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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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公司公告」頁內登載及刊登
於本公司指定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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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約為38,919,000港元，與上個財政年度同
期相比減少約37%。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為22,586,000港元，而上個財政年度同期
的毛利約為36,973,000港元。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東應佔虧損約為21,665,000港元，而上個財政
年度同期淨虧損約為7,474,000港元。

‧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二零一七年中期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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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
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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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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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益 2 25,292,085 40,605,594 38,919,387 61,645,644

直接成本 (8,219,925) (17,672,255) (16,333,840) (24,672,840)      

毛利 17,072,160 22,933,339 22,585,547 36,972,804

其他經營收入 1,101,633 16,773,839 10,624,835 21,062,712

行政開支 (11,163,716) (25,741,942) (35,814,777) (70,838,648)

佔聯營公司虧損 – – – (43,800)

出售聯營公司溢利 – 14,753,487 – 14,753,487

財務成本 (12,102,977) (5,155,106) (21,480,907) (8,392,840)      

除稅前（虧損）╱溢利 3 (5,092,900) 23,563,617 (24,085,302) (6,486,285)

所得稅開支 4 (366,216) (1,036,454) (416,900) (1,202,100)      

期內（虧損）╱溢利 (5,459,116) 22,527,163 (24,502,202) (7,688,385)      

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外幣換算差額 (6,655,286) (7,115,202) (9,042,622) (494,659)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6,655,286) (7,115,202) (9,042,622) (494,659)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12,114,402) 15,411,961 (33,544,824) (8,18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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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中期綜合業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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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5,384,693) 22,638,479 (21,665,085) (7,473,965)

非控股權益 (74,423) (111,316) (2,837,117) (214,420)      

(5,459,116) 22,527,163 (24,502,202) (7,688,385)      

應佔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2,039,979) 15,523,277 (30,707,707) (7,968,624)

非控股權益 (74,423) (111,316) (2,837,117) (214,420)      

(12,114,402) 15,411,961 (33,544,824) (8,183,044)      

股息 5 – – – –      

每股盈利 6
基本（每股港仙） (0.39) 1.63 (1.56) (0.54)      

攤薄（每股港仙） (0.39) 1.63 (1.56)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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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中期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7 2,461,789 2,503,208

商譽 8 53,037,756 53,037,756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49,987,401 51,420,369

生物資產－非流動部分 49,491,724 42,536,204

其他資產 275,000 275,000    

155,253,670 149,772,537    

流動資產
存貨 – 218,526

生物資產－流動部分 106,981,966 113,427,384

應收貸款 33,000,000 38,000,000

應收貿易賬款 10 21,629,430 10,936,585

給客戶的孖展融資墊款 71,974,705 60,072,80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9,831,457 8,990,673

銀行結餘及現金 52,492,512 61,854,123

代客戶持有的現金 80,212,747 116,987,023    

376,122,817 410,487,12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2 91,501,282 124,828,674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4,729,927 34,297,723

已收按金及遞延收益 1,387,663 1,513,248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3,798 113,514

中期債券 12,000,000 212,000,000

承兌票據 13 – 2,573,905

應付稅項 442,440 104,683    

140,065,110 375,43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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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中期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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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047,707 35,055,37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1,311,377 184,827,913

非流動負債
承兌票據 13 117,244,104 109,215,816

中期債券 36,000,000 36,000,000

計息借貸 277,000,000 45,000,000    

430,244,104 190,215,816    

(38,932,727) (5,387,90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55,656,000 55,656,000

儲備 (94,462,389) (63,754,682)

非控股權益 (126,338) 2,710,779    

(38,932,727) (5,38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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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中期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中期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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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溢利 – – – – – – (7,473,965) (7,473,965) (214,420) (7,688,385)

其他全面收入：
外幣換算差額 – – – – – (494,659) – (494,659) – (494,659)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全面收入總額 – – – – – (494,659) (7,473,965) (7,968,624) (214,420) (8,183,044)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5,656,000 775,075,169 254,600 369,866 46,554,612 21,675,703 (828,403,616) 71,182,334 3,022,329 74,204,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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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虧損 – – – – – – (21,665,085) (21,665,085) (2,837,117) (24,502,202)

其他全面收入：
外幣換算差額 – – – – – (9,042,622) – (9,042,622) – (9,042,622)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之全面收入總額 – – – – – (9,042,622) (21,665,085) (30,707,707) (2,837,117) (33,544,82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55,656,000 775,075,169 254,600 369,866 46,554,612 11,237,058 (927,953,694) (38,806,389) (126,338) (38,93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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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耗之現金淨額 (8,242,879) (47,560,555)

投資活動所耗之現金淨額 (5,502,118) 139,793,233

融資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淨額 10,519,093 (133,392,84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3,225,904) (41,160,162)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1,854,123 105,525,721

匯率變動的影響 (6,135,707) (563,255)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2,492,512 63,80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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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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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於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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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現已組織成四個業務分類：金融服務、馬匹服務、電腦軟件解決方案服務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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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續）
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金融服務 馬匹服務

電腦軟件
解決方案
及服務 其他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外部銷售 14,809,208 23,526,179 584,000 – 38,919,387      

業績
分類業績 8,963,095 (1,258,763) (4,008,391) (6,300,334) (2,604,393)     

財務成本 (21,480,909) 

除稅前溢利 (24,085,302)

所得稅開支 (416,900) 

期內虧損 (24,502,202) 

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金融服務 馬匹服務

電腦軟件
解決方案
及服務 其他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外部銷售 25,217,824 26,797,820 9,630,000 – 61,645,644      

業績
分類業績 5,646,317 (13,244,963) 1,007,510 11,653,246 5,062,110     

未劃分之企業收入 2,097

未劃分之企業開支 (3,257,568)

財務成本 (8,292,924) 

除稅前溢利 (6,486,285)

所得稅開支 (1,202,100) 

期內虧損 (7,68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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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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及澳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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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14,809,208 25,218,488

澳門 584,000 9,630,000

澳洲 23,526,179 26,797,156   

38,919,387 61,645,644   

以下載列按資產所在區域劃分之分類非流動資產賬面值及資本開支之分析：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53,931,455 63,399,890

澳門 1,400 6,450

澳洲 101,320,815 115,092,947   

155,253,670 178,499,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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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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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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9,585 8,777,706 16,652,910 18,518,95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自置資產 913,969 2,151,438 3,047,476 4,373,296

利息收入 61,341 131,140 149,847 307,917     

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及海外利得稅乃分別按稅率16.5%（二零一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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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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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216 1,036,454 416,900 1,202,100

－海外稅項 – – – –     

366,216 1,036,454 416,900 1,202,100     

5.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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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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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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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4,693) 22,638,479 (21,665,085) (7,473,965)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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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400,000 1,391,400,000 1,39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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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400,000 1,391,400,000 1,391,400,000     

7. 無形資產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買賣權(a) 500,000 500,000

配種權(b) 1,961,789 2,003,208   

2,461,789 2,503,208   

(a) 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時，本集團於或透過聯交所及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進行

買賣的資格權利賬面淨值為500,000港元，被認為屬無限使用期，據此並無計提攤銷。

(b) 配種權為二零一六年收購之配種馬Golden Horn之配種權。根據配種權合約，本集團於每個配種

季節獲一次提名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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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商譽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484,422,342 484,422,342

添置 – –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484,422,342 484,422,342   

減值

於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431,384,586 431,384,586

年度減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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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賬面值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 53,037,756 53,03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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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商譽之賬面值（經扣除累

計減值虧損）分配如下：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證券經紀及資產管理業務 52,537,757 52,537,757

放債業務 499,999 499,999   

53,037,756 53,03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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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成本：
於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96,881,091 94,983,648
添置 114,533 4,845,503
出售 – (1,781,421)
外幣調整 1,646,144 (1,166,639)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98,641,768 96,881,091   

累計折舊：
於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45,460,722 36,521,323
折舊開支 3,047,476 9,639,602
撥回 – (126,756)
外幣調整 146,169 (573,447)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48,654,367 45,460,722   

賬面淨值：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 49,987,401 51,420,369   

10.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25,272,933 13,616,333
減：壞賬撥備 (3,931,129) (3,791,761)   

21,341,804 9,824,572

應收經紀、交易商及結算所之賬款 287,626 1,112,013   

21,629,430 10,936,585   

應收經紀、交易商及結算所之賬款乃於交易日後兩個營業日到期結算及以港元計值。因此概無披露賬齡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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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續）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扣除壞賬撥備後之應收貿易賬款（不包括應收經紀、交易商及結算所賬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10,026,986 5,951,087
31–60天 3,971,098 –
61–90天 735,633 1,120,745
90天以上 6,608,087 2,752,740   

21,341,804 9,824,572   

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金 4,563,787 1,991,718
預付款項 2,246,475 3,937,866
其他應收款項 3,021,195 3,061,089   

9,831,457 8,990,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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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應付貿易賬款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10,330,647 2,444,234
應付客戶及結算所之賬款 81,170,635 122,384,440   

91,501,282 124,828,674   

大部分應付予客戶之賬款須於要求時償還，惟若干應付予客戶的賬款除外，該等賬款乃就客戶於正常業務

過程中進行買賣活動而向客戶收取的按金。只有超出孖展證券按金的金額可因應要求退還客戶。



太陽國際資源有限公司17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附註

12. 應付貿易賬款（續）
由於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業務的性質令賬齡分析不具任何額外意義，因此並無披露應付予客戶及結算所之
賬款之賬齡分析。

以下為於報告日期末之應付貿易賬款（除向客戶及結算所支付之賬款外）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3,491,802 1,029,780
31–90天 550,385 1,382,105
91–120天 6,288,460 32,349   

10,330,647 2,444,234   

13. 承兌票據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即期 – 2,573,905
非即期 117,244,104 109,215,816   

117,244,104 111,789,721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承兌票據為無抵押、按2%年利率利息並將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到期。

董事認為承兌票據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4. 股本

普通股數目 金額
港元

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九月三十日
（每股0.04港元） 40,000,000,000 1,60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九月三十日 1,391,400,000 55,6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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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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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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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225 991,523 1,764,450 2,211,023

退休福利 13,500 15,000 27,000 33,000     

895,725 1,006,523 1,791,145 2,24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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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38,919,000港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同
期下跌37%。營業額下跌主要由於金融服務分部及電腦服務分部收益減少所致。

直接成本由去年同期錄得之約24,673,000港元減少至約16,334,000港元及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金融
服務分部及電腦軟件解決方案及服務分部收益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較二零一六年之約70,839,000港元減少49%至約35,815,000港元。開支減少主要由於馬匹
服務業務的行政開支減少所致。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21,665,000港元，而上一
個財政年度同期則錄得虧損淨額7,474,000港元。增加乃主要由於馬匹服務業務的財務成本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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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0,000港元，主要由於報告
期內純種馬、應收貸款、代客戶持有之現金及應付賬款分別減少10,000,000港元、5,000,000港元、
37,000,000港元及34,000,000港元；應收賬款、給客戶的孖展融資墊款及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
款項分別增加約10,000,000港元、12,000,000港元及700,000港元，而於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純
種馬、應收貸款、應收賬款、給客戶的孖展融資墊款分別增加約11,000,000港元、8,000,000港元、
6,000,000港元及28,000,000港元；代客戶持有之現金、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及預付款、按金及
其他應收款項分別減少約69,000,000港元、60,000,000港元及3,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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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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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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先前報告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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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成功獲得新計息借貸款232,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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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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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水平相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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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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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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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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認為此乃進一步擴闊其收入基礎的新增長領域。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完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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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全部已發行股本，標誌著本集團進軍金融服務分部。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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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借貸業務之貸款組合達
33,0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資產之約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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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宣佈與Eminent Crest Holdings Limited、Peak Stand Holdings 

Limited及Sheen Light Holdings Limited（「賣方」）（彼等均由周焯華先生及鄭丁港先生實益擁有）訂立買
賣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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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收購事項的代
價將為378,000,000港元，並將於完成交易後以承兌票據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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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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負債淨值由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5,388,000港元增至約
38,933,000港元。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52,493,000港元，相比二零一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減少約31%。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主
要來自本集團內部財政資源。

質押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持作財務租約之廠房及設備（二零一六年：零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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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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僱員總數為82名（二零一六年：89名），及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薪酬總額約為16,653,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9,63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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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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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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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存置
之登記冊記錄之權益及淡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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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丁港先生 法團（附註） 656,928,290 受控法團權益 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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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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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之未行使
購股權數目自 至

港元

鄭丁港先生 25/11/2010 1,251,250 – – 1.120 25/11/2010 24/11/2020 1,251,250

鄭美程女士 9/2/2010 11,492,308 – – 0.650 9/2/2010 8/2/2020 11,492,308

25/11/2010 12,581,250 – –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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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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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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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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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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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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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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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期間失效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購股權之行使期間

購股權之
行使價
港元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三日 24,112,728 – 24,112,728 – 13/8/2007至12/8/2017 0.550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七日 13,292,308 – 13,292,308 – 17/8/2007至16/8/2017 0.520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13,248,000 – 13,248,000 – 21/08/2007至20/08/2017 0.500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九日 91,241,206 – – 91,241,206 19/08/2008至18/08/2018 0.830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6,628,572 – – 6,628,572 27/08/2008至26/08/2018 0.840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68,244,444 – – 68,244,444 16/12/2009至15/12/2019 0.540

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 22,984,616 – – 22,984,616 09/02/2010至08/02/2020 0.650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65,408,750 – – 65,408,750 25/11/2010至24/11/2020 1.120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 12,635,714 – – 12,635,714 07/12/2010至06/12/2020 1.260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日 29,219,400 – – 29,219,400 10/09/2014至09/09/2024 0.315    

347,015,738 – 50,653,036 296,362,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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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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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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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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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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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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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立先生及詹嘉淳先
生，而杜健存先生被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已獲審核
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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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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立先生及詹嘉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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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應用及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
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全部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者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應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鄭丁港先生（董事會主席）因
有預期以外的工作，未能出席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呂文華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已獲委任為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以回應股東於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提出的問題。

本集團將繼續適時審視其企業管治準則，而董事會將竭力採取所有必須行動，確保符合企業管治守
則所載的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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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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