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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毋須有過
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板上市的公司可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
經營業務的行業或國家而帶有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
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
專業及其他經驗豐富的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屬新興性質，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聯交所主板買賣的證券承
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創業板所發佈的資料的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的互聯網網頁刊登。上市公司毋須
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彼等能閱覽創業板網
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人的最新資料。

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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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提供有關太陽國際集團
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各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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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令本報告的內容有
所誤導；及(3)本報告所表達的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與假
設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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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未經審核）

‧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為97,756,629港元，與
上個財政年度同期相比增加約3,563%。

‧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毛利為76,006,413港元，而上
個財政年度同期毛利為1,091,083港元。

‧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股東應佔純利為21,289,555港
元，而上個財政年度同期虧損淨額為10,132,674港元。

‧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二零零七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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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中期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
業績，連同於二零零七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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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2 52,730,990 1,421,111 97,756,629 2,668,178
直接成本 (12,675,982) (870,603) (21,750,216) (1,577,095)

    

毛利 40,055,008 550,508 76,006,413 1,091,083

其他經營收入 61,689 9,792 74,947 124,362
行政開支 (33,450,504) (8,374,978) (42,177,092) (11,166,967)
融資費用 (22,042) (53,020) (43,701) (181,152)

    

除稅前溢利╱（虧損） 3 6,644,151 (7,867,698) 33,860,567 (10,132,674)

所得稅開支 4 (5,345,190) – (9,750,950) –
    

期內溢利╱（虧損） 1,298,961 (7,867,698) 24,109,617 (10,132,674)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343,075 (7,867,698) 21,289,555 (10,132,674)
 少數股東權益 955,886 – 2,820,062 –

    

1,298,961 (7,867,698) 24,109,617 (10,132,674)
    

股息 5 – – – –
    

每股盈利╱（虧損） 6
 基本（每股港仙） 0.04 (0.75) 1.76 (1.01)

    

 攤薄（每股港仙） 0.03 不適用 1.56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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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資產
 商譽 7 515,702,261 426,465,393

 投資物業 8 7,560,000 7,560,0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04,709,961 2,681,393
  

627,972,222 436,706,786
  

流動資產
 存貨 10 1,981,681 60,650

 應收貸款 11 7,796,000 －
 應收貿易賬款 12 81,907,289 23,266,60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 3,962,174 45,677,040

 銀行結餘及現金 32,760,870 104,663,808
  

128,408,014 173,668,101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4 2,833,038 3,836,991

 應付貿易賬款 15 23,961,244 –

 已收按金 132,000 162,000

 應付一名董事款項 16 835,816 450,965

 銀行貸款 17 301,828 303,304

 財務租約承擔 18 7,810 7,809

 應付稅項 14,907,257 5,195,887
  

42,978,993 9,956,956
  

流動資產淨值 85,429,021 163,711,14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13,401,243 600,41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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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已審核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17 3,332,179 3,480,206

 遞延稅項 236,250 236,250

 財務租約承擔 18 12,364 16,269
  

3,580,793 3,732,725
  

709,820,450 596,685,20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9 33,284,400 31,319,000

 少數股東權益 5,525,150 2,705,088

 儲備 671,010,900 562,661,118
  

709,820,450 596,68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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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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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虧損 總額
少數

股東權益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 19,300,000 17,090,836 － (119,998) 3,272,393 － (34,198,593) 5,344,638 － 5,344,638
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 3,894,000 49,648,500 － － － － － 53,542,500 － 53,542,500
確認股份發行費用 － (1,582,852) － － － － － (1,582,852) － (1,582,852)
購股權利益 － － － － 5,299,512 － － 5,299,512 － 5,299,512
行使購股權 770,000 13,257,202 － － (2,036,202) － － 11,991,000 － 11,991,000
截至二零零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虧損 － － － － － － (10,132,674) (10,132,674) － (10,132,674)          

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三十日 23,964,000 78,413,686 － (119,998) 6,535,703 － (44,331,267) 64,462,124 － 64,462,124          

於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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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收購附屬公司而發行之
 股份（附註1） 2,100,000 75,600,000 － － － － － 77,700,000 － 77,700,000
行使購股權（附註2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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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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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截至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溢利 － － － － － － 21,289,555 21,289,555 2,820,062 24,109,617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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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4 附註5



7

太陽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 二零零八年中期報告

附註：

1.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本公司發行及配發105,000,000股，作為收購附屬公司Superb Kings 
Limited之部份代價。

2.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十日，本公司分別因購股權獲行使而配發及發行
500,000股及5,00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新股。行使價分別為每股0.33港元及每股0.36港
元。

3.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因購股權獲行使而配發及發行250,000股每股面值0.04港元
之新股。行使價為每股0.66港元。

4.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在聯交所購回本身之股份。該等股份於購回後已予註
銷，因此，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已按該等股份之面值削減。購回股份之溢價已自股份溢價賬中扣
除。一筆相等於已註銷股份面值之金額已從保留溢利轉撥至股本贖回儲備。

5. 本集團之合併虧損指所收購附屬公司之股份面值高出本公司就交換而發行股本面值之數額。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所耗）現金淨額 57,569,182 (22,992,968)
投資活動所耗現金淨額 (192,612,085) (194,972)
來自融資活動現金淨額 63,139,965 61,914,55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71,902,938) 38,726,612
期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4,663,808 1,801,684

  

期末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2,760,870 40,528,296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32,760,870 40,52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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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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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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於二零零八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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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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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及租金收入。

分類資料按兩種分類方式呈報：(i)主要分類呈報基準乃按業務分類劃分；及(ii)次要
分類呈報基準乃按地區分類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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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現已組織成六個業務分類：代理收入、商務諮詢、電腦軟件解決
方案及服務、殯儀服務、酒店業務收入及租金收入。

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代理收入 商務諮詢 電腦服務 殯儀服務
酒店業務

收入 租金收入 其他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營業額
外部銷售 341,167 117,500 75,598,197 436,354 21,248,411 15,000 － 97,756,629

        

業績
分類業績 (1,034,179) (1,006,716) 54,952,821 (34,779) 1,233,574 (71,986) (71,711) 53,967,024

       

未劃分之公司
 收益：太陽國際 7,815

未劃分之公司
 支出：太陽國際 (20,070,571)

融資費用 (43,701)
 

除稅前溢利 33,860,567

所得稅開支 (9,750,950)
 

期間溢利 24,10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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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乃以亞洲為基準進行管理，但主要分為四個地區：香港、澳門、菲律賓
及越南。在以地區分類為基準呈列資料時，分部收益乃以客戶所在的地理位置作為基
準。

營業額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香港 10,781,705 2,668,178
澳門 1,786,556 －
菲律賓 84,888,171 －
越南 300,197 －

  

總額 97,756,629 2,668,178
  

3. 除稅前溢利 ╱（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項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
 －工資、薪金及其他 11,359,763 7,686,740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15,946,877 5,299,51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自置資產 1,953,405 121,006
 －財務租約資產 3,905 42,397

就商譽確認之減值虧損 － 1,166,407
利息收入 (17,103) (23,150)

  

4.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已根據在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金額按稅率16.5%於財務報表作出
撥備（二零零七年：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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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董事建議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七年：無）。

6. 每股盈利 ╱（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期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21,289,555
港元（二零零七年：虧損10,132,674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208,023,880股（二零零七年：1,007,073,770股）（已就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起生效之股份合併之影響作出追溯調整）為基準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經調整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以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
通股均獲悉數轉換。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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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期內溢利╱（虧損）及
 釐定每股基本
 溢利╱（虧損）
 盈利所用之
 溢利╱（虧損） 343,075 (7,867,698) 21,289,555 (10,132,674)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釐定每股基本（虧損）
 盈利所用之加權平均
 普通股數目 836,598,470 1,045,532,609 1,208,023,880 1,007,073,770
就假定行使購股權作出調整 155,406,006 － 162,222,763 －

    

992,004,476 1,045,532,609 1,370,246,643 1,007,07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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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商譽

港元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426,465,393
因收購附屬公司而產生之添置（附註a及b） 89,236,868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515,702,261
 

附註：

(a)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本公司以總代價168,004,303港元完成收購附屬公司。該項
收購已以收購會計法入賬。

港元

所收購之資產淨值：
 物業、廠房及設備 75,458,718
 預付款項及按金 3,562,281

 

79,020,999
 商譽 88,983,304

 

 總代價 168,004,303
 

支付方式：
 現金代價 89,500,000
 按公平值發行股份（附註） 77,700,000
 因收購而產生之開支 804,303

 

168,004,303
 

有關收購Superb Kings Limited的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89,500,000
 因收購而產生之開支 804,303

 

90,304,303
 

附註： 作為收購Superb Kings Limited之部分代價，本公司已發行105,000,000股每
股面值0.02港元之普通股。採用收購當日可獲得之已公佈價格每股0.74港元釐
定，本公司之該等普通股之公平值為77,7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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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一日，本公司以總代價1港元完成收購附屬公司。該項已收購以收購
會計法入賬。

港元

所收購之資產淨值：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253,563)
 商譽 253,564 

 總代價 1 

支付方式：
 現金 1 

8. 投資物業

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 2,600,000
轉撥自物業、廠房及設備 4,930,000
公平值增加 30,000

 

於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7,560,000
 

9.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
港元 港元

成本：
於二零零八╱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3,330,106 6,261,498
收購附屬公司 75,458,718 399,297
轉撥至投資物業 – (3,800,000)
期╱年內添置 29,783,277 1,799,708
期╱年內出售 (1,271,377) (1,330,397)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107,300,724 3,330,106
  

折舊：
於二零零八╱二零零七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648,713 1,083,486
收購附屬公司 – 58,404
轉撥至投資物業時予以撇銷 – (190,000)
期╱年內折舊費 1,957,310 399,806
期╱年內出售 (15,260) (702,983)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 2,590,763 648,713
  

賬面淨值：
於九月三十日╱三月三十一日 104,709,961 2,68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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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貨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製成品，按成本 1,981,681 60,650
  

於結算日之所有存貨均以成本列賬。

11. 應收貸款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Gold Track Mining and Resources Limited 7,796,000 –
  

貸款協議之總額為1,000,000美元及年利率為10厘。

12. 應收貿易賬款

以下為應收貿易賬款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30天內 27,352,081 16,160,494
31-60天 10,031,975 4,068,394
61-90天 6,679,823 653,029
90天以上 37,843,410 2,384,686

  

81,907,289 23,266,603
  

應收貿易賬款平均信貸期為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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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賬面值與
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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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按金 689,818 45,361,063
預付款項 3,244,563 66,114
其他應收款項 27,793 249,863

  

3,962,174 45,677,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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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應計費用 870,372 3,183,231
其他應付款項 1,962,666 653,760

  

2,833,038 3,836,991
  

董事認為，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5. 應付貿易賬款

以下為應付貿易賬款於結算日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30天內 23,836,204 –
31至60天 – –
61至90天 – –
90天以上 125,040 –

  

23,961,244 –
  

應付貿易賬款平均信貸期為30日。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面值以港元計值。

董事認為，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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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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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銀行貸款

銀行貸款乃以質押附屬公司之固定資產作擔保。

有抵押銀行貸款以港元計值及按香港同業拆息另加0.65厘之年利率計息。

董事認為本集團銀行借貸之賬面值與公平值相若。

18. 財務租約承擔

最低租約付款 最低租約付款現值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八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根據財務租約應付款項：
 一年內 9,840 9,840 7,810 7,809
 第二至第五年
  （包括首尾兩年） 15,580 20,498 12,364 16,269

    

25,420 30,338 20,174 24,078
減：未來融資費用 (5,246) (6,260)

  

租約承擔現值 20,174 24,078
  

減：須於一年內償還
 列入流動負債之款項 (7,810) (7,809)

  

須於一年後償還之款項 12,364 1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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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平均實際利率為年息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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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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股本

普通股數目 金額
港元

普通股
法定：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每股面值0.02港元） 6,000,000,000 120,000,000

  

 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每股面值0.04港元） 3,000,000,000 120,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1,565,950,000 31,319,000
 股份合併（附註a） (838,225,000) －
 股份發行（附註b） 105,000,000 2,100,000
 購回股份（附註c） (6,365,000) (254,600)
 行使購股權之影響（附註d及e） 5,750,000 120,000

  

 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 832,110,000 33,284,400
  

附註：

(a)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宣佈其建議將本公司股本中每二股每股面值0.02港
元之股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0.04港元之股份（「股份合併」）。緊接股份合併前，本公司
之法定股本為120,000,000港元，由6,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股份組成，當
中1,676,45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股份已獲發行及繳足。緊隨股份合併後，本公
司之法定股本維持為120,000,000港元，由3,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4港元之股份組
成，其中約838,225,000股每股面值0.04港元之股份已獲發行。股份合併之詳情載於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六月四日之通函內及有關股份合併之決議案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
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正式通過。股份合併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二
十六日起生效。

(b)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本公司發行及配發105,000,000股股份，作為收購附屬公司
Superb Kings Limited之部份代價。

(c)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在聯交所購回本身之股份。該等股份於購回
後已予註銷，因此，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已按該等股份之面值削減。購回股份之溢價已
自股份溢價賬中扣除。一筆相等於已註銷股份面值之金額已從保留溢利轉撥至資本贖回
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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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及二零零八年六月十日，本公司分別因購股權獲行使而配發
及發行500,000股及5,00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新股。行使價分別為每股0.33港元
及每股0.36港元，並已轉為本公司股本中之股份。該等購股權所得款項總額為1,965,000
港元。

(e)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因購股權獲行使而配發及發行250,000股每股面值
0.04港元之新股。行使價為每股0.66港元，並已轉為本公司股本中之股份。該等購股權
所得款項總額達165,000港元。

所有已發行新股將在各方面與本公司現有普通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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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七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短期福利 1,005,000 745,259 2,030,100 1,189,259
退休福利 9,000 15,000 18,000 27,000
授出購股權 15,946,877 122,078 15,946,877 242,830

    

16,960,877 882,337 17,994,977 1,45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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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結算日後事項

(a)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五日，Galileo Capital Group (BVI) Limited（「Galileo 
BVI」）（作為貸方）與Gold Track Mining and Resources Limited（「Gold 
Track」）訂立貸款協議，向Gold Track提供貸款。根據貸款協議，Galileo 
BVI有權將貸款（連同應計利息）資本化以取得Gold Track不少於經向Galileo 
BVI配發及發行額外股份擴大後之股本之51%。由於Gold Track已找到礦場
及極可能於礦場內開採礦物資源，因此本集團決定資本化貸款及訂立認購協
議。

 根據認購協議及補充協議，Gold Track有條件同意向Galileo BVI配發及發行
認購股份，代價為Galileo BVI將Gold Track結欠Galileo BVI之1,000,000美
元貸款（及其應計利息）撥作資本。認購股份（即11,739股Gold Track股份）
約佔Gold Track經發行及配發認購股份擴大後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之54%。

 Gold Track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擁有一間印尼採礦公司100%股本權益。
Gold Track由鄭丁港先生（本公司主要股東）之小姨Yeung So Lai女士實益
擁有49%。協議之主要條款及詳情載於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九月五日、二零零
八年十月八日及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之公告。

(b)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七日，Galileo Funeral Services Limited（作為賣
方）及Grand Pacific Management Inc.（作為買方）就買賣本公司之全資附
屬公司祥盛殯儀有限公司（「祥盛」）及Grand Sea Limited（「Grand Sea」）
之股份訂立協議，代價為3,140,779港元，其中250,000港元作為祥盛銷售股
份之應付款項及2,890,779港元作為Grand Sea銷售股份之應付款項。完成日
期為協議日期後一個月屆滿後之翌日或有關各方書面同意之其他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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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97,756,629港元，較上個財政年度
同期增加3,563%。營業額增加主要由於收購從事資訊科技相關業務及酒店業務之附屬公司所
產生之收益，其業績包括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賬目內。

直接成本由去年同期錄得之1,577,095港元增加至21,750,216港元。毛利百分比增加主要由於
資訊科技相關業務及酒店業務之毛利率較高。

行政開支較二零零七年之11,166,967港元增加277%至42,177,092港元。開支增加主要由於
為產生收入而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及二零零八年五月收購之附屬公司及期內授出購股權所產
生之成本。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純利為21,289,555港元，與上
個財政年度同期比較增加31,422,229港元，超過310%。溢利數字增加主要反映分別於二零
零七年十二月及二零零八年五月收購之資訊科技相關業務及酒店業務所產生之較高營業額所
致。

業務回顧

在回顧期內，國際金融市場受美國按揭貸款市場引發之金融危機嚴重影響。各國政府當局已
採取不同救市計劃以加強其銀行系統。然而，全球金融海嘯已對消費者開支及投資環境產生
不利影響。董事會已決定暫停金融顧問服務。

於收購Loyal King Investment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Loyal King Group」）後，本集團
得以拓展娛樂及遊戲業務。借助Loyal King 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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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度假酒店業務，因一場特大颱風摧毀了部份酒店設施，已自二零零八年八
月起暫停營運。翻新工程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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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於可見的未來，中國將繼續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指標。然而，在現有投資環境條件下，董事
會將更重視能為本集團帶來穩定收入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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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並看好菲律賓Cagayan 
Valley的酒店及旅遊業前景，因為董事會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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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集團提供難能可貴的機會，可藉此進軍酒店行業，同時可
為本集團增值，符合股東之整體利益。二零零八年八月發生的颱風事件僅為一次特殊事故。
所有翻新工程將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完工。

有關向Gold Track Mining and Resources Limited（「Gold Track」）提供貸款，董事會
認為印尼擁有豐富資源有待發掘和開採。倘本集團能進軍印尼之天然資源市場，將為業務增
長提供巨大潛力。由於本集團現時財政狀況良好，董事會認為向Gold Track提供貸款乃屬
有利。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八日，本集團與Gold Track訂立認購協議，據此，本集團將認購
11,739股Gold Track股份（佔Gold Track經擴大股本之54%），作為本集團將貸款撥充資本
之代價。Gold Track擁有發掘天然資源所需之經驗及專業知識。

重大收購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本公司完成收購Superb Kings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及
Superb Kings Limi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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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負債及債項，代價為205,000,000港元。代價已按：(i)促使本公司於完成時透過配發及發行代
價股份之方式支付其中115,500,000港元；(ii)作為按金支付現金44,750,000港元；及(iii)於
完成時支付現金44,750,000港元。收購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四月十日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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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淨值由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96,685,000
港元增加至約709,820,450港元。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結餘約為
32,760,870港元，相比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結餘下跌約68%。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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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合併

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宣佈其建議將本公司股本中每二股每股面值0.02港元
之股份合併為一股每股面值0.04港元之股份（「股份合併」）。緊接股份合併前，本公司之
法定股本為120,000,000港元，由6,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股份組成，當中
1,676,450,000股每股面值0.02港元之股份已獲發行及繳足。緊隨股份合併後，本公司之法
定股本維持為120,000,000港元，由3,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4港元之股份組成，其中約
838,225,000股每股面值0.04港元之股份已獲發行。股份合併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
八年六月四日之通函內及有關股份合併之決議案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舉行之股東特
別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正式通過。股份合併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起生效。

質押集團資產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持作財務租約之廠房及設備賬面淨值為22,774港元（二零
零七年：223,047港元），而賬面淨值為7,560,000港元之物業已質押為銀行貸款之擔保（二零
零七年：6,257,5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或然負債。

外匯風險

本集團大多數買賣交易、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結算。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
任何外匯合約、利率、貨幣掉期或其他金融衍生項目等方面的重大風險。

僱員資料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僱員總數為597名（二零零七年：19名），及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薪酬總額約為27,306,640港元（二零零七年：7,68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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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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公司名稱

根據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特別決議案，本公司名稱已
由「Galileo Holdings Limited」改為「Sun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而其中文名稱
則由「嘉利福控股有限公司」改為「太陽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及行政總裁於股本之權益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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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秉辰先生 法團（附註1） 30,450,000 受控法團權益 3.66%

周焯華先生 法團（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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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等普通股由New Brilliant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New Brilliant Investments 
Limited已發行股本由20/20 International Limited實益擁有80%權益，並由張澤瑂女
士實益擁有20%權益。徐秉辰先生實益擁有20/20 International Limited已發行股份之
70.4%權益。

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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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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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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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之詳情
如下：

購股 於本期間 購股權 行使期

於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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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禹銘先生 二零零七年
三月二十六日

250,000 250,000 0.66 二零零八年
三月二十六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二十五日

–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一日

125,000 – 2.94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125,000

郭君雄先生 二零零七年
三月二十六日

250,000 250,000 0.66 二零零八年
三月二十六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二十五日

–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一日

125,000 – 2.94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125,000

蕭喜臨先生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一日

125,000 – 2.94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一日

二零一七年
十月三十一日

1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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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購股權數目及行使價已就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起生效之股份合併作出調整。

除上述披露外，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曾於二零零八年八月
十九日及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向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授予新購股權以供認
購本公司股份，及彼等並無行使該等權利。

除上述披露外，於截至二零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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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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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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並無購股權為尚未
行使，且於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並無購股權獲授出或獲行使。

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於二零零八年

四月一日
於本期間

已行使
已失效
購股權

於二零零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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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六日

500,000 500,000 – – 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至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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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0,000 2,500,000 (2,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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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一日

575,000 – – 575,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2.94

二零零八年
 八月十九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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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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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25,000 3,000,000 (2,300,000) 121,025,000
    

附註： 購股權數目及行使價已就由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起生效之股份合併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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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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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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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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mier United Limited
 （附註1）

法團 95,000,000 實益擁有人 11.42%

Chan Ping Che（附註1） 法團 95,000,000 受控法團權益 11.42%

Lam Shiu May（附註1） 法團 95,000,000 受控法團權益 11.42%

First Cheer Holdings
 Limited（附註2）

法團 140,000,000 實益擁有人 16.82%

鄭丁港（附註2） 法團 140,000,000 受控法團權益 16.82%

周焯華（附註2） 法團 140,000,000 受控法團權益 16.82%

楊克勤 個人 65,408,500 實益擁有人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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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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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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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披露外，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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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錢禹銘先生、
郭君雄先生及蕭喜臨先生。錢禹銘先生獲委任為審核委員會主席並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
因有其他事業發展機會而辭任。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八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
績。

薪酬委員會

根據公司管治守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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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為錢禹銘先生、郭君雄先生及蕭喜
臨先生，而郭君雄先生被委任為薪酬委員會主席。錢禹銘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因有
其他事業發展機會而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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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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
酬組合。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於回顧期間，本公司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持續採納一套守則，條款之嚴謹毫不遜於創業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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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於本回顧期內，本公司購買6,365,000股本公司上市證券。

董事會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周焯華先生、徐秉辰先生、鄧漢光先生、鄭美
程女士及李志成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郭君雄先生、蕭喜臨先生、馮國基先生及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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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