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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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3） 
 

須予披露的交易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一日，賣方、買方、擔保人及本公司訂立收購協議，據此，買方將向賣

方收購出售股份及出售貸款。於完成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 條計算收購事項的一項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根據上市規

則，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的交易。 
 
根據收購協議，上海鑫泰、WOFE、擔保人及項目公司亦須於完成時訂立委託管理協議，據

此，項目公司將於委託期間委託上海鑫泰承擔該等開發項目的建築及銷售及項目公司其他日

常營運的管理。 
 
根據收購協議，上海鑫泰、WOFE、項目公司、擔保人及本公司將於完成時訂立中國收購協

議，據此，上海鑫泰將獲授予項目公司的全部權益獨家認購期權，而 WOFE 將獲授予項目公

司的全部權益獨家認沽期權，以於期權行使日期行使選擇權時，將使 WOFE 出售及上海鑫泰

﹙或由其委任之人士﹚收購 WOFE 於項目公司持有的全部權益。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 條計算中國收購事項的一項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根據上

市規則，中國收購事項亦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的交易。 
 
 
收購協議 
 
日期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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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 
 
賣方 
 

: Bright New Investments Limited 

買方 
 

: S.I. Properties Holdings Limited 上實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賣方的擔保人 
 

: 擔保人 

買方的擔保人 : 本公司 
 
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於本公告日期，賣方、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以及擔保人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將予收購的資產 
 
買方已有條件同意按照收購協議的條款及條件收購出售股份及出售貸款。 
 
出售股份指目標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出售貸款包括目標公司於完成日期結欠賣方的所有

未償還款項。 
 
代價  
 
買方須向賣方支付(a)人民幣 1,300,000,000 元（相等於約 1,477,000,000 港元）的等值美元（「第

一期代價」），於完成日支付及(b)人民幣 700,000,000 元（相等於約 795,000,000 港元）的等值

美元（「第二期代價」），由買方於收到賣方通知第二期付款條件(定義見本公告「收購協議」

一節內「支付第二期代價的條件」一節)已達成或由買方豁免後五個營業日內支付。為免存疑，

倘所有第二期付款條件未獲達成或豁免，則買方並無責任支付第二期代價，而支付第一期代

價則代表已完全清償買方支付出售股份及出售貸款的代價的責任。 
 
收購協議項下的代價乃由賣方與買方在計及該等開發項目在現有狀況下的市值後經公平磋商

後釐定。 
 
完成條件 
 
完成須待下列條件（「完成條件」）達成（或經買方書面豁免）後，方可作實： 
 
(a) 買方信納重組已在所有方面正式完成，且買方已以買方信納的形式及內容獲得收購協議

所載與重組有關的協議及文件（包括中國法律意見，其中內容包括: (i)根據所有適用中

國法律及法規完成境內部分的重組，(ii)根據所有適用中國法律於中國房地產交易管理機

構完成上海鑫泰向項目公司轉讓該項目的登記及審批，(iii)委託管理協議的合法性及有

效性，(iv)倘中國有關當局不批准 WOFE 已申請的基建項目開發（如皋市長江鎮基礎設

施建設的項目），以致 WOFE 無法按照其營業執照所載業務範圍開始營業，在該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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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關中國當局因 WOFE 僅有活動為持有項目公司而取消該營業執照的風險並不存

在﹔及(v)截至中國法律意見日期，項目公司營業執照所述經營範圍的一切變動均在法律

上有效，並已向中國有關當局登記）； 
 
(b) 賣方及擔保人於收購協議中所作保證及聲明（猶如於完成日作出）於收購協議日期及完

成日在所有方面屬準確； 
 
(c) 賣方及目標公司於完成時或之前須遵守或履行收購協議所載的各自契諾及責任已在所

有方面獲遵守或履行； 
 
(d) 已以買方信納的形式及內容獲得或作出須就簽訂、交付或履行收購協議所需的所有同意

（包括但不限於上海鑫泰的債權人的同意）、批准、命令或授權或向任何人士登記、聲

明或存案，且具有十足效力； 
 
(e) 經審核賬目及管理賬目的副本已根據收購協議交付予買方； 
 
(f) 向 WOFE 注入 3,000,000 美元（相等於約 23,400,000 港元）作為注資及買方已獲得核實

該等注資的 WOFE 的驗資報告； 
 
(g) 買方已獲得憑證顯示 WOFE 已支付收購項目公司的代價； 
 
(h) 買方已獲得憑證顯示項目公司經審核賬面中所載列的其他應收款項約人民幣 18,100,000

元（相等於約 20,600,000 港元）已償還； 
 
(i) 酒店第二按揭已於有關中國政府部門正式登記； 
 
(j) 並無任何政府機關頒佈的臨時約束令、初步或永久禁制令或其他指令妨礙完成收購協議

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且並無令完成屬違法的已訂立或視為適用的任何法律；  
 
(k) 買方已完成對目標集團的盡職審查，且買方在所有重大方面信納該盡職審查的結果； 
 
(l) 目標集團成員公司的業務、前景及財務狀況、該物業、該項目或目標集團成員公司的資

產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m) 買方已獲得恆盛地產賬目的副本；  
 
(n) 買方已獲得恆盛地產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日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就交易文件

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而發行的票據的持有人代表的同意書副本；及 
 

(o) 買方已以買方信納的形式及內容獲得收購協議所載將於完成時交付或提供予買方的各

協議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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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可全權酌情書面豁免全部或部分全部或任何完成條件。倘(i)上述第(a)、(d)、(e)、(k)、(m)
或(n)段所載的任何完成條件未能於最後期限或之前達成或(ii)不遲於完成日上午九時正前未

能達成或由買方豁免所有完成條件，則收購協議將無效及失效且並無任何進一步效力，而任

何一方不得向另一方作出任何申索。 
 
倘於完成時或之前政府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將收購或發出通知收購或收回或擬收購或收回該

物業或其任何部分，賣方須即時就此書面通知買方，而買方經向賣方發出事先書面通知後可

酌情廢除收購協議，收購協議將因此無效及失效且並無任何進一步效力，而任何一方不得就

此向另一方作出任何申索。 
 
支付第二期代價的條件 
 
買方支付第二期代價的責任須待達成或由買方書面豁免下列條件（「第二期付款條件」）後，

方可落實： 
 
(a) 買方已以買方信納的形式及內容獲得收購協議所載的協議及文件（包括房地產轉讓協議

及有關（其中包括）根據所有適用中國法律及法規於中國房地產交易管理機構完成向項

目公司轉讓第 9 及 10 幢開發項目的審批及登記的中國法律意見）； 
 
(b) 並無任何政府機關頒佈的臨時約束令、初步或永久禁制止令或其他指令妨礙完成轉讓第

9 及 10 幢開發項目，且並無令轉讓第 9 及 10 幢開發項目屬違法的已訂立或視為適用的

任何法律； 
 
(c) 賣方及擔保人就第 9 及 10 幢開發項目於收購協議中所作保證及聲明於第二期付款日期

﹙猶如於第二期付款日期作出﹚屬準確；及 
 
(d) 第 9 及 10 幢開發項目的業務、前景及財務狀況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倘買方未能於最後期限或賣方與買方可能書面協定的較後日期前達成或由買方豁免所有第二

期付款條件，則買方並無責任支付第二期代價。 
 
完成 
 
按照收購協議的條文及達成（或由買方豁免）完成條件後，完成將於完成日發生。於完成後，

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於完成時，相關訂約方亦將訂立中國收購協議及委託管理協議。該等協議之進一步詳情載於

本公告下文「中國收購協議」及「委託管理協議」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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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第 6 幢開發項目的安排 
 
倘第 6 幢開發項目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開發至其可予以抵押的階段（即取得房

地產權證、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及建築工程施工許可證），則賣方同意

向 WOFE 抵押第 6 幢開發項目，抵押價值為人民幣 350,000,000 元（相等於約 398,000,000 港

元）（「第 6 幢開發項目抵押」），而賣方須促使上海鑫泰在實際可行情況下以 WOFE 為受益方

盡快簽署抵押文件。倘第 6 幢開發項目開發至可預售的階段，則買方與 WOFE 同意預售第 6
幢開發項目，該等預售所得款項須存放至委託管理協議中規定的項目公司的指定賬戶。項目

公司實際收到的預售所得款項達到人民幣 350,000,000 元（相等於約 398,000,000 港元）後，

或當上海鑫泰根據中國收購協議收購項目公司的全部股權後，買方同意無條件解除第 6 幢開

發項目抵押（並將促使 WOFE 就解除第 6 幢開發項目抵押立即簽署有關必要文件）。上海鑫

泰有權取得預售所得款項中超出項目公司實際收到的人民幣 350,000,000 元（相等於約

398,000,000 港元）的該等款項。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 6 幢開發項目並未開發

至可予以抵押階段以及上海鑫泰未根據中國收購協議收購項目公司的全部股權，則賣方須促

使上海鑫泰向 WOFE 支付人民幣 350,000,000 元（相等於約 398,000,000 港元）。 
 
擔保 
 
擔保人訂立收購協議與賣方共同及個別作出聲明及保證，並保證賣方妥為及準時履行及解除

賣方於收購協議項下對買方到期履行、結欠或產生之所有責任。 
 
擔保人進一步向買方及本公司保證及承諾，於由收購協議日期起至(i)中國收購事項的完成日

期、(ii)WOFE 收到根據委託管理協議應向其支付的所有款項，及(iii)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三者中最後的日期止期間，彼將於所有時間維持充足的淨資產以履行其於所有交易文件

項下的責任，並繼續為恆盛地產的主要股東，持有最少 51%股權。 
 
本公司訂立收購協議，保證買方妥為及準時履行及解除買方於或根據收購協議之各項條款之

所有責任。 
 
有關上市的安排 
 
本公司同意並於收購協議中確認以下有關恆盛地產可能尋求上市之安排可能不獲聯交所接

納：(i)根據交易文件擔保人已提供或將提供的擔保（「擔保人的擔保」），(ii)給予 WOFE 酒店

第二按揭（「酒店第二按揭」），及(iii)第 6 幢開發項目抵押。倘聯交所認為就建議上市而言擔

保人的擔保不可接納，擔保人須促使恆盛地產簽立擔保（於該上市後生效），用以於該上市後

取代及解除交易文件項下擔保人的擔保。本公司亦同意於該上市後（或聯交所可能要求之其

他較早時間）無條件解除酒店第二按揭。就上述而言，本公司於實際可行情況下將盡快，並

將促使其相關聯屬公司盡快簽署一切相關文件以使得該等解除生效。就聯交所不接納的該等

其他權利（包括第 6 幢開發項目抵押），賣方、擔保人及本公司同意衷誠協作以作出適當安排，

以實現本公司或其有關聯屬公司豁免及／或（如適用）根據隨後協定之安排放棄根據收購協

議進行之該等安排，以讓上市繼續進行或根據聯交所的規定採取其他安排，而本公司於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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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情況下將盡快，並將促使其相關聯屬公司盡快簽署一切文件以使該解除生效。 
 
第 9 及 10 幢開發項目的轉讓 
 
第二期付款條件之一為買方接獲上海鑫泰與項目公司簽訂的房地產轉讓協議。預期房地產轉

讓協議將包含（其中包括）以下條款： 
 
主題事宜 
 
根據房地產轉讓協議，上海鑫泰將轉讓第 9 及 10 幢開發項目予項目公司。訂約各方協定上海

鑫泰須盡快安排將有關第 9 及 10 幢開發項目的相關在建工程審批文件變更至項目公司名下。 
 
倘在根據法律及法規許可以及相關審批機關允許，且上海鑫泰與項目公司相互同意的情況

下，則上海鑫泰或會選擇並不處理上述有關更名程序。 
 
代價 
 
轉讓第 9 及 10 幢開發項目的代價將為人民幣 700,000,000 元(相等於約 795,000,000 港元)，將

於上海鑫泰與項目公司分別協定之時間支付。請參閱本公告「委託管理協議」一節內的「開

發項目轉讓的代價的安排」一節，了解有關項目轉讓協議項下代價的處理方法。 
 
權利義務的轉移 
 
根據房地產轉讓協議於相關中國房地産交易管理機構登記轉讓第 9 及 10 幢開發項目之前，上

海鑫泰將負責所有建設工程施工費、監理費及其他費用，而根據房地產轉讓協議於相關中國

房地産交易管理機構登記轉讓第 9 及 10 幢開發項目之後，項目公司將負責該等費用，並由上

海鑫泰支付及在項目公司作掛帳處理。 
 
終止 
 
倘發生以下任何事件，房地產轉讓協議可予以終止： 
 
(a) 房地產轉讓協議訂約方達成相互協定； 
 
(b) 房地產轉讓協議的違約方於非違約方發出書面通知後三十日內仍不履行房地產轉讓協

議項下的主要義務，則非違約方可發出書面通知終止房地產轉讓協議。 
 
倘發生上述(b)段事件，則房地產轉讓協議將自給予違約方書面通知起予以終止，而非違約方

可要求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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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完成興建第 9 及 10 幢開開發項目 
 
倘項目公司未能按照《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的約定按時完成興建第 9 及 10 幢開開發項

目，而受到有關中國政府部門處罰，則上海鑫泰將承擔所有責任，並須以項目公司名義向有

關土地主管部門繳付全部相關罰款以及承担其他相應賠償責任。 
 
稅項 
 
項目公司就房地產轉讓協議項下之交易根據中國法律承擔的任何稅費或法定費用將由上海鑫

泰全額償付。倘上海鑫泰未能於 WOFE 發出書面通知後七日內向 WOFE 全額償付，未償付

部份需加計利息按日計算，利率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佈之一年期貸款利率上浮 20%。 
 
有關目標集團的資料  
 
目標公司 
 
目標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為賣方的全資附屬公司。

據本公司所悉，除其全資附屬公司 HK Holdco、WOFE 及項目公司外，目標公司並無重大資

產，自其註冊成立起無從事任何業務經營，並由賣方收購作為目標集團的控股公司。 
 
於完成前，目標集團將進行重組，據此，目標集團的架構載於以下架構圖： 

 

 

賣方 

 

目標公司 

100%

 

HK Holdco 

100%

 

WOFE 

100%

 

項目公司 

100%

 

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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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Holdco 為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三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為目標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

司。  
 
WOFE 為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其註冊資本為 3,000,000
美元（相等於約 23,400,000 港元），並為 HK Holdco 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根據 WOFE 的營

業執照，其業務範圍為從事道路、管網、綠化、路燈建設。然而，WOFE 擬進行的唯一業務

為持有項目公司。 
 
項目公司為於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20,000,000 元（相等於約 22,700,000 港元），並為 WOFE 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根據收購協議，除項目公司持有該物業及該項目，以及開發該項目及為開發該項目於一般業

務過程中開展的營運則外，目標集團的各成員公司並無從事任何業務。 
 
根據賣方提供的資料，項目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審核資產總值及資產凈值

分別為人民幣 20,034,115 元（相等於約 22,756,000 港元）及人民幣 20,010,865 元（相等於約

22,729,000 港元），而項目公司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除稅前及除稅

後凈利潤均為人民幣 10,865 元（相等於約 12,341 港元）。 
 
由於上海鑫泰擬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購回項目公司的所有股權，且項目公司將於完

成日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委託予上海鑫泰經營，項目公司將有七名董事，其

中兩名將由上海鑫泰委派，而項目公司召開董事會會議的法定人數將為六名董事。項目公司

之章程須包括條文，規定下列事項須由項目公司全體出席董事於相關董事會贊成，方可通過： 
 
(1) 兼併、合併、為第三方提供借款和擔保、出售、轉讓、抵押或以其他方式處置項目公司

的資產、業務或收入； 
 
(2) 借款及其他任何增加項目公司債務（除掛帳費用及開發項目轉讓的代價以及上海鑫泰根

據第 6 幢開發項目抵押需向 WOFE 支付的人民幣 350,000,000 元（相等於約 398,000,000
港元）外）的其他行為； 

 
(3) 變更項目公司名稱、註冊資本、經營範圍、經營期限及透過董事會向股東提議修改項目

公司章程； 
 
(4) 項目公司的合併、分立、自動破產、解散、清算、註销； 
 
(5) 簽署及修改涉及項目公司股權、資產及經營的相關協議； 
 
(6) 進行任何形式的利潤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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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從事該等開發項目的開發和經營以外的業務； 
 
(8) 項目公司總經理的聘用或解聘；及 
 
(9) 制定或修改項目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所有與上述無關的事項須由董事長及總經理聯合於董事會會議上提出議案，並由出席會議的

過半數董事贊成，方可通過。 
 
本公司的核數師表示，鑒於收購事項的性質，項目公司的財務於完成後將不會合併至本集團。 
 
該等開發項目 
 
該等開發項目包括尚海灣豪庭第 2、8、9 及 10 幢的開發項目。根據收購協議，該等開發項目

的總可售建築面積合共約 103,520 平方米。 
 
以下資料摘錄自收購協議，並由賣方提供。根據收購協議，所有以下資料，包括期數、建築

面積及任何商業安排均僅為估計，並依據賣方目前規劃及設計得出，以及須視乎當時的市場

需求、狀況及政府機關授予的條件而改變﹔賣方並不保證尚海灣豪庭將按下文提供的資料完

成。 
 
尚海灣豪庭 — 第一、二及三期﹙濱江中心﹚位於徐匯區宛平南路，沿黃埔江西岸而立，坐

擁上海世界博覽會園區景觀。該項目是黃埔江畔最大型綜合開發項目之一。通往上海世界博

覽會會場的地下鐵路正在興建中，預期於二零一零年之前竣工。該項目鄰近龍華旅遊城，龍

華旅遊城乃上海最具吸引力的旅遊及消閒景點之一。該項目位於楓林生命科學園區附近，即

繼虹橋經濟開發技術區及陸家嘴中央商務區後上海第三個綜合商業區。該項目的總地盤面積

約 178,734 平方米，總規劃建築面積合共約 927,609 平方米。 
 
中國收購協議 
 
日期 
 
預期為完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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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 
 
賣方 
 

: WOFE 

買方 
 

: 上海鑫泰 

標的公司: : 項目公司 
 

賣方的擔保人 
 

: 本公司 

買方的擔保人 : 擔保人 
 
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后，於本公告日期，上海鑫泰及其最終實

益擁有人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主題事宜 
 
根據中國收購協議，上海鑫泰將獲授予項目公司全部股權獨家認購期權，而 WOFE 將獲授予

項目公司的全部權益獨家認沽期權。上海鑫泰及 WOFE 須於期權行使日期行使彼等各自的認

購期權及認沽期權，因此，WOFE 須出售而上海鑫泰﹙或由其委任之人士﹚須收購 WOFE 所

持有項目公司的全部股權，而彼等須就此於期權行使日期後 30 天內﹙「中國收購事項完成日

期」﹚訂立股權轉讓協議。倘上海鑫泰於期權行使日期並無行使其認購期權，則 WOFE 有權

發出書面通知即時終止中國收購協議，並行使本公告「中國收購協議」一節內「違約」一節

中第(1)至(6)段所載列 WOFE 的權利。 
 
代價 
 
中國收購事項的代價金額相等於買方根據收購協議支付的代價金額的人民幣等值金額。 
 
倘自中國收購協議日期至中國收購事項完成日期，項目公司、上海鑫泰、賣方及擔保人向

WOFE 及買方實際分派及／或支付的股權收益及補足股權收益差額之總額，經扣除 WOFE 及

買方實際收到的股權收益金額後，達到相等於中國收購事項的代價金額，而中國收購協議及

委託管理協議項下的所有應付利息及稅費已支付，則視同該代價已獲足額支付。 
 
倘自中國收購協議日期至中國收購事項完成日期，項目公司、上海鑫泰、賣方及擔保人向

WOFE 及買方實際分派及／或支付的股權收益及補足股權收益差額之總額，經扣除 WOFE 及

買方實際收到的股權收益金額後及中國收購協議及委託管理協議項下的應付利息及稅費後，

未達到中國收購事項的代價，則差額部分將由項目公司先以應付及所欠上海鑫泰的開發項目

轉讓代價及掛帳費用的資金向 WOFE 支付，若該資金仍不足夠彌補差額部分，上海鑫泰須以

其自有的其他資金按經上海鑫泰及 WOFE 一致同意的合法方式支付不足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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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鑫泰將負責完成項目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向 WOFE 分派二零一一年財

政年度的股權收益的相關程序。 
 
上海鑫泰的承諾與聲明 
 
根據中國收購協議，上海鑫泰須作出若干承諾與聲明，包括但不限於下列： 
 
(a) 其須促使及確保其向項目公司董事會提名的董事於項目公司董事會議上所提呈有關分

派股權收益及中國收購協議項下代價的支付方法的決議事項投贊成票； 
 
(b) 未經 WOFE 事先書面同意，其不得與項目公司訂立任何重大協議。 

 
WOFE 的承諾與聲明 
 
根據中國收購協議，WOFE 須作出若干承諾與聲明，包括但不限於下列： 
 
(a) 其須促使及確保其向項目公司董事會委派的董事於項目公司董事會議上所提呈有關分

派股權收益及中國收購協議項下代價的支付方法的決議事項投贊成票； 
 
(b) 未經上海鑫泰事先書面同意，其不得與項目公司訂立任何重大協議； 
 
(c) 其須委任上海鑫泰提名的兩名人士出任項目公司的董事，並促使項目公司董事會聘用上

海鑫泰提名的人士出任項目公司的總經理及財務經理；未經上海鑫泰事先書面同意，不

得更換上海鑫泰提名的兩名董事，即擔保人及程立雄；  
 

(d) 未經上海鑫泰事先書面同意，其不簽訂與項目公司有關的任何重大協議，不得同意任何

人與項目公司合併或聯合，或收購任何人。 
 
擔保 
 
擔保人須訂立中國收購協議，以擔保上海鑫泰妥爲履行其於該協議項下的責任， 而本公司須

訂立中國收購協議，以擔保 WOFE 及項目公司妥爲履行彼等於該協議項下的責任。 
 
倘恆盛地產擬申請上市及於申請上市過程中，聯交所認為擔保人提供的擔保構成上市的障

礙，則恆盛地產須於上市日出具擔保，以承擔擔保人於中國收購協議的責任；於恆盛地產作

出該擔保後，擔保人根據中國收購協議作出的擔保將立即無條件解除。 
 
第 6 幢開發項目抵押 
 
中國收購協議載有類似委託管理協議所載有關第 6 幢開發項目抵押的條文。請參閱本公告「委

託管理協議」一節內「第 6 幢開發項目抵押」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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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第二按揭 
 
中國收購協議載有與委託管理協議所載類似的有關酒店第二按揭的條文。請參閱本公告「委

託管理協議」一節內「酒店第二按揭」一節。 
 
稅務事宜 
 
WOFE 根據中國法律就中國收購事項項下交易所引致的任何稅費或法定費用，須由上海鑫泰

全額償付。倘上海鑫泰未能於 WOFE 發出書面通知後七天內向 WOFE 作出全額償付，擔保

人須負責向 WOFE 作出全額償付。倘上海鑫泰或擔保人未能於規定時間內作出全額償付，未

償付部份需加計利息按日計算，利率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佈之一年期貸款利率上浮 20%。 
 
違約 
 
於中國收購協議有效期內，倘︰ 
 
(a) WOFE 未遵守或嚴重違反其在中國收購協議項下的有關承諾與聲明； 
 
(b) 由於 WOFE 的過錯，上海鑫泰及／或被指定人未能簽署股權轉讓協議或未能將項目公

司全部股權轉讓予上海鑫泰及／或被指定人； 
 
(c) WOFE 未遵守或嚴重違反委託管理協議有關條款而導致委託管理協議終止， 
 
則上海鑫泰有權： 
 
(a) 發出書面通知要求 WOFE 立即採取補救措施，要求其於 60 天內履行其在中國收購協議

及委託管理協議項下義務﹔ 
 
(b) 倘 WOFE 未能按上述(a)段所述採取補救措施，則上海鑫泰有權發出書面通知要求 WOFE

立即出售項目公司的全部股權，而 WOFE 須於 30 天內出售項目公司的股權，代價按買

方根據收購協議所支付代價金額的人民幣等值﹔ 
 
(c) 倘 WOFE 未能按上述(a)及(b)段所述出售項目公司的全部股權，則上海鑫泰可提前行使

其根據中國收購協議的認購期權，而 WOFE 須向上海鑫泰提供必須的配合﹔ 
 
(d) 上海鑫泰及／或其被指定人按上述(c)段所述購買項目公司全部股權時，轉讓該股權應付

的代價應先扣減 8%，作為向上海鑫泰作出的賠償。倘實際確定的賠償金額超出該轉讓

應付代價的 8%，WOFE 應向上海鑫泰賠償超出部分，倘該轉讓應付代價的 8%超出實際

確定的賠償金額，則上海鑫泰應於 3 個月內向 WOFE 返還超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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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收購協議有效期內，倘： 
 
(a) 因重大訴訟、仲裁或行政處罰而上海鑫泰未能購入項目公司全部股權； 
 
(b) 上海鑫泰未能確保項目公司按照委託管理協議分派股權收益，且上海鑫泰、擔保人或賣

方未能向 WOFE 或買方補足差額部分，而擔保人亦未履行其擔保義務； 
 
(c) 上海鑫泰未按照委託管理協議支付掛帳費用，從而導致項目公司遭受重大訴訟或仲裁； 
 
(d) 上海鑫泰或擔保人未能按照中國收購協議支付中國收購事項的代價，且擔保人未履行其

擔保義務； 
 
(e) 上海鑫泰未按照中國收購協議支付稅費、開支及費用，且擔保人未履行其擔保義務﹔ 
 
(f) 上海鑫泰未遵守或嚴重違反其在中國收購協議項下的相關承諾與聲明； 
 
(g) 上海鑫泰嚴重違反委託管理協議項下的相關承諾與聲明， 
 
則 WOFE 有權： 
 
(a) 發出書面通知要求上海鑫泰立即採取補救措施，並於 60 天內履行其在中國收購協議及

委託管理協議項下的義務（｢補救通知｣）； 
 
(b) 倘上海鑫泰未能按照上述(a)段所述作出補救，WOFE 有權發出書面通知要求上海鑫泰立

即購入項目公司全部股權，而上海鑫泰應於 30 天內購入項目公司的該股權，代價按買

方根據收購協議所支付代價的人民幣等值加 8%作為違約金（「違約金」）； 
 
(c) 倘上海鑫泰未能按照上述(b)段所述購入項目公司的全部股權及支付違約金，WOFE 有權

發出書面通知要求即時終止中國收購協議。 
 

上海鑫泰及擔保人同意及承諾（其中包括）﹕ 
 
(1) WOFE 有權以任何方式處置項目公司的全部股權，WOFE 及項目公司有權自行處

置該等資產及／或債權，以及 WOFE 有權處置由上海鑫泰提供的抵押﹔倘 WOFE
行使上述權利時需要項目公司董事會的批准，上海鑫泰所提名在項目公司董事會

的兩名董事須投票贊成該等決議，並簽署所有必需文件及提供一切所需協助﹔ 
 
(2) 彼等將豁免 WOFE 及項目公司支付開發項目轉讓的代價及掛帳費用﹔ 
 
(3) 倘可作土地增值稅稅務抵扣的該等開發項目總成本未達到人民幣 1,600,000,000 元

（約 1,817,000,000 港元），立即向 WOFE 支付差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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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倘 WOFE 自處置項目公司全部股權、處置項目公司資產及／或清償債務及根據中

國收購協議獲得的賠償的淨收入低於應得收益，則彼等須向 WOFE 賠償不足金

額﹔ 
 
(5) 倘 WOFE 自處置項目公司全部權益、處置項目公司資產及／或清償債務及根據中

國收購協議獲得的賠償的淨收入超出應得收益，則 WOFE 須﹕(i)在處置項目公司

全部股權的情況下，將超出金額返還上海鑫泰﹔及(ii)在處置項目公司資產及／或

清償債務的情況下，將超出金額存留在項目公司內，並在上海鑫泰要求下，將項

目公司股權全部無償轉讓給上海鑫泰。 
 

就上述而言，「應得收益」包括﹕(1)根據中國收購協議的代價，以及就發出補救通知日期

至實際付款日期按年利率 18%計算的罰息﹔(2)違約金（如有）、根據有關物業轉讓的協議

以及房地產轉讓協議、中國收購協議及委託管理協議須償付的稅費及法定費用連同利息

（如有），以及根據委託管理協議的未支付的股權收益連同利息（如有）的總額。 
 
終止 
 
當發生下列事件，中國收購協議可予以終止： 
 
(a) 中國收購協議的訂約方一致協商； 
 
(b) 上海鑫泰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或之前或中國收購協議訂約方協定的其他日期未行

使其認購期權； 
 
(c) WOFE 根據本公告「中國收購協議」一節內「違約」一節中所述的中國收購協議的條文

終止中國收購協議。 
 
股權轉讓協議 
 
根據行使中國收購協議項下的認購期權及認沽期權，WOFE 及上海鑫泰須訂立股權轉讓協

議，據此，WOFE 須轉讓其於項目公司所持的全部股權予上海鑫泰。於簽訂股權轉讓協議後，

本公司須遵守有關須予公佈的交易的相關上市規則的規定，包括刊發載有股權轉讓協議詳情

的公告（如需要）。 
 
委託管理協議 
 
日期 
 
預期為完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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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 
 
項目公司、上海鑫泰、WOFE、賣方、買方及擔保人 
 
主題事宜 
 
根據委託管理協議，項目公司須將該等開發項目的開發建設、銷售以及項目公司其他日常營

運事項委託予上海鑫泰管理，期限自委託管理協議日期起直至委託管理協議列明的終止事件

發生日期（「委託期間」）。根據委託安排，上海鑫泰須獨自負責與該等開發項目建設及營運有

關的財務及營運事宜的方向及決定，以及與該等開發項目的建設及營運有關的工作人員配備

和管理。於委託期間內，項目公司不得再委託任何其他人士管理有關該等開發項目的建設、

營運及財務事宜。 
 
項目公司的董事會須於簽訂委託管理協議後五日内進行重組，據此，WOFE 須委派七名董事

至項目公司，WOFE 須委派其中五名（其中一名須兼任項目公司董事長及法定代表人），而上

海鑫泰須委派其餘兩名（其中一名須擔任項目公司副董事長）。WOFE 將委任兩名監事至項目

公司，其中一人由 WOFE 委派，另一人由上海鑫泰委派。於委託期間内，項目公司董事會及

監事須根據適用中國公司法及項目公司章程行使其權力。 
 
項目公司管理層亦須於上述項目公司董事會重組後五日内進行重組，據此，上海鑫泰委派的

一名董事將擔任總經理，負責項目公司的日常管理及營運，而由 WOFE 委派的一名人士或由

上海鑫泰委派並經 WOFE 同意的一名人士將擔任項目公司的財務經理。  
 
於委託期間，項目公司須經董事會一致同意開立共管銀行賬戶，以收取及支付項目公司生產

營運有關的所有資金，該賬戶由上海鑫泰及 WOFE 各自在項目公司派駐各一名代表共同運作

及管理。 
 
於委託期間内，上海鑫泰須負責支付有關該等開發項目的全部建築及安裝工程費用（包括裝

修費用）、基礎建設費用、需補交的土地出讓金（如有），該等款項將作為項目公司賬目中的

應付款﹙「掛賬費用」﹚。除非項目公司全體董事一致同意，上海鑫泰及其關聯人不得要求償還

該等掛帳費用，惟上海鑫泰可以書面指示項目公司以掛帳費用向 WOFE 支付，以清償(i)下文

所述根據委託管理協議應付股權收益的差額或(ii)根據中國收購協議的支付代價除外。 
 
倘於委託期間內，上海鑫泰建議並經項目公司董事會一致同意增加項目公司的新開發項目，

上海鑫泰應於該新開發項目經向中國房地產交易管理機構辦妥轉移登記至項目公司名下後，

按委託管理協議有關條文管理該等新項目的開發及經營。 
 
於委託期間內，項目公司的經營範圍應限於該等項目的開發及經營，不得開展其他業務。 
 
上海鑫泰及 WOFE 概不收取項目公司任何管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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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收益 
 
於委託期間内，上海鑫泰須盡力確保項目公司擁有足夠除稅後利潤，從而使其可以向 WOFE
分派股權收益。根據委託管理協議，WOFE 應分別於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分別從項目公司收取截至二零零九年、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除稅後股權收益淨額人民幣 360,000,000 元（約 409,000,000 港元）、人民幣

360,000,000 元（約 409,000,000 港元）及人民幣 180,000,000 元（約 204,000,000 港元）。就截

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除稅後股權收益而言，於 WOFE 根據中國收購協議條

文簽訂及向上海鑫泰交付有關完成文件後，項目公司應參照項目公司該年的管理賬目確認的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可分派利潤預先向 WOFE 支付股權收益。倘該預付款項少

於人民幣 180,000,000 元（約 204,000,000 港元），上海鑫泰須指示項目公司支付掛帳費用（即

項目公司可動用及向 WOFE 支付的實際金額），以清償股權收益的差額，若該金額不足以支

付該差額，則上海鑫泰須以其自有的其他資金以經上海鑫泰及 WOFE 一致同意的合法方式支

付差額。 
 
股 權 收 益 金 額 乃 基 於 買 方 已 根 據 收 購 協 議 向 賣 方 支 付 人 民 幣 2,000,000,000 元 （ 約

2,270,000,000 港元）的等值美元計算， 而第一期代價及第二期代價均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

十日支付，並將根據收購協議支付代價的實際金額、第一期代價的支付日期及第二期代價的

支付日期，在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股權收益中作出調整，有關調整會根

據下列公式進行： 
 
(a) 若第一期代價的支付日期早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股權收益應加上下列公式計算的

金額，若第一期代價的支付日期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則股權收益應減去下列公

式計算的金額。 
 

365
1D  × C1 × 18% 

 
其中： 

 
D1 = 第一期代價的支付日期起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相差的天數；及 

 
C1 = 第一期代價金額； 

 
及 

 
(b) 若第二期代價支付日期早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股權收益應加上下列公式計算的金

額，若第二期代價支付日期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則股權收益應減去按下列公式

計算的金額。 
 

365
2D  × C2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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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2 = 第二期代價支付日期起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相差的天數；及 

 
C2 = 第二期代價金額。 

 
倘項目公司未能向 WOFE 分派相關股權收益金額，且上海鑫泰、擔保人及賣方並未按照委託

管理協議的條文向 WOFE 補足差額部分，上海鑫泰應按下列方式計算向 WOFE 支付未支付

金額的利息： 
 

365
D  × I × R 

 
其中： 
 
D = 延遲支付的天數(包括因涉及訴訟仲裁而發生的時間)； 

 
I = 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當時一年期貸款同期利率上浮 20%；及 

 
R = WOFE 於相關年度實際未收到的股權收益金額（不包括項目公司實際已向 WOFE

支付的股權收益金額，以及上海鑫泰、擔保人及賣方按照委託管理協議補付的任何

差額）。 
 
擔保 
 
擔保人須訂立委託管理協議，以擔保上海鑫泰於委託管理協議項下的支付責任。 
 
倘恆盛地產擬申請上市及於申請上市過程中，聯交所認為擔保人提供的擔保構成上市的障

礙，則恆盛地產須於上市日出具擔保，以承擔擔保人根據委託管理協議的責任，並於恆盛地

產作出該擔保後，擔保人根據委託管理協議作出的擔保將立即無條件解除。 
 
第 6 幢開發項目抵押 
 
根據委託管理協議，倘第 6 幢開發項目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達到抵押狀態，上海

鑫泰應將第 6 幢開發項目抵押予 WOFE，抵押價值為人民幣 350,000,000 元（約 398,000,000
港元）。倘第 6 幢開發項目於抵押予 WOFE 後達到預售條件，上海鑫泰須以書面通知 WOFE，

且 WOFE 須同意其預售第 6 幢開發項目，該預售的所得收入須根據委託管理協議規定存入項

目公司的共管銀行賬戶。 
 
項目公司實際收到預售所得收入達到人民幣 350,000,000 元（約 398,000,000 港元）後或上海

鑫泰根據中國收購協議收購項目公司的全部股權後，WOFE 應立即無條件解除第 6 幢開發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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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抵押。上海鑫泰應享有第 6 幢開發項目預售所得收入超過項目公司實際收到的人民幣

350,000,000 元（約 398,000,000 港元）的的款額。倘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 6 幢

開發項目尚未達到抵押狀態，且上海鑫泰並未根據中國收購協議收購項目公司的全部股權，

則上海鑫泰須向 WOFE 支付人民幣 350,000,000 元（約 398,000,000 港元）。 
 
酒店第二按揭 
 
鑒於酒店已抵押予上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玉支行和上海農村商業銀行浦東分行﹙「酒店第一

按揭」﹚，上海鑫泰須向 WOFE 設立酒店第二按揭，抵押價值為人民幣 2,900,000,000 元（約

3,290,000,000 港元）和中國房地產交易管理機構認可的最高價值中較低者。 
 
倘恆盛地產擬申請上市及向聯交所申請上市過程中，聯交所認為酒店第二按揭構成上市障礙

或於上市日後構成障礙，則 WOFE 須立即無條件解除酒店第二按揭。上海鑫泰不得未經 WOFE
事先書面同意增加酒店第一按揭的抵押價值。 
 
其他抵押 
 
於委託管理協議內，上海鑫泰亦同意向 WOFE 抵押上述﹙如有﹚其根據開發項目轉讓應收的

代價、掛帳費用及第 6 幢開發項目為數人民幣 350,000,000 元（約 398,000,000 港元）的預售

所得收入。 
 
有關開發項目轉讓的代價的安排 
 
項目公司就物業轉讓及就第 9 及 10 幢開發項目轉讓應付上海鑫泰的代價應在項目公司賬目上

作掛帳處理。上海鑫泰同意於按照中國收購協議購買項目公司全部股權前，項目公司無須向

上海鑫泰支付前述代價。然而，上海鑫泰可無需另行取得 WOFE 及／或項目公司同意以書面

指示項目公司向 WOFE 支付前述代價，以支付(i)上述根據委託管理協議的應付股權收益的差

額或(ii)根據中國收購協議的應付代價。 
 
資金的使用 
 
於委託期間，在上海鑫泰的要求下並在符合適用法律的前提下，項目公司可考慮在上海鑫泰

或恒盛地產以項目公司董事會認可的股權或資產進行抵押、質押或轉讓下，將其自有資金提

供給上海鑫泰使用，具體方式及金額由項目公司董事會以簡單多數決議通過。 
 
上海鑫泰的承諾與聲明 
 
根據委託管理協議，上海鑫泰須作出若干承諾與聲明，其中包括下列： 
 
(a) 未經 WOFE 事先書面同意，其不得促使項目公司開展除該等開發項目的開發建設和銷

售以外的任何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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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經項目公司董事會事先書面同意，其不得導致項目公司發生、繼承、存在任何債務，

但(i)正常或日常業務過程中產生而不是通過借貸方式產生的合理債務及(ii)已向項目公

司董事會披露的債務除外；及 
 

(c) 未經 WOFE 事先書面同意，其不得更換其提名至項目公司董事會的董事，即擔保人及

程立雄。 
 
項目公司的承諾與聲明 
 
根據委託管理協議，項目公司須作出若干承諾與聲明，其中包括下列： 
 
(a) 全力配合上海鑫泰根據委託管理協議約定內容對項目公司的日常生產運營進行的管理；  

 
(b) 於委託期間內，按照公司章程進行運營；及 

 
(c) 未經上海鑫泰事先書面同意，其不得更換上海鑫泰提名的總經理﹙即程立雄﹚及財務經

理。 
 
WOFE 的承諾與聲明 
 
根據委託管理協議，WOFE 須作出若干承諾與聲明，其中包括下列： 
 
(a) 除非獲上海鑫泰事先書面同意，其不會出售、轉讓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任何與項目公司的

全部權益，且不會以該等權益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質押或設置其他第三方權益； 
 
(b) 其不得對項目公司作出分立、合併、清算、注銷和整體出售的決定； 
 
(c) 未經上海鑫泰事先書面同意，其不得通過項目公司開展該等開發項目的開發建設和銷售

以外的任何其他業務；  
 

(d) 未經上海鑫泰事先書面同意，其不得更換上海鑫泰提名至項目公司董事會的董事﹙即擔

保人及程立雄﹚；及 
 

(e) 未經上海鑫泰事先書面同意，其不得補充、更改或修改項目公司的章程文件。 
 
稅務事宜 
 
WOFE 根據中國法律就委託管理協議﹙包括收取股權收益﹚項下交易所引致的任何稅費或法

定費用，須由上海鑫泰全額償付。倘上海鑫泰未能於 WOFE 發出書面通知後七天內向 WOFE
作出全額償付，擔保人須負責向 WOFE 作出全額償付。倘上海鑫泰或擔保人未能於規定時間

內作出全額償付，未償付部份需加計利息按日計算，利率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佈之一年期貸

款利率上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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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 
 
於委託期間，倘上海鑫泰： 
 
(a) 因發生重大訴訟、仲裁或行政處罰而無法繼續履行其在委託管理協議項下義務； 
 
(b) 未能盡其努力確保項目公司按照委託管理協議分派股權收益，且上海鑫泰、擔保人或賣

方未相應向 WOFE 補足差額部分，而擔保人亦未履行其擔保義務； 
 
(c) 未按照委託管理協議向 WOFE 支付稅費及法定費用的補償，且擔保人未履行其擔保義

務； 
 
(d) 未支付有關挂帳費用，因而導致項目公司遭受重大訴訟或仲裁； 
 
(e) 嚴重違反其在委託管理協議項下的有關承諾與聲明， 
 
則項目公司及 WOFE 有權： 
 
(a) 發出書面通知要求上海鑫泰立即採取補救措施，並於 60 天內履行其在委託管理協議項

下的義務； 
 
(b) 倘上海鑫泰未能按照上述(a)段所述作出補救，項目公司及 WOFE 有權發出書面通知要

求上海鑫泰立即購入項目公司全部股權，而上海鑫泰應於 30 天內購入項目公司股權； 
 
(c) 倘上海鑫泰未能按照上述(b)段所述購入項目公司的全部股權，項目公司及 WOFE 有權

發出書面通知要求即時終止委託管理協議，且 WOFE 有權處置項目公司的任何資產及

其於項目公司的股權權益，而上海鑫泰及其關聯方立即豁免開發項目轉讓的代價以及掛

帳費用，且不得要求 WOFE 或項目公司返還於本公告「委託管理協議」一節內「第 6
幢開發項目抵押」一節中所述的任何已收款項。 

 
倘委託管理協議根據上述(c)段終止，WOFE 於有關年度應得的股權收益將按委託管理協議終

止日期當年天數按比例計算。 
 
於委託期間，倘 WOFE 未遵守或嚴重地違反委託管理協議的有關條款，因而導致委託管理協

議終止： 
 
(a) 上海鑫泰將有權發出書面通知，要求 WOFE 立即採取補救措施以及於 60 天內履行其於

委託管理協議項下的義務； 
 

(b) 倘 WOFE 未能按照上述(a)段所述採取即時補救措施，上海鑫泰將有權發出書面通知，

要求 WOFE 立即出售項目公司的全部股權，且 WOFE 須於 30 天內出售於項目公司的股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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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OFE 就當年應得的股權收益，按上述(b)段所述上海鑫泰發出通知的日期的當年天數按

比例計算。 
 
有效期及終止 
 
當發生任何下列事件，委託管理協議可予以終止： 
 
(a) 根據中國收購協議，項目公司全部股權變更至上海鑫泰名下的相關工商登記手續已經完

成； 
 
(b) 項目公司及 WOFE 根據上文「違約」一節所述的委託管理協議的條文終止委託管理協

議； 
 
(c) 上海鑫泰或 WOFE 根據中國收購協議的條文終止中國收購協議； 
 
(d) 上海鑫泰未能按中國收購協議於期權行使日期行使其認購期權； 
 
(e) 發生不可抗力事件，使委託管理協議無法或毋須履行； 
 
(f) 委託管理協議的訂約方協議終止。 
 
進行收購事項、中國收購事項及委託安排的理由及禆益  
 
尚海灣豪庭項目位於上海黃浦江畔，鄰近旅遊休閒地點、綜合商業區及上海世界博覽會園區，

依江而立，地處優越。藉著收購事項（包括房地產轉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國收購事

項及委託管理協議整體而言，本集團可進一步擴大現有房地產業務的投資規模，同時為本集

團帶來可觀的投資收益和穩定的現金流，從而加強本集團核心業務的盈利能力，並進一步增

強本集團在上海房地產行業的領導地位。 
 
董事認爲，收購事項、中國收購事項及委託安排的條款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

利益。 
 
一般事項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基建設施、醫藥、消費品及房地產業務。 
 
賣方為一間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由擔保人間接擁有 99.3%。賣方的主要業

務爲投資控股。 
 
上海鑫泰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司，並由賣方間接全資擁有。上海鑫泰的主要業務為物業開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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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 條計算收購事項的一項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根據上市規

則，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的交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7 條計算中國收購事項的一項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根據上

市規則，中國收購事項亦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的交易。 
 
釋義 
 
於本公告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掛帳費用」      具有本公告「委託管理協議」一節所述涵義 

 
「收購事項」      買方根據收購協議向賣方收購岀售股份及岀售貸款 

 
「收購協議」      賣方、買方、擔保人及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一日就收購事項

訂立的有條件買賣協議 
 

「聯屬公司」 就任何人士而言，指控制該人士、受其控制或與其受共同控制的任

何其他人士 
 

「聯繫人」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經審核賬目」 項目公司經審核賬目，由其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

債表及其自註冊成立日期起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

的損益賬組成 
 

「第 6 幢開發項目」 
 

開發尚海灣豪庭第 6 幢 

「第 6 幢開開發項目 
抵押」 
 

具有本公告「收購協議」一節內「有關第 6 幢開發項目的安排」一

節所述的涵義 

「第 9 及 10 幢開發 
項目」    

開發尚海灣豪庭第 9 及 10 幢的在建工程，連同尚海灣豪庭第 9 及

10 幢所在土地，以及輔助設施和設備 
 

「董事會」       董事會 
 

「營業日」       香港持牌銀行一般營業的日子（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公眾假期

及於上午九時正至下午五時正的任何時間在香港懸掛八號或以上

熱帶氣旋警告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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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屬維爾京群島」    英屬維爾京群島 

 
「申索」        任何索償、要求、爭議、法律行動、訴訟、調查或法律程序或類似

程序 
 

「本公司」      上海實業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

交所主板上市 
 

「完成」       
 

根據收購協議完成收購事項 
 

「完成日」     完成發生的日期，於本公告「收購協議」一節內「完成條件」一節

中第(a)、(d)、(e)、(k)、(m)及(n)段所載最後一個完成條件獲達成或

豁免（視情況而定）後五個營業日內或收購事項各訂約方可能書面

協定的其他日期，惟無論如何不得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該等開發項目」 該項目及第 9 及 10 幢開發項目 

 
「開發項目轉讓」 項目轉讓及第 9 及 10 幢開發項目的轉讓 

 
「董事」       本公司董事 

 
「産權負擔」     任何押記、按揭、抵押、留置權、購股權、干預、侵犯、股權、岀

售的權力、擔保契據或其他第三方權利、保留所有權、收購權、優

先購買權、優先選擇權、任何類別的抵押權益（包括法例設立的任

何抵押權益）、抵銷權、信託安排、質押、任何形式產生的所有權、

任何租賃、分期付款、抵扣或有條件岀售或其他遞延條款支付的協

議 
 

「委託管理協議」      於完成時上海鑫泰、WOFE、項目公司、擔保人、賣方及買方訂立

的委托建設和經營管理協議 
 

「委託安排」       根據委託管理協議安排該等開開發項目的建築及銷售以及項目公

司日常營運的管理 
 

「股權轉讓協議」    上海鑫泰與 WOFE 根據中國收購事項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其格

式應作為中國收購協議附件 
 

「恆盛地產」 恆盛地產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為賣

方之最終控股公司及由擔保人間接持有 99.3% 
 



 

24 

 
「恆盛地產賬目」 恆盛地產綜合管理賬目，由其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綜合

資產負債表及其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損

益賬組成 
 

「政府機關」       任何國家或政府、任何州、縣、市、區或其他政治分部或任何擔當

政府所屬或與此有關的行政、立法、司法、監管或行政職能的實體

 
「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擔保人」      張志熔先生 

 
「HK Holdco」     基鉅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為目標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酒店」 陽光濱江中心第一座（南座），即陽光濱江中心酒店，由上海鑫泰

擁有 
 

「酒店第二按揭」 具有本公告「收購協議」一節內「有關上市的安排」一節所賦予的

涵義 
 

「上市」 恆盛地產的股份在聯交所上市 
 

「上市規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最後期限」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或收購協議各訂約方可能書面協定的

其他日期 
 

「管理賬目」      目標公司於完成日前三十天內擬備的未經審核綜合管理賬目，由綜

合資產負債表及其綜合損益賬組成 
 

「重大不利變動 
（或影響）」    

任何變動（或影響），其後果會對目標集團之整體財政狀況、業務

或物業、營運業績、業務前景或資産造成重大及不利影響； 
 

「期權行使日期」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或上海鑫泰及 WOFE 互相協定的其他日

期）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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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收購事項」    上海鑫泰根據中國收購協議及股權轉讓協議收購由 WOFE 持有項

目公司的所有股權 
 

「中國收購協議」    上海鑫泰、WOFE、擔保人、項目公司及本公司於完成時訂立的協

議，據此，上海鑫泰將獲授認購期權而 WOFE 獲授認沽期權，該

兩項期權均將於期權行使日期行使，據此，WOFE 應岀售而上海鑫

泰應購買 WOFE 持有項目公司的所有股權 
 

「該項目」 
 

位於中國上海徐匯區宛平南路 1441 號的尚海灣豪庭第 2 及 8 幢在

建工程，連同該物業及附屬設施及設備的開發 
 

「項目公司」 上海鵬暉置業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由 WOFE 全資擁有 
 

「項目轉讓」 上海鑫泰於完成前向項目公司轉讓該項目 
 

「該物業」 該項目所在的一幅土地，包括其各個部分 
 

「房地產轉讓協議」 上海鑫泰將與項目公司訂立的房地產轉讓協議 
 

「買方」 S.I. Properties Holdings Limited 上實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一間於英

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重組」 目標集團於完成前將予進行的公司重組，據此，目標集團的股權架

構將變更為本公告「有關目標集團的資料」一節內「目標公司」一

節所載圖中所示的架構 
 

「出售貸款」 賣方於完成前將向目標公司透過無抵押及免息貸款方式墊付的最

高金額 3,000,000 美元（約 23,400,000 港元） 
 

「出售股份」 賣方實益擁有的目標公司面值為 1 美元的一股股份，相當於目標公

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第二期付款日期」 第二期代價的付款日期 
 

「上海鑫泰」 上海鑫泰房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司，並為賣方

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股份」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10 港元的股份 
 

「股東」      股份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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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Better Score Limited，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

賣方的全資附屬公司 
 

「目標集團」    目標公司、HK Holdco、WOFE 及項目公司 
 

「交易文件」 收購協議及該等根據或就收購協議簽立的其他文件 
 

「賣方」       Bright New Investments Limited，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為恆盛地產的全資附屬公司 
 

「保證人」     賣方及擔保人 
 

「WOFE」      南通基鉅基礎設施建設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

業，由 HK Holdco 全資擁有 
 

「港元」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人民幣」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美元」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 
 

「等值美元」     有關人民幣金額，該等人民幣金額的等值美元乃參考中國人民銀行

於相關日期中午十二時正公佈的匯率中位數而釐定 
 

「％」 百分比 
 
於本公告內，人民幣已按人民幣0.8804元兌1港元之匯率兌換為港元及美元已按1美元兌7.8港

元之匯率兌換為港元，惟僅供說明，概不表示任何人民幣或美元金額已經、可能已或可以按

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為港元。 
 

承董事會命 
上海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梁年昌 

 
香港，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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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包括︰ 
 
八位執行董事︰ 
滕一龍先生、蔡育天先生、呂明方先生、丁忠德先生、周杰先生、錢世政先生、 
姚方先生及周軍先生 
 
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嘉瑞先生、吳家瑋先生、梁伯韜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