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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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行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Huishang Bank Corporation Limited*
徽 商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698及4608（優先股））

根據一般性授權非公開發行內資股
及

簽署股份認購協議

根據一般性授權非公開發行內資股

為補充本行核心一級資本，經與存保基金及安徽交控等各方溝通，董事會
於2020年8月20日通過決議，擬根據本行2019年股東週年大會對董事會的一
般性授權向存保基金及安徽交控分別發行不超過1,559,000,000股內資股及
176,000,000股內資股。

簽署股份認購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行與各認購方於2020年8月20日訂立股份認購協議，據
此，本行已有條件同意向各認購方發行而各認購方已有條件同意按每股認購股
份人民幣5.703元之認購價格認購合共1,735,000,000股內資股。

根據股份認購協議將獲發行之面值總額為人民幣 1 , 7 3 5 , 0 0 0 , 0 0 0元之
1,735,000,000股內資股總數佔(i)本行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內資股總數約19.99%
及本行已發行股份總數約14.27%；及(ii)本行於本次非公開發行完成後經擴大
已發行內資股股總數約16.66%（假設自股份認購協議日期起直至完成，本行已
發行內資股總數（除認購股份外）概無其他變動）及經擴大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12.49%（假設自認購協議日期起直至完成，本行已發行股份總數（除認購股份
外）概無其他變動）。本次非公開發行將根據一般性授權發行內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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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開發行所得款項總額將為約人民幣9,894,705,000元，經扣除本行應付
的發行開支後，本次非公開發行所得款項淨額將為約人民幣9,893,205,000元。
本行擬將本次非公開發行所得款項淨額全部用於補充本行核心一級資本。

本次非公開發行須待達成若干條件後方告完成。因此，本次非公開發行可能會
亦可能不會進行。本行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股東及有
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根據一般性授權非公開發行內資股

茲提述本行日期為2020年1月7日的公告，內容有關董事會審議通過了（其中包括）
根據一般性授權非公開發行內資股和H股的決議（「原發行方案」）。由於新冠病毒
肺炎疫情等因素影響，原發行方案未在議案有效期內完成。

為補充本行核心一級資本，經與存保基金及安徽交控等各方溝通，董事會於2020
年8月20日通過決議，擬根據本行2019年股東週年大會對董事會的一般性授權向
存保基金及安徽交控分別發行不超過1,559,000,000股內資股及176,000,000股內資
股。本次非公開發行的價格不低於發行前本行最近一期末經審計的歸屬於本行普
通股股東的每股淨資產值（若資產負債表日至本次發行交割日期間發生除權、除
息事項，每股淨資產值將作相應調整）。本次非公開發行募集資金扣除發行費用
後，將全部用於補充本行核心一級資本。

簽署股份認購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行與各認購方於2020年8月20日訂立股份認購協議，據此，
本行已有條件同意向各認購方發行而各認購方已有條件同意按每股認購股份人民
幣5.703元之認購價格認購合共1,735,000,000股內資股。本次非公開發行之詳情載
列於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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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認購協議

股份認購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2020年8月20日

訂約方

(1) 本行（作為發行人）

(2) 存保基金（作為認購方）

(3) 安徽交控（作為認購方）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截至本公告日期，認購方及彼
等最終實益擁有人中國人民銀行及安徽省國有資產監督委員會在上市規則項下均
為獨立於本行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預期於本次非公開發行完成後，存保基金將成為本行上市規則項下的主要股東，
安徽交控將不會成為上市規則項下的主要股東。

認購股份

本行將根據股份認購協議所載條款及條件發行的本行1,735,000,000股新內資股，
其中存保基金擬認購1,559,000,000股新內資股，安徽交控擬認購176,000,000股新
內資股。

根據股份認購協議將獲發行之面值總額為人民幣1,735,000,000元之1,735,000,000
股內資股總數佔(i)本行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內資股總數約19.99%及本行已發行股
份總數約14.27%；及(ii)本行於本次非公開發行完成後經擴大已發行內資股股總
數約16.66%（假設自股份認購協議日期起直至完成，本行已發行內資股總數概無
其他變動）及經擴大已發行股份總數約12.49%（假設自認購協議日期起直至完成，
本行已發行股份總數概無其他變動）。本次非公開發行乃根據一般性授權發行內資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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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價格

認購價格為每股認購股份人民幣5.703元，認購價款總額為人民幣9,894,705,000
元，其中存保基金認購認購價款為人民幣8,890,977,000元，安徽交控認購價款為
人民幣1,003,728,000元。

認購價格乃經本行及認購方公平磋商，按照本行於2019年12月31日經審計歸屬於
母公司普通股股東的每股淨資產值（即人民幣5.86元），並經本行於交割日前最近
一期經審計財務報告的資產負債表日（即2019年12月31日）至交割日期間發生的
除權、除息事項（本行實施2019年度利潤分配方案）調整後釐定。

認購價格每股認購股份人民幣5.703元（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於2020年8月20日所報
人民幣1元兌港幣1.1188元匯率中間價計算，約6.381港元）較：

(1) 股份於2020年8月20日（即股份認購協議日期）於香港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股
H股2.55港元溢價約150.24%；

(2) 股份於緊接股份認購協議日期前連續5個交易日於香港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
每股H股2.55港元溢價約150.24%；及

(3) 股份於緊接股份認購協議日期前連續20個交易日於香港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
價每股H股2.551港元溢價約150.14%。

經扣除本行應付的發行開支後，本次非公開發行所得款項淨額將為約人民幣
9,893,205,000元，本次非公開發行每股認購股份所得淨價將為約人民幣5.702元。

滾存利潤

認購股份發行前本行的滾存未分配利潤，由認購股份發行後的新老股東按公司章
程及適用法律法規共同享有。

先決條件

除非預先以書面方式明確放棄或豁免，完成應以在交割日前滿足以下各項為先決
條件：

(1) 本次非公開發行已獲本行和認購方內部有權決策機構的批准；

(2) 本次非公開發行已獲得中國法律規定所必要的監管機構的審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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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行在股份認購協議項下所作的陳述、保證及承諾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是真
實、準確和完整的；

(4) 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非公開發行的適用法律、法院、仲裁機構或有
關監管機構的判決、裁決、裁定或禁令；

(5) 本次非公開發行其他特定對象認購協議已由其協議各方有效簽署且保持有
效，其項下所有交割先決條件均已獲得滿足或被豁免；

(6) 本行編製2019年度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及

(7) 一家中國的資產評估公司就本行資產出具的資產評估報告，且該報告根據中
國法律法規完成核准或備案手續（如適用）。

本行應盡其一切合理努力，以在交割日前儘快滿足上述先決條件。

倘本行在任何時候意識到有某項事實或情況可能對達成某項先決條件構成阻礙，
應立即以書面形式將該事實或情況通知認購方。

付款

在本行滿足上述所有先決條件後，本行將向認購方發出要求認購方支付認購價款
的書面繳款通知書，認購方在收到書面繳費通知書的15個工作日內以人民幣轉賬
的方式一次性足額支付認購價款。

完成

本次非公開發行應於認購方完成上述付款後10個工作日內完成。

認購股份之地位

認購股份於發行後，將在彼此之間及與交割日之前本行現有已發行內資股，於各
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

發行認購股份的一般性授權

認購股份將根據一般性授權予以發行。根據一般性授權，本行獲授權發行不超過
於2020年6月30日舉行的2019年股東週年大會日期本行已發行內資股總數20%的
新內資股，即合共1,735,210,242股新內資股。自2019年股東週年大會日起直至本
公告日期，概無根據一般授權發行任何新內資股。本次非公開發行因此毋須取得
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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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行股權架構的影響

以下載列本行於本公告日期及緊隨本次非公開發行完成後的股權架構（假設自股
份認購協議日期起直至完成，本行已發行股份總數（除認購股份外）概無變動）：

於本公告日期 緊隨本次非公開發行完成後

股東 股份數目（註1）
佔本行已發行

股本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註2）
佔本行已發行

股本概約百分比

內資股
上海宋慶齡基金會
 （「上海宋基會」）（註3） 224,781,227 1.85% 224,781,227 1.62%
安徽省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皖能集團」）（註4） 1,016,908,444 8.37% 1,016,908,444 7.32%
存保基金（認購方） – – 1,559,000,000 11.22%
安徽交控（註5）（認購方） 515,935,874 4.24% 691,935,874 4.98%
其他內資股股東（註6） 6,918,425,666 56.92% 6,918,425,666 49.81%
小計 8,676,051,211 71.38% 10,411,051,211 74.95%

H股
上海宋基會（註3） 1,245,864,400 10.25% 1,245,864,400 8.97%
皖能集團（註4） 329,973,600 2.71% 329,973,600 2.38%
安徽交控（註5）（認購方） 2,999,700 0.02% 2,999,700 0.02%
其他H股公眾股東 1,899,912,300 15.63% 1,899,912,300 13.68%
小計 3,478,750,000 28.62% 3,478,750,000 25.05%

總計 12,154,801,211 100.00% 13,889,801,211 100.00%

註：

1. 本行根據2017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向於2018年7月11日（星期三）名列本行股東名冊上的股
東，按照每10股送1股的比例派發紅股（「紅股發行」），詳情請參閱本行日期為2018年4月
13日的通函以及日期為2018年7月2日的公告。本行股東於本公告日期所持股份數量體現
本行股東在紅股發行後的持股數量。

2.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已發行44,400,000股每股票面金額為人民幣100元的境外優先股。根
據公司章程的規定，除境外優先股條款和條件所載明的情況外，本行境外優先股股東無權
召開及出席本行的任何股東大會或在本行的任何股東大會表決。如果發生任何觸發事件，
境外優先股可按照轉股條款轉換成H股。詳情請參閱本行日期為2016年11月3日、2016年
11月10日及2018年8月30日的公告。有關A股發行完成後的普通股股權結構並未考慮任何
優先股強制轉股觸發事件可能對本行的普通股股本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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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上海宋基會及其關聯公司提交予香港聯交所的權益披露表格及本行內資股股東名冊
顯示，並結合紅股發行後本行股東新增的持股數量，於本公告日期，中靜新華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中靜新華」）、中靜新華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中靜新華香港」）、Wealth 
Honest Limited（「Wealth Honest」）和Golden Harbour Investments Management Limited
（「Golden Harbour」）目前分別直接持有本行224,781,227股內資股、273,449,000股H股、
532,415,400股H股及440,000,000股H股；中靜新華香港、Wealth Honest和Golden Harbour
均為中靜新華的附屬公司；中靜新華、中靜新華香港、Wealth Honest和Golden Harbour均
為上海宋基會的受控法團，上海宋基會被視為於上述公司持有本行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上海宋基會及上述公司為本行的核心關連人士，其所持有的本行H股不被視為公眾人士持
有。

4. 根據皖能集團及其關聯公司提交予香港聯交所的權益披露表格、本行內資股股東名冊及
皖能集團的郵件告知，於本公告日期，皖能集團、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皖能股
份」）、興安控股有限公司（「興安控股」）和安徽省天然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天然
氣」）目前分別持有本行843,363,819股內資股、150,814,726股內資股、329,973,600股H股
及22,729,899股內資股；皖能股份、興安控股和安徽天然氣均為皖能集團的受控法團，皖
能集團被視為於上述公司持有本行的股份中擁有權益。皖能集團及上述公司為本行的核心
關連人士，其所持有的本行H股不被視為公眾人士持有。假設皖能集團及其受控法團於本
公告日期後至本次非公開發行完成前的期間內維持現有持股數量或比例不變，則在本次非
公開發行完成後，皖能集團及其受控法團持有本行股份數量佔本行已發行總股本將低於
10%，因此該等公司將不再屬於本行的核心關連人士，其所持有的本行H股將被視為由公
眾人士持有。

5. 根據本行內資股股東名冊及安徽交控的郵件告知，於本公告日期，安徽交控和安徽省交
通控股集團（香港）有限公司分別持有本行515,935,874股內資股及2,999,700股H股；安徽
省交通控股集團（香港）有限公司（「安徽交控（香港）」）為安徽交控直接控制的全資附屬公
司，安徽交控被視為於安徽交控（香港）持有本行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6. 就董事會所知及根據本行掌握的最新資料，於本公告日期，本行有逾16,300名內資股股
東，當中未有任何單一內資股股東持有本行內資股達到本行已發行普通股總股本10%或以
上。

7. 表格中所列總計比例和各數項總和若有任何差異，乃因四捨五入所致。

於本次非公開發行完成後，存保基金將成為上市規則項下的主要股東，安徽交控
將不會成為上市規則項下的主要股東。

於本公告日期，根據公開資料及據董事所知，本行的公眾持股量約為15.66%，低
於上市規則第8.08條之公眾持股量的最低要求。假設皖能集團及其受控法團於本
公告日期後至本次非公開發行完成前的期間內維持現有持股數量或比例不變，待
本次非公開發行完成後，本行的公眾持股量將上升至16.08%。本行將繼續竭力盡
快恢復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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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本次非公開發行的理由及裨益

本次非公開發行將有效補充本行核心一級資本，夯實業務發展的資本基礎，增強
抗風險和盈利能力。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股份認購協議的條款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
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行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所得款項及用途

本次非公開發行所得款項總額將為人民幣9,894,705,000元，經扣除發行費用後，
本次非公開發行所得款項淨額將為人民幣9,893,205,000元，即每股認購股份所得
淨價將為人民幣5.702元。

本行擬將本次非公開發行所得款項淨額全部用於補充本行核心一級資本。

過去12個月的募集資金活動

本行於本公告日期前12個月期間並無進行任何與股本證券發行相關的募集資金活
動。

有關本行及認購方的資料

本行

本行為一家於1997年4月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香港聯交所主
板上市（股份代號：3698）。本行主要經營範圍包括在中國吸收公司和零售客戶存
款，利用吸收的存款發放貸款，以及從事資金業務，包括貨幣市場業務，投資和
交易業務及代客交易等。

認購方

存保基金為一家於2019年5月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經營範圍為：
進行股權、債權、基金等投資；依法管理存款保險基金有關資產；直接或者委託
收購、經營、管理和處置資產；依法辦理存款保險有關業務；資產評估；國家有
關部門批准的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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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交控為安徽省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下屬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成立
於1993年4月27日，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60億元，經營範圍為：公路及相關基礎設
施建設、監理、檢測、設計、施工、技術諮詢與服務；投資及資產管理；房地產
開發經營；道路運輸；物流服務；高速公路沿線服務區經營管理；收費、養護、
路產路權保護等運營管理；廣告製作、發佈。（上述經營範圍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
關部門批准之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一般資料

本次非公開發行須待達成若干條件後方告完成。因此，本次非公開發行可能會亦
可能不會進行。本行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股東及有意投
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2019年股東
 週年大會」

指 本行於2020年6月30日舉行的2019年股東週年大會，
以審議及批准（其中包括）一般授權

「安徽交控股份
 認購協議」

指 本行與安徽交控於2020年8月20日訂立的股份認購協
議

「認購價款總額」 指 人民幣9,894,705,000元，即認購價格乘以認購股份數
量之金額

「安徽交控」 指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一家安徽省國有資產
監督管理委員會下屬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本行現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董事會」 指 本行董事會

「本行」 指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其H股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完成」 指 本行根據認購協議條款將認購股份通過中國證券登記
結算有限責任公司登記於認購方名下以完成本次非公
開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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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日」 指 本次非公開發行完成之日，具體約定請參見本公告標
題為「完成」一節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存保基金」 指 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為中國人民銀行全
資設立，國家指定的存款保險管理機構

「董事」 指 本行董事

「內資股」 指 本行於中國發行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以
人民幣認購或入賬列作繳足

「一般授權」 指 股東於2019年股東週年大會授予董事會之一般授權，
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過於2019年股東週年大會日
期本行已發行內資股及╱或H股各自總數20%的額外
內資股及╱或H股

「H股」 指 本行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之境外上市外資
股，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
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行的普通股，包括內資股及H股

「股東」 指 本行股份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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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方」 指 (1)就存保基金認購協議而言，指存保基金；及(2)就安
徽交控認購協議而言，指安徽交控

「本次非公開
 發行」

指 存保基金及安徽交控擬分別根據存保基金股份認購協
議及安徽交控股份認購協議所載條款及條件認購股份

「股份認購協議」 指 存保基金股份認購協議及安徽交控股份認購協議的統
稱

「存保基金股份
 認購協議」

指 本行與存保基金於2020年8月20日訂立的股份認購協
議

「認購價格」 指 每股認購股份人民幣5.703元的認購價格

「認購股份」 指 根 據 股 份 認 購 協 議 將 發 行 予 認 購 方 之 合 共
1,735,000,000股新內資股，並各自作為一股「認購股
份」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吳學民
董事長

中國安徽省合肥市
2020年8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吳學民及張仁付；非執行董事朱宜存、
嚴琛、吳天、錢東升、Gao Yang（高央）、王文金及趙宗仁；獨立非執行董事戴培
昆、周亞娜、劉志強、殷劍峰及黃愛明。

*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並非
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接受存款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