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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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董事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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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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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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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未經審核）

‧ 本集團的持續經營業務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約為
88,587,000港元，與上個財政年度同期相比減少約9%。

‧ 本集團的持續經營業務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約
為59,222,000港元，而上個財政年度同期的持續經營業務的毛利約為
75,649,000港元。

‧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東應佔純利約為203,239,000
港元，而上個財政年度同期純利約為21,290,000港元。

‧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零八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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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中期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的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八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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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2 42,636,125 52,532,500 88,587,097 97,305,275
直接成本 (22,615,792) (12,582,455) (29,365,563) (21,656,689)

毛利 20,020,333 39,950,045 59,221,534 75,648,586
其他經營收入 66,365 61,681 266,855 74,939
議價購入之收益 3 184,200,827 – 184,200,827 –
行政開支 (20,611,502) (33,224,660) (34,737,511) (41,712,491)
融資費用 (395) (508) (850) (1,015)

除稅前溢利 4 183,675,628 6,786,558 208,950,855 34,010,019
所得稅開支 5 (1,943,948) (5,345,190) (4,765,205) (9,750,950)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溢利 181,731,680 1,441,368 204,185,650 24,259,069

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來自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 (142,407) – (149,452)

期內溢利 181,731,680 1,298,961 204,185,650 24,109,617

其他全面收入：
　外幣換算差額 463,286 – 463,286 –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 463,286 – 463,286 –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182,194,966 1,298,961 204,648,936 24,109,617

應佔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81,166,678 343,075 203,238,850 21,289,555
　非控股權益 565,002 955,886 946,800 2,820,062

181,731,680 1,298,961 204,185,650 24,10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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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81,404,344 343,075 203,476,516 21,289,555
　非控股權益 790,622 955,886 1,172,420 2,820,062

182,194,966 1,298,961 204,648,936 24,109,617

股息 6 – – – –

每股盈利 7
來自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每股港仙） 21.77 0.04 24.42 1.76

　攤薄（每股港仙） 不適用 0.03 不適用 1.5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每股港仙） 21.77 0.06 24.42 1.77

　攤薄（每股港仙） 不適用 0.05 不適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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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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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97,235,875 –
 商譽 505,765,869 505,765,869
 勘探及評估資產 9 4,406,227 –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119,335,594 113,276,695

1,126,743,565 619,042,564

流動資產
 存貨 2,468,100 1,922,347
 應收貿易賬款 11 104,131,256 96,010,87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22,266,221 13,375,072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823,301 10,142,431

140,688,878 121,450,722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731,132 6,996,885
 已收按金 119,251 131,700
 應付董事款項 13 4,489,464 381,334
 財務租約承擔 14 8,854 8,376
 應付稅項 16,373,939 11,951,936

24,722,640 19,470,231

流動資產淨值 115,966,238 101,980,49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242,709,803 721,023,055

非流動負債
 財務租約承擔 14 8,879 13,426
 遞延稅項 15 151,576,564 517,564

151,585,443 530,990

1,091,124,360 720,492,06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6 33,284,400 33,284,400
 儲備 883,284,058 679,807,542
 非控股權益 174,555,902 7,400,123

1,091,124,360 720,49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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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

溢價賬
股本

贖回儲備 合併虧損
購股

權儲備
物業

重估儲備
保留溢利╱
（累積虧損） 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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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八年
　四月一日
 （經審核） 31,319,000 587,166,683 – (119,998) 4,606,631 1,089,000 (30,081,198) 593,980,118 2,705,088 596,685,206

就收購一家附屬公司
 而發行之股份 2,100,000 75,600,000 – – – – – 77,700,000 – 77,700,000

行使購股權 120,000 2,228,759 – – (218,759) – – 2,130,000 – 2,130,000

已失效購股權 – – – – (123,410) – 123,410 – – –

購股權利益 – – – – 15,946,877 – – 15,946,877 – 15,946,877

購回股份 (254,600) – – – – – – (254,600) – (254,600)

購回股份溢價 – (6,496,650) – – – – – (6,496,650) – (6,496,650)

購回股份產生之
　股本贖回儲備 – – 254,600 – – – (254,600) – – –

期內溢利 – – – – – – 21,289,555 21,289,555 2,820,062 24,109,617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33,284,400 658,498,792 254,600 (119,998) 20,211,339 1,089,000 (8,922,833) 704,295,300 5,525,150 709,820,450

於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
 （經審核） 33,284,400 658,498,793 254,600 (119,998) 19,912,759 – 1,261,388 713,091,942 7,400,123 720,492,065

收購附屬公司時產生 – – – – – – – – 165,983,359 165,983,359

期內溢利 – – – – – – 203,238,850 203,238,850 946,800 204,185,650

其他全面收入：
 外幣換算差額 – – – – – – 237,666 237,666 225,620 463,286

截至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未經審核） 33,284,400 658,498,793 254,600 (119,998) 19,912,759 – 204,737,904 916,568,458 174,555,902 1,091,124,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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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量
持續經營業務 2,188,535 56,369,647
終止經營業務 – 1,199,535

經營活動之現金流量－淨額 2,188,535 57,569,182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持續經營業務 (4,699,820) (191,359,517)
終止經營業務 – (1,252,568)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淨額 (4,699,820) (192,612,085)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持續經營業務 (4,920) 63,332,153
終止經營業務 – (192,188)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淨額 (4,920) 63,139,965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2,516,205) (71,902,938)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188,718 104,663,808

匯率變動的影響 150,788 –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1,823,301 32,760,87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11,823,301 32,760,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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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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普通採納之會計原則及創業板上市規則適用之披露規
定而編製。本中期綜合財務報表需與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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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於二零零九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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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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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軟件解決方案及服務、殯儀服
務、酒店服務、採礦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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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表－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菲律賓 印尼 香港 香港

酒店服務 採礦 電腦服務 其他 小計 合計 殯儀服務 其他 合計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外部銷售 41,398,994 – 46,398,693 789,410 47,188,103 88,587,097 – – – 88,587,097

業績
分類業績 20,457,667 (6,405,544) 29,741,700 (16,953,725) 12,787,975 26,840,098 – – – 26,840,098

議價購入收益 184,200,827

未劃分之企業收入 41

未劃分之企業開支 (2,089,261)

財務成本 (850)

除稅前溢利 208,950,855

所得稅開支 (4,765,205)

期內溢利 204,185,650

損益表－分類資料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終止經營業務

菲律賓 印尼 香港 香港

酒店服務 採礦 電腦服務 其他 小計 合計 殯儀服務 其他 合計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外部銷售 21,248,411 – 75,598,197 458,667 76,056,864 97,305,275 436,354 15,000 451,354 97,756,629

業績
分類業績 1,233,574 – 54,952,821 (2,112,606) 52,840,215 54,073,789 (34,779) (71,986) (106,765) 53,967,024

未劃分之企業收入 7,815

未劃分之企業開支 (20,070,571)

財務成本 (43,701)

除稅前溢利 33,860,567

所得稅開支 (9,750,950)

期內溢利 24,10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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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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47,188,103 76,508,219
菲律賓 41,398,994 21,248,410

88,587,097 97,756,629

本集團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收益來自香港。期內，印尼採礦業務並無產生任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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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資產賬面值 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531,364,008 547,392,082 446,597 6,221,933
印尼 360,880,134 – – –
菲律賓 223,088,398 190,847,038 4,253,223 44,281,239

1,115,332,540 738,239,120 4,699,820 50,50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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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議價購入之收益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一日，本集團與金澤訂立1,000,000美元之貸款協議，據此，本集
團有權將貸款及其應計利息撥充資本，從而持有金澤經向本集團配發及發行額外股份
擴大後之股本不少於51%。金澤擁有PT. Tomico之95%股權而PT. Tomico根據股份
抵押安排間接及實益擁有PT. Kapitalindo之全部權益。

本集團已決定行使認購權以收購金澤之股份。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七日收購完成後，
本集團擁有金澤之54%股權並分別擁有PT. Tomico及PT. Kapitalindo之51.3%股
權。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七日，本集團將金澤集團之資產淨值重新評估至其公平值
360,816,298港元。

收購金澤集團所產生之議價購入之收益及收購之資產淨值載列如下：

港元
（未經審核）

收購之資產淨值：

無形資產（附註8） 503,530,0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5,009,609
勘探及評估資產 4,241,969
其他應收賬款 914,157
銀行結餘及現金 4,046,287
其他應付賬款 (1,768,708)
應付控股公司款項 (4,914)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4,093,102)
遞延稅項 (151,059,000)

360,816,298

非控股權益 (165,975,497)
議價購入之收益 (184,200,827)

總代價 10,639,974

以下列方式支付：
 應收利息收入 647,507
 可換股貸款 7,800,000
 有關收購之直接開支 2,192,467

10,639,974

收購產生之現金流入淨額 4,046,287
銀行結餘及現金
 有關收購之直接開支 (2,192,467)

1,853,820

議價購入之收益184,200,827港元乃本集團於金澤集團之可識別資產、負債及或然負
債之公平值淨值之權益超逾收購成本之款額。超額款項總額184,200,827港元應即時
於損益中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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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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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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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0,644 6,846,907 17,442,741 11,359,763
 －以股份為基礎之
　　付款開支 – 15,946,877 – 15,946,877

無形資產之攤銷 6,294,125 – 6,294,125 –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自置資產 1,953,859 1,685,440 3,839,247 1,953,405
 －財務租約資產 1,953 1,953 3,905 3,905

利息收入 (1,634) (3,908) (3,347) (17,103)

5. 所得稅開支

香港及海外利得稅乃分別按稅率16.5%（二零零八年：16.5%）及本集團經營業務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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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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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超額撥備
 －香港利得稅 (191,762) – (191,762) –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2,121,875 5,345,190 4,922,713 9,750,950
 －海外稅項 13,835 – 34,254 –

1,943,948 5,345,190 4,765,205 9,75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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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無）。

7. 每股盈利

來自持續及終止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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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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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166,678 343,075 203,238,850 21,289,555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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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110,000 836,598,470 832,110,000 1,208,023,880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 155,406,006 – 162,222,763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832,110,000 992,004,476 832,110,000 1,370,246,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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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計算乃以下列數據
為準：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
 之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溢利 181,166,678 343,075 203,238,850 21,289,555

減：期內來自終止
   經營業務之虧損 – (142,407) – (149,452)

181,166,678 485,482 203,238,850 21,439,007

由於期內未行使之購股權對本期間之基本盈利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本公司並無披露截
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攤薄盈利。

8. 無形資產

採礦權
港元

（未經審核）

估值：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3） 503,530,000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503,530,000

攤銷：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
 期內撥備 6,294,125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結餘 6,294,125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497,235,875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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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通過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七日收購金澤集團，取得採礦權。

附屬公司PT. Kapitalindo Management已取得由印尼政府授予之開採許可證，以
在位於印尼東努沙登加拉省Ende Flores之礦場（「礦場」）開採礦物資源。根據PT. 
Multi Utama Bisnis Solusi提供對PT. Kapitalindo之法律意見，PT. Kapitalindo 
Management亦已取得勘探許可證，以在Ende勘探鐵礦砂，為期30年。礦場位於印
尼，總長度為38公里，總採礦面積為4,413公頃。礦場估計擁有鐵儲量約80,600,000
噸。

採礦權以重估金額503,530,000港元列賬，即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七日之公平值。該
估值基於管理層批准之財務預算，採用現金流量折現法及運用現金流量預測而得出。

採礦權以成本減任何累計攤銷及任何累計減值虧損列賬。採礦權以直線法按建議生產
期20年撇銷。

9. 勘探及評估資產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面淨值：
於期初 – –
收購附屬公司時產生 4,241,969 –
匯兌調整 164,258 –

於期末 4,406,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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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成本：
於四月一日之結餘 135,386,593 3,330,106
收購附屬公司 5,233,265 85,810,000
添置 4,699,820 50,503,172
出售附屬公司 – (2,893,657)
出售 (21,855) (444,784)
撇銷 – (918,244)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45,297,823 135,386,593

折舊：
於四月一日之結餘 22,109,898 648,713
收購附屬公司 29,941 –
折舊費 3,843,152 3,803,381
出售附屬公司 – (616,191)
減值 – 18,431,038
出售時註銷 (20,762) (157,043)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25,962,229 22,109,898

賬面淨值：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 119,335,594 113,276,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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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貿易賬款

以下為應收貿易賬款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13,211,601 9,734,757
31-60天 13,431,448 10,266,584
61-90天 6,735,094 8,589,474
90天以上 70,753,113 67,420,057

104,131,256 96,010,872

應收貿易賬款平均信貸期為30至180日。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以港元計值。

由於以上債項信貸質素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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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賬面值與
其公平值相若。

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金 3,200,025 10,241,649
預付款項 1,457,833 2,275,398
其他應收款項 17,608,363 858,025

22,266,221 13,37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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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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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付董事款項

應付董事徐秉辰先生之款項為無抵押、免息並須按要求償還。

董事認為，應付董事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4. 財務租約承擔

最低租約付款 最低租約付款現值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根據財務租約
　應付款項：
 一年內 9,840 9,840 8,854 8,376
 第二至第五年 9,020 13,940 8,879 13,426

18,860 23,780 17,733 21,802
減：未來融資費用 (1,127) (1,978)

租約承擔現值 17,733 21,802

減：須於一年內償還
　　　列入流動負債
　　　之款項 (8,854) (8,376)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款項 8,879 13,426

本集團之政策為根據財務租約租賃其若干固定資產。平均租賃期為一年。於截至二零
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平均實際利率為年息19.4厘。利率乃於合約日期釐定。
所有租約均按固定償還基準訂立，概無就或然租約付款訂立任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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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遞延稅項

以下為期內╱年內已確認之主要遞延稅項負債及其變動：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四月一日之結餘 517,564 236,250
收購附屬公司時產生（附註3） 151,059,000 517,564
出售附屬公司時變現 – (236,250)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51,576,564 517,564

16. 股本

普通股數目 金額
港元

普通股
法定：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4港元） 3,000,000,000 12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九月三十日 832,110,000 33,28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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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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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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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000 1,005,000 1,020,000 2,030,100
退休福利 6,000 9,000 12,000 18,000
授出購股權 – 15,946,877 – 15,946,877

516,000 16,960,877 1,032,000 17,994,977

18. 結算日後事項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十月十六日之公佈，Galileo Capital Group (BVI) Limited
（本公司一家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買方與本公司一名關連人士作為賣方（「賣方」）就收
購（「收購」）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全部股本權益而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收購協議」），
而買方將間接持有印尼一個礦場95%權益。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9及20章，訂立
收購協議將構成本公司之主要及關連交易。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四日就收購
協議之詳情刊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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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表現回顧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持續經營業務錄得營業額約88,587,000港
元，較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減少9%。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電腦服務之收益下降所致。

持續經營業務的直接成本由去年同期錄得之約21,657,000港元增加至約29,366,000港元。毛
利率減少主要由於產生電影製作成本及其他季錄得收入所致。

持續經營業務的行政開支較二零零八年之約41,712,000港元減少18%至約34,738,000港元。
開支減少主要由於本公司於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內授出購股權而引致之成本所致。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純利約為203,239,000港元，與
上一個財政年度同期比較增加約181,949,000港元或超過848%。溢利數字增加主要反映因二
零零九年七月收購採礦業務而獲得議價購入之收益。

業務回顧

在回顧期內，國際金融市場受美國房屋貸款市場引發的金融危機嚴重影響。各國政府已實施
連串救市計劃穩固銀行系統。儘管全球金融海嘯對消費開支及投資環境產生不利影響，惟香
港經濟似乎已在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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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實力雄厚及能幹的資訊科技人員，本集團能提
升遊戲市場之佔有率，並可藉增加收益及溢利而改善財務狀況。

菲律賓Cagayan的度假酒店現時營運穩定，並為本集團帶來相當可觀回報。

金澤礦產資源有限公司的收購已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七日完成。由於本集團可進軍印尼的自
然資源業務，此項收購將提供巨大業務增長潛力。



22太陽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半年度業績報告 2009

前景

於可見未來，中國將繼續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指標。然而，鑑於投資環境的當前狀況，董事
會將會更專注於可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的項目。

有關提供與網上娛樂及遊戲相關的電腦系統及相關服務方面，董事會認為表現令人鼓舞，而
該業務將會令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大為改善。

董事會經常尋求機會擴闊本集團的收入來源，務求為股東增值，並且對收購Superb Kings 
Limited之計劃感到樂觀。董事會認為旅遊業發展的未來前景極具吸引力，並看好菲律賓
Cagayan Valley的酒店及旅遊業前景，因為在可見將來市場對住宿及娛樂設施的需求將持續
增加。董事會認為該項收購將為本集團進軍酒店行業提供良機，同時亦可為本集團增值，因
而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

就印尼採礦業務而言，董事會認為印尼擁有待發掘及開發之豐富資源。於收購金澤礦產資源
有限公司後，董事會認為其擁有發掘天然資源所需的經驗及專業知識。

重大收購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七日，本公司完成收購金澤54%股份以及由金澤結欠賣方或對彼等所產
生並於完成時或之前任何時間到期應付之任何負債及債項，代價為8,447,507港元。代價已按
(i)應收利息收入647,507港元；及(ii)完成時以可換股貸款7,800,000港元支付。收購事項之詳
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之通函。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由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約720,492,000港元
增加約370,632,000港元。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約為11,823,000
港元，相比二零零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增加約17%。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本集團之營運資金主要來自本集團內部財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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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押集團資產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作財務租約之廠房及設備賬面淨值為14,968港元（二零
零八年：22,774港元），而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投資物業已質押為銀行貸
款之擔保（二零零八年：7,560,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本集團收入及支出以港元、印尼盾、披索及人民幣計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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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僱員總數為559名（二零零八年：597名），及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薪酬總額約為16,555,000港元（二零零八年：27,30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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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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本之權益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及行政總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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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00,000 受控法團權益 16.82%

鄧漢光先生 個人 3,700,000 實益擁有人 0.44%

李志成先生 個人 500,000 實益擁有人 0.06%

附註： 該等普通股由First Cheer Holdings Limited持有。First Cheer Holdings Limited由
周焯華先生實益擁有45%權益，由鄭丁港先生實益擁有45%權益及由Lai Ting Kwong先
生實益擁有10%權益。

(2)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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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身份為
實益擁有人之董事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其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之詳情
如下：

購股 於本期間 購股權 行使期

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
尚未行使之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權數目 已行使 行使價 自 至 購股權數目
港元

鄧漢光先生 二零零八年
 八月十九日

3,580,000 – 1.14 二零零八年
八月十九日

二零一八年
八月十八日

3,580,000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七日

4,800,000 – 1.16 二零零八年
八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八年
八月二十六日

4,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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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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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披露外，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
概無獲授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及彼等並無行使該等權利。

除上述披露外，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本公司之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
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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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5.46條至5.66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詳情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五日採納之新計劃之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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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購本公司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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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並無購股權為尚未
行使，且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購股權獲授出或獲行使。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於二零零九年

四月一日
於本期間
已行使

於二零零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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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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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00,000 – 74,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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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0,000 – 9,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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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50,000 – 120,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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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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概未獲授予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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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之聯繫人士獲得任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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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所知，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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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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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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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 身份
佔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First Cheer Holdings
 Limited（附註1）

法團 140,000,000 實益擁有人 16.82%

鄭丁港（附註1） 法團 140,000,000 受控法團權益 16.82%

周焯華（附註1） 法團 140,000,000 受控法團權益 16.82%

Premier United Limited
 （附註2）

法團 95,000,000 實益擁有人 11.42%

Chan Ping Che（附註2） 法團 95,000,000 受控法團權益 11.42%

Lam Shiu May（附註2） 法團 95,000,000 受控法團權益 11.42%

楊克勤 個人 113,768,500 實益擁有人 13.67%



27 太陽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半年度業績報告 2009

附註：

1. First Cheer Holdings Limited由鄭丁港先生、周焯華先生及Lai Ting Kwong先生分別實益擁有
45%、45%及10%權益。

2. Premier United Limited由Chan Ping Che先生及Lam Shiu May女士各自實益擁有50%之
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Chan Ping Che先生及Lam Shiu May女士均被視為於由
Premier United Limted實益擁有之95,000,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述披露外，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未曾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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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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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潘禮賢先生、
馮國基先生及吳達輝先生，而潘禮賢先生被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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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馮國基先生、吳達輝先
生及潘禮賢先生，而馮國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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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於本回顧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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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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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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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守則之情況。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周焯華先生、鄧漢光先生、鄭美程女士及李志
成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馮國基先生、吳達輝先生及潘禮賢先生。

承董事會命
太陽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周焯華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