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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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較其他於聯交所上市之公司承受更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之市場。
有意投資之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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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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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鑒於創業板
上市公司之新興性質使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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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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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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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潼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或各為一名「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報告承
擔全部責任，當中包括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規定提供有關本
公司之資料。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主要
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本報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宜，致使本報告或
其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本報告將刊登於創業板之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一頁並由刊發日期起保留最少
七日及刊登於本公司之網站http://www.aplushk.com/clients/8299GrandTG/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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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
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連同去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 – – –
銷售成本 – – – –

毛利 – – – –
其他虧損 (3) – (125) (1)
銷售及分銷開支 (1,607) (12) (2,404) (380)
行政開支 (13,016) (12,057) (32,400) (21,420)

經營業績 (14,626) (12,069) (34,929) (21,801)
融資成本 5 (8,245) (4,794) (15,490) (9,271)

除稅前虧損 6 (22,871) (16,863) (50,419) (31,072)
所得稅抵免 7 – – – –

期間虧損 (22,871) (16,863) (50,419) (31,072)

期間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9,054) (14,759) (43,607) (26,849)
非控股權益 (3,817) (2,104) (6,812) (4,223)

(22,871) (16,863) (50,419) (31,072)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基本 9 (0.14) (0.11) (0.32) (0.20)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3

大唐潼金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中期報告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虧損 (22,871) (16,863) (50,419) (31,072)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因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而產生之匯兌差額 6,495 3,878 221 7,942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及 

重新分類至損益 5,592 5,754 17,886 3,690

12,087 9,632 18,107 11,632

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10,784) (7,231) (32,312) (19,440)

全面虧損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020) (5,243) (25,581) (15,257)

非控股權益 (3,764) (1,988) (6,731) (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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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1,731 385,017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1,235 1,233
採礦權相關資產 51,595 51,547
在建工程 1,811 1,794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0 1,243

476,392 440,834

流動資產
存貨 75,391 52,554
其他應收款項、預付款項 10 32,258 43,34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90 1,452

108,139 97,348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45,739 71,239
遞延收益 37 654
承兌票據 12,500 12,500
應付稅項 128 128
附息借貸 28,451 20,873
可換股債券 16,719 –

103,574 105,394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4,565 (8,046)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80,957 432,788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 15,897
長期貸款 331,126 234,746

331,126 250,643

資產淨值 149,831 182,14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3,794 53,794
儲備 94,380 119,96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48,174 173,758
非控股權益 1,657 8,387

權益總額 149,831 18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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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非控股權益 合計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購股權儲備
可換股債券

儲備 重估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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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53,794 1,690,765 21,621 26,703 5,036 (25,159) (1,599,002) 173,758 8,387 182,145

期間虧損淨額 – – – – – – (43,610) (43,610) (6,811) (50,421)

其他全面收入：
因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140 – – – – 140 81 221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及重新分類至損益 – – – – – 17,886 – 17,886 – 17,886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140 – – 17,886 (43,610) 25,584 (6,730) (32,314)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53,794 1,690,765 21,762 26,703 5,036 (7,273) (1,642,612) 148,175 1,656 149,831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非控股權益 合計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購股權儲備
可換股債券

儲備 重估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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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53,794 1,690,765 11,946 26,703 5,036 (28,227) (1,544,032) 215,985 17,628 233,613

期間虧損淨額 – – – – – – (26,852) (26,852) (4,223) (31,075)

其他全面收入：
因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 – 7,902 – – – – 7,902 40 7,942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及重新分類至損益 – – – – – 3,690 – 3,690 – 3,690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7,902 – – 3,690 (26,852) (15,260) (4,183) (19,443)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53,794 1,690,765 19,848 26,703 5,036 (24,537) (1,570,884) 200,725 13,444 21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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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64,860) (11,934)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28,057) (2,036)

融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89,290 4,77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3,627) (9,193)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52 1,933

匯率變動之影響 2,665 7,938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90 67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490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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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公司資料

大唐潼金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一九六一年法律第3章，經綜合及修訂）在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一間獲豁免有限公司。其於香港之主要營業地點為香港上環干諾道西28號威勝商業大
廈24樓2410室。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連同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主要從事黃金勘探、開採及礦
物加工。

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及本公司之功能貨幣為港元，若干價值已四捨五入至最接近千位數。

2.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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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

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編製。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需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斷、估

計及假設會影響期初至今所採用政策及資產與負債之呈報金額、收入及開支。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

計。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一二

年年報」）一併閱讀。本集團有關財務風險管理之政策乃載於本公司之二零一二年年報所載之財務報表及截

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風險管理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方法編製，並根據若干按公平值計量之財務工具之重新估值作出

修訂。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相同。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於本集團之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該等發展並無

對當前或過往期間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編製或呈列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採納於當前會計期間

並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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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擁有兩個經營分部，分別為黃金業務分部及企業分部。

分部業績不包括融資成本。分部資產及負債乃根據分部之經營業務分配。

按經營分部劃分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黃金 企業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 – – –

毛利 – – – –

其他虧損 (125) – – (125)

經營費用 (8,983) (25,708) – (34,691)

折舊及攤銷* (113) – – (113)

分部業績 (9,221) (25,708) – (34,929)

融資成本 (15,041) (449) – (15,490)

除稅前虧損 (24,262) (26,157) – (50,419)

所得稅開支 – – – –

期間虧損淨額 (24,262) (26,157) – (50,419)

分部資產 583,099 1,790,279 (1,788,847) 584,531

分部負債 608,592 192,754 (349,927) 434,700

資本開支 43,950 – – 43,950

折舊及攤銷** 7,939 – – 7,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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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黃金 企業 對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 – – –

毛利 – – – –

其他收入╱（虧損） (1) – – (1)

經營費用 (5,354) (14,851) (1,435) (21,640)

折舊及攤銷* (160) – – (160)

分部業績 (5,515) (14,851) (1,435) (21,801)

融資成本 (9,054) (217) – (9,271)

除稅前虧損 (14,569) (15,068) (1,435) (31,072)

所得稅抵免╱（開支） – – – –

期間溢利╱（虧損）淨額 (14,569) (15,068) (1,435) (31,072)

分部資產 439,629 1,796,746 (1,787,275) 449,982

分部負債 405,814 175,736 (346.618) 235,814

資本開支 14 – – 14

折舊及攤銷** 6,671 – – 6,671

* 指計入行政開支的折舊及攤銷。

** 指本集團的折舊及攤銷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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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分部

本集團之業務位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其他地區，而本集團產品之主要市場集中於香港及中
國其他地區。

按地域分部劃分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中國（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476,353 378,199
香港 39 5,609

476,392 383,808

4. 收益及其他收入

收益指已出售貨品之發票淨值（已扣減貿易折扣、退貨及不同種類之政府附加費（如適用））及已供應服務
之價值：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銷售貨品 – – – –

– – – –

5.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利息 401 414
可換股債券利息及攤銷 – –
短期貸款利息 527 217
長期貸款利息 14,562 8,640

融資成本 15,490 9,271

借貸的加權平均資本化率通常為每年12.12%（二零一一年：每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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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乃在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250 250 500 500

攤銷無形資產 – – – –

折舊* 4,169 3,359 7,939 6,671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131 291 422 585

包括董事酬金之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津貼及實物利益 2,925 2,827 5,997 5,375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3 25 45 48

員工成本 2,948 2,852 6,042 5,423

* 112,630港元（二零一一年：160,338港元）計入行政開支。

7.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海外
期間撥備 – – – –

所得稅開支 – – – –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應課稅溢利（二零一一年：無），故並無於財務報表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海外稅項指就於海外（包括中國）經營之附屬公司所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之稅項支出，並按期內適用於
有關司法權區之稅率計算。

8. 股息

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派付或擬派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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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按以下資料為基準計算：

基本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19,054) (14,159) (43,607) (26,849)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3,448,488,271 13,448,488,271 13,448,488,271 13,448,488,271

每股基本虧損（港仙） (0.14) (0.11) (0.32) (0.20)

攤薄

每股攤薄虧損乃就假設所有潛在攤薄普通股已獲行使╱兌換而對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作出調整而

計算。本公司有2類潛在攤薄普通股：購股權及可換股債券。

就購股權而言，根據尚未行使購股權附帶認購權的貨幣價值，計算出可按公平值（釐定為本公司股份期間

平均市價）收購的股份數目。以上計算得出的股份數目乃與假設購股權獲行使而發行的股份數目比較。因

此，購股權只會於期內普通股平均市場價高於購股權行使價時，才會有攤薄效應。

就可換股債券而言，彼等被假設為已轉換為普通股，而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已作出調整以抵銷可換

股債券之利息開支。

由於本公司股份暫停買賣及股份並無市值，因此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每股攤薄虧損並無假設本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獲行使。

計算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虧損並無假設本公司之尚未轉換可換股債

券已獲轉換，原因為假設彼等獲轉換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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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應收賬項、訂金及預付款項 32,258 43,342

32,258 43,342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之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有關擬建設礦石提煉廠之預付款項 28,913 28,913
其他 3,345 14,429

32,258 43,342

其他應收款項之公平值與其賬面值相若。

1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2,555 8,95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43,184 62,285

45,739 71,239

截至報告期末，應付貿易賬款按繳款通知書日期呈列的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 –
31至60日 – –
61至90日 – –
90日以上 2,555 8,954

2,555 8,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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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 10,469 10,953

短期貸款 17,982 9,920

長期貸款 331,126 234,746

359,577 255,619

本集團須償還的計息貸款如下：

列入流動負債項下於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28,451 20,873

於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331,126 234,746

銀行借貸按現行利率計息，並以本集團擁有之採礦權作抵押，利率為7.49%（二零一一年：7.49%）。

短期貸款為無抵押，年利率為5%（二零一一年：5%）。

長期貸款以太洲礦業之存貨做抵押，利率介乎零至24%（二零一一年：零至24%）。

上述借貸按攤銷成本入賬，計息借貸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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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連同本公司於下文統稱為「本集團」）之主要業務
為黃金勘探、開採及以黃金精礦為其產品的礦物加工。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維持過往年度的業務模式，即以其存貨作為抵押
品自出資人取得資產支持融資供其發展之用。因此，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並無錄得收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無）。本集團各項財務狀況載於本報告第2頁至第
12頁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虧損為約50,4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約31,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為約0.32港
仙（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虧損0.20港仙）。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派付股息（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無）。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分別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以及流動資產淨值約500,000
港元及約4,600,000港元，而本集團之存貨為約7,5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流動比率為1.24（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1.35）。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約61.5%（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21.5%），乃按借貸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

本集團之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由本集團擁有之採礦權作抵押，而其長期貸款由
本集團之經營附屬公司潼關縣太洲礦業有限責任公司（「太洲礦業」）之存貨作抵押。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之借貸及其收入來源主要以集團旗下各公司之功能貨幣（主要為港元或人民幣）計
值，因此外匯匯率波動風險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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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並無任何主要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與關連人士之關聯方交易

太洲礦業之董事（亦因此為本集團之關連人士）趙悅冰女士向太洲礦業授出之貸款為根據創業
板上市規則第20章之獲全面豁免關連交易，原因為該等交易乃按正常或更佳之商業條款進行，
亦無由本集團之資產作抵押。

新董事會（定義見下文）就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前任董事（定義見下文）與
本集團間之關聯方交易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之情況並不發表聲明。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26名僱員（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124名），主要位於中
國及香港。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乃根據行業常規及個別僱員之表現制定。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總員工成本（包括董事薪酬）為約6,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5,4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授出購股權。有關僱員薪酬
之詳情載於本報告附註6。

礦產勘探、礦業開發及礦石開採活動

礦產勘探及礦業開發

在回顧期內，太洲礦業主要完成各類巷道掘進約10,424米、斜坡道掘進約834米、溜礦井掘進約
1,251米及鋪設軌道和水溝開挖約3,127米等礦業開發工程。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在礦產勘探及礦業開發建設上合計支出約44,300,000港元。

礦石開採

在回顧期內，本集團在礦石開採上已合共支付資金約10,1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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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管理團隊之重大變動

本公司管理團隊之重大變動載列如下：

(a) (i)自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九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結束起，按照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撤銷
陳若宸先生及郭建軍先生其董事之職務，原因為彼等已連續超過六個月缺席董事會會議
且並無替任董事代其出席會議；(ii)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除一名成員外之所有
舊董事會成員，即李誠先生、郭大濱女士、張惠彬博士，太平紳士及焦智先生（(i)及(ii)於下
文統稱「前任董事」）已告辭任。除自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起為在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且並無參與本集團日常管理及營運之柯偉聲先生（「柯先生」）外，所有現任董事（「新董事
會」）於二零一六年二月底至四月底期間方到任；及

(b) 吳偉奇先生自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起擔任本公司之公司秘書，並已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五
日起辭任。林婉玲女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公司秘書，自二零一六年四月六日起生效。

結算日後事項

(i) 上市上訴委員會有條件批准本公司恢復買賣

本公司股份（「股份」）自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一日起暫停買賣。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創業板上市委員會決定取消股份之上市地位，而本公司須於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四日前呈交復牌建議。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十五日，創業板上市委員會決定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四日呈交
之復牌建議並不可行並決定取消股份之上市地位（「上市決定」）。

儘管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作出覆核申請，但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八日獲悉，創業
板上市（覆核）委員會決定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呈交之復牌建議並不可行，因此維持
上市決定。

新董事會委任普頓資本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有關本公司復牌之獨家財務顧問，且本公司於
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五日向上市上訴委員會呈交經修訂復牌建議（「復牌建議」）。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九日舉行之審核聆訊後，上市上訴委員會決定接納復牌建議，惟須待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四日前遵守下文概述之條件（「該等條件」），並獲上市部信納
後，方可作實：

1. 就本集團全部尚未刊發之財務業績刊發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而當中不含指出有關
太洲礦業業績綜合入賬問題之重大審核保留意見；

2. 解決任何審核保留意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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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營運資金預測，連同下列各項：(a)預期恢復買賣日期起計最少十二個月之所有
主要假設（包括有關黃金及人民幣波動之適當敏感度分析）；(b)核數師或財務顧問發
出之告慰函，確認彼等信納董事乃經審慎周詳查詢後方始作出本集團之營運資金預
測；(c)上市部所信納之將完成任何股權融資（包括公開發售（「公開發售」））之保證；
及

4. 由專業人士進行跟進評核，顯示已發現之全部重大不足之處已獲糾正，及本集團已落
實充足有效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系統，並獲上市部信納。

上市上訴委員會亦於函件中列明，本公司證券應於遵守該等條件後一段合理短時間內恢
復買賣。

(ii) 刊發全部尚未刊發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六日，本公司就本集團之所有未刊發財務業績（即截至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刊
發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其中並無重大審核保留意見顯示有關太洲礦業業績綜合入賬之
問題。

(iii) 本公司之公開發售

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與兩名包銷商訂立一項包銷協議。誠如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之公告所披露，本公司擬進行公開發售以透過按合資格股東於
記錄日期每持有兩股現有股份獲發一股發售股份的基準以每股發售股份0.02港元之認購
價發行6,724,244,135股發售股份籌集約134,480,000港元（扣除開支前）。

本公司擬將來自公開發售的預期所得款項淨額約131,000,000港元(i)其中約88,000,000港元
用於償還本公司之債務；及(ii)其中約43,000,000港元作為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因此，
於完成公開發售後，本公司將擁有充足資金用以清償本公司所有尚未償還的已確認債務
（包括尚未償還債券以及香港及開曼群島清盤呈請之索償）。

於完成公開發售後，本公司之資產淨值狀況亦將顯著改善。

(iv) 悉數償還銀行借貸及解除本集團採礦權之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年中，本集團已悉數償還其銀行借貸，故有關本集團採礦權之抵押已獲解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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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聲稱債權人劉堅先生於開曼群島提出之訴訟

本公司已收到一份由本公司之聲稱債權人劉堅先生向開曼群島大法院針對本公司提出之
清盤呈請。清盤呈請所述之呈請債項為聲稱本公司結欠劉堅先生之19,494,230.43港元，包
括本金額16,882,00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三日之利息2,612,230.43港元（「劉堅申
索」）。劉堅先生要求頒令委任本公司之共同法定清盤人。

劉堅先生宣稱根據俊山發展有限公司（「俊山」）與其訂立之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五月三日之
轉讓契據，俊山以2,000,000港元整之代價向其轉讓金額為19,494,230.43港元之聲稱本公司
債務。

本公司認為劉堅申索之有效性存疑並正就此進行調查及尋求法律意見。倘劉堅申索最終
被確證為有效，則劉堅申索將以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全數結清。

於所涉及各方之同意下，開曼群島大法院就上述訴訟之聆訊日期進一步押後至二零一七
年三月十四日後的首個可用日期（開曼時間）。

(vi) 聲稱債權人李誠先生於香港提出之訴訟

本公司近期已獲李誠先生（本公司之前執行董事、前任主席及現時主要股東）根據香港法
例第32章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之規定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提交本公司之清
盤呈請（「李誠呈請」）。

李誠先生於李誠呈請中聲稱，本公司欠付其18,223,125.50港元（「聲稱債務」），包括(i)一
名前任董事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二日向李誠先生轉讓之聲稱貸款6,925,000.00港元；(ii)聲
稱由李誠先生提供之貸款連同截至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日之應計利息合共7,019,020.50港
元；及(iii)董事酬金及薪酬合共4,279,105.00港元。

於李誠先生遞交李誠呈請前，本公司已著手要求李誠先生提供相關支持文件，以支持及證
實聲稱債務。儘管李誠先生的法律顧問已表示其委託人有意提供有關文件，惟截至本報告
日期本公司尚未接獲任何所要求提供的文件。

李誠呈請的第一次聆訊已訂為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五日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進行。
為免生疑，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五日並非本公司之清盤日期。根據本公司所取得之法律意
見，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五日之聆訊為背書聆訊，在聆訊過程中主事官將核查所有程序事宜
是否已獲遵守並確認本公司或任何其他人士是否將對李誠呈請提出抗辯。倘本公司在二
零一七年三月十五日舉行之聆訊上對李誠呈請提出抗辯，該案將延後審理，直至高等法院
法官酌情要求提交證據及其他法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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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正尋求法律意見並盡力對李誠呈請進行積極抗辯。鑒於上市上訴委員會有條件批
准復牌建議（詳情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之公告），本公司正落實復牌
建議，據此將進行集資計劃以悉數清償（其中包括）聲稱債務（倘核實）。

前景

鑒於上市上訴委員會就恢復買賣授出有條件批准，新董事會正在加強落實復牌建議，其中包括
公開發售、債務資本化、債務清償及刊發全部尚未刊發之財務業績，以就恢復本公司股份買賣
盡快達成該等條件。

其他資料

1.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由於「本公司管理團隊之重大變動」一節所述之重大變動，新董事會不能就是否概無前任
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存在競爭或可能存在競爭
的任何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或與本集團有任何其他利益衝突作出聲明。

柯先生向本公司確認彼及其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並無於與本集團存在競爭或
可能存在競爭的任何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與本集團亦無任何其他利益衝突。

2.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載明委員會之權限及職責。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柯
先生（主席）、張惠彬博士，太平紳士及焦智先生。

現時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姜全明先生、柯先生及郭瑋先生，而姜全明
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察本集團的財務報告流程以及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系
統，與本公司之核數師保持適當關係及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

現時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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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載明委員會之權限及職責。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薪酬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張
惠彬博士，太平紳士（主席）、柯先生及焦智先生。

當前薪酬委員會包括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馬曉娜女士、姜全明先
生、柯先生及郭瑋先生。姜全明先生為薪酬委員會主席。

4.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提名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載明委員會之權限及職責。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提名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張
惠彬博士，太平紳士（主席）、柯先生及焦智先生。

現時提名委員會包括四名成員，即馮軍先生、姜全明先生、柯偉聲先生及郭瑋先生。柯先
生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5. 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本公司及任何其附屬公司並無購回或出售任何其
上市證券。

6.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相關操守守則

由於「本公司管理團隊之重大變動」一節所述之重大變動，新董事會不能就前任董事於截
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7條所載之交易必
守準則作出任何聲明。

經作出特定查詢，柯先生確認彼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遵守本公司採
納之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交易必守準則及行為守則。

7.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由於「本公司管理團隊之重大變動」一節所述之重大變動，新董事會不能就本公司及╱或
前任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採納及╱或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
錄15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原則及適用條文作出任何聲明，然而，根據新董
事會可得之資料，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對守則存在以下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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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條文A.4.1及A.4.2

守則的守則條文A.4.1規定非執行董事應有特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守則的守則條文A.4.2
進一步規定（其中包括）各名董事（包括獲委以特定任期的董事）應至少每三年輪席退任
一次。

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本公司自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六日舉行之最近期股東
週年大會後並無舉行任何股東週年大會，原因為其自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後並無刊發其經審核賬目。因此，前任董事及柯先生並無至少每三年輪席退任一次。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四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董事可酌情授出購股權予本公司或其附
屬公司的僱員及董事及其他合資格人士，藉以根據該計劃規定的條款及條件認購本公司的股
份。購股權之行使價為股份面值、股份於授出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所報之收市價，
及股份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營業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所報之平均收市價，以最高者
為準。於回顧期間，並無購股權被行使、註銷、沒收或失效。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涉及之相關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權證中，擁有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或根據創業板上
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姓名 權益性質

證券數目及類別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概約百分比股份 相關股份

李誠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472,400,000 
（附註1）

– 10.95%

個人權益 27,000,000
（附註2）

0.20%

陳若宸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293,672,000 
（附註1）

– 9.62%

郭大濱 個人權益 – 27,000,000
（附註2）

0.20%

柯偉聲 個人權益 – 3,100,000 0.02%
（附註2）

焦智 個人權益 – 3,100,000 0.02%
（附註2）

張惠彬博士，太平紳士 個人權益 – 3,100,000 0.02%
（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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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此等股份由永利投資有限公司持有，一間由李誠先生全資及實益擁有的公司。

2. 上述相關股份之好倉指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獲全面行使時所發行及配發的股份。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記入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
交所之任何權益及淡倉。

除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之購股權外，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並無本集團董事或僱員或彼
等各自之聯繫人士獲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授予任何可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
或債權證之權利，彼等亦無行使此等權利。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就各董事或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所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以下人士（董事及本公司主
要行政人員除外，彼等之權益已載於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之
權益及淡倉」一節）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登記
冊之權益或淡倉：

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姓名╱名稱 權益性質

證券數目及類別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之

股份 相關股份 概約百分比

永利投資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472,400,000 – 10.95%

中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293,672,000 – 9.62%

馬乾洲（「馬先生」） 實益擁有人 1,234,776,571

（附註2）

– 9.18%

27,000,000 

（附註3）

0.20%

Baker Steel Capital Managers LLP 

（「Baker Steel」）

投資經理 714,547,200 

（附註4）

–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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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此等股份由中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而該公司則由陳若宸先生全資及實益擁有。

2. 馬先生為太洲礦業之股東、董事兼總經理。此等股份中之169,348,000股由馬先生之配偶趙悅冰女士持有，

因此馬先生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上述相關股份之好倉指根據本公司購股權計劃，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獲全面行使時所發行及配發的股份。

4. 此等股份由Baker Steel所管理之五間基金，即Genus Natural Resources Master Fund、Genus Dynamic Gold 

Fund、Ruffer Baker Steel Gold Fund、RIT Capital Partners Baker Steel及Baker Steel Gold Fund所持有。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並無獲知會有任何其他人士（董事或本公
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權益或淡倉而須記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36條存置之登記冊內。

代表董事會
大唐潼金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大宏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九日

本報告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會由李大宏博士（執行董事）、馮軍先生（執行董事）、蔣智勇先生（執行董
事）、馬曉娜女士（非執行董事）、柯偉聲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姜全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及郭瑋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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