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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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益約為29,200,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
同期減少約30%。

•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毛利約為22,291,000港元，而上個財政年度
同期之毛利則約為39,570,000港元。

•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7,614,000港元，而上
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溢利則約為7,780,000港元。

• 本公司董事（「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
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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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中期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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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7,950 24,253 29,200 41,811
直接成本 (6,491) (1,184) (6,909) (2,241)
      

毛利 11,459 23,069 22,291 39,570
其他經營收入 5,784 924 5,015 2,425
減值虧損，扣除撥回 (2,027) 16,116 (1,358) 16,228
行政開支 (20,154) (22,480) (34,643) (39,315)
財務成本 (4,533) (5,484) (8,919) (11,128)
      

除稅前溢利╱（虧損） 4 (9,471) 12,145 (17,614) 7,780
所得稅開支 5 – – – –
      

期內溢利╱（虧損） (9,471) 12,145 (17,614) 7,780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 
匯兌差額 4,625 38 15,708 7,354

      

期內全面收入╱（虧損）總額 (4,846) 12,183 (1,906) 15,134
      



中期報告2021太陽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中期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4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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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1) 12,145 (17,614) 7,780

      

(9,471) 12,145 (17,614) 7,78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虧損） 
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846) 12,183 (1,906) 15,134

      

(4,846) 12,183 (1,906) 15,134
      

股息 6 – – – –
      

每股盈利╱虧損（港仙） 7
基本及攤薄 (0.41) 0.56 (0.78)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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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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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381 928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98,830 6,096
使用權資產 2,041 3,018
投資物業 43,240 43,240
生物資產－非流動部分 4,396 4,454
其他資產 325 230
應收貸款 – 7,563    

158,213 65,529    
流動資產
應收貸款 28,055 21,221
應收貿易賬款 10 3,399 19,470
給予客戶之孖展融資墊款 86,105 55,02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1 9,648 3,182
可收回稅項 908 20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2,773 106,926
代客戶持有之現金 114,447 119,326    

325,335 325,35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2 129,089 127,05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4,388 29,516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1,012 1,065
中期債券 – –
租賃負債 2,097 2,137    

146,586 159,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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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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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749 165,58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36,962 231,116

非流動負債
承兌票據 13 171,067 162,320
遞延稅項負債 5,561 5,561
租賃負債 263 1,256    

176,891 169,137    

資產淨值 160,071 61,979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4 91,370 86,869
儲備 68,701 (24,890)    

總權益 160,071 6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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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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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業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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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經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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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86,869 1,012,660 98,060 255 4,412 370 1,659 36,463 – (1,178,772) 61,979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之溢利 – – – – – – – – – (17,614) (17,614)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之匯
兌差額 – – – – – – – 15,708 – – 15,708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止期間之全面收入總額 – – – – – – – 15,708 – (17,614) (1,906)            

發行新股份 4,501 95,500 – – – – – – – – 100,001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91,370 1,108,160 98,060 255 4,412 370 1,659 52,171 – (1,196,386) 16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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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37,116) 42,746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 61 (1,610)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淨額 (1,205) (17,98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38,260) 23,15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6,926 110,506

匯率變動之影響 14,107 (8,899)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82,773 12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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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業績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經修訂）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一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
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上市。於報告日期，
本公司之最終及直接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Fresh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Fresh Success」），由鄭丁港先生（「鄭先生」）全資實益擁有。未經審核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乃以港元（「港元」）呈列，其與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相同。除另有指明外，所有金
額均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千位（千港元）。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集團主
要從事放債、證券、期貨經紀、資產管理服務、物業投資、開採數碼貨幣及投資於配種馬。

2. 編製基準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統稱「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GEM上市規則的披露規定來編製。

除部分物業和部分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未經審核綜合業績乃按照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編製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惟採用在本報告期首次生效的新訂和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除外。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
司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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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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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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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範圍以內的收益
金融服務 4,293 4,549 11,898 16,901
馬匹服務 3,363 11,895 3,924 14,492
開採數碼貨幣 5,514 – 5,514 –

     

13,170 16,444 21,336 31,39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範圍以外的收益
金融服務 4,407 7,809 7,057 10,418
租賃收人 373 – 807 –

     

4,780 7,809 7,864 10,418
     

17,950 24,253 29,200 4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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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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物業投資
開採

數碼貨幣 金融服務 馬匹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807 5,514 18,955 3,924 29,200
      

分部業績 698 (6,436) 3,667 (291) (2,362)
     

未劃分企業收入 2
未劃分財務成本 (8,887)
未劃分企業開支 (6,367)
      

除稅前虧損 (1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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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未經審核）

物業投資
開採

數碼貨幣 金融服務 馬匹服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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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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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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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 18,955 27,319
澳洲 4,731 14,492
其他地區 5,514 –
   

29,200 4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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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香港 7,556 9,145
澳洲 47,251 48,591
哈薩克斯坦 103,081 –
   

157,888 5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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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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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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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 1,050 2,404 2,119
－薪金及其他福利 5,166 5,923 10,532 11,11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23 416 370 754

     

6,713 7,389 13,306 13,98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自置資產 9,359 1,430 16,694 2,649

利息收入 40 19 6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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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開支
香港及海外利得稅乃分別按稅率16.5%（二零二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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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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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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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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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虧損）之本公
司擁有人應佔溢利╱
（虧損） (9,471) 12,145 (17,614) 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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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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股 千股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 
盈利╱（虧損）之普通
股加權平均數 2,284,255 2,171,732 2,266,423 2,171,732

     

8. 無形資產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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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428
加密貨幣(c) 8,558 –
   

9,381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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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加密貨幣按成本計量，即取得加密貨幣回報的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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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成本：
於二零二一年╱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49,120 86,529
添置 109,464 4,797

出售 – (10,869)
外幣調整 (52) 9,743
轉撥至投資物業 – (41,080)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158,532 49,120

   

累計折舊：
於二零二一年╱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43,024 52,081
折舊開支 16,694 4,017
撥回 – (7,769)
外幣調整 (16) 2,508
轉撥至投資物業 – (7,813)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結餘 59,702 43,024

   

賬面淨值：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98,830 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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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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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9 4,327
減：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2,363 (3,821)
   

546 506

應收經紀、交易商及結算所之賬款 2,853 18,964
   

3,399 1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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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於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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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47 385
31–60天 499 121
   

546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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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按金 2,395 710
預付款項 1,338 1,528
其他應收款項 5,915 944
   

9,648 3,182
   

12. 應付貿易賬款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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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6 432
應付客戶及結算所之賬款 119,473 126,621
   

129,089 127,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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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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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於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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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0天內 3,424 225
31–90天 6,153 154
91–120天 39 53 

  

9,616 432 
  

13. 承兌票據
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即期 – –
非即期 171,067 162,320
   

171,067 16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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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股本
普通股數目 金額

千股 千港元
   

普通股
法定：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0.04港元） 40,000,000 1,6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171,732 86,869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2,284,255 91,37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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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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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7 1,036 2,374 2,092
退休福利 17 14 30 27
     

1,324 1,050 2,404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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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表現回顧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收益約29,200,000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期減
少30%。該減少主要由於馬匹及金融服務分部產生的收益所致。

直接成本由去年同期約2,241,000港元增加至約6,909,000港元。增幅主要由於銷售加密貨幣所致。

行政開支由二零二零年約39,315,000港元減少12%至約34,64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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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7,614,000港元，而上個財政年
度同期則錄得溢利7,780,000港元。該變動主要由於整體收益減少所致。

業務回顧
本集團經營馬匹業務多年，其業績令人失望。因此，董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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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對本集團馬匹分部再作重組。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完成購買加密貨幣開採設備，並開始開採加密貨幣業務。

馬匹服務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出售Sun Kingdom Pty Ltd後，馬匹業務再經重組。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將原用於經營旗下馬匹分部、位於澳洲的若干自有土地及農場出租給獨立第三方。此外，該
名獨立第三方將根據若干利潤分成計劃管理本集團持有的配種馬。董事會相信，經過此次重組，馬
匹分部的業績及現金流將會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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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

隨著中美貿易紛爭、保護主義抬頭、全球政局不明朗、COVID-19疫情爆發及持續，以及資本和股票
市場波動，董事會金融服務分部持審慎態度，特別是放債業務，以避免本集團的任何潛在風險。因
此，金融服務的收益及利潤與上一財政年度同期相比有所減少。本集團管理層會定期檢討和調整業
務策略，採取審慎和平衡的風險管理方針，以應對目前難以預測的經濟形勢。

開採數碼貨幣

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本集團間接全資附屬公司Extra Blossom Holdings Limited（「Extra 
Blossom」）完成收購若干數目的數碼貨幣礦機。收購代價以本集團根據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五日
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授予之一般授權，配發和發行112,522,768股代價股份支付。進駐加密貨幣╱區
塊鏈業務後，董事會相信可為本集團提供長遠及穩定的收入。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國務院
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就開採及買賣比特幣發表聲明，為支持及遵循中國
政府指示，本集團已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指示相關服務供應商，暫停加密貨幣礦機的營運服
務。自二零二一年七月起，開採加密貨幣業務已遷移至哈薩克斯坦。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六日，Extra Blossom與獨立第三方深圳市水滴雲智能有限公司（「深圳水滴」）
訂立協議（「Swarm租賃協議」），據此，深圳水滴同意向Extra Blossom出租1,000個網絡計算節
點，用於開採Swarm，租賃費為每月人民幣1,000,000元。然而，由於Swarm交易價起伏不定，Extra 
Blossom與深圳水滴互相同意於二零二一年七月暫停Swarm租賃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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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隨著中美貿易紛爭及COVID-19疫情爆發，全球經濟及消費者信心遭受不利影響。該兩項事件持續超
過一年且對我們的二零二一年財務業績及我們的發展策略產生影響。管理層預計，二零二一年將充
滿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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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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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約為160,071,000港元，而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之資產淨值則約為61,979,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82,773,000港
元，較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減少約23%。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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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根據融資租賃持有之廠房及設備（二零二零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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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僱員總數為43名（二零二零年：67名），而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薪酬總額約為13,306,000港元（二零二零年：13,98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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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銘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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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
原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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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先生、浩鑽及Rich Galaxy Group Limited
（「Rich Galaxy」，其後新加入為原告人）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向廣東省高級法院呈交的經修
改申索書（「經修改申索書」）。根據經修改申索書，(i)Fame Select Limited（由周先生與鄭先生分別
實益持有50%的公司）及Yeung So Lai女士（為楊素梅的姊妹，而楊素梅為鄭先生的配偶）等多人新
加入為被告人（連同原有被告人為「被告人」）；及(ii)對被告人申索的賠償金額增至680,00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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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以司法權區不同為由對經修改申索書提出反對，惟並不成功。經修改申索書將會維持有效，
而本集團正等候接收廣東省高級法院發出聆訊通知。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十一日，太陽國際財務的中國法律顧問收到廣東省高級法院發出的首次聆訊通
知。首次聆訊原定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舉行，但已改期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舉行。

於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九日，中國法律顧問收到廣東省高級法院口頭確認，稱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六
日舉行的聆訊將會取消，並且無安排進一步的行動或聆訊。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本集團接獲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出的民事裁判書，稱已批准趙銘先
生、浩鑽及Rich Galaxy撤回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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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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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009,040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
益

62.82%

附註： 該等普通股由Fresh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Fresh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
由鄭丁港先生全資實益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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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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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之 
尚未行使購 
股權數目

港元 自 至
         

鄭美程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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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獲
授可以認購本公司股份，而有關權利尚未行使的新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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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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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何權益或淡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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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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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於二零二一年 
四月一日 期內行使 期內失效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購股權行使期 購股權行使價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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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5

     

29,219,400 – – 29,21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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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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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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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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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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sh Success Investments Ltd 
（附註1）

法團 1,435,009,040 實益擁有人 62.82%

鄭丁港（附註1） 法團 1,435,009,040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62.82%

Raywell Holdings Limited 
（附註2）

法團 135,430,000 實益擁有人 5.93%

楊克勤（附註2） 法團 135,430,000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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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Fresh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由鄭丁港先生全資實益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鄭丁港
先生被視為於由Fresh Success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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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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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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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業績已由審核委員
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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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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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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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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報告2021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本之權益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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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鄭丁港先生、鄭美程女士、呂文華先生、詹德禮先生及
蔡漢強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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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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