29,219,400 – 29,219,400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日至
二零二四年九月九日 0.315   

347,015,738 – 347,01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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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入股份之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期間任何時間，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獲授予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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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董事、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獲得任何其他法團之該等權
利。

董事於合約之權益

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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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董事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之任何重大合約。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據本公司任何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336條須予置存之登記冊所示，下列人士或法團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及╱或
直接或間接擁有附有於本公司任何股東大會上投票權5%或以上之已發行股本之權益或淡倉：

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04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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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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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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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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均無優先購買權之條文，規定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發售
新股。

競爭與利益衝突

本公司董事、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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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本集團之財政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機制。於
回顧期內，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杜健存先生、陳天立先生及詹嘉淳先
生，而杜健存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之業績已經審核
委員會審閱。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繼續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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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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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守則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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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之企業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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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鄭丁港先生、鄭美程女士及呂文華先生；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陳天立先生、杜健存先生及詹嘉淳先生。

承董事會命
太陽國際資源有限公司

主席
鄭丁港

香港，二零一七年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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