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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成立合資公司

成立合資公司

本公司宣佈，於2021年7月28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州星通與廣州健康城管
理訂立合資協議，據此，訂約方同意在中國廣州成立一間合資公司，以提供與項目物
業有關的商業物業營運服務。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0百萬元，其中，廣州健
康城管理及廣州星通將分別出資人民幣21百萬元及人民幣9百萬元。此外，廣州健康
城管理及廣州星通將分別向合資公司提供股東貸款人民幣70百萬元及人民幣30百萬
元。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就本集團根據合資協議退出合資公司將收取的最高代價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
率超過5%但少於25%，故根據合資協議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下的須予披
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的通告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通函及股東批准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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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宣佈，於2021年7月28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廣州星通與廣州健康城管理訂
立合資協議，據此，訂約方同意在中國廣州成立一間合資公司，以提供與項目物業有關
的商業物業營運服務。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30百萬元，其中，廣州健康城管理
及廣州星通將分別出資人民幣21百萬元及人民幣9百萬元。此外，廣州健康城管理及廣州
星通將分別向合資公司提供股東貸款人民幣70百萬元及人民幣30百萬元。

合資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合資協議

日期 ： 2021年7月28日

訂約方 ： 廣州健康城管理

廣州星通

合作方式 ： 合資公司成立後，訂約方同意合資公司將向出租人（即項
目物業的發展商及擁有人，並持有廣州健康城管理全部權
益）租用項目物業。

合資公司成立後，廣州健康城管理將促使出租人與合資公
司簽訂租賃協議以租用項目物業，為期15年，其後亦促使
合資公司與廣州星通簽訂管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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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註冊資本的出資 ： 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總額為人民幣30百萬元及將按下列方
式以現金出資︰

(a) 70%由廣州健康城管理出資，相當於人民幣21百萬
元；及

(b) 30%由廣州星通出資，相當於人民幣9百萬元

訂約方將於管理協議日期起計15個營業日內支付各自承諾
的出資額。

股東貸款 ： 總免息股東貸款人民幣100百萬元將按下列方式出資：

(a) 70%由廣州健康城管理出資，相當於人民幣70百萬
元；及

(b) 30%由廣州星通出資，相當於人民幣30百萬元

退出合資協議 ： (1) 廣州星通在以下任何一種情況有權終止合資協議及
不再擔任合資公司的股東︰

(a) 在廣州星通提供資本及股東貸款後，出租人違
反租賃協議，導致合資公司失去租賃協議下的
租賃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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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廣州健康城管理通過以下方式侵犯廣州星通的
權利及權益︰

(i) 取消合資公司的賬戶及聯合管理合資公司
的公司蓋章的安排；

(ii) 未經廣州星通同意，實施根據合資協議本
來需要合資公司全體股東一致批准的提
案；

(iii) 未有根據合資協議在股東大會通過決議
案，而改變廣州星通在合資公司的持股比
例及股息比率；及

(iv) 在廣州星通未有違反管理協議條款的情況
下，廣州健康城管理單方面終止管理協
議；及

(c) 廣州健康城管理單方面終止合資協議。

如果終止是因上述第(1)(a)至(1)(c)項造成，則廣州
星通將以轉讓其在合資公司的全部權益予廣州健康
城管理的方式退出合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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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應付予廣州星通的代價而言，如果該終止於租賃
協議日期起計5年內發生，則金額為廣州星通實際出
資額的兩倍，如果該終止於租賃協議日期起計5年後
發生，則金額為廣州星通實際出資額的三倍。

此外，廣州星通向合資公司提供的股東貸款應連同
按年利率6%計算的利息一併償還。

(2) 廣州健康城管理在以下任何一種情況有權終止合資
協議︰

(a) 由於廣州星通的過失導致管理協議逾期簽訂超
過45日，而根據合資協議，其本來須於租賃協
議日期起計5日內簽訂；

(b) 廣州星通取消合資公司的賬戶及聯合管理其公
司蓋章的安排；

(c) 未經廣州健康城管理同意，實施根據合資協議
本來需要合資公司全體股東一致批准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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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未有根據合資協議在股東大會通過決議案，而
改變廣州健康城管理在合資公司的持股比例及
股息比率；及

(e) 廣州星通單方面終止合資協議。

如果終止是因上述第(2)項造成，則廣州星通將以轉讓其
在合資公司的全部權益予廣州健康城管理的方式退出合資
公司，作價將為合資公司於終止日期的資產淨值（根據合
資公司的經審核賬戶）再乘以廣州星通於合資公司的持股
比例，上限金額為人民幣280百萬元。

此外，廣州星通向合資公司提供的股東貸款亦應予償還。

就廣州星通應付予廣州健康城管理的賠償金而言，如果該
終止在租賃協議日期起計5年內發生，則金額相當於廣州
星通實際出資額的兩倍，如果該終止於租賃協議日期起計
5年後發生，則金額相當於廣州星通實際出資額的三倍。

其他條款 ： (1) 在租賃協議年期結束時（或其後的續訂租賃協議屆滿
時），廣州星通將以轉讓其在合資公司的全部權益予
廣州健康城管理的方式退出合資公司，作價將為合
資公司於終止日期的資產淨值（根據合資公司的經審
核賬戶）再乘以廣州星通於合資公司的持股比例，上
限金額為人民幣28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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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倘廣州星通未能達成管理協議下所設的績效目標，
而合資公司決定根據管理協議的條款終止管理協
議，則廣州健康城管理將有權終止合資協議。就此
而言，廣州星通將以轉讓其在合資公司的全部權益
予廣州健康城管理的方式退出合資公司，作價將為
合資公司於終止日期的資產淨值（根據合資公司的經
審核賬戶）再乘以廣州星通於合資公司的持股比例，
上限金額為人民幣280百萬元。

(3) 雙方同意，合資公司利用廣州星通及廣州健康城管
理提供的資本及股東貸款就項目物業產生的裝修
費，不得多於人民幣110百萬元。任何超出該費用的
部分均須經進一步磋商。倘訂約方未能就該超額部
分達成共識，則廣州星通有權以出售其於合資公司
的權益予廣州健康城管理的方式退出合資公司，作
價為其實際出資額，連同按年利率6%計算的利息。

退出安排的先決條件 ： 訂約方同意，假如因上文「退出合資協議」一段及「其他
條款」一段第(1)及(2)項終止相關協議，而據此就廣州星
通出售合資公司權益而應付該公司的代價超過人民幣280

百萬元，訂約方應個別就退出安排進行磋商。在任何情況
下，廣州健康城管理須與廣州星通合作，以遵守上市規則
及其他相關法律及法規的所有相關規定（包括但不限於刊
發公告及通函、召開股東大會及尋求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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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星通提供的資本及股東貸款將透過本集團的內部資源撥付，金額乃由合資協議訂約
方考慮合資公司預期所需的營運資金後經公平磋商釐定。在此基礎上，董事認為廣州星
通根據合資協議提供的資本及股東貸款誠屬公平合理。

訂立合資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根據合資協議對合資公司作出的投資為其戰略投資的一部分，即投資於中國擁有
優質商業物業的項目公司。

項目物業的建築面積為約115,800平方米，位於廣州市黃金地段，毗鄰大灣區主要交通樞
紐。本集團認為項目物業具有巨大商業潛力，因此該投資符合本集團長期發展策略，並
將使本集團的商業物業營運服務業務受惠。該投資亦將成為本集團在廣州地區的第一個
標杆項目，進一步提升本集團作為大灣區領先的商業物業營運服務供應商的市場定位。

由於廣州健康城管理由出租人全資擁有，透過與廣州健康城管理對合資公司作出聯合投
資，合資公司可向出租人租用項目物業，致使廣州星通提供與管理協議下的項目物業有
關的商業物業營運服務，從而為本公司帶來經營收益。本集團亦將從合資公司獲取投資
收益。

董事會認為合資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以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誠屬
公平合理，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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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及合資協議訂約方之資料

本集團是大灣區領先的商業物業營運服務供應商，並具有全國佈局。

廣州星通

廣州星通，一間於2015年7月23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廣州星通自成立以來主要從事提供商業物業營運服務，主要專注於在大灣區及其他
地區提供品牌及管理輸出服務。

廣州健康城管理

廣州健康城管理為一間於2016年9月5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物業管理及租
賃以及醫療器械業務。根據董事取得的公開資料，於本公告日期，廣州健康城管理由出
租人全資擁有，而出租人由廣州立白企業集團有限公司間接擁有33.0%，由廣州市潤森投
資有限公司擁有30.0%，由廣東豐禾實業有限公司擁有27.0%及由廣東粵鴻泰投資有限公
司擁有10.0%。

廣州立白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由陳凱旋先生擁有64.6%及由陳凱臣先生擁有34.8%。

廣州市潤森投資有限公司由森宇投資（廣州）有限公司擁有67.0%及由廣州市屹創貿易有
限公司擁有33.0%。森宇投資（廣州）有限公司由盧漢坤先生擁有61.0%及由盧冠樹先生擁
有39.0%。廣州市屹創貿易有限公司由莊淑芝先生全資擁有。

廣東豐禾實業有限公司由西藏融創投資有限公司擁有37.0%，由西藏凱達投資有限公司擁
有37.0%及由莊淑玫女士擁有26.0%。西藏融創投資有限公司由李若虹先生擁有65.0%及
由陳凱臣先生擁有35.0%。西藏凱達投資有限公司由陳凱旋先生擁有65.0%及由陳凱臣先
生擁有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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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廣州健康城管理及
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就本集團根據合資協議退出合資公司將收取的最高代價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
超過5%但少於25%，故根據合資協議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下的須予披露交
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的通告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通函及股東批准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所用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星盛商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號：6668）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建築面積」 指 建築面積

「大灣區」 指 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地部分，為中國的一個地理區
域，除非另有說明，否則包括廣州、深圳、珠海、
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及肇慶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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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健康城管理」 指 廣州國際醫藥港健康城管理有限公司

「廣州星通」 指 廣州市星通商用置業有限公司，一間於2015年7月23

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且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
人士的第三方

「合資協議」 指 廣州健康城管理與廣州星通訂立的合資協議，據此
訂約方同意於中國成立合資公司

「合資公司」 指 合資協議訂約方擬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

「租賃協議」 指 出租人與合資公司根據合資協議將訂立的租賃協
議，內容有關租用整個項目物業

「出租人」 指 廣東省廣州國際醫藥港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管理協議」 指 廣州星通與合資公司根據合資協議將訂立的管理協
議，內容有關提供商業物業營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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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項目物業」 指 廣州國際醫藥港購物中心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星盛商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黃德林

香港，2021年7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黃德林先生、陶慕明先生、牛林先生及文藝女士；
非執行董事郭立民先生及黃德安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禮卿先生、郭增利先生及
謝日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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