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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之定位乃為相較在聯交所上市之其他公司帶有更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有意
投資者應了解投資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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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具有
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GEM較適合專業投資者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GEM上市公司屬新興性質，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更大市
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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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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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集團的資料；董事願就本報告共同及個
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1)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
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成分；(2)且無遺漏其他事宜，致使本報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
導；及(3)本報告所表達之所有意見乃經審慎周詳之考慮後方始作出，並以公平合理之基準與假設為
基礎。

本報告將自刊發日期起計最少一連七天於GEM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及於本
公司指定網站http://www.sun8029.com/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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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未經審核）

•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約為41,811,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
同期減少約15%。

•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約為39,570,000港元，而上個財政年度
同期之毛利則約為41,307,000港元。

•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7,780,000港元，而上個
財政年度同期之虧損淨額則約為23,872,000港元。

• 本公司董事（「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
一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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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中期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九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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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2 24,253 27,040 41,811 49,464
直接成本 (1,184) (2,439) (2,241) (8,157)

    

毛利 23,069 24,601 39,570 41,307
其他經營收入 924 4,377 2,425 4,691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770 – 770
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16,116 3,393 16,228 3,393
行政開支 (22,480) (36,023) (39,315) (65,716)
財務成本 (5,484) (774) (11,128) (7,924)

    

除稅前溢利╱（虧損） 3 12,145 (3,656) 7,780 (23,479)
所得稅開支 4 – (216) – (393)

    

期內溢利╱（虧損） 12,145 (3,872) 7,780 (23,872)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
差額 38 9,463 7,354 15,031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12,183 5,591 15,134 (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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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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2,145 (3,872) 7,780 (23,872)

    

12,145 (3,872) 7,780 (23,872)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虧損） 
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2,183 5,591 15,134 (8,841)

    

12,183 5,591 15,134 (8,841)
    

股息 5 – – – –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6
基本及攤薄 0.56 (0.17) 0.36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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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7 1,252 1,231
商譽 18,429 18,429
物業、廠房及設備 8 38,886 34,448
使用權資產 3,829 4,748
生物資產－非流動部分 24,794 22,688
其他資產 230 230
應收貸款 5,647 11,701

  

93,067 93,475
  

流動資產
生物資產－流動部分 – 17
應收貸款 23,350 26,214
應收貿易賬款 9 29,951 37,512
給予客戶之孖展融資墊款 77,180 82,74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5,546 11,213
可收回稅項 2,474 2,47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4,760 110,506
代客戶持有之現金 506,642 194,455

  

769,903 465,135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1 511,706 208,139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32,395 24,066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991 847
中期債券 9,743 26,569
租賃負債 2,340 2,269

  

557,175 26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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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資產淨值 212,728 203,24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05,795 296,720

非流動負債
承兌票據 12 178,215 183,333
租賃負債 1,882 2,823

  

180,097 186,156
  

資產淨值 125,698 110,564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86,869 86,869
儲備 38,829 23,695

  

總權益 125,698 11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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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注資儲備
資本贖回 

儲備 合併儲備 購股權儲備 匯兌儲備

與持作出售
非流動資產
有關之款項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重列） 55,656 775,075 – 255 370 24,200 33,070 5,241 (1,079,095) (185,228)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 
期間之虧損 – – – – – – – (23,872) (23,872)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 – – – – – 20,272 (5,241) – 15,031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 
期間之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 – – – – – 20,272 (5,241) (23,872) (8,841)
豁免應計承兌票據 – – 12,545 – – – – – – 12,545
發行股份（附註i） 31,213 238,002 – – – – – – – 269,215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6,869 1,013,077 12,545 255 370 24,200 53,342 – (1,102,967) 87,691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86,869 1,012,660 98,060 255 370 17,734 27,532 – (1,132,916) 110,564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期間之溢利 – – – – – – – – 7,780 7,78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 – – – – – 7,354 – – 7,354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期間之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7,354 – 7,780 15,134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86,869 1,012,660 98,060 255 370 17,734 34,886 – (1,125,136) 125,698
          

附註：

i.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於認購完成後，合共780,332,000股認購股份已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
0.345港元配發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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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42,746 (53,48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1,610) (197)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7,983) 47,82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23,153 (5,860)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10,506 110,525

匯率變動之影響 (8,899) 27,168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24,760 13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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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附註

1.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及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香港公
認會計原則及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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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若干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則按公平值計量。

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於本集團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頒佈之若干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外，編製未經
審核綜合業績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
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採納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此等截至二零二零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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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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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
收益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提供服務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

分部資料乃以兩個分部形式呈列：(i)主要分部呈報基準乃按業務分部劃分；及(ii)次要分部
呈報基準乃按地區分部劃分。

業務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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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各個
業務分部為提供服務之策略業務單位，而策略業務單位之風險及回報與其他業務分部不同。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現已將其業務分為三個分部：金融服務、馬匹服務及其他。

分部資料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金融服務 馬匹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27,319 14,492 41,811
   

分部業績 31,786 441 32,227
  

未劃分企業收入 582
未劃分財務成本 (11,123)
未劃分企業開支 (13,906)

 

除稅前溢利 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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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續）
截至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金融服務 馬匹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27,097 22,367 49,464
   

分部業績 13,234 (18,881) (5,647)
  

未劃分財務成本 (7,715)
未劃分企業開支 (10,117)

 

除稅前虧損 (23,479)
 

地區分部

本集團業務主要位於香港及澳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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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27,319 27,097
澳洲 14,492 22,367

  

41,811 49,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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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續）
以下載列按資產所在區域劃分之分部非流動資產賬面值及資本開支之分析：

非流動資產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66,211 71,630
澳洲 28,997 26,443

  

95,208 98,073
  

3.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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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僱員福利開支 
（包括董事薪酬）：
－董事酬金 1,050 982 2,119 1,961 
－薪金及其他福利 5,923 5,524 11,110 12,173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16 299 754 713 

    

7,389 6,805 13,983 14,84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自置資產 1,430 1,335 2,649 1,957

利息收入 19 14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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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及海外利得稅乃分別按稅率16.5%（二零一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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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 216 – 393

    

– 216 – 393
    

5.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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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 
虧損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溢利╱（虧損） 12,145 (3,872) 7,780 (23,872)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 
溢利╱（虧損）之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 2,171,732 2,171,732 2,171,732 2,17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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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無形資產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交易權(a) 500 500
配種權(b) 752 731

  

1,252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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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認為具有無限使用
期，據此並無計提攤銷。

(b) 配種權為二零一七年收購之配種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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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成本：
於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86,529 91,420
添置 3,655 2,897

出售 (1,483) –
外幣調整 10,397 (7,788)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99,098 86,529

  

累計折舊：
於二零二零年╱二零一九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52,081 48,779
折舊開支 2,649 5,177
撥回 (1,134) –
外幣調整 6,616 (1,875)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60,212 52,081

  

賬面淨值：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38,886 3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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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貿易賬款 11,328 5,601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3,788) (5,004)

  

7,540 597

應收經紀、交易商及結算所之賬款 22,410 36,915
  

29,951 3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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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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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商及結算所之賬
款）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6,912 584
31–60天 628 13

  

7,540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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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金 2,629 6,898
預付款項 1,997 1,502
其他應收款項 920 2,813

  

5,546 11,213
  

11. 應付貿易賬款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付貿易賬款 630 2,292
應付客戶及結算所之賬款 511,076 205,847

  

511,706 20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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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續）
大部分應付客戶之賬款須於要求時償還，惟若干應付客戶之賬款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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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董事認為該等業務的性質令賬齡分析不具任何額外意義，故並無披露應付客戶及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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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630 1,965
31–90天 – 302
91–120天 – 25  

630 2,292  

12. 承兌票據
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 –
非即期 178,215 183,333

  

178,215 18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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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本
普通股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零年九
月三十日（每股0.04港元） 40,000,000 1,6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零年九
月三十日 2,171,732 86,869

  

14. 關聯方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

期內，董事及本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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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福利 1,036 968 2,092 1,934
退休福利 14 14 27 27

    

1,050 982 2,119 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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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表現回顧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41,811,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期減
少15%。該減少主要由於相較上個財政年度出售了一間澳洲附屬公司所致。

直接成本由去年同期約8,157,000港元減少至約2,241,000港元。

行政開支由二零一九年約65,716,000港元減少40%至約39,315,000港元。該減少主要由於期內馬匹
服務業務所產生之匯兌虧損減少，以及內部監控有所改善所致。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7,780,000港元，而上個財政年度
同期則錄得虧損淨額23,872,000港元。該變動主要由於匯兌虧損及行政成本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期有
所減少所致。

業務回顧
本集團多年來一直經營馬匹業務，惟業績差強人意。因此，董事會已出售馬匹分部之其中一間附屬
公司（已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完成）。董事會將繼續檢討馬匹分部之表現，並將採取必要行動改善本集
團之業績表現。

繼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及二零一八年一月收購兩項放債業務，並於二零一六年二月收購太陽國際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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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本集團可
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務。太陽國際証券主要於香港從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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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主要於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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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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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集團持續執行成本控制及改善經營業績的同時，董事會亦於金融服務分部物色額外新商機。

馬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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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匹分部之一間
附屬公司Sun Kingdom Pty Ltd於二零一九年七月被出售。Sun Kingdom Pty Ltd主要從事純種馬
買賣及賽馬。其表現於多年來差強人意。本集團認為該出售事項將為本集團之表現帶來正面影響。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馬匹服務分部之收益約為14,492,000港元（二零一九年：
22,367,000港元）。

金融服務

隨著中美貿易紛爭升溫、美國加快加息步伐及保護主義抬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全球股
票及資本市場將出現重大不確定因素，而美國貿易及財政政策更可能窒礙全球經濟增長。香港屬於
開放外向型經濟體，在此等情況下難以獨善其身。儘管如此，我們仍抱持樂觀態度，相信經濟發展最
終將更清晰明確，並迎來復甦。外界普遍同意，進一步深化銀行及資本市場以及讓更多居民及企業
進入資本市場，對可持續增長及提升權益至關重要。

董事會認為此乃進一步擴闊其收益基礎的增長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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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交易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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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分部。

配合目標公司之產品組合，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及二零一八年一月收購一項放債業務，主要
專注股票融資及股票抵押。

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接手目標公司之業務以來，本集團已成功取得若干配售及其他企業融資
項目之授權。太陽國際証券之經營業績較去年同期顯著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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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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發生中美貿易糾紛及爆發COVID-19後，全球經濟及消費者信心受到不利影響。由於原油價格下跌及
爆發COVID-19造成市場恐慌，全球股票指數於二零二零年大幅下挫。此危機可能對我們於二零二零
年的財務業績及發展計劃造成嚴重影響。管理層預料二零二零年將會困難重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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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改善其財務狀況，從而為股東創造價值。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約為125,698,000港元，而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資產淨值則約為110,564,000港元。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24,760,000
港元，較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增加約13%。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
團之營運資金主要來自內部資金。

質押集團資產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廠房及設備（二零一九年：零港元）。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收入及支出以港元及澳元計值。本公司未訂立任何外匯對沖安排。管理層須透過密切監控
外幣匯率變化來監察本集團之外匯風險。本集團可使用遠期外匯合約及雙重貨幣期權等金融工具來
管理外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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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僱員總數為67名（二零一九年：72名），而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薪酬總額約為13,983,000港元（二零一九年：14,847,000港元）。本集團高級行政人員之薪
酬政策基本上與表現掛鈎。僱員亦享有醫療保障及強制性公積金等員工褔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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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指示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高級法院」）審理
趙銘（「趙先生」）及浩鑽發展有限公司（「浩鑽」）（統稱為「原有原告人」）就（其中包括）趙先生及
浩鑽指控其權利因執行於二零一一年就浩鑽所提供一間香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若干股份之股
份抵押（「浩鑽股份抵押」）（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太陽國際財務向浩鑽所提供貸款之抵押）而受
到侵犯，向（其中包括）太陽國際財務、鄭先生及周先生（統稱為「原有被告人」）提出之索償（「原有
索償」）。根據原有索償，原有原告人要求法院頒令原有被告人向原有原告人賠償直接經濟損失人民
幣500,000,000元及承擔所有訴訟費用。此外，原有原告人將於法院委聘之估值公司評估上市公司之
中國附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的資產後尋求就間接損失獲取賠償。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本集團的中國法律顧問收到廣東省高級法院的經修改申索書（「經修改申索
書」）。更多資料請參閱二零二零年年報的綜合財務報表附註50。本公司會另行發表公告，以提供關
於申索的任何重要更新資料或進展。

於批准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日，本集團並無接獲廣東省高級法院發出的聆訊通知。

原有索償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四日及二零一九年四月八日之公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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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本之權益

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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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上市規則規
定須予置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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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數目 身份

佔已發行 
股份之 
百分比

     

鄭丁港先生 法團（附註） 1,436,260,290 於受控制
法團之
權益

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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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50%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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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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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之 
尚未行使購 
股權數目

港元 自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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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1/2010 12,581,250 – – 1.120 25/11/2010 24/11/2020 12,581,250
10/09/2014 1,391,400 – – 0.315 10/09/2014 09/09/2024 1,391,400

呂文華先生  10/09/2014 13,941,000 – – 0.315 10/09/2014 09/09/2024 13,9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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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獲
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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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或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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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須予置存之登記冊內，或須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6條規定
另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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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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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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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四日到期後，概不可再據此授
出購股權，惟二零零六年購股權計劃之條文將繼續全面有效及生效，但以使此前已授出之任何購股
權之行使生效屬必須者，或在其他情況下根據二零零六年購股權計劃之條文可能要求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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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於二零二零年 

四月一日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 購股權行使期 購股權行使價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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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

07/12/2010 12,635,714 – – 12,635,714 07/12/2010至
06/12/2020

1.260

10/09/2014 29,219,400 – – 29,219,400 10/09/2014至
09/09/2024

0.315

    

107,263,864 – – 107,263,864
    

董事購入股份之權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獲授予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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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各自之聯繫人獲得任何其他法團之該等權利。

董事於合約中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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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東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所作之披露
據任何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336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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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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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或直接或間接於附帶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之權利之5%或以上已發行股本中
擁有權益：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本公司每股面值0.04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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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009,040 實益擁有人 66.08%

鄭丁港（附註1） 法團 1,435,009,040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66.08%

周焯華（附註1） 法團 1,435,009,040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66.08%

Raywell Holdings 
Limited（附註2）

法團 135,430,000 實益擁有人 6.24%

楊克勤（附註2） 法團 135,430,000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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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009,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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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
336條規定本公司須予置存之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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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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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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本公司管理層股東或主要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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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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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已由審核委員
會審閱。

薪酬委員會
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本公司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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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陳天立先生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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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董事會提供
推薦意見，並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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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條款不比GEM上市規則第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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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5.67條所載之交易必守標準寬鬆。本公司亦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本公司並無察覺到任何
未有遵行交易必守標準及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之情況。

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應用及符合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企業管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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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臨時事務未能出席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呂文華先生（執行董事兼本公司行政總裁）已獲委任
為二零二零年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以回應股東於二零二零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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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必要措施，確保符合企業管治守
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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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鄭丁港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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