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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SUN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29）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第三季業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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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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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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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集團的資料；董事願就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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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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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及(3)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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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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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營業額約為98,761,000港元，與
上個財政年度同期相比增加約21%。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毛利約為64,598,000港元，而上
個財政年度同期之毛利約為44,944,000港元。

•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股東應佔虧損約為77,075,000港
元，而上個財政年度同期虧損約為33,938,000港元。

•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七
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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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第三季綜合業績（未經審核）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及九個
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七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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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益 2 31,313,529 42,685,818 98,760,987 81,605,205
直接成本 (18,712,521) (20,327,771) (34,163,194) (36,661,611)

    

毛利 12,601,008 22,358,047 64,597,793 44,943,594
其他經營收入 (1,715,140) 920,823 572,642 6,825,282
行政開支 3 (27,038,387) (32,141,464) (119,591,678) (67,956,241)
融資費用 (10,510,376) (6,573,091) (32,478,582) (28,053,998)
生物資產之公平值變動淨額 220,766 3,705,338 13,780,197 8,425,714

    

除稅前（虧損）╱溢利 4 (26,442,129) (11,730,347) (73,119,628) (35,815,649)
所得稅開支 5 306,510 (589,064) (3,955,540) (1,005,964)

    

期內（虧損）╱溢利 (26,135,619) (12,319,411) (77,075,168) (36,821,613)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外幣換算差額 4,694,582 1,016,888 27,300,371 (8,025,734)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4,694,582 1,016,888 27,300,371 (8,025,734)
    

期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21,441,037) (11,302,523) (49,774,797) (44,847,347)
    

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6,135,619) (12,272,841) (77,075,168) (33,937,926)
非控股權益 – (46,570) – (2,883,687)

    

(26,135,619) (12,319,411) (77,075,168) (36,82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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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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以下人士應佔期內全面（虧損）╱收入
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1,441,037) (11,255,953) (49,774,797) (41,963,660)
非控股權益 – (46,570) – (2,883,687)

    

(21,441,037) (11,302,523) (49,774,797) (44,847,347)
    

股息 6 – – – –
    

每股盈利 7
基本（每股港仙） (1.88) (0.88) (5.54) (2.44)

    

攤薄（每股港仙） (1.88) (0.88) (5.5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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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贖回

儲備 合併虧損
購股權
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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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55,656,000 775,075,169 254,600 369,866 46,554,612 20,279,680 (906,288,609) (8,098,682) 2,710,779 (5,387,903)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虧損 – – – – – – (33,937,926) (33,937,926) (2,883,687) (36,821,613)

其他全面收入：
外幣換算差額 – – – – – (8,025,734) – (8,025,734) – (8,025,734)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 

全面虧損總額 – – – – – (8,025,734) (33,937,926) (41,963,660) (2,883,687) (44,847,347)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55,656,000 775,075,169 254,600 369,866 46,554,612 12,253,946 (940,226,535) (50,062,342) (172,908) (50,235,250)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資本贖回 

儲備 合併虧損
購股權 
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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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55,656,000 775,075,169 254,600 369,866 46,554,612 15,863,957 (967,023,473) (73,249,269) – (73,249,269)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虧損 – – – – – – (77,075,168) (77,075,168) – (77,075,168)

其他全面收入：
外幣換算差額 – – – – – 27,300,371 – 27,300,371 – 27,300,371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 
全面虧損總額 – – – – – 27,300,371 (77,075,168) (49,774,797) – (49,774,797)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55,656,000 775,075,169 254,600 369,866 46,554,612 43,164,328 (1,044,098,641) (123,024,066) – (123,024,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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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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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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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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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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金融業務 18,292,325 10,492,314 59,559,830 25,301,522
馬匹服務 13,021,204 31,914,504 39,201,157 55,440,683
電腦軟件解決方案及服務 – 279,000 – 863,000

    

31,313,529 42,685,818 98,760,987 81,60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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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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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電子設備經營開支 699,443 242,419 2,092,286 725,253
其他服務開支 553,003 357,182 1,267,313 1,103,467
配種服務費 1,133,664 5,176,183 9,100,716 9,556,420
馬場雜項開支 2,549,411 2,866,573 7,814,157 8,055,294
員工成本 9,145,920 8,720,727 26,055,702 25,660,130
諮詢費 1,244,790 266,461 3,975,203 859,070
銷售開支 550,072 998,809 2,000,597 2,100,180
廣告及推廣開支 610,431 232,681 2,614,162 2,984,412
保險開支 1,896,378 2,012,027 5,248,579 6,583,844
租金開支 3,115,256 3,140,942 9,630,775 9,598,510
公用事業及樓宇管理費用 278,443 253,400 899,922 846,196
辦公室雜項開支 530,117 648,859 1,051,275 1,005,180
折舊及攤銷 669,677 648,397 2,062,532 3,795,778
汽車及遊艇經營開支 540,835 812,319 2,073,801 2,486,665
商務差旅開支 147,522 285,251 607,302 790,120
業務招待開支 37,490 321,563 63,930 458,275
郵政及通信開支 215,769 246,603 654,284 712,204
核數師酬金 267,980 317,998 710,214 750,753
法律及專業費用 41,980 501,681 2,816,766 2,044,843
業務宣傳開支 159,359 564,182 530,147 717,048
壞賬 45,093 1,484,296 593,273 618,481
其他 22,731 59,859 79,914 99,708
匯兌虧損╱（收益） 2,583,023 1,983,052 37,648,828 (13,595,590)

    

27,038,387  32,141,464 119,591,678 67,956,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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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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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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33,974 8,684,715 25,443,540 25,337,625
債券利息 635,178 656,803 1,898,630 8,651,925
計息借貸之利息 411,507 5,745,534 1,910,274 10,925,589
承兌票據之利息 7,289,362 2,841,760 28,674,360 8,296,143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自置資產 622,365 584,621 1,916,799 3,632,097
利息收入 98,450 77,537 192,128 227,384

    

5. 所得稅開支

香港及海外利得稅乃分別按稅率16.5%（二零一七年：16.5%）及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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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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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306,510) 589,064 3,955,540 1,005,964
－海外稅項 – – – –

    

(306,510) 589,064 3,955,540 1,005,964
    

6.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七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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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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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 
盈利之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溢利 (26,135,619) (12,272,841) (77,075,168) (33,937,926)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91,400,000 1,391,400,000 1,391,400,000 1,391,400,000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購股權 – – –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91,400,000 1,391,400,000 1,391,400,000 1,39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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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加
權平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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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表現回顧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98,761,000港元，較上個
財政年度同期增加21%。該增加主要由於金融服務所產生之收益較上個財政年度有所增
加所致。

直接成本由去年同期約36,662,000港元減少至約34,163,000港元。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金
融服務所產生之收益較上個財政年度有所增加所致。

本集團錄得之行政開支由上個財政年度約67,956,000港元增加76%至約119,592,000港元。
該增加主要由於本期間內馬匹服務業務所產生之匯兌虧損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錄得除稅後虧損約26,136,000港元，而去年同期
則約為12,319,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77,075,000港
元，而上個財政年度同期則錄得虧損淨額33,938,000港元。虧損數字主要由於馬匹服務業
務之匯兌虧損較上個財政年度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業務回顧

本集團大部分業務位於東亞及太平洋地區，該地區於二零一八年之經濟增長較預期低，
約為3.1%。該地區去年之經濟發展主要體現為穩定個人及工業消費支出以及金融分部交
易活動放緩。鑒於本集團之營運涵蓋廣泛的業務範圍，業務單位所面臨之經濟環境各有
不同。

在本集團堅持執行成本控制及提高經營業績的同時，董事會亦於金融服務分部物色商
機，以擴展業務範圍及擴大本集團收益基礎。於先前報告期間，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
一月收購一項放債業務，並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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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已發行股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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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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經營業績外，董事會亦密切關注本集團之整體財務狀況。董事會將繼續密切監察本集
團之財務狀況及金融市場環境，以為本集團建立一個更為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馬匹服務

地區個人消費支出之增長為馬匹服務分部創造一個良好環境。此亦反映於澳洲馬匹行業
中亞洲國家參與者之增長。倚託於澳洲累積的經驗，本集團之營運已擴展至歐洲及新加
坡。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約有31%配種馬及純種馬位於澳洲以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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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飼養純種馬作買賣及競賽用途之業績波動相對較大。此乃部分由於我們的配種馬及
母馬後代（包括由其他馬房所訓練的後代）之競賽表現參差所致。此外，於二零一三年年
末建立業務初期自第三方購入的若干小雄馬及雌馬表現不如人意。本集團認為，透過增
加其自有母馬及配種馬繁殖純種馬之比率可提高業績，此乃由於(i)純種馬之成本會較低
及(ii)本集團在馬匹訓練及發展方面會有更大影響力所致。此舉為提高馬匹買賣及競賽業
績奠定良好基礎。除提升銷售業績外，本集團亦執行嚴謹成本控制及提高效益措施。

金融服務

自二零一八年年中起中美貿易戰爆發後，穩健之全球經濟增長勢頭受挫，令全球股票及
資本市場出現重大不確定因素，並可能於短期至中期內降低投資意欲及動搖宏觀經濟之
穩定情況。然而，近日中美為解決貿易爭端而展開之談判取得進展，我們預期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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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

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接手太陽國際証券及太陽國際資產管理之業務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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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太陽國際証券及太陽國際資產管理之產品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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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抵押及企業融資。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已完成收購太陽國際財務有限公司，該公司為領有
牌照之放債人。董事會認為，收購事項為加強本集團放債業務發展之良機。於二零一八
年九月三十日，放債業務之貸款組合達163,70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資產約26%。貸款
通常於一年內到期，平均年利率介乎20%至25%之間。

前景

地區經濟前景維持中性，但經濟增長放緩的風險已告提升，外加金融市場愈見波動不
定。一方面，此宏觀環境不大可能對馬匹服務業務造成重大影響，該業務將進一步強化
其增長基礎。憑藉先進設備及純種馬買賣業務的全球覆蓋面，本集團將繼續為客戶提供
優質服務，將品牌推向國際舞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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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預期深港通將於本
財政年度內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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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改善其財務狀況，從而為股東締造價值。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負債淨額由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約
73,249,000港元增加約49,775,000港元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23,024,000港元。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87,009,000港元，較二零一八年三月三
十一日之結餘增加約1%。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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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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持作財務租約之廠房及設備（二零一七年：
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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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僱員總數為75名（二零一七年：78名），及於截至二零一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薪酬總額約為25,444,000港元（二零一七年：25,33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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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本的權益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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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本公司須置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須根
據GEM上市規則第5.46至5.66條規定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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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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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928,290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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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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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詳情如下：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購股權
數目 期內行使

已失效
購股權

購股權
行使價

行使期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尚未行使 

購股權數目自 至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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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2/2010 11,492,308 – – 0.650 09/02/2010 08/02/2020 11,49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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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14,000 – – 0.315 10/09/2014 09/09/2024 13,914,00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概無董事或彼等各
自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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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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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本公司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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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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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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零零六年購股權計劃下，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並無任何購股
權獲授出或獲行使。二零零六年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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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十足效力及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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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如下：

購股權數目
 

授出日期

於
二零一八年
四月一日

期內
行使

期內
失效

於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購股權
行使期

購股權
行使價
港元

19/08/2008 91,241,206 – 91,241,206 – 19/08/2008至 
18/08/2018

0.830

27/08/2008 6,628,572 – 6,628,572 – 27/08/2008至 
26/08/2018

0.840

16/12/2009 68,244,444 – – 68,244,444 16/12/2009至
15/12/2019

0.540

09/02/2010 22,984,616 – – 22,984,616 09/02/2010至
08/02/2020

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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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362,702 – 97,869,778 198,49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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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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董事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之任何重大合約。

主要股東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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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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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Cheer Holdings 
Limited（附註1）

法團 654,677,040 實益擁有人 47.05%

鄭丁港（附註1） 法團 654,677,040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47.05%

周焯華（附註1） 法團 654,677,040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47.05%

Raywell Holdings 
Limited（附註2）

法團 135,430,000 實益擁有人 9.73%

楊克勤（附註2） 法團 135,430,000 於受控制法團之權益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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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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677,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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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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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無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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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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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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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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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本公司已應用GEM上市規則附錄十五企業管
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原則並遵守所有守則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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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呂文華先生（執行董事兼本公司
行政總裁）獲委任為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以於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回答
股東提問。

本集團將繼續適時審視其企業管治標準，而董事會將竭力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確保遵守
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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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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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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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於本公告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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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二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