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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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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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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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 9,638 – 14,242
銷售成本 – (3,449) – (6,506)

毛利 – 6,189 – 7,736
其他（虧損）╱收入 4 (163) (499) (118) 1,158
銷售及分銷開支 (11) (18) (21) (18)
行政開支 (12,269) (10,214) (25,440) (17,481)

經營業績 (12,443) (4,542) (25,579) (8,605)
融資成本 5 (2,378) (12,741) (6,501) (25,360)

除稅前虧損 6 (14,821) (17,283) (32,080) (33,965)
所得稅 7 – (5) – (18)

期間虧損 (14,821) (17,288) (32,080) (33,983)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 
期間溢利╱（虧損） 13 – 291 – (3,519)

期間虧損 (14,821) (16,997) (32,080) (37,502)

期間虧損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4,331) (17,746) (30,698) (38,417)
非控股權益 (490) 749 (1,382) 915

(14,821) (16,997) (32,080) (37,502)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每股虧損
基本 (0.11) (0.51) (0.24) (1.10)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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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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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間虧損 (14,821) (16,997) (30,698) (37,502)

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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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 – 4,228 334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及重新分
類至損益 (43,057) – (43,057) –

(44,858) – (38,829) 334

期間全面虧損總額 (59,679) (16,997) (69,527) (37,168)

全面虧損總額歸屬於：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9,285) (17,746) (67,405) (38,083)

非控股權益 (394) 749 (2,122)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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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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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676 4,112
預付土地租賃費用 1,162 –
採礦權相關資產 49,954 –
在建工程 1,236 –
勘探及評估資產 – 229,429
商譽 1,408,028 1,408,02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42,081 85,138
遞延稅項資產 – 4,226

1,737,127 1,730,933

流動資產
勘探及評估資產以及採礦權之預付款項 – 48,878
存貨 11,571 691
在建工程 – 241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10 39,697 9,130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421 2,087

55,689 61,027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7,378 32,215
遞延收益 35 –
承兌票據 12,500 15,000
應付稅項 27,173 26,750
附息借貸 12 31,697 51,221
應付董事款項 – 18,633

78,783 143,819

流動負債淨額 (23,094) (82,79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714,043 1,648,141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3,326 94,843
長期貸款 53,316 –

66,642 94,843

資產淨值 1,647,401 1,553,298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3,794 44,819
儲備 1,580,072 1,492,82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633,866 1,537,642
非控股權益 13,535 15,656

權益總額 1,647,401 1,55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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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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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44,819 1,502,068 912 26,703 37,696 – (74,556) 1,537,642 15,657 1,553,299

發行股份 3,168 76,727 – – – – – 79,895 – 79,895

於轉換可換股債券時發行股份 5,807 11,969 – – (32,660) – – 85,116 – 85,116

期間虧損淨額 – – – – – – (30,699) (30,699) (1,382) (32,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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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969 – – – – 4,969 (740) (4,229)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及重新分類至損益 – – – – – (43,057) – (43,057) – (43,057)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4,969 – – (43,057) (30,699) (68,787) (2,122) (70,909)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53,794 1,690,764 5,881 26,703 5,036 (43,057) (105,255) 1,633,866 (13,535) 1,647,401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已發行股本 股份溢價 匯兌儲備
可換股債券

儲備 購股權儲備 重估儲備
法定盈餘

儲備 法定公益金
法定一般

儲備
保留溢利╱
（累計虧損） 合計 非控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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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8,270 796,104 2,566 186,187 – 7,797 325 162 485 (65,693) 936,203 2,349 938,552

發行股份 2,640 62,263 – – – – – – – – 64,903 – 64,903

期間虧損淨額 – – – – – – – – – (38,417) (38,417) 915 (37,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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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34 – – – – – – – 334 – 334

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334 – – – – – – (38,417) (38,083) 915 (37,168)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10,910 858,367 2,900 186,187 – 7,797 325 162 485 (104,110) 963,023 3,264 96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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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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82,569) (18,004)

投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8,978) (8,508)

融資活動所得之現金淨額 89,653 24,183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1,894) (2,329)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087 9,966

匯率變動之影響 4,228 52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4,421 7,689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之分析 

銀行結餘及現金 4,421 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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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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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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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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二零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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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年報所載之財務報表及截

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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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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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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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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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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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經營分部劃分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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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 – (118)
經營費用 (7,104) (17,333) (873) (25,310)
折舊及攤銷* (151) – – (151)

分部業績 (7,373) (17,333) (873) (25,579)
融資成本 (1,024) (5,477) – (6,501)

除稅前虧損 (8,397) (22,810) (873) (32,080)
所得稅開支 – – – –

期間虧損淨額 (8,397) (22,810) (873) (32,080)

分部資產 295,337 1,838,545 (341,057) 1,792,825

分部負債 255,856 182,620 (303,051) 145,425

資本開支 49,571 – – 49,571

折舊及攤銷** 4,369 – – 4,369

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

經營業務
黃金 企業 對銷 總計 電腦零部件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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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75 – – – 22,793 40,168

毛利 10,779 – – 10,779 1,946 12,725
其他虧損 2,349 – – 2,349 49 2,398
經營費用 (5,017) (13,306) – (18,323) (4,179) (22,502)
折舊及攤銷* (2,705) (52) – (2,757) (1,988) (4,745)

分部業績 5,406 (13,358) – (7,952) (4,172) (12,124)
融資成本 (3,993) (21,367) – (25,360) – (25,360)

除稅前虧損 1,413 (34,725) – (33,312) (4,172) (37,484)
所得稅開支 (18) – – (18) – (18)

期間溢利╱（虧損）淨額 1,395 (34,725) – (33,300) (4,172) (37,502)

分部資產 158,565 1,715,845 (291,902) 1,582,508 51,828 1,634,336

分部負債 94,787 541,215 1,734 637,767 30,282 668,049

資本開支 450 – – 450 – 450

折舊及攤銷** 2,166 – – 2,166 1,988 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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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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中國（不包括香港、澳門及台灣） 1,695,056 1,521,151
香港 42,081 265
已終止經營業務 – 26,618

1,737,137 1,54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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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持續經營業務 – 17,375 – 17,375
已終止經營業務 – 19,018 – 25,926

– 36,393 – 43,301

其他收入
持續經營業務 – – – –
已終止經營業務 – 1,219 – 1,240

– 1,219 – 1,240

5. 融資成本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利息 390 2,427
可換股債券利息及攤銷 4,379 21,368
承兌票據利息 – 1,565
短期貸款利息 1,098 –
長期貸款利息 634 –

融資成本 6,501 25,360

借貸的加權平均資本化率通常為每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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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減值虧損 – – – –
核數師酬金 250 81 500 231
折舊* 2,612 9 4,369 18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251 673 502 1,351

包括董事酬金之員工成本：
薪金、工資、津貼及實物利益 2,811 5,818 5,242 11,090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29 22 51 44

員工成本 2,840 5,840 5,293 11,134

* 112,630港元（二零零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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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海外
期間撥備 – 5 – 18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應課稅溢利（二零零九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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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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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14,331) (17,746) (30,698) (38,417)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12,937,457,590 3,493,168,434 12,580,077,546 3,493,168,434

每股基本盈利（港仙） (0.11) (0.51) (0.2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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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計算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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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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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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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97 9,130

39,697 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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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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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16 –
其他 11,981 9,130

39,697 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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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 3,29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7,378 28,922

7,378 3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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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 2,142
31至60日 – –
61至90日 – 1,150
90日以上 – 1

– 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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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借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借貸 10,555 51,221

短期貸款 21,142 –

長期貸款 55,740 –

87,437 5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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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97 51,221

於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55,7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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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貸款為無抵押，年利率為5%。

長期貸款以太洲礦業之存貨做抵押，利率介乎零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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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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日，本公司與Eagle Lane Holdings Limited（ 由本公司前任執行董事陳慶賢先生擁有

之公司）訂立一份買賣協議，當中涉及出售Eagle Up Holdings Limited（ 持有本公司電腦零部件部門之本公

司全資附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出售事項」）。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完成。

已包括於本集團未經審核綜合業績比較之已終止經營之電腦零部件部門於截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載列如下。收益表將已終止經營業務及持續經營業務分開，並已重列比較數字。

（ 未經審核） （ 未經審核）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 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9,018 25,926

銷售成本 (17,533) (25,473)

毛損 1,485 453

其他收入 1,219 1,240

銷售及分銷開支 5 (46)

一般及行政開支 (2,418) (5,166)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291 (3,519)

稅項 – –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間虧損 291 (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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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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錄得
收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約14,200,000港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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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重列其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業
績。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虧損為約32,1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約37,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為約0.24港
仙（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虧損約1.10港仙）。本公司並無就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派付股息（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無）。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金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分別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以及流動負債淨額約4,400,000
港元及約23,100,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流動比率為0.70（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1.29）。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約6.3%（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0.6%），
乃按借貸總額除以資產總值計算。

本集團之資產押記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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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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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135名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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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總員工成本（包括
董事薪酬）為約5,300,000港元（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約11,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零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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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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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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4米、斜坡道掘進約1,508米、溜礦井掘進
約2,261米及鋪設軌道和水溝開挖約5,6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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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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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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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誠先生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董事；(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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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之董事職務，原因為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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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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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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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之公司秘書梁兆權先生自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三日起獲委任接替何永楷先生，並已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起辭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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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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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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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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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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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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於完成公開發售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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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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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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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聲稱債權人李誠先生於香港提出之訴訟

本公司已獲李誠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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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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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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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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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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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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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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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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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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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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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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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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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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董事於截至二零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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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對守則存在以下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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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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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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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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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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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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2）

0.02%

焦智 個人權益 – 3,100,000
（附註2）

0.02%

張惠彬博士，太平紳士 個人權益 – 3,100,000
（附註2）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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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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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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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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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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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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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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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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9.18%

27,000,000 

（附註2）
0.20%

Baker Steel Capital Managers LLP 

（「Baker Steel」）
投資經理 714,547,200 

（附註3）
– 5.31%

附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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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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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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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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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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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