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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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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GM 貿易有限公司
(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375)
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 AQUASCUTUM 品牌業務及資產的事項
及
恢復買賣

收購事項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該等買方訂立收購協議，據此，賣方及管理人同意出售及該等買方同意
向賣方收購業務及資產，代價為 15,000,000 英鎊(約 188,170,500 港元)。
暫停及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上午九時起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
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午九時起恢復買賣本公司股份。
背景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 本集團完成收購「Aquascutum」品牌於亞洲地區知識產權的全部權利、
所有權及權益，現金代價為 13,700,000 英鎊。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一日，本公司公佈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與賣方及管理人訂立獨家協議，據此，本
公司獲授由二零一二年五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下午五時正(倫敦時間)止之獨家期間，
以商談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有關收購「Aquascutum」品牌業務及資產的輔助文件，以考慮支付不作
退還的按金 500,000 英鎊(約 6,272,000 港元)，完成時會成為代價的其中部份。
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該等買方訂立收購協議，據此，賣方及管理人同意出售及該等買方同意
向賣方收購業務及資產，代價為 15,000,000 英鎊(約 188,170,500 港元)。
收購協議
日期：
日期：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
訂約各方：
訂約各方：
(1)
賣方；
(2)
管理人；及
(3)
該等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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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所得資料及所信，賣方及管理人及其各自最終實益擁有人
均為本公司及本公司任何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獨立第三方。
收購事項
根據收購協議，買方將收購業務及資產。於轉讓日期完成。
代價
代價為 15,000,000 英鎊 ( 約 188,170,500 港元 ) ，乃經該協議之訂約各方公平磋商後，根據
「Aquascutum」品牌的未來收入潛力，並計及國際知名「Aquascutum」品牌的巨大價值而釐定。
代價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支付。
有關賣方、
有關賣方、業務及資產的資料
根據賣方所提供的資料，賣方主要從事製造、設計、批發、市場營銷及特許經營主要消費品牌的
產品，當中主要為成衣及配飾，包括以「Aquascutum」品牌在全球主要市場(亞洲地區除外)經營
名貴成衣和衣服的業務。
「Aquascutum」品牌有超過 160 年的歷史，以高端市場定位，對象是商人、專業人士和行政人員。
根據 1986 年破產法附表 B1 第 14 段，管理人獲合資格浮動押記的持有人於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
日委任為賣方的聯合管理人。
賣方(由管理人代表) 同意出售於業務及資產的權利、所有權及權益，根據持續經營基準由轉讓日
期起轉讓業務予買方。
根據賣方提供的財務資料，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賣方經審核總資產值(為免生疑問，包
括除外資產)錄得約為 9,054,000 英鎊(約 113,580,000 港元)。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八日，賣方有
淨負債約為 13,456,000 英鎊(約 168,801,000 港元)。因在盡責審查過程中，買方未獲提供賣方於二
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及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的資產負債表，故未能呈列資產最近的價
值。
根據賣方提供的財務資料，賣方應佔未經審核除税前淨虧損及除稅後淨虧損 (為免生疑問，包括
除外資產)於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分别約為 11,786,000 英鎊(約 147,852,000 港元)
及約為 11,775,000 英鎊(約 147,714,000 港元)，及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止年度分别約為
4,444,000 英鎊(約 55,749,000 港元)及約為 4,475,000 英鎊(約 56,138,000 港元)。
訂立收購協議的理由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製造、零售和批發世界知名的成衣及配飾、特許商標、印刷及相關服務及物業
租賃。
董事會認為，「Aquascutum」於 1851 年成立，一直是倫敦生活的一部份，品牌既保留傳統英式
的優秀剪裁技巧，亦講究時尚設計，創造出品牌獨有深藏優雅的氣質及時尚華麗的風格。品牌服
飾細緻精巧，盡顯自信風度、優良品質及優秀工藝，贏得舉世信譽。Aquascutum 以高端市場定
位，對象是商人、專業人士和行政人員。Aquascutum 的優質服務已廣為人知。
董事認為收購事項對本集團有利，因收購國際公認的主要品牌，為未來的業務發展奠下龐大潛力
基礎。透過徹底擁有國際著名「Aquascutum」品牌在全球的權利，收購事項產生跨國的協同效應，
2

本集團可以透過提升「Aquascutum」的品牌價值，充分發揮其特許經營業務的增長潛力。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收購事項及收購協議的條款乃經訂約各方按一般商業條款公
平磋商後釐定，收購協議的條款對本公司股東而言乃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與股東的最佳整
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要求
由於收購事項相關的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
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收購事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33 條有關報告及公佈的規定。
暫停及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上午九時起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
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午九時起恢復買賣本公司股份。
釋義
在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該等買方建議收購業務及資產的事項
「收購協議」
指 賣方、管理人及該等買方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訂立出售 Aquascutum
Limited (正進行破產管理)業務及若干資產的協議
「賣方」
指 Aquascutum Limited (正進行破產管理)，一間於英格蘭和威爾斯註冊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管理人代表
「管理人」
指 Geoffrey Paul Rowley 及 Philip Lewis Armstrong
「AIL」
指 Aquascutum International Licensing Limited，一間根據英格蘭和威爾斯
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 AL 的全資附屬公司
「AQ 1851」
指 Aquascutum (1851) Limited，一間根據英格蘭和威爾斯法律註冊成立
的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AL」
指 Aquascutum Limited (前稱 YGM Mart Limited)，一間根據香港法律註
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亞洲地區」
指 合共 42 個亞洲地區，包括但不限於中國、香港、日本、印尼、印度、
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台灣、新加坡、汶萊及澳門
「資產」
指 賣方於以下業務資產的全部所有權及權益，有關銷售擬包括由轉讓日
期起以持續經營基準轉讓的業務：
1. 業務的貿易庫存，其中包括有關業務於轉讓日期的原材料、製成
品、在製品及包裝與推廣材料，但不包括根據所有權保留安排而
向賣方提供的庫存；
2. 商業資料，包括所有客戶的詳細資料和供應商的詳細資料、人員、
銷售和技術資料，以及有關業務及資產的所有其他文件和商業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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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機器、設備和與業務有關的任何其他實產；
業務的商譽；
知識產權(由賣方所擁有的商標和域名除外)；
商標；
域名；
有關向賣方客戶供應商品及／或服務的訂單、合約或安排的利益；
有關業務在製品和進行中的服務；及
賣方就過往及歷來服裝、設計、材料和其他資料的存檔
賣方於轉讓日期在英國經營的服裝零售和特許業務
該等買方之各方
AL、AIL 及 AQ 1851 的統稱
收購事項的完成
YGM 貿易有限公司，一間根據香港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
份於聯交所上市
收購事項的代價
本公司的董事
賣方的資產和權利，其並不構成有關收購事項資產的部分，有關除外
資產包括由賣方在英國經營的 14 間特許零售業務及 7 個租賃物業、
除外物業、所有承兌匯票及票據、現金、存款、保險計劃、列賬債項、
庫存而須受限於所有權保留安排、公司記錄、管理人記錄、增值稅記
錄、賣方的其他權益及權利等
由賣方佔用或擁有的所有物業，惟在英國的 7 個租賃物業除外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專利、商標、服務商標、域名、「Aquascutum」、標記、註冊設計、實
用模型、起訴假冒的權利、不公平競爭的權利、發明、知識、商業秘
密、至信權利、未經註冊商標和服務商標、貿易和商業名稱、包括任
何創立或貿易推展的權利、版權(包括電腦軟件和網站的權利)、未經
註冊的設計權及其他設計權利與數據庫權利(不論上述者是否註冊及
包括申請及作出申請註冊任何該等權利的權利)及所有權及／或保護
類似性質的形式或在全球具有同等或類似的效果或特許權下之權
利、協議、同意、指令法規或有關上述任何權利者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

3.
4.
5.
6.
7.
8.
9.
10.

「業務」
「買方」
「該等買方」
「完成」
「本公司」

指
指
指
指
指

「代價」
「董事」
「除外資產」

指
指
指

「除外物業」
「本集團」
「香港」
「知識產權」

指
指
指
指

「上市規則」
「澳門」
「中國」

指
指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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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商標」
「轉讓日期」
「港元」
「%」
「英鎊」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指 賣方在轉讓日期所擁有的所有商標的註冊、待申請註冊和所有未經註
冊的商標權
指 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指 百分比
指 英國法定貨幣英鎊
承董事會命
YGM 貿易有限公司
主席
陳永奎

香港，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
除另有訂明者外，英鎊換算為港元的匯率為 1 英鎊= 12.5447 港元，僅供參考之用。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為七名執行董事，包括陳瑞球博士、陳永奎先生、陳永燊先生、周陳淑
玲女士、傅承蔭先生、陳永棋先生及陳永滔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學濂先生、林克平先生及
施祖祥先生。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