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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于 2019 年___月___日订立 

各订约方为： 

(1) 金猫银猫集团有限公司，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公司编号：

319081），注册地址为 Intertrust Corporate Services (Cayman) Limited, 190 Elgin 

Avenue, George Town, Grand Cayman KY1-9007, Cayman Islands （「本公

司」）；及 

(2) 姚润雄先生，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440301196204103311），住址为中国广

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布心路东乐花园 41B5B（「认购人」）。 

鉴于﹕ 

(A) 本公司是一家于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票代号：1815），于本协议订立日

期（联交所交易时段后），公司的授权股本为 3,000,000,000 股普通股，已发行

股份为 1,053,588,000 股普通股。 

(B) 认购人同意由其或其实际控制的公司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及条件向本公司认购股

份。 

(C) 将于本协议签订日公布之公告草稿副本载于本协议附表 2（「认购股份公

告」）。 

各订约方达成以下协议： 

1. 释义 

1.1 于本协议内，除非文意另有规定，下述各词汇及表述具有下述含义： 

「联系人」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之涵义，其复数形式应据此诠释； 

「营业日」指除星期六、星期日或香港公众假期外香港银行开放办理一般银行

业务及联交所开放处理证券业务的日子； 

「紧密联系人」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之涵义，其复数形式应据此诠释； 

「本公司」指 CSMall Group Limited 金猫银猫集团有限公司，一家于开曼群岛

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发行股份于联交所主板上市； 

「公司条例」指香港法例第 622 章公司条例，经不时修订、补充或其他修改； 

「交易完成日」具有 4.1 条赋予该词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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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连人士」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之涵义，其复数形式应据此诠释； 

「核心关连人士」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之涵义，其复数形式应据此诠释； 

「控股股东」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之涵义； 

「处置」包括就任何股份而言，直接或间接发售、抵押、押记、出售、按揭、

租赁、设立、转让、出让或另行处置任何股份或可转换或可行使或兑换为股份

的任何证券的任何法定或实益权益（包括设立或以协议设立或出售或授出或同

意出售或授出任何期权、或订约购买股份或任何购买股份的认股权或权利，购

买或同意购买任何期权、或订约出售股份或任何出售股份的认股权或权利），

或订立合约进行上述事项，或订立任何掉期或其他安排，向其他方转让相关股

份或证券所有权的全部或部分经济后果或附加权利及义务，或直接或间接订立

与上文所述交易具有相同经济影响的任何其他交易，或同意或订约或公开宣布

有意订立任何上述交易，于各情况下，无论上述交易是否以股份或可转换为股

份的其他证券，或以现金及其他途径结算； 

「股东特别大会」指本公司将予召开及举行的股东特别大会，以供本公司独立

股东考虑并酌情批准（其中包括）本交易、特别授权及清洗豁免； 

「股份」指本公司普通股本中每股面值美金 0.001 元的股份； 

「港元」指香港的法定货币； 

「香港」指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独立第三方」指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连人士之第三方之任何人士或公司及彼

等各自之最终实益拥有人（如适用）； 

「认购人股份」指根据本协议将由认购人认购之合共 100,000,000 股新股份； 

「认购价」指每股认购人股份 1.50 港元之认购价； 

「认购价总额」指 150,000,000 港元，即等于发行价乘以认购人根据本协议将购

买之认购人股份数目的金额； 

「法律」指一切相关司法管辖区内的所有法律、法规、条例、规则、规例，法

院、政府、政府的或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联交所及证监会）的指引、意

见、通知、通告、命令、判决、法令或任何裁决； 

「征费」指证监会交易征费（于各情况下为认购人股份发行价总额之

0.0027%）及联交所交易费（于各情况下为认购人股份发行价总额之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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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指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及其上市决定、指引及其他规定（均经不

时修订或补充）； 

「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仅就本协议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及台湾； 

「专业投资者」具有证券及期货条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条及证券及期货（专业

投资者）（香港法例第 571D 章）赋予该词的涵义； 

「专业投资者身份通知」指日常业务为买卖股份或债券，或为专业投资者，其

已阅读并理解本协议附表 3 所载之身份通知，并同意该身份通知。就本定义而

言，专业投资者身份通知当中提述「我们」乃指本公司及其联属公司，而「贵

方」则指投资者，「我们的」及「贵方的」亦据此诠释； 

「证券法」指一九三三年美国证券法（经修订）； 

「证监会」指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证监会执行人员」指证监会企业融资部执行董事或其任何授权代表； 

「证券及期货条例」指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经不时修订、

补充或其他修改； 

「特别授权」指有关配发及发行（其中包括）认购人股份的特别授权，将于股

东特别大会上由本公司独立股东授予本公司董事会； 

「联交所」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属公司」具有公司条例第 15 条所赋予的涵义，其复数形式应据此诠释； 

「收购守则」指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经不时修订或补充）； 

「本交易」指本公司根据本协议配发及发行认购人股份； 

「美国」指美利坚合众国、其领土及属地、任何美国州及哥伦比亚地区；及 

「清洗豁免」指证监会执行人员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26 的豁免注释 1 豁免中国白

银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士因本交易而须就所有股份向股东作出强制性

全面要约的责任。 

1.2 除非文意另有规定，以下诠释规则适用于本协议﹕ 

(a) 标题仅为方便而加入，并不影响本协议的诠释； 

(b) 凡提述条款及附表时指本协议的条款及附表；及 

(c) 附表为本协议之组成部分及本协议之任何提述应包括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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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单数词语同时包含复数之涵义，反之亦然；及单性词语亦包括其他性

别； 

(e) 对本协议或另一法律文件的提述包括其修订或替代； 

(f) 对法规或法定条文的提述包括对以下各项的提述： 

(g) 经不时综合、修订、重新颁布或由任何法规或法定条文取代的法规或法

定条文； 

(h) 重新颁布（无论是否经修订）据其作出的从属法律的任何废除法规或法

定条文； 

(i) 任何据其作出的效力等级最低的法律； 

(j) 除另有订明外，对时间及日期的提述分别指香港时间及日期； 

(k) 对「人士」的提述包括对个人、商号、公司、法人团体、非法团组织或

机构、政府、州或州代理机构、合营企业、组织或合伙企业（不論是否

具有独立法人资格）的提述； 

(l) 对「包括」的提述应诠释为包括但不限于；及 

(m) 就香港以外任何司法权区的任何行动、济助、方法或司法程序、法律文

书、法律地位、法院、官员或其他法律概念或事件的提述的任何法律词

语，视为包括该司法权区最类近香港的法律词语。 

2. 投资 

2.1 仅于下述第 3 条所述之先决条件被满足（或获本公司豁免，除第 3.1(a)及 3.1(e)

条所载条件不能被豁免外）时，按照本协议之条款及条件： 

(a) 认购人须购买认购人股份，及本公司将根据特别授权按认购价向认购人

发行认购人股份；及 

(b) 认购人须就认购人股份支付认购价总额及认购佣金及征费（如适用）。 

3. 先决条件 

3.1 仅于以下情况下，认购人根据第 2.1 条购买认购人股份之责任，以及本公司根

据第 2.1 条发行认购人股份之责任方告作实： 

(a) 所有使本交易生效之决议案均根据上市规则及收购守则获本公司独立股

东于股东特别大会上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批准(i)签立、交付及履行本协

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ii)就本交易授予特别授权；及(iii)清洗豁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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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证监会执行人员授予清洗豁免，清洗豁免随附的所有必要条件（如有）

获达成，以及清洗豁免并无被撤回； 

(c) 香港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批准认购人股份上市及许可认购人股份买卖，而

有关批准及许可于认购人股份在联交所主板开始买卖前并未撤回； 

(d) 认购人于第 6 条所作出之声明、担保、承诺、确认及承认于本协议日期

并将于交易完成日均为准确及真实且不具误导性，而认购人并未违反本

协议；及 

(e) 本协议拟进行之交易并无被香港、开曼群岛或适用于本公司之其他司法

权区之法例或规例或其中的诠释（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立法、行政、司法

或监管机构或机关颁布或发出之任何法令、颁令、规则、规例、要求、

判决或指令）所禁止。 

3.2 如第 3.1 条的先决条件未能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以前（或本协议各方同意的较后

日期）得以满足，本协议则告自动失效。除本协议失效前发生的违约情况外，

任何一方均不能就本协议的失效向另一方索取赔偿，开支或任何其他费用。 

4. 交割 

4.1 受第 3 条所规限，认购应在第 3 条所述之条件达成（或获本公司豁免）后不迟

于 60 个工作天交割（「交易完成日」）。交割可分期进行，惟最后一期不得迟

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进行（每次分期交割当日均称为一个「交易完成日」）；

在这情况下，第 4.2 条所述「认购人股份」的数目将根据认购人按照第 4.3 条支

付部分「认购价总额」的金额而相应厘定。交割应在交易完成日于公司的香港

办事处或各方同意之其他日期、时间及/或地点进行。 

4.2 于交易完成日，公司应： 

(a) 发行认购人股份（或其部分）予认购人，认购人股份（或其部分）于发

行时的权利应与公司的已发行股份的权利一致，包括于交易完成日后收

取公司的分红的权利； 

(b) 交付予认购人其认购人股份（或其部分）的纸质股票证书； 

(c) 于公司的开曼股东名册登记（不另外收取登记费）认购人作为持有认购

人股份（或其部分）的股东；及 

(d) 向认购人交付证明其持有认购人股份（或其部分）的股东名册的核证副

本。 

4.3 于交易完成日，认购人将支付认购价总额（或其部分）至本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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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认购人限制 

5.1 认购人同意及承诺，除非获得本公司事先书面同意，认购人及其联系人或紧密

联系人为独立第三方，认购人及其联系人或紧密联系人于订立本协议前概无拥

有任何股份的任何权益或与本公司存在任何业务往来。 

5.2 认购人不会并将促使其联系人或紧密联系人或最终实益拥有人不会直接或间接

持股总量超过本公司全部已发行股本之 10%（或上市规则「主要股东」定义不

时指明的其他百分比或联交所不时规定构成公众股东的其他百分比）或以上。 

5.3 认购人同意及承诺，在认购人股份发行当天起计的 6 个月内，认购人不得出售

认购人股份，或者订立任何协议以出售认购人股份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就认购人

股份设置任何购股权、权利、权益或产权负担。 

6. 声明、承认及保证 

6.1 认购人向本公司声明、保证、承诺、承认、同意及确认： 

(a) 其拥有全面权力、权限及能力，并已采取一切行动并已从任何政府或监

管机构或其他第三方取得全部所需同意、批准及授权，以订立本协议及

履行其于本协议项下之责任，而前述同意、批准及授权具有完全效力，

且不受任何尚未达成或履行之先决条件规限； 

(b) 其拥有全面权力、权限及能力签立及交付本协议、认购股份或履行其于

本协议项下之义务并承担任何因其单方欠缺权力、权限或能力所产生之

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 

(c) 认购人签立及交付本协议、认购人认购股份或履行其于本协议项下之责

任将不会且并无违反或导致违反认购人就本协议拟进行之交易所需遵守

或在其他情况下可能就购买认购人股份及本协议而适用于认购人的任何

司法管辖区法律，或违反或导致违反对认购人具有约束力的任何协议或

其他法律文件或对认购人具有司法管辖权的任何政府主管当局的任何裁

决、命令或判令； 

(d) 认购股份公告将会披露本协议、有关认购人的背景资料以及本协议各订

约方之间的关系及安排，认购人将会在公告中被提及； 

(e) 认购人已（及会于将来）就其于认购人股份之投资（及持有认购人股

份）收到可能构成本公司及其联系人及/或紧密联系人的重要数据、非公

开信息及／或内幕消息（定义见证券及期货条例），其于认购股份公告

刊发前不得向任何人士披露有关信息，惟按严格的有知悉需要基准仅就

评估其于认购人股份的投资而向其法定代表、法律及专业顾问、雇员

（「授权接收人士」）或法例或监管规定所规定的其他人士除外，彼等

各自将不会且将合理致力确保彼等的授权接收人士不会(i)按严格的有知

悉需要基准向其他授权接收人士以外的任何人士披露有关资料；或(ii)以

可能导致违反任何与交易相关的其他适用司法管辖区法律的形式直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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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购买、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买卖或交易本公司股份或其他证券或衍生

工具，或本公司任何联系人或紧密联系人的股份； 

(f) 其于金融及商业事宜方面所具备的知识及经验足以（i）使其评估投资于

认购人股份的利弊；（ii）能够承担该投资的经济风险，包括完全损失其

于认购人股份之投资，及其在投资处于类似发展阶段公司的证券交易方

面经验丰富；以及（iii）其已收到其认为为决定是否投资认购人股份所

必需或适当的全部信息； 

(g) 认购人为独立于本公司的第三方。概无认购人之联系人及╱或紧密联系

人(i)为本公司或其联系人或紧密联系人或任何上述人士的代名人之董事

（包括曾于过去 12 个月担任董事者）、监事、现有股东、核心关连人士

或关连人士，而认购人购买认购人股份不得构成「关连交易」（定义见

上市规则），或导致认购人成为本公司的核心关连人士或关连人士；(ii)

将紧随本协议完成后与任何与本公司控制权有关的关连人士行动一致

（定义见收购守则）；(iii)由本公司的任何核心关连人士（定义见上市规

则）直接或间接提供资金、资助或支持或习惯采取或经已采取任何该等

核心关连人士或其联系人有关收购、出售、投票或对本公司证券作出其

他处置的任何指示；及(iv)属于上市规则附录六第 5 段所述人士类别； 

(h) 认购人并无直接或间接接受本公司任何核心关连人士或关连人士的资金

或支持，且并非习惯于接受来自本公司核心关连人士或关连人士有关收

购、出售、投票或任何其他处置本公司证券的指示； 

(i) 认购人已经并将遵守与认购及收购认购人股份有关的所有司法权区的所

有适用法律，包括其须应本公司及其联系人提供的要求及时向彼等提供

联交所及其他政府、公共、货币或监管机关或机构或证券交易所可能要

求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认购人股份的最终实益拥有人（如有）及╱或

发出有关购买指令的最终负责人的身份资料）； 

(j) 认购人授权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向该等监管机构披露其所要求的一切关

于本协议所构设之交易的信息； 

(k)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董事、高级职员、雇员、代理、代表、联系人、

合作伙伴及顾问概未就认购人股份或认购、购买或发售认购人股份之利

弊向认购人作出任何保证、陈述或建议； 

(l)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董事、职员、雇员、代理、代表、联系人、伙伴

及顾问，一概不就投资于或买卖任何认购人股份而引致之任何法律、监

管、外汇、税务或其他经济后果而承担责任； 

(m) 认购人如属或将属（直接或间接）任何相关股份之实益拥有人，则于

（直接或间接）出售该等股份时，将遵守本协议、上市规则及任何适用

法律内不时之所有适用限制（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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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任何股份的交易须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证券及期货条例、上市规

则、证券法及任何其他适用的法律、法规或任何有权管辖的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则中规定的对股份交易的限制； 

(o) 除本协议所规定者外，认购人并无与任何政府或监管机构或任何第三方

就任何认购人股份订立任何安排、协议或承诺； 

6.2 认购人向本公司声明并保证，附表 1 中之描述，乃属真实准确且并无误导。认

购人不可撤回地同意附表 1 以及认购股份公告内所载其名称及全部或部分描

述，将被用于本公司的公开文件内。认购人承诺应本公司的合理要求，从速提

供其自身、拥有权及／或与附表 1 所述事宜相关之更多资料及／或证明文件，

以遵守适用法律及／或主管监管机构之请求，包括但不限于联交所及证监会。 

6.3 本公司向认购人声明并保证： 

(a) 本公司根据开曼群岛法例正式注册成立并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且现

正有效存续及交易； 

(b) 本公司有订立本协议并履行当中其义务之权力、权限及能力，并已采取

所需一切企业行动； 

(c) 认购人付款后，于交易完成日所收取认购人股份，将已缴足股款且不附

加任何认购权、留置权、押记、按揭、质押、申索、衡平权、产权负担

及其他第三方权利，与其时已发行并于联交所主板上市之股份具同等地

位。 

7.  终止 

7.1 本协议可以下列形式终止： 

(a) 按第 3.2 条； 

(b) (i)认购人严重违反本协议时或(ii)第 6 条内认购人所作任何个别声明、保

证及承诺于任何方面不准或不实时，由本公司提出；或 

(c) 本协议所有订约方书面同意。 

7.2 本协议之终止，对任何订约方事前因本协议条款而取得对其他订约方之权利或

责任，概无影响。 

8. 公告及保密 

8.1 除本协议所定者外，订约方未经其他订约方事先书面同意，概不得披露关于本

协议或其他中所拟交易或涉及本公司与认购人之任何资料。虽然上文有所规

定，本协议于以下情形可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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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向联交所、证监会及／或其他监管机构披露，而认购人之背景、本公司

及认购人之间之关系及安排，或会于本公司将刊发之公开文件有所披

露； 

(b) 任何订约方向其法律、财务及其他顾问及本协议订约方之联系人、董

事、职员及相关雇员、代表及代理披露，以须知为限，惟该订约方须尽

力使法律、财务及其他顾问、本协议订约方之联系人、董事、职员及相

关雇员、代表及代理遵守本条，犹如彼等为本协议订约方，而该订约方

须就法律、财务及其他顾问及该订约方之相关雇员违反本条而负责；及 

(c) 任何订约方另因任何法例、监管机构或股票交易所规定而披露。 

9. 一般事项 

9.1 本协议各方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力、权利或特权不构成对的

放弃，单一地或部分地行使任何该等权力、权利或特权不排除对之或对任何其

它权力、权利或特权的其它行使或进一步行使。 

9.2 本协议任何条款可于交易完成后执行但在交易完成时未被执行及本协议的保证

条款于本协议交易完成后继续维持有效。 

9.3 本协议规定双方有关本协议预期交易的全部协议，取代双方有关本协议预期交

易的任何和所有先前的口头和书面协议或谅解。任何对本协议修改只能经双方

书面同意后方能生效。 

9.4 如果本协议任何条款被认定为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和除非该无效或不可强制

执行在实质上违反了本协议的基本意向或本协议其余部分的意义，该无效或不

可强制执行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本协议任何其它条款的有效或可强制执行，但

已被认定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的条款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不能与其明确

分离的除外。该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不应影响其余条款的任何有效的和可强制

执行的应用，且每条该等条款被视为以法律允许的方式幷在法律允许的全部范

围内有效、可实施、已作出、已订立或已釆用。 

9.5 本协议各方同意及承诺将会尽最大努力，包括签署任何合理的契约、文件及采

取必要的行动以使本协议项下的交易能够完成。 

9.6 本协议各方确认其已就本协议的内容咨询独立的法律意见并确认其理解及明白

签订本协议对其带来的法律责任。 

9.7 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只能通过由各方签署的书面文书进行修订。根据本款实施的

任何修改对各方具有约束力。 

10. 费用 

各订约方须自行支付自身因本协议而招致之法律及专业服务费、成本及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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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通知 

11.1 订约方因本协议所定或就此而须发出之任何通知或其他通讯，须以英文书面撰

写，并以专人、传真或预付邮资邮寄送递以下地址及联络人： 

订约方 联络人 地址/办事处 传真 

本公司 葛晨 香港上环干诺道中 168-200

号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 14

楼 1417 室 

+852 3106 

0939 

    

认购人 李典霖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路国贸商

业大厦 30 层 

- 

    

11.2 任何通知或通讯，如以专人送递，则视为于签收或通知置于正确地址时收到，

如以传真传送，则视为于收取确认传送时收到，如以预付邮资邮寄，（若无证

据显示较早时间收到），则视为于邮寄后二十四小时（若空邮则为六日）收

到。任何通知，如收取日子非营业日，则视为于随后一个营业日收到。 

12. 复本 

本协议可以任何数目复本经各订约方分别于复本签立。各复本构成正本，惟所

有复本合共构成一份协议。本协议经签立复本署名页以电邮或传真交付，与交

付本协议亲笔签立复本同样有效。 

13. 管辖法律及司法管辖权 

13.1 本协议受香港法例管辖，按之诠释。 

13.2 本协议及其解释、违约、终止或有效性引起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争端或

主张首先应由该等争议、争端或主张的各方协商解决。在一方向其他方交付要

求该等协商的书面申请后七（7）日内应开始该等协商。若于该等协商开始后三

十（30）日内未能解决争议，则于该等三十（30）日期间之后任何时间经任何

一方通知其他各方均可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 

13.3 仲裁应在香港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简称「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

员应为三（3）名。争议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均应在发出或收到仲裁申请后三十

（30）日内各自选定一名仲裁员。该等仲裁员可由各方自由选定而不必受限于

预设的仲裁员名录。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主席应选定第三名仲裁员，该名仲裁员

应有资格在中国和香港或美国进行法律执业。若在第一名仲裁员被选定之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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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30）日内，任何一方未能任命一名同意参与仲裁的仲裁员，则应由香港国

际仲裁中心主席就此做出相关任命。 

13.4 仲裁程序应以中文进行。仲裁庭应适用仲裁时届时有效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

裁规则。仲裁庭应严格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体法律裁定各方提交仲裁的任

何争议，并且不得适用任何其他实体法律。 

13.5 对于争议各方就该仲裁程序要求的一切信息和文件，本协议各方应相互配合向

该方充分披露并使其完整查阅该等信息和文件，被要求方必须遵守其任何保密

义务之约束。 

13.6 仲裁庭之裁决书应为终局并约束争议各方，并且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法

院提出申请，要求强制执行该裁决书。 

13.7 若可行，任何一方均有权在组成仲裁庭之前向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寻求临时禁

令救济。 

13.8 认购人不可撤销地委任姚若娟女士作为其接收有关本协议之法律程序文件之代

表，该代理人于香港的地址为香港九龙官塘功乐道 53 号碧丽苑 B 座 3 楼 3 室，

电话号码为 +852 9686 1889。认购人进一步同意在香港维持一代理人以接收法

律文件并随时知会本公司其代理人的变更。任何依据上述方式对委任代理人发

出的文件视为对认购人发出。本条款适用于对认购人委任之代理人发出法庭程

序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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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认购人详细资料 

 

项目 详细资料 

姓名（中英文）： 姚润雄；Yao Runxiong 

身份证号或护照号： 中国公民身份号码：440301196204103311 

中国经常居住地：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布心路东乐花园 41B5B 

载入认购股份公告之认购人

说明： 

姚先生为中国企业家，并为金大福的创办人兼董事长。

彼亦为工盖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该公司主要从事太阳能

发电站项目、电力工程服务以及消费品及配件买卖，其

股份于联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号：1421）。 

金大福于一九九七年创立，总部设于深圳，为中国综合

珠宝企业，专门制造、加工、批发、零售及进出口黄

金、K 金、铂金、钻石、翡翠及其他珠宝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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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认购股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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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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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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聯合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聯合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中國白銀集團有限公司或金貓銀貓集團有限公司

任何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CHINA SILVER GROUP LIMITED CSMall Group Limited
中國白銀集團有限公司 金貓銀貓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5） （股份代號：1815）

聯合公告

(1) 金貓銀貓根據特別授權發行新股份：
(A) 向新員工持股計劃參與者發行新股份

(B) 策略投資者姚潤雄先生作出認購
(2) 中國白銀及其一致行動人士
就金貓銀貓股份申請清洗豁免

(3) 中國白銀有關視作出售金貓銀貓約 7.07%權益的  
須予披露交易

發行

中國白銀董事會與金貓銀貓董事會欣然聯合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交易時

段後），進行了下列交易：

(i) 新員工持股計劃。金貓銀貓已與Ascend Delight及薛女士訂立員工認購協議

及員工信託契據，據此，金貓銀貓同意根據相關協議內的條款及條件向薛

女士全資擁有的投資控股公司Ascend Delight配發及發行 84,287,040股新股

份，而薛女士同意擔任受託人，以信託方式代新員工持股計劃項下 40名新計

劃參與者持有該等新股份，彼等各自享有的股份載於員工信託契據。根據員

工信託契據，在Ascend Delight仍為僱員股份的登記股東的情況下，薛女士

將根據投票安排行使員工股份所附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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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策略性投資。金貓銀貓已與姚先生訂立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據此，金貓銀

貓同意根據協議內的條款及條件配發及發行而姚先生同意以現金按認購價每

股 1.50港元認購 100,000,000股新股份，總代價 150,000,000港元。

收購守則涵義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中國白銀及陳主席合共持有 510,479,569股股份，佔金貓銀貓

已發行股本總數約 48.45%。

由於投票安排，薛女士、中國白銀及陳主席將成為一致行動人士，而緊隨員工發

行後，一致行動集團將持有金貓銀貓全部已發行股本中約 52.27%權益。因此，員

工發行將使彼等於金貓銀貓投票權的共同持股權增加超過 2%。因此，在無清洗豁

免的情況下，一致行動集團將須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承擔向股東作出強制性全面

要約收購所有股份（已由一致行動集團擁有或同意被收購者除外）的責任。一致行

動集團將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的豁免註釋 1就發行而授予清洗豁免向執行人員作

出申請。

倘獲執行人員授予，清洗豁免將受股東特別大會上由獨立股東進行投票表決而有

關清洗豁免及發行的決議案須分別獲至少 75%及超過 50%票數批准的條件所限。

倘清洗豁免並無獲執行人員授予或雖獲授予但並無獲獨立股東批准，則即使發行

獲獨立股東批准，一致行動集團及金貓銀貓仍將無意進行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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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中國白銀：就其部分金貓銀貓權益的視作出售事項

緊隨發行完成後，中國白銀於金貓銀貓的持股百分比將由約 47.46%攤薄至約

40.39%，構成中國白銀於金貓銀貓的部分權益的視作出售事項。由於最少一個適

用百分比率為 5%或以上但全部適用百分比率少於 25%，故此視作出售事項根據

上市規則第 14章構成中國白銀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

發行完成後，一致行動集團將共同控制金貓銀貓約 48.05%投票權。中國白銀管理

層與其申報會計師討論後確認，中國白銀於發行完成後可繼續將金貓銀貓視作其

附屬公司入賬。

金貓銀貓：根據特別授權發行新股份

發行將根據特別授權進行，因此須待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方告作

實。

金貓銀貓將向聯交所就批准策略投資者股份及員工股份上市及買賣作出申請。

警告

發行須待本聯合公告「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先決條件」及「員工認購協議－先決

條件」各節所載若干先決條件達成（或豁免（倘適用）），尤其須要清洗豁免獲執行

人員授予並獲獨立股東批准。因此，發行未必一定會進行。

務請中國白銀及金貓銀貓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中國白銀及金貓銀貓證券時

審慎行事，如對其狀況及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建議諮詢其專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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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中國白銀董事會與金貓銀貓董事會欣然聯合宣佈，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交易時

段後），進行了下列交易：

(i) 新員工持股計劃。金貓銀貓已與Ascend Delight及薛女士訂立員工認購協議及

員工信託契據，據此，金貓銀貓同意根據相關協議內的條款及條件向薛女士全

資擁有的投資控股公司Ascend Delight配發及發行 84,287,040股新股份，而薛

女士同意擔任受託人，以信託方式代新員工持股計劃項下 40名新計劃參與者持

有該等新股份，彼等各自享有的股份載於員工信託契據。根據員工信託契據，

在Ascend Delight仍為僱員股份的登記股東的情況下，薛女士將根據投票安排

行使員工股份所附投票權。

(ii) 策略性投資。金貓銀貓已與姚先生訂立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據此，金貓銀貓

同意根據協議內的條款及條件配發及發行而姚先生同意以現金按認購價每股

1.50港元認購 100,000,000股新股份，總代價 150,000,000港元。

員工認購協議、員工信託契據及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的主要條款載於下文。

員工認購協議

日期

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i) 金貓銀貓（作為發行人）

(ii) Ascend Delight（作為認購人）

(iii) 薛女士（作為擔保人）

員工發行

根據員工認購協議，金貓銀貓同意配發及發行而Ascend Delight同意認購員工股份

（即 84,287,040股新股份），相當於金貓銀貓現有已發行股本 8%及經發行擴大的已

發行股本約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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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股份將於所有方面與配發及發行員工股份日期當時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代價

員工股份認購價為每股 0.85港元，乃經參考股份於員工認購協議日期在聯交所所報

收市價釐定，且等同該收市價。員工發行總代價為 71,643,984港元。預期金貓銀貓

將撥付員工股份的認購。

先決條件

員工發行須待下列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告完成：

(a) 所有使員工發行生效之決議案均根據上市規則及收購守則獲獨立股東於股東特

別大會上通過，包括但不限於批准 (i)簽立、交付及履行員工認購協議及其項下

擬進行的交易；(ii)就員工發行授予特別授權；及 (iii)清洗豁免；

(b) 執行人員授予清洗豁免，清洗豁免隨附的所有必要條件（如有）獲達成，以及清

洗豁免並無被撤回；及

(c)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員工股份上市及許可其買賣，及有關批准及許可於員工

股份在聯交所主板開始買賣前並無被撤回；

員工發行完成與策略投資者發行完成並非互為條件。

完成

員工發行將不遲於上文「先決條件」分節所載先決條件達成後 5個營業日之日期（或金

貓銀貓與薛女士可能協定的其他日期及時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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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完成日期，金貓銀貓將向Ascend Delight配發及發行員工股份，而Ascend Delight

將使員工股份成為根據員工信託契據設立的信託項下之託管財產的一部分。

終止

員工認購協議可以下列方式終止：

(a) 倘上文「先決條件」分節所載先決條件並無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或金貓銀

貓與薛女士可能協定的較後日期前達成；或

(b) 由金貓銀貓、Ascend Delight及薛女士於彼等相互協定後提出。

禁售期

於員工禁售期內，即於員工股份發行日期起六個月內，(i)Ascend Delight不得出售

員工股份，或訂立任何協議以出售員工股份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就員工股份設置任何

購股權、權利、權益或產權負擔；及 (ii)薛女士須促使Ascend Delight遵從以上限

制，及須忽略任何新計劃參與者有關出售彼在員工信託契據項下享有的部分員工股

份的指示。

員工信託契據

日期

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i) Ascend Delight（作為委託人）

(ii) 薛女士（作為受託人）

(iii) 金貓銀貓

受益人

根據員工信託契據設立的信託項下受益人為新計劃參與者，即 40名金貓銀貓現時員

工，彼等概非現有股東、金貓銀貓董事、中國白銀董事或現有計劃參與者。薛女士

並非新計劃參與者、金貓銀貓董事或中國白銀董事，亦非金貓銀貓或中國白銀任何

附屬公司的董事。

1st Proof 06/05/2019 10:31 p.m.

190308-01a-M (CS Mall - Joint Announcement) p.6 Typeset05 06-05-2019 22:29 OUTPUT: 06-05-2019 22:31:08

\\ptdc01\Production\JobFolder\AD\190308-01a-M (CS Mall - Joint Announcement)\190308-01a (c).indd



– 7 –

40名新計劃參與者各自享有的員工股份佔比已經確定，並且載於員工信託契據。此

外，員工信託契據項下信託受益人僅限於 40名新計劃參與者。因此，新計劃參與者

為員工股份的實益擁有人，且並無員工股份一經發行即任何新計劃參與者會將員工

股份沒收的機制。因此，預期薛女士將不會持有任何多出的未分配股份。

受託人權力

薛女士將專門為全體新計劃參與者持有相關股份及其他現金與非現金收入，並將僅

按照由個別新計劃參與者作出或代表個別新計劃參與者作出的指示，出售該新計劃

參與者的股份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任何該等股份或該新計劃參與者獲賦予的任何權利。

受限於上文「員工認購協議－禁售期」一節所載述禁售限制：

(a) 倘個別新計劃參與者擬直接或通過其代名人持有應得股份，其須通知薛女士，

且隨後薛女士須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按指示向該新計劃參與者轉讓該等股

份；及

(b) 倘個別新計劃參與者欲將其應得股份套現，其須通知薛女士，且隨後薛女士須

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出售新計劃參與者指示薛女士出售的有關數目的股

份，並向該新計劃參與者或按指示向任何其他人士支付出售所得款項淨額。

認購股份的撥付

股份的認購或收購將由金貓銀貓撥付。尤其是，根據員工認購協議進行的員工股份

認購將由金貓銀貓撥付。

就股份投票

在Ascend Delight作為登記股東持有員工股份，且薛女士以信託方式代新計劃參與

者持有有關員工股份的情況下，薛女士擁有行使其以信託方式代新計劃參與者持有

之有關員工股份所附帶投票權的絕對酌情權。薛女士已同意在Ascend Delight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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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股東持有員工股份，而彼以信託方式代新計劃參與者持有有關員工股份的情況

下，彼將同意投票安排，據此，彼將按照與中國白銀相同的方式行使新員工股份所

附帶投票權。

除上述者外，概無其他情況下薛女士被限制行使Ascend Delight作為登記股東以信

託方式代新計劃參與者持有之員工股份所附帶投票權。

在員工禁售期屆滿後，倘任何新計劃參與者指示薛女士及Ascend Delight：(i)彼

有意直接或透過其代名人持有其有權獲授股份，而薛女士及Ascend Delight根據有

關指示行事，並將有關股份轉讓予有關新計劃參與者；或 (ii)將其有權獲授股份套

現，而薛女士及Ascend Delight按新計劃參與者所指示出售該等數目的股份，則薛

女士將不再可指示行使該等股份所附帶投票權。

中國白銀知悉上述股份轉讓或出售，可能在員工禁售期屆滿後發生並影響中國白銀

繼續將金貓銀貓入賬列作其附屬公司（詳見下文「發行的上市規則涵義及財務影響－

中國白銀－繼續將金貓銀貓入賬列作中國白銀之附屬公司」一節）。中國白銀將密切

監察有關情況，並在必要時與其申報會計師討論，及根據相關法律、規則及規例刊

發相關公告及披露。

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

日期

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i) 金貓銀貓（作為發行人）

(ii) 姚先生（作為認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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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投資者發行

根據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金貓銀貓同意配發及發行而姚先生同意認購策略投資者

股份（即 100,000,000股新股份），相當於金貓銀貓現有已發行股本約 9.49%及經發行

擴大的已發行股本約 8.08%。

策略投資者股份將於所有方面與配發及發行策略投資者股份日期當時已發行股份享

有同等地位。

代價

策略投資者股份認購價為每股 1.50港元，較股份於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日期在聯交

所所報收市價每股 0.85港元有溢價約 76.47%。姚先生應付的策略投資者發行總代價

為 150,000,000港元。

認購價乃金貓銀貓與姚先生考慮（其中包括）下列因素後，經公平磋商釐定：(i)股份

的現時及自全球發售以來的過往市價；(ii)金貓銀貓的過往財務表現；(iii)金貓銀貓

的業務前景；(iv)中國珠寶批發及零售業的現行市況；及 (v)如下文「進行發行的原

因及所得款項用途－策略投資者發行」一節所闡釋，金貓銀貓與姚先生及╱或金大

福的潛在戰略合作。

先決條件

策略投資者發行須待下列先決條件達成（或僅就 (d)段而言，獲金猫銀猫豁免）後，

方告完成：

(a) 所有使策略投資者發行生效之決議案均根據上市規則及收購守則獲獨立股東於

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包括但不限於批准 (i)簽立、交付及履行策略投資者認購

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ii)就策略投資者發行授予特別授權；及 (iii)清洗

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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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執行人員授予清洗豁免，清洗豁免隨附的所有必要條件（如有）獲達成，以及清

洗豁免並無被撤回；

(c)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策略投資者股份上市及許可其買賣，及有關批准及許可

於策略投資者股份在聯交所主板開始買賣前並無被撤回；

(d) 姚先生在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項下所作聲明、保證、承諾、確認及承認於策略

投資者認購協議日期及策略投資者發行完成日期均為真實及準確且無誤導成

份，及姚先生並無違反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及

(e) 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並無被香港、開曼群島或金貓銀貓適用的

任何其他司法權區的任何法律或法規或其詮釋禁止。

策略投資者發行完成與員工發行完成並非互為條件。

完成

策略投資者發行將不遲於上文「先決條件」分節所載先決條件達成（或如適用，獲豁

免）後 60個營業日之日期（或金貓銀貓與姚先生可能協定的其他日期及時間）完成。

金貓銀貓及姚先生同意策略投資者發行可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分期完

成。

於各完成之分期，姚先生將向金貓銀貓表示其將於該期支付的代價。姚先生將向金

貓銀貓指定的銀行賬目支付有關代價，而金貓銀貓將根據姚先生已付代價配發及發

行相應數目之股份。

1st Proof 06/05/2019 10:31 p.m.

190308-01a-M (CS Mall - Joint Announcement) p.10 Typeset05 06-05-2019 22:29 OUTPUT: 06-05-2019 22:31:08

\\ptdc01\Production\JobFolder\AD\190308-01a-M (CS Mall - Joint Announcement)\190308-01a (c).indd



– 11 –

終止

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可以下列方式終止：

(a) 倘上文「先決條件」分節所載先決條件並無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或金貓銀

貓與姚先生可能協定的較後日期前達成（或如適用，獲豁免）；

(b) 倘姚先生嚴重違反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或姚先生在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項下所

作任何聲明、保證或承諾於任何方面屬失實或不準確，則由金貓銀貓提出；或

(c) 由金貓銀貓與姚先生於彼等相互協定後提出。

禁售期

於策略投資者股份發行日期起六個月內，姚先生不得出售策略投資者股份，或訂立

任何協議以出售策略投資者股份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就策略投資者股份設置任何購股

權、權利、權益或產權負擔。

進行發行的原因及所得款項用途

員工發行及新員工持股計劃

金貓銀貓於二零一八年進行的全球發售及在聯交所上市乃金貓銀貓及其員工的一個

里程碑。金貓銀貓董事相信，於二零一六年首次採納的現有員工持股計劃就激勵員

工對金貓銀貓過往數年的成功（包括全球發售成功）作出貢獻而言屬不可或缺。

金貓銀貓管理層相信，有關利益延伸至金貓銀貓其他員工實屬重要，以示其感激員

工耕耘，同時提供必要激勵，讓其利益與金貓銀貓者掛鈎。因此，新員工持股計劃

預計將使新計劃參與者利益更貼近金貓銀貓及現有計劃參與者的利益，鼓勵彼等為

金貓銀貓再創高峰，並且提升金貓銀貓員工的合作關係及情誼。鑒於該等預期效

果，金貓銀貓董事相信，員工發行在激勵及保留人才方面帶來的裨益，將超出下文

「發行的上市規則涵義及財務影響－金貓銀貓－員工發行的財務影響」一節所述的財

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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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金貓銀貓董事（有待獨立財務顧問給予意見的金貓銀貓獨立非執行董事

除外）認為，員工認購協議及員工信託契據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員工發行符合股

東整體利益。

此外，基於中國白銀繼續將金貓銀貓入賬列作其附屬公司（如下文「上市規則涵義及

發行之財務影響－中國白銀－繼續將金貓銀貓入賬列作中國白銀之附屬公司」一節

所詳述），以及其成為中國領先全產業白銀及貴金屬綜合企業的願景，中國白銀董

事亦認為，員工認購協議及員工信託契據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員工發行符合中國

白銀股東整體利益。

策略投資者發行

姚先生為金大福的創辦人兼董事長，該公司為金貓銀貓的業務夥伴，且向金貓銀貓

採購白銀珠寶產品。除有關商業關係外，姚先生與金貓銀貓概無其他關係。姚先生

與中國白銀、陳主席、薛女士、新員工股份計劃或新計劃參與者概無任何關係。有

關姚先生及金大福的進一步資料載於下文「發行訂約各方的資料－姚先生」一節。

為推動金貓銀貓線上線下一體化新零售平台的快速發展，金貓銀貓董事相信，引入

姚先生作為策略股東將會推動金大福與金貓銀貓的全面戰略合作。建基於金貓銀貓

強大的線上線下一體化新零售平台，金貓銀貓董事希望以金大福強勁的線下銷售網

絡及充裕的行內資源，助力金貓銀貓整合金銀珠寶領域行業資源，同時加強金貓銀

貓線下服務網絡的佈局。金貓銀貓與姚先生及╱或金大福的戰略合作預期將相輔相

成及締造重大協同效益。

金貓銀貓擬動用自策略投資者發行所得款項淨額（扣除相關開支後）（即約 149百萬港

元，相當於淨發行價每股約 1.49港元），進一步發展其線下銷售及服務網絡，從而

進一步擴展及優化其線上線下一體化零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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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金貓銀貓董事（有待獨立財務顧問給予意見的金貓銀貓獨立非執行董事

除外）認為，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策略投資者發行符合股東

整體利益。

此外，基於中國白銀繼續將金貓銀貓入賬列作其附屬公司（如下文「上市規則涵義及

發行之財務影響－中國白銀－繼續將金貓銀貓入賬列作中國白銀之附屬公司」一節

所詳述），以及其成為中國領先全產業白銀及貴金屬綜合企業的願景，中國白銀董

事亦認為，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策略投資者發行符合中國白

銀股東整體利益。

對金貓銀貓股權架構的影響

基於下文「發行的上市規則涵義及財務影響－中國白銀－繼續將金貓銀貓入賬列作

中國白銀之附屬公司」一節所載的原因，預期員工發行完成將不遲於策略投資者發

行完成。為作說明，下表載列 (i)於本聯合公告日期；(ii)緊隨員工發行完成後但於

策略投資者發行完成前；及 (iii)緊隨員工發行及策略投資者發行完成後，金貓銀貓

的股權架構，於各情況下均假設並無其他股份將在期間發行或被購回：

(i)於本聯合公告日期
(ii)緊隨員工發行完成後但
於策略投資者發行完成前

(iii)緊隨員工發行及
策略投資者發行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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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東
 中國白銀 500,000,033 47.46% 500,000,033 43.94% 500,000,033 40.39%

中國白銀董事
 陳主席 (1)，部分以其
  本身名義及部分透過
  Rich Union Enterprises 

  Limited(2) 10,479,536 0.99% 10,479,536 0.92% 10,479,536 0.85%

新員工持股計劃的受託人
 薛女士，透過
  Ascend Delight(3)

  （為 40名新計劃
  參與者利益持有股份） — — 84,287,040 7.41% 84,287,040 6.81%

      
一致行動集團小計 510,479,569 48.45% 594,766,609 52.27% 594,766,609 4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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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於本聯合公告日期
(ii)緊隨員工發行後但於
策略投資者發行完成前

(iii)緊隨員工發行及
策略投資者發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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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貓銀貓董事
 陳和先生 (1)，透過
  Silver Apex Holdings 

  Limited(3) 21,250,000 2.02% 21,250,000 1.87% 21,250,000 1.72%

 錢鵬程先生，透過
  Treasure Delight 

  International Limited(3) 14,500,000 1.38% 14,500,000 1.27% 14,500,000 1.17%

 張金鵬先生，透過
  Diamond Port 

  Holdings Limited(3) 12,500,000 1.19% 12,500,000 1.10% 12,500,000 1.01%

現有員工持股計劃 (4)

 的受託人
 林挺先生，透過
  Blaze Loop Limited(3)

  （為其本身
  利益持有股份） 14,500,000 1.38% 14,500,000 1.27% 14,500,000 1.17%

 林挺先生，透過
  Blaze Loop Limited(3)

  （為其他 57名現有計劃
  參與者持有股份） 151,525,000 14.38% 151,525,000 13.32% 151,525,000 12.24%

策略投資者
 姚先生 — — — — 100,000,000 8.08%

其他
 其他公眾股東 328,833,431 31.21% 328,833,431 28.90% 328,833,431 26.56%

      
543,108,431 51.55% 543,108,431 47.73% 643,108,431 51.95%

      
總計 1,053,588,000 100% 1,137,875,040 100% 1,237,875,040 100%

      

附註：

(1) 陳和先生為陳主席的侄子。

(2) 陳主席擁有的 10,479,536股股份中，17,500股股份以彼本身名義持有，及 10,462,036股股份透
過其全資擁有之投資控股公司Rich Union Enterprises Limited持有。

(3) 該等公司各自為相關個別人士的全資擁有投資控股公司。

(4) 誠如招股章程第 88頁所載，林挺先生作為受託人，將向各名現有計劃參與者就行使其所享有股
份權益附帶之投票權尋求不可撤回指示，且將遵照有關指示行事；惟倘若林挺先生於任何書面
訂明的最後限期前並無接獲現有計劃參與者的指示，則林挺先生將就該名現有計劃參與者之股
份權益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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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的上市規則涵義及財務影響

中國白銀

就其部分金貓銀貓權益的視作出售事項

緊隨發行完成後，中國白銀於金貓銀貓的持股百分比將由約 47.46%攤薄至約

40.39%，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9條構成中國白銀於金貓銀貓的部分權益的視作出售

事項。如下文「繼續將金貓銀貓入賬列作中國白銀之附屬公司」分節所闡釋，金貓銀

貓發行完成後仍將入賬列作中國白銀附屬公司。因此，適用百分比率將根據上市規

則第 14.30條按中國白銀的金貓銀貓權益縮減約 7.07%為基礎計算。

由於最少一個適用百分比率為 5%或以上但全部適用百分比率少於 25%，故此視作

出售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構成中國白銀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

定。

繼續將金貓銀貓入賬列作中國白銀之附屬公司

茲提述中國白銀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所刊發中國白銀二零一八年中期報告

第 62頁所載中國白銀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

註 14，以及中國白銀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刊發的二零一八年年報中第 141

至 142頁所載中國白銀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2(iv)，中國白銀的申報會計師於上述附註表示，於全球發售後中國白銀並無失去

對金貓銀貓的控制權。

發行完成後，一致行動集團將共同控制金貓銀貓約 48.05%投票權。在員工發行完成

不遲於策略投資者發行完成的情況下，一致行動集團在任何時間點所控制的金貓銀

貓投票權百分比均不會低於約 48.05%。根據上文「員工信託契據－就股份投票」一節

所述的安排，中國白銀管理層與其申報會計師討論後確認，中國白銀於發行完成後

可繼續將金貓銀貓視作其附屬公司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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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作出售事項的財務影響

由於金貓銀貓仍將為中國白銀的附屬公司，故此金貓銀貓的財務業績、資產、負債

及現金流將繼續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合併計入中國白銀的綜合財務報表。由於視

作出售事項將不會導致中國白銀失去對金貓銀貓的控制權，視作出售事項將按股權

交易入賬，本身將不會導致於中國白銀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確認任何收益或

虧損，惟下文「金貓銀貓－員工發行的財務影響」分節所述影響（預期亦會影響中國

白銀）者除外。

金貓銀貓

根據特別授權發行新股份

發行將根據特別授權進行，因此須待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方告作

實。

金貓銀貓於緊接本聯合公告日期前過去十二個月並無進行任何股本籌資活動。

金貓銀貓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前六個月並無回購任何股份。

金貓銀貓將向聯交所就批准策略投資者股份及員工股份上市及買賣作出申請。

員工發行的財務影響

如上文「員工認購協議－代價」一節所述，預期金貓銀貓將撥付員工股份的認購。基

於新計劃參與者各自享有的員工股份佔比已經確定，預期員工股份的公允價值（經

參考（其中包括）股份市場價格及員工禁售期）將由金貓銀貓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前

後入賬為「以股份為基礎的支付開支」，其假設員工發行的所有必要決議案均於股東

特別大會上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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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守則涵義及申請清洗豁免

申請清洗豁免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中國白銀及陳主席合共持有 510,479,569股股份，佔金貓銀貓已

發行股本總數約 48.45%。

由於投票安排，薛女士、中國白銀及陳主席將成為一致行動人士，而緊隨員工發行

後，一致行動集團將持有金貓銀貓全部已發行股本中約 52.27%權益。因此，員工發

行將使彼等於金貓銀貓投票權的共同持股權增加超過 2%。因此，在無清洗豁免的

情況下，一致行動集團將須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承擔向股東作出強制性全面要約收

購所有股份（已由一致行動集團擁有或同意被收購者除外）的責任。一致行動集團將

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的豁免註釋 1就發行而授予清洗豁免向執行人員作出申請。

倘獲執行人員授予，清洗豁免將受股東特別大會上由獨立股東進行投票表決而有關

清洗豁免及發行的決議案須分別獲至少 75%及超過 50%票數批准的條件所限。倘清

洗豁免並無獲執行人員授予或雖獲授予但並無獲獨立股東批准，則即使發行獲獨立

股東批准，一致行動集團及金貓銀貓仍將無意進行發行。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金貓銀貓並不認為發行、清洗豁免及╱或視作出售事項引起任

何有關遵守其他適用規則或規例（包括上市規則）方面之關注。倘發佈本聯合公告後

後出現此關注，金貓銀貓將盡早設法解決有關事宜，務求令相關當局滿意，且無論

如何將於寄發下述「金貓銀貓寄發通函」一節所詳述的通函之前解決有關事宜。金貓

銀貓知悉，倘發行、清洗豁免及╱或視作出售事項不符合其他適用規則及規例之規

定，執行人員可能不會授出清洗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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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金貓銀貓知悉，未經執行人員事先同意，若任何一致行動集團成員於本聯合

公告日期起至發行完成日期止期間內收購或出售金貓銀貓的任何投票權，則清洗豁

免不會獲授予，或如已獲授予則會變為無效。

截至本聯合公告日期，就發行而言：

(a) 除為發行支付的代價外，(i)一致行動集團概無向任何其他股東及╱或任何與其

一致行動人士支付任何形式的其他代價、補償或利益；及 (ii)金貓銀貓及╱或任

何與其一致行動人士概無向任何股東及╱或任何與其一致行動人士支付或將支

付任何形式的其他代價、補償或利益；

(b) 任何股東及╱或任何與其一致行動人士與金貓銀貓或任何與其一致行動人士之

間概無其他諒解、安排、協議或特別交易；及

(c) 任何股東及╱或任何與其一致行動人士與一致行動集團之間概無其他諒解、安

排、協議或特別交易。

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

根據收購守則，獨立董事委員會（由所有金貓銀貓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經已成立，

以就發行、特別授權及清洗豁免是否公平合理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並就投票作出

建議。

委任獨立財務顧問

獨立財務顧問將經獨立董事委員會批准獲委任，以就發行、特別授權及清洗豁免是

否公平合理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並就投票作出建議。金貓銀貓

將於委任獨立財務顧問後刊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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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遵守收購守則之資料

除本聯合公告所披露者外，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並無一致行動集團成員：

(a)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前六個月內（直至並包括本聯合公告日期）取得或訂立任何協

議或安排以獲取金貓銀貓的任何投票權；

(b) 擁有、控制或指示任何股份、未行使購股權、認股權證或可轉換為股份的任何

證券或任何有關股份的衍生工具，或就金貓銀貓的證券訂立任何未行使衍生工

具；

(c) 就中國白銀或金貓銀貓的股份訂有任何安排（不論以選擇權、彌償或其他方

式），且可能對發行及╱或清洗豁免屬重大；

(d) 與金貓銀貓的任何其他有關證券的人士（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 22附註 4）訂立可

能對發行產生重大影響的任何安排；

(e) 有任何已借入或借出的金貓銀貓相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 22附註 4）；

(f) 已訂立任何協議或安排並為當中訂約方，而有關協議或安排與其可能會或可能

不會援引或試圖援引發行的一項先決條件或一項條件的情況有關；及

(g) 收到任何獨立股東就其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批准發行、特別授權

及╱或清洗豁免的決議案作出的任何不可撤回承諾。

金貓銀貓之股東特別大會

金貓銀貓將召開及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及酌情批准發行、特別授

權及清洗豁免。

一致行動集團之成員及其各自的聯繫人，以及參與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員工認購

協議、發行、特別授權及╱或清洗豁免項下擬進行交易或於上述事項存在權益的任

何其他股東，將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准發行、特別授權及清洗豁免的決議案放

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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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貓銀貓寄發通函

金貓銀貓須根據上市規則盡快且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8.2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起計 21日

內向股東寄發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i)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員工認購協議、

發行、特別授權及清洗豁免之進一步詳情；(ii)獨立董事委員會就發行、特別授權及

清洗豁免致獨立股東之推薦建議函件；(iii)獨立財務顧問就發行、特別授權及清洗

豁免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函件；及 (iv)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代表委

任表格。

有關發行訂約各方的資料

薛女士及Ascend Delight

薛女士於二零一三年加入金貓銀貓，現時為金貓銀貓的銷售經理。Ascend Delight

為薛女士全資擁有的投資控股公司。

據金貓銀貓董事及中國白銀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除投

票安排及身為金貓銀貓員工外，薛女士及Ascend Delight各自與金貓銀貓、一致行

動集團及其各自關連人士概無其他關係。

姚先生

姚先生為中國企業家，並為金大福的創辦人兼董事長。彼亦為工蓋有限公司執行董

事，該公司主要從事太陽能發電站項目、電力工程服務以及消費品及配件買賣，其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421）。

金大福於一九九七年創立，總部設於深圳，為中國綜合珠寶企業，專門製造、加

工、批發、零售及進出口黃金、K金、鉑金、鑽石、翡翠及其他珠寶首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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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金貓銀貓董事及中國白銀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姚先

生為獨立於金貓銀貓、一致行動集團及其各自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金貓銀貓及中國白銀

金貓銀貓為中國領先的線上線下一體化互聯網珠寶零售商，從事黃金、白銀及珠寶

產品設計及銷售業務。有關金貓銀貓的最近期財務資料（包括其除稅前及除稅後純

利，以及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請參閱金貓銀貓於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刊發

的二零一八年年報。於本聯合公告日期，金貓銀貓由中國白銀擁有約 47.46%，並入

賬列作中國白銀的附屬公司。

中國白銀為中國領先全產業白銀及貴金屬綜合企業，其有三個業務分部，包括 (i)製

造業務，即製造及銷售銀錠及其他有色金屬；(ii)珠寶新零售業務，即金貓銀貓業

務；及 (iii)白銀交易業務，即提供白銀貿易的專業電子平台及相關服務。

警告

發行須待本聯合公告「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先決條件」及「員工認購協議－先決條

件」各節所載若干先決條件達成（或豁免（倘適用）），尤其須要清洗豁免獲執行人員

授予並獲獨立股東批准。因此，發行未必一定會進行。

務請中國白銀及金貓銀貓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中國白銀及金貓銀貓證券時審

慎行事，如對其狀況及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建議諮詢其專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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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聯合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一致行動」 指 具收購守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適用百分比率」 指 適用於視作出售事項的上市規則第 14.07條所訂定

百分比率

「Ascend Delight」 指 Ascend Delight Holdings Limited，一間於英屬

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薛女士全資擁

有，並為員工認購協議項下的認購人及員工信託

契據的委託人

「聯繫人」 指 具收購守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營業日」 指 香港銀行開放進行一般銀行業務且聯交所開放進

行證券交易的日子（星期六，星期日及香港的公眾

假期除外）

「陳主席」 指 陳萬天先生，為中國白銀主席及一名中國白銀董

事

「中國白銀」 指 中國白銀集團有限公司，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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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或如文義指明，則連同其附屬公

司

「中國白銀董事會」 指 中國白銀董事會

「中國白銀董事」 指 中國白銀董事

「一致行動集團」 指 中國白銀及其一致行動或推斷為一致行動人士，

包括陳主席及薛女士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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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東」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核心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金貓銀貓」 指 金貓銀貓集團有限公司，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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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或如文義指明，則連同其附屬公

司

「金貓銀貓董事會」 指 金貓銀貓董事會

「金貓銀貓董事」 指 金貓銀貓董事

「金貓銀貓獨立 指 金貓銀貓獨立非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視作出售事項」 指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9條的規定，發行被視作就部

分中國白銀於金貓銀貓權益的視作出售事項，有

關詳情載於本聯合公告「發行的上市規則涵義及財

務影響－中國白銀－就其部分金貓銀貓權益的視

作出售事項」一節

「股東特別大會」 指 金貓銀貓將予召開及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以供

獨立股東考慮並酌情批准發行、特別授權及清洗

豁免

「員工發行」 指 根據員工認購協議發行員工股份

「員工禁售期」 指 本聯合公告中「員工認購協議－禁售期」一節所述

六個月禁售期

「員工股份」 指 根據員工發行將予發行的 84,287,040股新股份，

或如文義指明，則指其中一股或以上有關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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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認購協議」 指 金貓銀貓（作為發行人）、Ascend Delight（作為認

購人）與薛女士（作為擔保人）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九年五月六日的認購協議，有關詳情載於本聯

合公告「員工認購協議」一節

「員工信託契據」 指 Ascend Delight（作為委託人）、薛女士（作為受託

人）與金貓銀貓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

的信託契據，有關詳情載於本聯合公告「員工信託

契據」一節

「執行人員」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企業融資部執行

董事或其任何授權代表

「現有員工持股計劃」 指 金貓銀貓最初於二零一六年採納的現有員工持股

計劃，即招股章程中所指的「員工持股計劃」

「現有計劃參與者」 指 現有員工持股計劃參與者，為金貓銀貓的 58名現

職或前員工

「全球發售」 指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日完成全球發售新股份，

有關詳情於招股章程中披露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由全體金貓銀貓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董事會獨

立委員會，以就發行、特別授權及清洗豁免向獨

立股東作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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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財務顧問」 指 經獨立董事委員會批准而將予委任的獨立財務顧

問，並就發行、特別授權及清洗豁免向獨立董事

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作出建議

「獨立股東」 指 就各項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的決議案的適用

股東，且並非一致行動集團的成員公司或彼等各

自的聯繫人，或並無參與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

員工認購協議、發行、特別授權及╱或清洗豁免

項下擬進行交易或於其中擁有權益（僅為股東者除

外），且根據上市規則及╱或收購守則毋須放棄投

票，因此准許就批准發行、特別授權及╱或清洗

豁免的決議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

「發行」 指 策略投資者發行及員工發行的統稱

「金大福」 指 金大福珠寶有限公司，為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而姚先生為該公司創辦人兼董事長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姚先生」 指 姚潤雄先生，為中國國民，並為策略投資者認購

協議的認購人

「薛女士」 指 薛美琪女士，為中國國民，並為員工認購協議的

擔保人及員工信託契據的受託人

「新員工持股計劃」 指 通過進行員工發行及根據員工信託契據設立信託

所採納的員工持股計劃

1st Proof 06/05/2019 10:31 p.m.

190308-01a-M (CS Mall - Joint Announcement) p.25 Typeset05 06-05-2019 22:29 OUTPUT: 06-05-2019 22:31:08

\\ptdc01\Production\JobFolder\AD\190308-01a-M (CS Mall - Joint Announcement)\190308-01a (c).indd



– 26 –

「新計劃參與者」 指 新員工持股計劃參與者，即金貓銀貓的 40名現職

員工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聯合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招股章程」 指 金貓銀貓就全球發售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二

月二十八日的招股章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金貓銀貓股本中每股面值 0.0001美元的普通股

「特別授權」 指 有關配發及發行策略投資者股份及員工股份的特

別授權，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由獨立股東授予金

貓銀貓董事會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策略投資者發行」 指 根據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發行策略投資者股份

「策略投資者股份」 指 根據策略投資者發行將予發行的 100,000,000股新

股份，或如文義指明，則指其中一股或以上有關

股份

「策略投資者認購 指 金貓銀貓（作為發行人）與姚先生（作為認購人）

 協議」   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的認購協議，

有關詳情載於本聯合公告「策略投資者認購協議」

一節

「附屬公司」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收購守則」 指 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

「美元」 指 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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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安排」 指 薛女士同意，根據員工信託契據，在Ascend 

Delight仍為僱員股份的登記股東的情況下，彼將

按照與中國白銀相同的方式行使員工股份所附帶

投票權

「清洗豁免」 指 執行人員根據收購守則規則 26的豁免註釋 1豁免

一致行動集團因發行而須就所有股份（已由一致行

動集團擁有或同意被收購者除外）向股東作出強制

性全面要約的責任

「%」 指 百分比

承中國白銀董事會命 承金貓銀貓董事會命

中國白銀集團有限公司 金貓銀貓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主席

陳萬天 陳和

香港，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中國白銀執行董事為陳萬天先生、宋國生先生及陳國裕先生；及中國白銀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宋鴻兵先生、李海濤博士及曾一龍博士。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金貓銀貓執行董事為陳和先生、張金鵬先生及錢鵬程先生；及金貓銀貓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府磊先生、Hu Qilin先生及張祖輝先生。

中國白銀董事就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其所知，本聯合公告所表達的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始行作出，且本聯合公告並無遺漏任

何其他事實，致使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聲明有誤導成份。

金貓銀貓董事就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有關中國白銀的除外）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

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本聯合公告所表達的意見（有關中國白銀所表達的除外）乃

經審慎周詳考慮始行作出，且本聯合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聲明有

誤導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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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专业投资者身份通知 

甲部—如贵方为机构专业投资者：  

1 .  贵方符合证券及期货条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条「专业投资者」定义中

第 ( a )至 ( i )段及任何附属法例描述的类别，因此符合专业投资者的身份

（「机构专业投资者」）。若贵方所提供之任何信息不再真实准确及

完备，贵方应立即通知我们。  

2 .  由于贵方为机构专业投资者，《证监会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

（「守则」）及其他香港法规的特定规定并不适用（或可获豁免或另

行同意）。尽管我们在向贵方提供服务时可能会作出部分或全部下列

事宜，但我们并无有关监管责任：  

2 . 1  有关客户的资料  

( i )  证实贵方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及投资目标，但我们在提

供企业融资意见时除外；  

( i i )  确保某一投资推介或邀请就贵方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及

投资目标而言适合贵方；  

( i i i )  评估贵方有关衍生产品的知识，并根据贵方对衍生产品的

知识对贵方作出描述；  

2 . 2  客户协定  

( i )  根据守则就将向贵方提供的服务订立书面协议，并向贵方

提供相关风险披露声明；  

2 . 3  向客户提供数信息  

( i )  向贵方披露有关本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之信息；  

( i i )  向贵方提供有关我们的业务或将与贵方联系的雇员及代其

行事的其他人士的身份及受雇状况的信息；  

( i i i )  在交易生效后及时为贵方确认该交易的重要特征；  

( i v )  若贵方希望通过联交所买卖根据「纳斯达克  —  美国证券交

易所试验计划」（「计划」）获准交易的证券，向贵方提

供计划文件；  

( v )  根据守则第 8 .3 A 段的规定披露交易相关信息；  

2 . 4  全权委托账户  

( i )  于为贵方进行交易前向贵方取得书面授权而毋须贵方特别

授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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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解释本附表甲部第 2 . 4 ( i )段所述授权，并每年确认。  

 

3 .  一经签订本协议，贵方谨此向我们陈述并保证，贵方了解其正在交易

的产品和市场并具备充分的专业经验，并知悉正在交易的产品和市场

中存在的风险。  

4 .  一经签订本协议，贵方谨此同意并确认，贵方已阅读和了解同意被视

为专业投资者的结果，并就此获得了解释，且贵方谨此同意被视为专

业投资者。  

5 .  一经签订本协议，贵方谨此同意并确认，我们将不会根据香港证券及

期货（成交单据、户口结单及收据）规则（香港法例第 5 7 1Q 章）向

贵方提供可能要求提供的任何成交单据、户口结单或收据，除非贵方

另行要求。  

乙部—如贵方为符合《证监会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第 15 . 3A 段要求的

法团专业投资者  

1 .  贵方符合证券及期货（专业投资者）规则（香港法例第 5 7 1D 章）第

3 ( a )、 ( c )及 ( d )条（「专业投资者规则」）所述的类别，且符合《证监

会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第 15 .3 A 段要求，因此符合专业投资者

的身份（「法团专业投资者」）。若贵方所提供之任何信息不再真实

准确，贵方应立即通知我们。  

根据专业投资者规则第 3 ( a )、 ( c )及 (d )条，下列人士属于法团专业投

资者：  

( i )  符合以下说明的任何信托法团：担任一项或多于一项信托的信托

人，而在该项或该等信托下获托付的总资产在有关日期不少于

4 0 ,0 00 ,0 00 港元或等值外币，或该总资产值：  

( A )  已载于—  

( I )  就该信托法团；及  

( I I )  在有关日期前 16 个月内，  

拟备的最近期的经审核财务报表内；  

( B )  通过参照—  

( I )  就该项信托或该等信托中任何一项信托；及  

( I I )  在有关日期前 16 个月内，  

拟备的一份或多于一份属最近期的经审核财务报表而获确

定；或  

( C )  通过参照—  

( I )  就该项信托或该等信托中任何一项信托；及  

( I I )  在有关日期前 12 个月内，  

发给该信托法团的一份或多于一份保管人结单而获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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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符合以下说明的任何法团或合伙—  

( A )  拥有的投资组合在有关日期不少于 8 ,0 00 , 0 00 港元或等值

外币；或  

( B )  拥有的总资产在有关日期不少于 40 ,00 0 ,0 00 港元或等值

外币，  

或该投资组合总值或总资产值—  

( C )  通过参照—  

( I )  就该法团或合伙（视乎情况而定）；及  

( I I )  在有关日期前 16 个月内，  

拟备的最近期的经审核财务报表而获确定；或  

( D )  通过参照在有关日期前 1 2 个月内发给该法团或合伙（视

乎情况而定）的一份或多于一份保管人结单而获确定；及  

 

( i i i )  在有关日期的唯一业务是持有投资项目并在有关日期由以下任何

一名或多于一名人士全资拥有的任何法团—  

( A )  符合本附表乙部第 ( i )段描述的信托法团；  

( B )  符合专业投资者规则乙部第 3( b )条描述的个人（不论是单

独或联同其联系人于某联权共有账户）；  

( C )  符合本附表乙部第 ( i i )段描述的法团；  

( D )  符合本附表乙部第 ( i i )段描述的合伙。  

 

2 .  一经签订本协议，贵方谨此同意并确认，贵方已阅读和了解同意被视

为法团专业投资者的风险及结果，并就此获得了解释，且贵方谨此同

意被视为法团专业投资者。贵方了解和同意，尽管我们在向贵方提供

服务时可能会作出部分或全部下列事宜，但我们并无有关监管责任：  

2 . 1  有关客户的资料  

( i )  证实贵方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及投资目标，但我们在提

供企业融资意见时除外；  

( i i )  确保某一投资推介或邀请就贵方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及

投资目标而言适合贵方；  

( i i i )  评估贵方有关衍生产品的知识，并根据贵方对衍生产品的

知识对贵方作出描述；  

2 . 2  客户协定  

( i )  根据守则就将向贵方提供的服务订立书面协议，并向贵方

提供相关风险披露声明；  

2 . 3  向客户提供信息  

( i )  向贵方披露有关本协议项下拟进行的交易之信息；  

( i i )  向贵方提供有关我们的业务或将与贵方联系的雇员及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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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的其他人士的身份及受雇状况的资料；  

( i i i )  在交易生效后及时为贵方确认该交易的重要特征；  

( i v )  若贵方希望通过联交所买卖根据计划获准交易的证券，向

贵方提供计划文件；  

( v )  根据守则第 8 .3 A 段的规定披露交易相关信息；  

2 . 4  全权委托账户   

( i )  于为贵方进行交易前向贵方取得书面授权而毋须贵方特别

授权；及  

( i i )  解释本附表乙部第 2 . 4 ( i )段所述授权，并每年确认。  

 

3 .  贵方有权透过向我们发出书面通知，随时放弃就全部或部分投资产品

和市场而被视为法团专业投资者。  

4 .  一经签订本协议，贵方谨此向我们陈述并保证，贵方了解其正在交易

的产品和市场并具备充分的专业经验，并知悉正在交易的产品和市场

中存在的风险。  

5 .  一经签订本协议，贵方谨此同意并确认，我们将不会根据香港证券及

期货（成交单据、户口结单及收据）规则（香港法例第 5 7 1Q 章）向

贵方提供可能要求提供的任何成交单据、户口结单或收据，除非贵方

另行要求。  

丙部—如贵方为 (a )个人专业投资者；或 (b )不符合《证监会持牌人或注册人

操守准则》第 1 5 . 3A 段要求的法团专业投资者：  

1 .  贵方 ( a )符合专业投资者规则第 3 ( b )条所述的类别（「个人专业投资

者」），或 ( b )为不符合《证监会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第 1 5 . 3 A

段要求的法团专业投资者，因此符合专业投资者的身份。若贵方所提

供之任何信息不再真实准确，贵方应立即通知我们。  

根据专业投资者规则第 3 ( b )条，下列人士属于个人专业投资者：  

( i )  符合以下说明的任何个人：单独或联同其联系人于某联权共有

账户拥有的投资组合在有关日期不少于 8 , 0 0 0 , 0 0 0 港元或等值

外币，或该投资组合总值—  

( A )  已载于由该人的核数师或会计师在有关日期前 1 2 个月内

发出的证明书内；或  

( B )  通过参照在有关日期前 1 2 个月内发给该人（单独或联同

有关联系人）的一份或多于一份保管人结单而获确定。  

2 .  一经签订本协议，贵方谨此同意并确认，贵方已阅读和了解同意被视

为专业投资者的风险及结果，并就此获得了解释，且贵方谨此同意就

所有投资产品和市场而被视为专业投资者。贵方了解和同意，尽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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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向贵方提供服务时可能会作出部分或全部下列事宜，但我们并无

有关监管责任：  

( i )  向贵方提供有关我们的业务或将与贵方联系的雇员及代其行事

的其他人士的身份及受雇状况的资料；  

( i i )  在交易生效后及时为贵方确认该交易的重要特征；及  

( i i i )  若贵方希望通过联交所买卖根据计划获准交易的证券，向贵方

提供计划文件。  

 

3 .  贵方有权透过向我们发出书面通知，随时放弃就全部或部分投资产品

和市场而被视为专业投资者。  

4 .  一经签订本协议，贵方谨此同意并确认，我们将不会根据香港证券及

期货（成交单据、户口结单及收据）规则（香港法例第 5 7 1 Q 章）向

贵方提供可能要求提供的任何成交单据、户口结单或收据，除非贵方

另行要求。  

5 .  倘我们邀请向贵方出售或推荐任何金融产品，该金融产品必须就贵方

的财务状况、投资经验及投资目标而言适合贵方。概无本协议的任何

条文或我们可能要求贵方签署的任何其他文件及我们可能要求贵方作

出的任何声明违背本附表丙部第 5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