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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莫桑比克成立合資公司及

收購出資資產的

須予披露交易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交易時段後，西部國際（本公司的

間接全資附屬公司）、CIF -MOZ、Oceanic Star及Guhava訂立合作協議，據此，眾

訂約方同意於莫桑比克成立合資公司，以進行聯合投資及建設水泥生產線。

根據合作協議，CIF -MOZ、西部國際、Oceanic Star及Guhava應向合資公司的註

冊資本分別出資21百萬梅蒂卡爾（約人民幣2.31百萬元）、60百萬梅蒂卡爾（約人

民幣6.60百萬元）、 14百萬梅蒂卡爾（約人民幣 1.54百萬元）及 5百萬梅蒂卡爾（約

人民幣 0.55百萬元）。此外， CIF -MOZ應以出資資產向合資公司出資。 CIF -

MOZ、西部國際、Oceanic Star及Guhava將分別持有合資公司 21%、 60%、 14%

及5%的股權。眾訂約方同意，西部國際應向合資公司提供股東貸款，以撥資水

泥生產線的建設工程。

由於有關合作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

則第 14章）多於 5%但少於 25%，根據上市規則，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

易，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遵守申報及公佈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的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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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交易時段後，西部國際（本公司的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CIF -MOZ、Oceanic Star及Guhava訂立合作協議。合作協議的

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眾訂約方

(1) CIF -MOZ；

(2) 西部國際；

(3) Oceanic Star；及

(4) Guhava。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CIF -MOZ、Oceanic Star及

Guhava以及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業務範圍

於莫桑比克馬普托貝拉維什塔區的水泥生產線建設工程完成及投產時，合資公司

將從事水泥生產及銷售。

先決條件

交易須達成以下先決條件方可作實：

(1) 概無新的或現行法律或法規妨礙或實質性限制合作協議的履行；

(2) 根據莫桑比克法律獲得合作協議及交易所需的所有批准、牌照及許可；及

(3) 根據適用法律及法規以及本協議眾訂約方的組織章程細則，就合作協議及交

易的簽立及履行獲得眾訂約方的所有必要內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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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資

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為 100百萬梅蒂卡爾（約人民幣 11百萬元），其中CIF -MOZ、

西部國際、Oceanic Star及Guhava應分別出資 21百萬梅蒂卡爾（約人民幣 2.31百萬

元）、 60百萬梅蒂卡爾（約人民幣 6.60百萬元）、 14百萬梅蒂卡爾（約人民幣 1.54百

萬元）及 5百萬梅蒂卡爾（約人民幣 0.55百萬元）。眾訂約方應於合營公司成立後以

現金或資產支付彼等各自的出資。

此外，CIF -MOZ應以出資資產向合資公司出資。出資資產包括CIF -MOZ所持有有

關水泥生產線的資產，涵蓋礦場及廠區的土地使用權、礦場探礦權及採礦權、建

築物所有權、已完工及部分完工的土木工程、機械、設備、車輛以及水泥生產線

前期建設所產生的歷史債務（包括建設、設備、安裝工程、工程及物流服務的成

本及費用）。出資資產的詳情披露如下。

CIF -MOZ、西部國際、Oceanic Star及Guhava將分別持有合資公司 21%、 60%、

14%及5%的股權。於交易完成後，合資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其業績將於本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內合併處理。

股東貸款

於本公佈日期，雖然水泥生產線的大部分建設工程已經完成，但施工因缺乏營運

資金而暫停。根據合作協議，經主管部門批准，西部國際應向合資公司提供股東

貸款以撥資水泥生產線的餘下建設工程。由西部國際提供的股東貸款金額應為 50

百萬美元（約人民幣353.5百萬元），並應在合營公司需要時分批提供。

股東貸款的金額乃眾訂約方根據完成水泥生產線餘下建設工程及其投產所需的估

計總資本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經考慮（其中包括）剩餘建設工程及生產所需的費

用。西部國際的出資將由本集團的內部資源撥付。

眾訂約方之責任

CIF -MOZ須確保合資公司合法持有出資資產並獲得合資公司開始營運的相關批

准、許可及牌照。

– 3 –



西部國際將參與水泥生產線的剩餘建設工程，並參與選擇小型工程（地面清潔、

場地平整、圍欄、地質勘探、供水、電力、道路建設等）的服務供應商及承包

商。西部國際亦須設計合資公司的組織架構及委任管理人員。

有關出資資產的資料

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出資資產（不包括歷史債務）的未經審核資產價值為

204.4百萬美元（約人民幣 1,445.1百萬元），歷史債務賬面值為 201.8百萬美元（約人

民幣1,426.7百萬元）。

於本公佈日期，出資資產並無產生任何收益或利潤。

管理架構

合資公司的董事會應由三名董事組成，其中一名由CIF -MOZ提名，兩名由西部國

際提名。合資公司的董事會主席應由CIF -MOZ提名的董事擔任。

股息

水泥生產線投產後頭三年內，眾訂約方同意眾訂約方不獲派發股息，合資公司應

使用其可分派溢利償還各自債權人的歷史債務及向西部國際償還股東貸款。西部

國際不會就償還歷史債務向任何債權人或任何實體提供任何擔保。

眾訂約方同意，自水泥生產線投產後第四年起，不少於合資公司可分派溢利總額

的 70%（如有）將用作分派股息，而合資公司應將可分派溢利餘額繼續用於償還結

欠西部國際的股東貸款，直至悉數付清為止。

市場開發及輔助服務

於水泥生產線投產後，憑藉CIF -MOZ在莫桑比克的業務經驗及關係，其將負責水

泥產品銷售市場的開發、向莫桑比克政府當局辦理通關、設備及材料的進口手

續、外國勞工簽證及配額，並收取服務費。於水泥生產線完成施工前，合資公司

將與CIF -MOZ或CIF -MOZ指定的公司訂立服務合約。本公司將適時遵守上市規則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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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眾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而本集團主要在中國西部從事生產及銷售水泥。西部

國際為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六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的全資附

屬公司。其主要從事水泥行業的投資、建設及營運。

CIF -MOZ為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六日在莫桑比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主要在

莫桑比克從事水泥生產及銷售。

Oceanic Star為於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在塞席爾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

主要從事投資控股，並擁有豐富資源用於在非洲的投資項目。

Guhava為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莫桑比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主要

從事投資控股，投資集中於莫桑比克的水泥、石油及採礦等不同行業。

訂立合作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莫桑比克天然氣已探明儲量達 200萬億立方英尺，並於莫桑比克德爾加杜角省北

部近海區域發現大量的天然氣儲量，主要分佈在北部魯伍馬盆地和中部莫桑比克

盆地沿海地區。普遍預期莫桑比克將最終成為世界第四或第五大天然氣生產國。

當此等氣田大規模開發時，將大大推動莫桑比克北方三省特別是德爾加杜角省的

經濟發展，從而帶動此等天然氣氣田對特種水泥的市場需求，同時也會促使基礎

設施建設的投資，水泥需求將會持續向好。

考慮到莫桑比克現有國內水泥供需缺口的現狀，以及上文所述預期莫國德爾加杜

角省北部和中部莫桑比克盆地氣田開發所帶動的特種水泥市場需求，本次投資建

設的莫桑比克南部中規模的乾法水泥生產線將能提高水泥市場集中度和主導地

位。這亦標誌著本集團進入國際特種水泥市場的戰略佈局，有助我們有效地分散

地理投資風險。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合作協議的條款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

平合理，且合作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合資公司將由本公司擁有大多數權益，故合作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合

資公司的成立及本公司進行的出資資產收購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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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關合作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

第 14章）多於 5%但少於 25%，根據上市規則，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遵守申報及公佈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釋義

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而眾數詞彙應包括單

數，反之亦然（倘適用）：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水泥生產線」 指 一條新型乾法水泥生產線，建成後日產能為 5,000噸

熟料及燃煤發電機；

「CIF -MOZ」 指 CIF -MOZ S .A，一間於莫桑比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

「本公司」 指 中國西部水泥有限公司，於澤西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出資資產」 指 礦場及現有廠區的土地使用權、礦場探礦權及採礦

權、建築物所有權、水泥生產線的所有現有資產（包

括已完工及部分完工的土木工程、機械、設備、車

輛）以及歷史債務；

「合作協議」 指 有關聯合投資及建設位於莫桑比克馬普托貝拉維什塔

區的水泥生產線的合作協議；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英鎊」 指 英國法定貨幣英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Guhava」 指 Guhava Servi ç os, S .A .，一間於莫桑比克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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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債務」 指 水泥生產線初步建設所產生的歷史債務，包括建築、

設備、安裝工程、工程及物流服務的成本及費用；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及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概無關連的人士或公

司；

「合資公司」 指 根據合作協議將於莫桑比克馬普托成立的合資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梅蒂卡爾」 指 莫桑比克法定貨幣梅蒂卡爾；

「Oceanic Star」 指 Oceanic Star Ventures Limited，一間於塞席爾共和國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訂約方」或

「眾訂約方」

指 CIF -MOZ、西部國際、Oceanic Star及Guhava統稱為

「眾訂約方」，並個別稱為「訂約方」；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2英鎊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交易」 指 合作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包括合資公司的成立及

出資資產的收購事項；

「美元」 指 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美元；

「西部國際」 指 西部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由本公司全資擁有；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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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中，除另有所述外，梅蒂卡爾及美元的金額已按 1.00梅蒂卡爾 =人民幣

0.11元及 1.00美元=人民幣 7.07元的匯率換算為人民幣，僅供說明用途。概不表示

梅蒂卡爾或美元的任何金額已經或可以按上述匯率或其他匯率換算，或根本不能

換算。

承董事會命

中國西部水泥有限公司

主席

張繼民

香港，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繼民先生及馬維平博士；非執行董事為馬朝陽先

生、劉剡女士及范長虹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港衛先生、朱東先生及譚競

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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