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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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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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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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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引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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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國際資源有限公司

2

財務摘要（未經審核）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營業額約為132,790,000港元，與上個財政

年度同期相比減少約29%。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毛利約為87,777,000港元，而上個財政年度

同期的毛利約為150,889,000港元。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股東應佔虧損約為62,771,000港元，而上個

財政年度同期溢利約為82,518,000港元。

•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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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第三季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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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益 2 54,102,249 69,783,222 132,790,187 187,372,424

直接成本 (20,790,087) (20,869,617) (45,013,580) (36,483,140)      

毛利 33,312,162 48,913,605 87,776,607 150,889,284

其他經營收入 3,398,911 554,458 5,632,157 1,983,729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61,315 – 61,315

行政開支 (68,818,349) (17,559,163) (153,595,350) (58,808,568)

無形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 – – (3,705,399)

佔聯營公司虧損 (66,028) (397,008) (277,984) (811,451)

融資費用 (6,572,694) (1,397,117) (15,093,588) (4,592,655)      

除稅前（虧損）╱溢利 3 (38,745,998) 30,176,090 (75,558,158) 85,016,255

所得稅開支 4 (80,984) (1,214,250) (1,172,962) (7,048,346)      

期內（虧損）╱溢利 (38,826,982) 28,961,840 (76,731,120) 77,967,909

其他綜合開支：
外幣換算差額 13,402,383 (219,859) 3,657,609 (680,364)      

期內其他全面開支 13,402,383 (219,859) 3,657,609 (680,364)      

期內全面（虧損）╱
收入總額 (25,424,599) 28,741,981 (73,073,511) 77,28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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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第三季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0,443,273) 29,801,248 (62,770,742) 82,517,963

非控股權益 (8,383,709) (839,408) (13,960,378) (4,550,054)      

(38,826,982) 28,961,840 (76,731,120) 77,967,909      

應佔期內全面（虧損）╱
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1,987,609) 29,597,060 (63,734,982) 81,940,468

非控股權益 (3,436,990) (855,079) (9,338,529) (4,652,923)      

(25,424,599) 28,741,981 (73,073,511) 77,287,545      

股息 5 – – – –      

每股盈利 6

基本（每股港仙） (3.28) 3.21 (6.77) 8.90      

攤薄（每股港仙） 不適用 3.15 不適用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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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第三季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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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換股

票據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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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37,104,000 747,247,169 254,600 369,866 38,254,919 14,039,644 (8,627,242) 395,375,807 1,224,018,763 395,886,575 1,619,905,338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之溢利 – – – – – – – 82,456,648 82,456,648 (4,550,054) 77,906,594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 – 61,315 61,315 – 61,315

其他全面收入：
外幣換算差額 – – – – – – 302,914 – 302,914 (983,188) (680,274)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之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302,914 82,517,963 82,820,877 (5,533,242) 77,287,635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37,104,000 747,247,169 254,600 369,866 38,254,919 14,039,644 (8,324,328) 477,893,770 1,306,839,640 390,353,333 1,697,192,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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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第三季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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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換股

票據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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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37,104,000 747,247,169 254,600 369,866 38,254,919 9,694,384 (7,749,706) 67,832,347 893,007,579 187,489,939 1,080,497,518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之虧損 – – – – – – – (62,770,741) (62,770,741) (13,960,378) (76,731,119)

贖回可換股票據 – – – – – (9,694,384) – – (9,694,384) – (9,694,384)

其他全面收入：
外幣換算差額 – – – – – – (1,378,586) – (1,378,586) 4,621,849 3,243,263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九個月之全面收入總額 – – – – – (9,694,384) (1,378,586) (62,770,741) (73,843,711) (9,338,529) (83,182,240)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37,104,000 747,247,169 254,600 369,866 38,254,919 – (9,128,292) 5,061,606 819,163,868 178,151,410 997,31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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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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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普遍採納的會

計原則及創業板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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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乃按公平值計量。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所

採用者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未經審核，惟已經由本公司的審核

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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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酒店服務 3,202,267 21,458,829 22,091,992 64,051,042

電腦軟件解決方案及服務 22,403,312 38,521,099 71,760,682 113,518,088

馬匹服務 28,496,670 – 38,937,513 –

採礦 – 9,803,294 – 9,803,294     

54,102,249 69,783,222 132,790,187 187,37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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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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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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89,832 9,618,045 47,469,417 28,388,168

可換股債券的利息 5,489,720 1,397,120 7,146,504 4,592,24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自置資產 7,779,594 1,549,139 17,951,313 6,645,907

－財務租約資產 – – – 18,401

利息收入 323,861 304,571 945,954 904,216     

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及海外利得稅乃分別按稅率16.5%（二零一二年：16.5%）及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的當時稅率作出

撥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遞延稅項 – – (8,481) (926,350)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79,831 1,191,849 1,181,443 7,937,297

－海外稅項 1,153 22,401 – 37,399     

80,984 1,214,250 1,172,962 7,04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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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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無）。

6.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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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的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溢利 (30,443,273) 29,801,248 (62,770,742) 82,517,963     

股份數目 股份數 目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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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27,600,000 927,600,000 927,600,000 927,600,000

潛在攤薄普通股的影響：

購股權 – 17,626,087 – 9,763,253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的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927,600,000 945,226,087 927,600,000 937,36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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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權平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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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表現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132,790,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

同期減少29%。營業額減少主要歸因於電腦服務、酒店服務及採礦服務業務的收益。

直接成本由去年同期約36,483,000港元增加至約45,014,000港元。毛利率下降主要由於電腦服務及

採礦服務業務的直接成本上升，加上推出馬匹服務業務。

本集團錄得行政開支較二零一二年的約58,809,000港元增加161%至約153,595,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除稅後虧損約38,827,000港元，去年同期則錄得溢利

約28,962,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錄得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62,771,000港元，去年

同期則錄得溢利約82,518,000港元。此乃主要由於報告期內電腦服務、酒店服務及採礦服務業務的

營業額下降，推出馬匹服務業務致使行政開支上升，加上可換股票據及長期借貸產生的利息有所增

加。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自然資源的需求維持穩定，而本集團專注於採礦業務。於二零零八年以前，本集團主

要從事投資控股、酒店服務及電腦軟件解決方案等業務。金澤礦產資源有限公司及Gold Track Coal 

and Mining Limited的收購已分別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七日及二零一零年三月一日完成。該兩家公

司分別位於蘇門答臘省索洛克市及東努沙登加拉省英德市。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本集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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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購日盛集團有限公司（「日盛」）的35%股權作為聯營公司。日盛持有日盛世紀（湖北）礦業有限公司的

100%股權，後者於中國湖北省建始縣景陽鎮從事釩開採及勘探業務。由於本集團可進軍自然資源業

務，此等收購將提供巨大業務增長潛力。然而，近期鐵礦石市價下跌對溢利狀況造成影響。

於收購Loyal King Investment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Loyal King集團」）後，本集團得以拓展娛樂及遊

戲業務。借助Loyal King集團實力雄厚及幹練的資訊科技人員，本集團能夠維持穩定的業務收入。

在Cagayan的度假酒店營運十分穩定，並為本集團帶來相對穩定的收入及可觀的回報。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本集團收購日盛集團有限公司（「日盛」）的35%股權。日盛持有日盛世

紀（湖北）礦業有限公司的100%股權，後者於中國湖北省建始縣景陽鎮從事釩開採及勘探業務。買賣

協議的詳情載於有關公佈。根據SRK Consulting China Ltd.（「SRK」）編製的技術報告（「技術報告」），

估計礦山內蘊含五氧化二釩(V2O5)探明及控制資源量分別約1,205噸及54,000噸以及二氧化矽控制資

源量34,000,000噸。本集團在提釩技術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預期將為本集團帶來顯著的經濟效益。

前景

本集團於期內的主要業務活動包括度假酒店、資訊科技服務、採礦及馬匹服務業務。

本集團持續經營及分配資源予酒店及資訊科技服務，原因是其能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

由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貿易部有關礦產品出口規定之規例（「規例」）第29/M-DAG/Per/5/2012號及由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Director General of Minerals and Coal發出之規例第574.K/30/DJB/2012號，生產

自位於印尼巴東及恩德之本公司兩個礦場（「兩個鐵礦場」）之鐵礦石不獲批准由印尼出口，於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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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印尼機關取得必要之出口許可（「出口許可」）前僅可於當地出售。鑒於印尼當地市場之鐵礦石售價未

能充分有效地補償兩個鐵礦場之生產成本，董事會已決定暫停兩個鐵礦場之經營，以待授出出口許

可或印尼法律變動為兩個鐵礦場營運提供有利條件。

董事會一直積極尋求商機，以開拓增添業務範圍及擴大本集團收益基礎。於二零一三年八月，本集

團已購買澳洲最大馬場之一Eliza Park，並向客戶提供種類繁多之純種馬服務，包括馬匹繁殖、飼

養、出售、放牧、休息、教育、管理意見及訓練。

未來計劃包括自世界市場購入純種馬，然後養至若干年齡時出售。此外，本公司將開展有關建設

新賽前訓練及賽馬設施之研究，該設施將包括一個有蓋全天候山上練馬場以及其他訓練設施。Eliza 

Park International Pty. Limited 熱切期待登上世界舞台，名副其實地邁向國際市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淨值由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約1,080,497,000港

元減少約83,182,000港元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997,315,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52,494,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結餘減少約70%。

有關減幅主要由於報告期內投資澳洲馬匹服務業務所產生的營運資金所致。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的營運資金主要來自本集團的內部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九日，本公司償還票息為8厘之可換股票據之貸款金額6,729,960美元（相當於人

民幣41,261,385元），為未償還本金額加上本金增值及於該日的應計利息。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董事會已建議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兩(2)股股份可獲發一(1)股發售股份之

基準，以每股發售股份0.10港元之認購價發行不少於463,800,000股發售股份及不多於590,554,891

股發售股份，藉此籌集不少於約46,400,000港元（扣除開支前）。公開發售結果將於二零一四年二月

中旬前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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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質押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持作財務租約之廠房及設備（二零一二年：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本集團收入及支出以港元、印尼盾、披索、人民幣及澳元計值，本集團所面臨的外匯風險被認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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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僱員總數為333名（二零一二年：365名），及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薪酬總額約為47,469,000港元（二零一二年：28,388,000港元）。本集團高級

行政人員的酬金政策基本上按表現釐定。僱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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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色的僱員授出購股權

以作獎勵並挽留重要員工。本集團的薪酬政策乃經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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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本的權益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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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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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本公司須置存的登記冊內，或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6條規定知會本公

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1) 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04港元的普通股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普通股

數目 身份

佔已發行

股份的百分比

周焯華先生 法團（附註） 271,655,000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9.29%

李志成先生 個人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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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相關股份的好倉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五日採納的新購股權計劃（「新計劃」），若干董事以實益擁有

人身份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詳情如下：

期內
已失效
購股權 購股權 行使期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未行使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購股權數目 行使數目 數目 行使價 自 至 購股權數目

港元

周焯華先生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910,000 – – 1.54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910,000

鄭美程女士 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 8,300,000 – – 0.9 二零一零年
二月九日

二零二零年
二月八日

8,300,000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9,150,000 – – 1.54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9,150,000

李志成先生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九日 8,380,000 – – 1.14 二零零八年
八月十九日

二零一八年
八月十八日

8,380,000

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 8,300,000 – – 0.9 二零一零年
二月九日

二零二零年
二月八日

8,300,000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9,150,000 – – 1.54 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9,150,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

繫人獲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亦概無該等權利獲行使。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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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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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登記冊內，或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

5.66條規定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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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授出的購股權詳情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五日採納的新計劃的條款，董事會可全權酌情授出購股權予本集團

任何成員公司的僱員（包括任何執行及非執行董事）、準備聘用的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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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購股權計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五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後，隨即於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五日終止運作。概無根據舊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行

使，且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亦無任何購股權獲授出或獲行使。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於二零一三年
四月一日

於本期間
行使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購股權行使期

購股權
行使價
港元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三日 17,450,000 – 17,450,000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三日至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二日

0.76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七日 9,600,000 – 9,600,000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七日至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0.72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9,600,000 – 9,600,000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日

0.69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九日 66,430,000 – 66,430,000 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九日至
二零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1.14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4,800,000 – 4,800,000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至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1.16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49,800,000 – 49,800,000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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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詳情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於二零一三年
四月一日

於本期間
行使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購股權行使期

購股權
行使價
港元

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 16,600,000 – 16,600,000 二零一零年二月九日至
二零二零年二月八日

0.90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47,570,000 – 47,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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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 9,150,000 – 9,150,000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七日至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六日

1.74

      

231,000,000 – 231,000,000      

董事購入股份的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期間任何時間，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概無獲授予權利，可藉購買本公

司或其他法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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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各自的聯繫人獲得任何其他法團的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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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第336條存置的登記冊所示，下列人士或法團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或淡倉及╱或

直接或間接擁有佔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並可於所有情況下在本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票的權益：

本公司股份的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04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名稱 權益性質

所持

普通股數目 身份

佔已發行股份

的百分比

First Cheer Holdings Limited

（附註1）

法團 271,655,000 實益擁有人 29.29%

鄭丁港（附註1） 法團 271,655,000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9.29%

周焯華（附註1） 法團 271,655,000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29.29%

Raywell Holdings Limited

（附註2）

法團 135,430,000 實益擁有人 14.6%

楊克勤（附註2） 法團 135,430,000 於受控制法團的權益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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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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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益擁有的271,6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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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益擁有的135,43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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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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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東名冊中記錄的任何其他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的相關權益或淡倉。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的法例均無優先購買權的條文，規定本公司須向現有股東按比例發

售新股。

競爭與利益衝突

概無本公司董事、管理層股東、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的聯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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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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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的業績已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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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國際資源有限公司

20

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就本集團制訂有關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薪酬的政策及架構給予董事會推薦

意見，並依據董事會不時議決的公司目標及宗旨審閱全體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的具體薪酬待遇。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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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的公司管

治常規守則的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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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至5.67條所規定的交易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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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守則之情況。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鄭丁港先生、鄭美程女士、李志成先生、盧啟邦先生

及呂文華先生，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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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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