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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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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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或其任何副本概不得直接或間接在美國，或在發佈或派發本公告可能屬違
法的任何其他司法管轄區內發佈或派發。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本公告不會直接或間接於或向美國（包括其領土及屬地、美國任何州份及哥倫比
亞特區）發佈、刊發、派發。本公告並不構成或組成在美國或有關要約屬非法的
任何其他司法權區出售或徵求購買或認購證券之任何要約的一部分。本公告提述
之證券未曾且不會根據1933年美國證券法（經不時修訂）（「美國證券法」）或美國任
何州證券法進行登記，且在沒有進行註冊或適用豁免註冊之情況下，不得在美國
提呈發售或出售。任何於美國進行的證券公開發售將須以招股章程形式作出。該
招股章程將載列有關本公司提出要約、其管理層及財務報表的詳細資料。本公司
不擬於美國進行任何證券的公開發售。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36）

先舊後新配售現有股份及
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份

配售代理

中信证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

重要提示

一、�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本报告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未有董事
对本报告提出异议

三、�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分别根据中国和国际审阅准则出具了审阅意见

四、�公司负责人张佑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冏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史本良先生声明：保证半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五、�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本公司 2021 年上半年度无利润分
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六、前瞻性陈述的风险声明

本报告所涉及的未来计划、发展战略等前瞻性描述不构成本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七、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连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否

八、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否

九、是否存在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半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否

十、重大风险提示

本集团的业务高度依赖于中国及其它业务所处地区的整体经济及市场状况，中国及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
都将对本集团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集团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因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条例调整，如业务管理和规范未能及时跟进，
而造成的法律以及合规风险；面对国内外资本市场的深刻变化，而确定战略规划的战略风险；因业务模
式转型、新业务产生、新技术出现等方面的变化，而带来的内部运营及管理风险；持仓金融头寸的市场
价格变动可能导致的市场风险；因借款人、交易对手或持仓金融头寸的发行人无法履约或信用资质恶化
而导致的信用风险；在履行偿付义务时遇到资金短缺而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因内部流程管理疏漏、信息
系统故障或人员行为不当等可能引起的操作风险；因公司经营、管理及其他行为或外部事件导致利益相
关方对公司负面评价而引起的声誉风险；因开展国际化业务及金融创新业务等带来的汇率风险等。其中，
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本集团从组织架构、管理机制、信息技术等方面进行防范，同时优化业务流程，重点加
强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管理。



2

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1年12月8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賣方（由朱
女士全資擁有的公司）及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及認購協議，據此，(i)賣方（為本公
司的主要股東，於542,122,243股股份（佔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
17.44%）中擁有實益權益）已同意透過配售代理以個別（而非共同或共同及個別）
及竭盡所能基準配售合共122,090,000股先舊後新配售股份，先舊後新配售價為
每股先舊後新配售股份17.88港元；及(ii)賣方已同意按相等於先舊後新配售價的
先舊後新認購價每股先舊後新認購股份17.88港元認購122,090,000股先舊後新認
購股份。

朱女士（透過賣方）持有的合共122,090,000股先舊後新配售股份佔(i)於本公告日
期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3.93%；及(ii)經配發及發行先舊後新認購股份擴大
後（假設除發行先舊後新認購股份外，自本公告日期起至完成先舊後新認購事
項為止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並無變動）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78%。

先舊後新配售價每股先舊後新配售股份17.88港元較：

(i) 於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股股份20.30港元折讓約
11.92%；

(ii) 於最後交易日前最後五(5)個交易日（包括該日）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每
股股份22.03港元折讓約18.84%；

(iii) 於最後交易日前最後十(10)個交易日（包括該日）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每
股股份22.39港元折讓約20.13%；及

(iv) 於最後交易日前最後三十(30)個交易日（包括該日）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
每股股份18.58港元折讓約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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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股東於2021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授出之一般授權，本公司獲授權配發及發行
最多合共621,567,375股股份。一般授權足以配發及發行先舊後新認購股份。

於本公告日期，一般授權未獲動用。因此，本公司可根據一般授權配發及發行
最多621,567,375股股份，而先舊後新認購股份亦將擬據此予以配發及發行。因
此，毋須就發行先舊後新認購股份取得股東之批准。

假設合共122,090,000股先舊後新配售股份獲悉數配售予承配人，及賣方根據先
舊後新認購事項認購相同數目之先舊後新認購股份，則先舊後新認購事項之所
得款項總額及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應付配售代理之佣金、與先舊後新配
售及認購事項有關之專業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及開支）分別約為21.8億港元及約
21.6億港元。按此基準，每股先舊後新認購股份之價格淨額約為17.67港元。

本公司擬將先舊後新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用作(1)償還銀行貸款；(2)收購及
╱或投資於得以利用本集團競爭優勢的業務（如有合適機遇）；及(3)一般營運資
金的需求及現有業務擴張。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批准先舊後新認購股份上市及買賣。

於本公告日期，朱女士（透過彼全資擁有的各公司（包括賣方））持有2,293,408,900

股股份，佔已發行股份約73.79%。於先舊後新配售完成後，朱女士於本公司的
持股量（透過彼全資擁有的各公司（包括賣方）持有）將由約73.79%減至69.86%，
並將於先舊後新認購事項完成後恢復至約71.00%。

先舊後新配售及先舊後新認購事項須待配售及認購協議所載的條件達成後方告
完成。由於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事項可能會或不會落實進行，本公司的股東及
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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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1年12月8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賣方（由朱女
士全資擁有的公司）及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及認購協議，據此，(i)賣方（為本公司的
主要股東，於542,122,243股股份（佔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
17.44%）中擁有實益權益）已同意透過配售代理以個別（而非共同或共同及個別）
及竭盡所能基準配售合共122,090,000股先舊後新配售股份，先舊後新配售價為每
股先舊後新配售股份17.88港元；及(ii)賣方已同意按相等於先舊後新配售價的先舊
後新認購價每股先舊後新認購股份17.88港元認購122,090,000股先舊後新認購股份。

配售及認購協議

日期

2021年12月8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i) 本公司，作為先舊後新認購股份的發行人；

(ii) 賣方，作為先舊後新配售股份的賣方及先舊後新認購股份的認購人；及

(iii) 配售代理，作為配售先舊後新配售股份的配售代理。

賣方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由朱女士全資擁有。賣方為
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於542,122,243股股份（佔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
本約17.44%）中擁有實益權益。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各配售代理均為獨立第三方。

先舊後新配售

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配售代理已同意就以先舊後新配售價每股先舊後新配售股
份17.88港元以個別（而非共同或共同及個別）及竭盡所能基準配售合共122,090,000

股先舊後新配售股份擔任配售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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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舊後新配售股份數目

朱女士（透過賣方）持有的合共122,090,000股先舊後新配售股份佔(i)於本公告日期
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3.93%；及(ii)經配發及發行先舊後新認購股份擴大後（假
設除發行先舊後新認購股份外，自本公告日期起至完成先舊後新認購事項為止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並無變動）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3.78%。

先舊後新配售股份的權利

先舊後新配售股份出售時將不附帶任何質押、留置權、押記及產權負擔、股本、
擔保權益或其他申索，且具備其於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所附帶的所有權利，包括
就先舊後新配售股份的宣派、派發或派付的全部股息、分派及其他權利。先舊後
新配售股份於所有方面與其他現有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承配人

配售代理已同意以個別（而非共同或共同及個別）及竭盡所能基準配售先舊後新配
售股份。預期先舊後新配售股份將獲配售予不少於六(6)名承配人，該等承配人將
為由配售代理或其代理促成或代表彼等促成的任何專業、機構或其他投資者或人
士或實體。承配人（及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將均為獨立第三方。

預期於完成先舊後新配售後，任何個別承配人均將不會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
倘任何承配人於完成先舊後新配售後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本公司將根據上市
規則於適當時候另行作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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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舊後新配售價

先舊後新配售價每股先舊後新配售股份17.88港元較：

(i) 於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股股份20.30港元折讓約11.92%；

(ii) 於最後交易日前最後五(5)個交易日（包括該日）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每股
股份22.03港元折讓18.84%；

(iii) 於最後交易日前最後十(10)個交易日（包括該日）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每股
股份22.39港元折讓約20.13%；及

(iv) 於最後交易日前最後三十(30)個交易日（包括該日）聯交所所報平均收市價每
股股份18.58港元折讓約3.78%。

先舊後新配售價與先舊後新認購價相同。

先舊後新配售價乃由本公司、賣方及配售代理參考近期市況及股份的現行市價經
公平磋商後得出。董事認為，先舊後新配售價以及配售及認購協議的條款及條件
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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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舊後新配售的先決條件

完成先舊後新配售須待滿足以下條件後，方可作實：

(i) 完成先舊後新配售前，概無發生以下事項：

(A) 任何重大不利變動或可能合理涉及本公司或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整體
狀況（財務或其他方面）或盈利、資產、業務、營運或前景出現重大不利
變動的任何發展；或

(B) (a)聯交所對任何本公司證券（惟與先舊後新配售及先舊後新認購事項有
關的任何交易暫停除外）的買賣，或(b)在聯交所、上海證券交易所、深
圳證券交易所、東京證券交易所、倫敦證券交易所、紐約證券交易所或
納斯達克全國市場的一般買賣的任何暫停或限制；或

(C) 香港、百慕達、英屬處女群島、中國、日本、新加坡、美國、英國或歐
洲經濟區的任何其他成員國（統稱「該等相關司法權區」及各自為一「相
關司法權區」）爆發任何敵對行動或恐怖主義行動或有關行動升級，或
宣佈進入全國緊急狀態或戰爭或其他災難或危機；或

(D) 任何相關司法權區的商業銀行或證券交收或結算服務出現任何嚴重中
斷及╱或任何相關司法權區的有關機關宣佈全面暫停商業銀行活動；
或

(E) 有關或影響任何相關司法權區的金融市場或國際金融、政治或經濟狀況、
貨幣匯率、外匯管制或稅收的任何重大不利變動，或涉及潛在重大不利
變動的發展，

而配售代理全權判斷配售先舊後新配售股份或強制執行購買先舊後新配售股份之
合約將變得不切實可行或不智，或嚴重阻礙先舊後新配售股份於二級市場買賣；

(ii) 截至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及配售完成日期，本公司及賣方任何一方根據配售
及認購協議作出的聲明及保證為真實、準確且並無誤導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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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於配售完成日期或之前，本公司及賣方各自已遵守所有協議及承諾且就其而
言已達成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須遵守或達成的所有條件；

(iv) 配售代理於配售完成日期接獲致配售及認購協議所訂明的百慕達、英屬處女
群島及香港法律意見；及

(vi) 配售代理於配售完成日期接獲致配售及認購協議所訂明的美國法律意見。

本公司及賣方將盡彼等各自的合理努力於配售完成日期或之前促使達成上述條件（上
文第(v)項所載條件除外），並向配售代理提供協助，以達成上文第(v)項所載條件。
配售代理可全權酌情透過向本公司及賣方發出通知豁免先舊後新配售之任何條件（不
論是豁免全部或部分條件及是否附帶條件）。倘(a)於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至配售
完成日期期間的任何時間發生上文第(i)項所載的任何事件；或(b)賣方未能於配售
完成日期交付先舊後新配售股份；或(c)上文第(ii)至(v)項所載之任何條件未有於上
文指定的日期達成或獲書面豁免，則配售代理可全權酌情選擇立即終止配售及認
購協議。

先舊後新配售的完成

預期先舊後新配售將於2021年12月13日，或賣方及配售代理可能協定的有關其他
時間及╱或日期落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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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舊後新認購事項

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配發及發行，而賣方已有條件同意認購122,090,000股先舊後
新認購股份。

先舊後新認購股份數目

賣方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將予認購的先舊後新認購股份數目相等於先舊後新配售
股份的數目。先舊後新認購股份總數122,090,000股佔(i)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現有
已發行股本約3.93%；及(ii)經配發及發行先舊後新認購股份擴大的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約3.78%（假設除發行先舊後新認購股份外，自本公告日期起至先舊後新認購
事項完成止本公司已發行股本概無變動）。按所有先舊後新認購股份獲全數認購
的基準計算，先舊後新認購股份的總面值將為12,209,000港元。

先舊後新認購價

先舊後新認購價與先舊後新配售價相同，為17.88港元。

先舊後新認購價乃經參考先舊後新配售價釐定，並由本公司、賣方及配售代理於
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根據先舊後新配售價按公平基準進行磋商。

先舊後新認購股份的地位

先舊後新認購股份一經發行，將在所有方面與於配發及發行先舊後新認購股份日
期其他已發行之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先舊後新認購事項的條件

先舊後新認購事項須待下列各項獲達成後，方告完成：

(i)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向本公司授出批准，批准先舊後新認購股份上市及買賣（且
有關上市及批准其後並無於交付代表先舊後新認購股份之正式股票前被撤回）；
及

(ii) 已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之條款完成先舊後新配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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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賣方各自須作出合理努力以促使上述條件於合理而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
快獲達成。上述條件概不得豁免。倘上述條件未能於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起計
十四(14)日內（或本公司、賣方及配售代理可能協定的有關較後日期）獲達成，則
本公司及賣方於先舊後新認購事項項下的所有義務及責任將告無效，且本公司及
賣方均不得就先舊後新認購事項向對方提出申索，惟任何先前違反者及本公司根
據配售及認購協議須向賣方退款的義務除外。

先舊後新認購事項的完成

先舊後新認購事項將於須予達成的最後一項先舊後新認購事項條件達成當日後第
二個營業日或之前完成，惟不得遲於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後十四(14)日（即2021年
12月22日）或本公司、賣方及配售代理可能書面協定的有關較後時間及╱或日期
完成並遵守上市規則。

申請上市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請批准先舊後新認購股份上市及買賣。

禁售承諾

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的條款，

(i) 於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起至配售完成日期後九十(90)日期間，賣方不會，並
促使其代名人、由其控制之任何人士、與其有關係之任何信託或其任何代表
不會在未經配售代理事先書面同意下(A)直接或間接提呈、出售、借出、訂約
出售、質押、授出任何購股權或以其他方式出售（或進行任何交易，致使或
可合理預期地導致賣方或賣方之任何聯屬公司或與賣方或賣方之任何聯屬公
司有共同利益之任何人士出售（不論是實際出售或因現金結算或其他方式而
有效經濟出售））任何本公司股本證券或任何可轉換或可行使或可交換為本公
司股本證券之證券；(B)訂立任何掉期或類似協議以全部或部份轉移該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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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擁有權之經濟風險，而不論上文(A)或(B)所述之任何該等交易是否將通過
交付股份或其他證券、以現金或其他方式清償；或(C)公佈有關落實任何該
等交易之意向。前文所述者不能應用於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銷售先舊後新配
售股份；

(ii) 於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起至配售完成日期後九十(90)日期間，本公司不會，
賣方亦將促使本公司不會在未經配售代理事先書面同意下(A)直接或間接執
行或安排或促使配售、配發或發行或要約配發或發行或授出任何購股權、權
利或認股權證以認購（或進行任何交易，致使或可合理預期地導致上述情況（不
論是實際出售或因現金結算或其他方式而有效經濟出售））任何本公司股本證
券或任何可轉換或可行使或可交換為本公司股本證券之證券；或(B)訂立任
何掉期或類似協議以全部或部份轉移該等股份擁有權之經濟風險，而不論上
文(A)或(B)所述之任何該等交易是否將通過交付股份或其他證券、以現金或
其他方式清償；或(C)公佈有關落實任何該等交易之意向。前文所述者不能
應用於(x)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發行先舊後新認購股份；及(y)於根據本公司
於2016年8月9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行使任何購股權後授出購股權及任何發行
新股份；及

(iii) 朱女士須向配售代理交付以配售代理為受益人之承諾契據，其中載有朱女士
就彼（透過彼全資擁有的各公司（包括賣方））直接或間接擁有的任何股份所
作出的不出售承諾，其形式及內容與上文第(i)項相符。

一般授權

根據股東於2021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授出之一般授權，本公司獲授權配發及發行最
多合共621,567,375股股份。一般授權足以配發及發行先舊後新認購股份。

於本公告日期，一般授權未獲動用。因此，本公司可根據一般授權配發及發行最
多621,567,375股股份，而先舊後新認購股份亦將擬據此予以配發及發行。因此，
毋須就發行先舊後新認購股份取得股東之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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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公司股權架構之影響

下文載列本公司於(i)本公告日期；(ii)緊隨先舊後新配售完成後但於先舊後新認購
事項完成前；及(iii)緊隨先舊後新配售完成及先舊後新認購事項完成後之股權架構，
前提是假設(1)配售代理已根據先舊後新配售配售合共122,090,000股先舊後新配售
股份，且賣方將於先舊後新認購事項完成後認購122,090,000股先舊後新認購股份；
及(2)本公司股本自本公告日期起至先舊後新認購事項完成後概無任何其他變動（除
發行先舊後新認購股份外）：

於本公告日期

緊隨先舊後新配售完成後

但於先舊後新

認購事項完成前

緊隨先舊後新配售完成

及先舊後新

認購事項完成後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朱女士（附註） 2,293,408,900 73.79 2,171,318,900 69.86 2,293,408,900 71.00

承配人 – – 122,090,000 3.93 122,090,000 3.78

其他股東 814,427,976 26.21 814,427,976 26.21 814,427,976 25.22

合計 3,107,836,876 100.00 3,107,836,876 100.00 3,229,926,876 100.00

附註： 合共2,293,408,900股股份乃分別由Mogul Enterprises Limited、Resourceful Link International 

Limited、Power Nation International Limited、Jumbo Elite Limited、賣方及Real Elite 

Investments Limited持有。朱女士為上述六(6)間公司的唯一實益擁有人。

於過去十二個月的股本集資活動

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前的過去十二個月概無就發行股本證券進行任何集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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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事項之理由及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為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本集團主要在中國研究及發展、生產、
分銷及銷售香精、煙用原料（包括再造煙葉及捲煙新材料）、香原料及調味品產品。

假設合共122,090,000股先舊後新配售股份獲悉數配售予承配人，及賣方根據先舊
後新認購事項認購相同數目之先舊後新認購股份，則先舊後新認購事項之所得款
項總額及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應付配售代理之佣金、與先舊後新配售及認
購事項有關之專業費用及其他相關費用及開支）分別約為21.8億港元及約21.6億港
元。按此基準，每股先舊後新認購股份之價格淨額約為17.67港元。

本公司擬將先舊後新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用作(1)償還銀行貸款；(2)收購及╱
或投資於得以利用本集團競爭優勢的業務（如有合適機遇）；及(3)一般營運資金的
需求及現有業務擴張。

董事認為，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事項為本公司提供籌集額外資金以加強財務狀況
之良機，在增加股份流動性的同時，擴闊本公司股東基礎及資本基礎以促進其業
務之未來增長及發展，對本集團長遠發展極為有利。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事項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
體利益，而配售及認購協議的條款經本公司、賣方及配售代理公平磋商後達致，
就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

先舊後新配售及先舊後新認購事項須待配售及認購協議所載的條件達成後方告完
成。由於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事項可能會或不會落實進行，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
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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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2021年股東週年大會」 指 於2021年5月18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聯屬公司」 指 具有美國證券法第D條第501(b)條規定的涵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華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1991年10月11日在
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
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一般授權」 指 股東於2021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可配發、發
行及處理最多合共621,567,375股新股份（佔本公司
於2021年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已發行股本的20%）的
一般授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視情況而定以及不論是直接
或是間接擁有）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且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及聯繫人（定義見
上市規則）並無關連或一致行動的第三方人士

「最後交易日」 指 2021年12月7日，即緊接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前股
份的最後一個完整交易日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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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女士」 指 朱林瑤女士，本公司之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於本公
告日期，朱女士（透過彼全資擁有的各公司）間接持
有合共2,293,408,9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約73.79%

「承配人」 指 配售代理或彼等各自的代理根據配售代理於配售及
認購協議項下的責任促成或代表其促成認購任何先
舊後新配售股份的任何專業、機構或其他投資者或
個人或實體

「配售代理」 指 野村國際（香港）有限公司、花旗環球金融有限公司
及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

「配售及認購協議」 指 本公司、賣方及配售代理就先舊後新配售及認購事
項訂立日期為2021年12月8日的配售及認購協議

「配售完成日期」 指 2021年12月13日（或賣方及配售代理可能以書面方
式協定之其他時間或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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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司法權區」 指 具有本公告「配售及認購協議－先舊後新配售－先
舊後新配售的先決條件」一節所賦予的涵義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先舊後新配售」 指 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的條款及條件配售賣方持有的
先舊後新配售股份

「先舊後新配售及 

認購事項」
指 先舊後新配售及先舊後新認購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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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舊後新配售價」 指 每股先舊後新配售股份的價格17.88港元

「先舊後新配售股份」 指 賣方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持有及將予配售的合共
122,090,000股股份

「先舊後新認購事項」 指 賣方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的條款及條件認購先舊後
新認購股份

「先舊後新認購價」 指 每股先舊後新認購股份的價格17.88港元，與先舊後
新配售價相同

「先舊後新認購股份」 指 賣方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認購合共122,090,000股新
股份，即配售代理代表賣方根據配售及認購協議的
條款實際配售的先舊後新配售股份數目

「交易日」 指 股份根據聯交所不時生效的規則和規定於聯交所買
賣的日子

「賣方」 指 Raise Sino Investments Limited，為一間於英屬處女
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由朱女士全資擁有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華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潘昭國

香港，2021年12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包括朱林瑤女士（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林
嘉宇先生（聯席主席）、夏利群先生及潘昭國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包括
李祿兆先生、麻雲燕女士及Jonathan Jun YAN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