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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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全部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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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代號：2225）

Jinhai International Group Holdings Limited
今海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成員有限責任公司）

有關收購及出售上市證券的須予披露交易

先前交易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八日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期間，本集團訂立一系列涉及
收購及出售若干於聯交所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證券的交易。誠如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二零二零年年報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九
月十七日的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所披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該等於上市證券的投資的公平值分別為約7.1百萬新加坡元
及約5.8百萬新加坡元。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各項先前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及第14.23條單獨進行或合併進行）
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故根據上市
規則第14章各項先前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

章項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先前交易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八日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期間，本集團訂立一系列涉及收
購及出售若干於聯交所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證券的交易。誠如本公司日期為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的二零二零年年報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七
日的二零二一年中期報告所披露，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
月三十日，該等於上市證券的投資的公平值分別為約7.1百萬新加坡元及約5.8百萬
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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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八日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的各項先前交易詳情載列如下：

日期╱期間 所收購的上市證券 交易所 股份╱基金單位的數目 代價（附註1）

二零二零年
七月八日至九月十七日 新加坡電信股份 新加坡 69,600（附註2） 167,590新加坡元（附註2）

七月八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星展股份 新加坡 12,200（附註2） 305,400新加坡元（附註2）

七月八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大華銀行股份 新加坡 15,400（附註2） 338,645新加坡元（附註2）

七月八日至十二月三日 華僑銀行股份 新加坡 35,300（附註2） 352,446新加坡元（附註2）

八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六日 平安股份 香港 10,000（附註2） 842,841新加坡元（附註2）

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三十日 吉寶企業股份 新加坡 122,000（附註2） 568,637新加坡元（附註2）

八月二十日 中國移動股份 香港 10,000 102,236新加坡元
八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八日 新科工程股份 新加坡 30,000（附註2） 106,102新加坡元（附註2）

八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八日 凱德信託基金單位 新加坡 75,000（附註2） 148,351新加坡元（附註2）

九月一日 新達產業信託基金單位 新加坡 60,000 84,973新加坡元
九月一日至九月四日 滙豐股份 香港 30,000（附註2） 174,281新加坡元（附註2）

九月十五日至九月二十八日 豐益股份 新加坡 35,000（附註2） 150,209新加坡元（附註2）

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一日 騰飛產業信託基金單位 新加坡 70,000（附註2） 212,607新加坡元（附註2）

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 新加坡航空股份 新加坡 80,000（附註2） 313,808新加坡元（附註2）

十一月二十五日 新翔集團股份 新加坡 30,000 123,959新加坡元

二零二一年
二月二十四日至八月十七日 建滔集團股份 香港 282,500（附註2） 1,934,060新加坡元（附註2）

三月四日至八月十七日 建滔積層板股份 香港 374,000（附註2） 985,584新加坡元（附註2）

三月五日 渣打集團股份 香港 20,000 179,073新加坡元
七月十五日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 香港 150,000 146,328新加坡元
七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 海螺水泥股份 香港 50,000（附註2） 376,011新加坡元（附註2）

日期╱期間 所出售的上市證券 交易所 股份數目 代價（附註1）

二零二零年
九月十七日 新加坡電信股份 新加坡 100,000 224,000新加坡元
十一月三日至十一月十二日 建滔積層板股份 香港 170,000（附註2） 343,762新加坡元（附註2）

十一月十七日 新翔集團股份 新加坡 23,000 89,700新加坡元
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一月二十三日 Thai Beverage股份 新加坡 400,000（附註2） 284,000新加坡元（附註2）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一年三月五日 吉寶企業股份 新加坡 126,000 661,980新加坡元
四月八日至七月十二日 建滔集團股份 香港 158,000（附註2） 1,225,004新加坡元（附註2）

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五日 滙豐股份 香港 30,000（附註2） 245,658新加坡元（附註2）

四月三十日 渣打集團股份 香港 20,000 191,162新加坡元

附註：

1. 各項先前交易的代價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支。

2. 由於交易於12個月期間內完成並涉及收購及╱或出售同一上市公司的證券，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及第

14.23條，股份╱基金單位的數目及代價進行合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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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先前交易乃於公開市場進行，先前交易對手方的身份無法確定。就董事所深知、
盡悉及確信，先前交易對手方及對手方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
連人士的第三方。

進行先前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不時就財政管理目的將其閒置資金投資於藍籌股及市值相對較高的股票，
藉此增加該資金的回報。鑒於上文所述，本公司就財政管理目的訂立先前交易。

出售上市證券實現收益約0.4百萬新加坡元，即出售股份的總代價與出售股份的總
收購成本之間的差額。

本集團從出售股份中獲得所得款項淨額約3.2百萬新加坡元。本集團目前擬將有關
出售所得款項淨額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現金儲備，以於日後尋求潛在投資機會。

由於各項先前交易乃就財政管理目的，於公開市場按市價進行，董事（包括獨立非
執行董事）認為，先前交易屬公平合理，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
的整體利益。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在新加坡從事提供勞務派遣；為建築及建造承包商提供配套服務；宿
舍服務；以及資訊技術服務。

有關新加坡電信的資料

新加坡電信為新加坡、澳洲、美國及歐洲消費者及小型企業提供電信服務。其從事
承載業務（包括手機、付費電視、固定寬帶及語音服務）以及設備銷售；手機金融、
遊戲及數字內容業務；以及數字營銷、分析及情報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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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資料摘錄自新加坡電信已刊發文件：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百萬新加坡元 百萬新加坡元

收益 17,372 16,542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3,746 1,565

年內溢利 3,071 1,052

根據新加坡電信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21,317百萬新加坡元及約20,367百萬新
加坡元。

有關星展的資料

星展為亞洲領先金融服務集團，總部設於新加坡，在18個市場佔有份額。

以下資料摘錄自星展已刊發文件：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百萬新加坡元 百萬新加坡元

收益 14,544 14,592

除所得稅前溢利 7,583 5,368

年內溢利 6,429 4,756

根據星展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51,799百萬新加坡元及約54,643百萬新加坡元。

有關大華銀行的資料

大華銀行提供銀行產品及服務。其透過約500間分行網絡經營業務，包括財富及尊
享理財中心、私人銀行套房、商務及商業銀行中心，並在亞太、歐洲及北美19個國
家及地區設有辦事處；同時擁有約1.4百萬台自動取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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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資料摘錄自大華銀行已刊發文件：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百萬新加坡元 百萬新加坡元

收益 12,557 9,623
除所得稅前溢利 5,174 3,536
年內溢利 4,362 2,930

根據大華銀行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39,864百萬新加坡元及約41,131百萬新
加坡元。

有關華僑銀行的資料

華僑銀行為成立時間最早的新加坡銀行，按資產計，為東南亞第二大的金融服務
集團。該行在19個國家及地區擁有逾470間分行及代表辦事處。

以下資料摘錄自華僑銀行已刊發文件：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百萬新加坡元 百萬新加坡元

收益 10,871 10,139
除所得稅前溢利 5,800 4,165
年內溢利 5,022 3,728

根據華僑銀行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48,603百萬新加坡元及約51,176百萬新
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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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平安的資料

平安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平安為中國的保險、銀行、資產管理及金
融科技以及健康科技業務提供金融產品及服務。

以下資料摘錄自平安已刊發文件：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百萬元 百萬新加坡元 人民幣百萬元 百萬新加坡元

收益 1,065,921 217,555 1,113,275 227,219

除所得稅前溢利 881,182 179,849 925,511 188,897

年內溢利 149,407 30,494 143,099 29,207

根據平安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平安的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人民幣852,370百萬元（相當於約173,969百萬
新加坡元）及約人民幣987,905百萬元（相當於約201,631百萬新加坡元）。

有關吉寶企業的資料

吉寶企業於新加坡、中國、香港、巴西及國際上從事離岸及海運、房地產、基礎設
施以及投資業務。

以下資料摘錄自吉寶企業已刊發文件：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百萬新加坡元 百萬新加坡元

收益 7,580 6,574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953 (255)
年內溢利╱（虧損） 707 (506)

根據吉寶企業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11,646百萬新加坡元及約11,156百萬新
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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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國移動的資料

中國移動為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中國移動集團為中國內地31個省、自治
區及直轄市以及香港領先的移動通信及相關服務供應商。

以下資料摘錄自中國移動已刊發文件：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百萬元 百萬新加坡元 人民幣百萬元 百萬新加坡元

收益 745,917 152,242 768,070 156,763

除所得稅前溢利 142,133 29,009 142,359 29,055

年內溢利 106,791 21,796 108,140 22,071

根據中國移動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中國移動的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人民幣1,107,289百萬元（相當
於約225,998百萬新加坡元）及約人民幣1,152,772百萬元（相當於約235,281百萬新加
坡元）。

有關新科工程的資料

新科工程作為科技、國防及工程公司在亞洲、歐洲、中東及美國經營業務。其透過
涵蓋宇航、智慧城市、國防、海事及公共安全領域的業務組合提供技術及創新，以
解決現實世界存在的問題。

以下資料摘錄自新科工程已刊發文件：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百萬新加坡元 百萬新加坡元

收益 7,868 7,158
除所得稅前溢利 695 534
年內溢利 593 526

根據新科工程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2,491百萬新加坡元及約2,575百萬新加
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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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凱德信託的資料

凱德信託為新加坡首個及最大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凱德信託擁有並投資主要
用於商業（包括保值及╱或辦公室）用途的優質創收資產，主要位於新加坡。

以下資料摘錄自凱德信託已刊發文件：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收益 786,736 745,209
除所得稅前溢利 696,930 349,679
年內溢利 696,930 349,740

根據凱德信託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7,767百萬新加坡元及約13,068百萬新
加坡元。

有關新達產業信託的資料

新達產業信託為新加坡首個綜合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擁有主要用作辦公室及╱
或零售用途的創收房地產。

以下資料摘錄自新達產業信託已刊發文件：

截至
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收益 366,730 315,390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410,967 (115,318)
年內溢利╱（虧損） 395,093 (115,659)

根據新達產業信託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6,106百萬新加坡元及約6,113百萬新
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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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滙豐的資料

滙豐為於英格蘭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滙豐為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及金融服務機構
之一。

以下資料摘錄自滙豐已刊發文件：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百萬美元 百萬新加坡元 百萬美元 百萬新加坡元

收益 56,098 77,225 50,429 69,421

除所得稅前溢利 13,347 18,373 8,777 12,082

年內溢利 8,708 11,987 6,099 8,396

根據滙豐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滙豐的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192,668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65,227百萬新加
坡元）及約204,995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82,196百萬新加坡元）。

有關豐益的資料

豐益作為農業公司在新加坡及國際上經營業務。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該公司在印尼、東馬來西亞及非洲擁有覆蓋232,053公頃的油棕櫚樹種植園。

以下資料摘錄自豐益已刊發文件：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千美元 千新加坡元 千美元 千新加坡元

收益 42,640,519 58,698,938 50,526,794 69,555,185

除所得稅前溢利 1,698,479 2,338,126 2,311,062 3,181,408

年內溢利 1,370,491 1,886,618 1,690,974 2,327,795

根據豐益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17,876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4,608百萬新加坡元）
及約21,383百萬美元（相當於約29,436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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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騰飛產業信託的資料

騰飛產業信託為新加坡首個及最大的上市商務空間及產業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以下資料摘錄自騰飛產業信託已刊發文件：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附註）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收益 886,171 1,049,460

除所得稅前溢利 517,474 494,236

年內溢利 503,083 457,078

附註：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騰飛產業信託的財政年結日自三月三十一日變更為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據騰飛產業信託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8,111百萬新加坡元及約9,190百萬新
加坡元。

有關新加坡航空的資料

新加坡航空於東亞、美洲、歐洲、西南太平洋、西亞及非洲提供客貨空運服務。於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其擁有203架飛機，其中包括196架客機及7架貨機。

以下資料摘錄自新加坡航空已刊發文件：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百萬新加坡元 百萬新加坡元

收益 16,323 15,976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869 (220)

年內溢利 722 (169)

根據新加坡航空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
三十一日，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13,683百萬新加坡元及約9,733百萬新
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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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翔集團的資料

新翔集團為亞洲領先的食品解決方案及網關服務供應商。

以下資料摘錄自新翔集團已刊發文件：

截至
二零一九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二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收益 1,828,019 1,941,216

除所得稅前溢利 307,710 213,906

年內溢利 256,230 175,606

根據新翔集團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1,817百萬新加坡元及約1,806百萬新加坡元。

有關建滔積層板的資料

建滔積層板為垂直綜合電子材料製造商，業務遍及中國、其他亞洲國家、歐洲及美
國。此外，該公司投資並出租物業；並提供酒店住宿服務，及餐飲以及其他配套服務。

以下資料摘錄自建滔積層板已刊發文件：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千港元 千新加坡元 千港元 千新加坡元

收益 18,383,952 3,134,464 17,301,186 2,949,852

除所得稅前溢利 3,317,220 565,586 3,662,665 624,484

年內溢利 2,408,730 410,688 2,807,980 478,761

根據建滔積層板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18,749百萬港元（相當於約3,197百萬新
加坡元）及約14,388百萬港元（相當於約2,453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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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THAI BEVERAGE的資料

Thai Beverage於泰國、越南及國際上生產並分銷酒精及非酒精飲料以及食品。

以下資料摘錄自Thai Beverage已刊發文件：

截至二零一九年
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千泰銖 千新加坡元 千泰銖 千新加坡元

收益 267,356,561 11,710,217 253,480,710 11,102,455

除所得稅前溢利 31,311,533 1,371,445 32,930,651 1,442,363

年內溢利 26,082,741 1,142,424 26,064,768 1,141,637

根據Thai Beverage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
日，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150,322百萬泰銖（相當於約6,584百萬新加坡元）
及約179,405百萬泰銖（相當於約7,858百萬新加坡元）。

有關建滔集團的資料

建滔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覆銅面板、印刷電路板、化工產品、磁石產品、房地
產發展及投資以及投資業務。

以下資料摘錄自建滔集團已刊發文件：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千港元 千新加坡元 千港元 千新加坡元

收益 41,160,851 7,157,872 43,510,274 7,566,437

除所得稅前溢利 5,122,913 890,875 7,936,416 1,380,143

年內溢利 3,768,980 655,426 5,828,353 1,013,551

根據建滔集團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其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97,035百萬港元（相當於約16,874百萬
新加坡元）及約93,249百萬港元（相當於約16,216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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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渣打集團的資料

渣打集團為一間於英格蘭及威爾士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渣打集團為世界上最大
的銀行及金融服務機構之一。

以下資料摘錄自渣打集團已刊發文件：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百萬美元 百萬新加坡元 百萬美元 百萬新加坡元

收益 16,549 22,401 12,292 16,638

除所得稅前溢利 3,713 5,026 1,613 2,183

年內溢利 2,340 3,167 751 1,017

根據渣打集團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渣打集團的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50,661百萬美元（相當於約
68,575百萬新加坡元）及約50,729百萬美元（相當於約68,667百萬新加坡元）。

有關中國建設銀行的資料

中國建設銀行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中國建設銀行從事銀行業及有
關的金融服務。

以下資料摘錄自中國建設銀行已刊發文件：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百萬元 百萬新加坡元 人民幣百萬元 百萬新加坡元

收益 909,885 193,260 989,509 210,172

除所得稅前溢利 326,597 69,369 336,616 71,497

年內溢利 269,222 57,183 273,579 58,108

根據中國建設銀行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中國建設銀行的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人民幣2,235,127百萬
元（相當於約474,741百萬新加坡元）及約人民幣2,389,353百萬元（相當於約507,499

百萬新加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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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海螺水泥的資料

海螺水泥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海螺水泥從事水泥及商品熟料的生
產及銷售。

以下資料摘錄自海螺水泥已刊發文件：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百萬元 百萬新加坡元 人民幣百萬元 百萬新加坡元

收益 157,030 33,353 176,243 37,434

除所得稅前溢利 44,596 9,472 47,144 10,013

年內溢利 34,391 7,305 36,406 7,733

根據海螺水泥已刊發文件，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海螺水泥的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人民幣178,777百萬元（相當
於約37,972百萬新加坡元）及約人民幣200,973百萬元（相當於約42,687百萬新加坡
元）。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各項先前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及第14.23條單獨進行或合併進行）的
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
第14章各項先前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
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本公司明白，當有關先前交易的責任產生時，本公司應根據上市規則第14.34條盡
快通知聯交所及刊發公告。本公司對延遲遵守上市規則深表遺憾，但謹此強調，本
公司未能及時披露先前交易是由於對有關上市規則的疏忽造成的無心之失，導致
錯誤計算各項先前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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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措施

為防止日後發生類似不合規事件，本公司將實施下列措施：

1. 進一步加強其對須予公佈交易的內部控制政策及系統，以加強其對上市規則
第14章合規情況的監督，尤其是有關於各項交易時計算適用百分比率；

2. 將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開展內部培訓研討會，以解釋相關上市規則對須
予公佈交易的規定，並強調於簽立各項交易前準確進行規模測試的重要性；

3. 正著手聘用具專業資格的員工以監督未來上市證券的收購及╱或出售以及相
關規模測試的計算；及

4. 其將為日後擬訂立的任何交易物色外部法律及其他專業意見，尤其是有關就
財務管理目的買賣上市證券的交易。

釋義

「騰飛產業信託」 指 騰飛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Ascendas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一隻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A17U.SI)

「騰飛產業信託 
基金單位」

指 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騰飛產業信託基金單
位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凱德信託」 指 凱德綜合商用信託 (CapitaLand Integrated Commercial 
Trust)，一隻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房地產投
資信託基金 (C38U.SI)

「凱德信託基金單位」 指 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凱德信託基金單位

「中國建設銀行」 指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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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股份」 指 於聯交所上市的中國建設銀行股份

「中國移動」 指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成立的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0941）

「中國移動股份」 指 於聯交所上市的中國移動股份

「本公司」 指 今海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
份代號：2225）

「海螺水泥」 指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
司，其H股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0914）

「海螺水泥股份」 指 於聯交所上市的海螺水泥股份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星展」 指 星展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DBS Group Holdings Ltd)，
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公司，其股份於新加坡證
券交易所上市 (D05.SI)

「星展股份」 指 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星展股份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滙豐」 指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HSBC Holdings plc)，一間於英
格蘭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
份代號：0005）

「滙豐股份」 指 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滙豐股份

「獨立第三方」 指 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
義）的任何實體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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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寶企業」 指 吉寶企業有限公司，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 (BN4.SI)

「吉寶企業股份」 指 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吉寶企業股份

「建滔集團」 指 建滔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0148）

「建滔集團股份」 指 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建滔集團股份

「建滔積層板」 指 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成立
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
1888）

「建滔積層板股份」 指 於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建滔積層板股份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華僑銀行」 指 華僑銀行有限公司 (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 (O39.SI)

「華僑銀行股份」 指 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華僑銀行股份

「平安」 指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
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
代號：2318）

「平安股份」 指 於聯交所上市的平安股份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先前交易」 指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八日至二零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期間本集團所訂立涉及收購及出售聯交所及新加
坡證券交易所若干上市證券的系列交易，根據上市
規則第14章構成須予披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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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新翔集團」 指 新翔集團有限公司 (SATS Ltd.)，一間於新加坡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
(S58.SI)

「新翔集團股份」 指 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新翔集團股份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新加坡」 指 新加坡共和國

「新加坡航空」 指 新加坡航空公司 (Singapore Airlines Limited)，一間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新加坡證
券交易所上市 (C6L.SI)

「新加坡航空股份」 指 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新加坡航空股份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 指 新加坡交易所

「新加坡電信」 指 新加坡電信有限公司 (Singapore Telecommunications 
Limited)，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
份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 (Z74.SI)

「新加坡電信股份」 指 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新加坡電信股份

「新科工程」 指 新加坡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Singapore Technologies 
Engineering Ltd)，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 (S63.SI)

「新科工程股份」 指 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新科工程股份

「渣打集團」 指 渣打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英格蘭及威爾士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
2888）

「渣打集團股份」 指 於聯交所上市的渣打集團股份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新達產業信託」 指 新達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Suntec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一隻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
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T82U.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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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達產業信託基金 
單位」

指 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新達產業信託基金單
位

「新加坡元」 指 新加坡法定貨幣新加坡元

「Thai Beverage」 指 Thai Beverage Public Company Limited，一間於泰王
國註冊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
市 (Y92.SI)

「Thai Beverage股份」 指 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Thai Beverage股份

「泰銖」 指 泰王國法定貨幣泰銖

「大華銀行」 指 大華銀行有限公司 (United Overseas Bank Limited)，
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新加
坡證券交易所上市 (U11.SI)

「大華銀行股份」 指 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大華銀行股份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

「豐益」 指 豐益國際有限公司 (Wilmar International Limited)，一
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新加坡
證券交易所上市 (F34.SI)

「豐益股份」 指 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豐益股份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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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公告而言，對於二零二零年發生的先前交易，(i)美元兌新加坡元（反之亦然）
的換算已按1美元等於1.3766新加坡元的匯率計算；(ii)人民幣兌新加坡元（反之亦
然）的換算已按人民幣1元等於0.2041新加坡元的匯率計算；(iii)港元兌新加坡元（反
之亦然）的換算已按1港元等於0.1705新加坡元的匯率計算；及 (iv)泰銖兌新加坡元
（反之亦然）的換算已按1泰銖等於0.0438新加坡元的匯率計算。對於二零二一年發
生的先前交易，(i)美元兌新加坡元（反之亦然）的換算已按1美元等於1.3536新加坡
元的匯率計算；(ii)人民幣兌新加坡元（反之亦然）的換算已按人民幣1元等於0.2124
新加坡元的匯率計算；及 (iii)港元兌新加坡元（反之亦然）的換算已按1港元等於
0.1739新加坡元的匯率計算。所使用之有關匯率（倘適用）僅作說明之用，並不表
示任何金額已經或可能已經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或根本未有兌換。

承董事會命 
今海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國寶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其中兩名執行董事為陳國寶先生及王振
飛先生；三名非執行董事為楊福康先生、李雲平先生及王華生先生；及三名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嚴健軍先生、范一民先生及柴志敏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