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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備性亦無發表聲明，並表明不會就本公

布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順豪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華大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9） （股份代號：201） 

關連交易 關連交易 
 

公 布 

出售該出售資產 
 

董事會欣然宣布(i)華大地產，(ii)賣方(華大地產之全資附屬公司)及(iii)眾買方於二零一

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簽訂該合約出售該出售資產，總作價 175,725,864 港元。 

 

該出售資產包括(a) 該出售傳利股份及(b) 該出售債項。根據該合約，(i)賣方作為實益

擁有人同意出售該出售傳利股份予眾買方，即佔傳利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合共 32%，其中

25%售予第一買方及 7%售予第二買方，總作價合共 144,739,242 港元 (第一買方已付

113,077,533 港元及第二買方已付 31,661,709 港元);及( i i ) 華大地產作為轉讓人同意將

該出售債項出讓及轉讓予眾買方，即傳利欠華大地產之股東貸歀之權益及利益之 32%，

其中第一買方佔 25% 及第二買方佔 7%，總作價為 30,986,622 港元 (第一買方已付

24,208,298 港元及第二買方已付 6,778,324 港元）。 

 

傳利之主要資產包括於該物業之100%權益。 

 

於本公布日期，順豪資源控制順豪科技之總投票權約 52.49%，順豪科技則控制華大地

產之總投票權約 71.09%。華大地產、順豪科技及順豪資源均於聯交所上市。因此，根

據上市規則第 14A.11(1)條，順豪資源為順豪科技及華大地產之控股股東及關連人士，

而順豪科技為華大地產之控股股東及關連人士。 

 

順豪科技為第一買方。第二買方為順豪資源之全資附屬公司，並因此為順豪資源之連

繫人士及順豪科技及華大地產之關連人士。因此，(a)由華大地產及賣方出售該出售資

產予第一買方及第二買方構成華大地產之關連交易及(b)由華大地產及賣方出售該出售

資產予第二買方構成順豪科技之關連交易。就華大地產及順豪科技兩項關連交易而

言，概因有關出售之適用百份比率均少於 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32 條的規定，出

售該出售資產僅須遵守報告及公布之規則，並獲得豁免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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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1(5)條，華大地產（順豪科技及順豪資源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並

非順豪科技及順豪資源之關連人士，這是由於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及確

信，(a)並無順豪科技及順豪資源之關連人士(個別或共同)於華大地產之任何股東大會上

享有可行使(或控制行使)總投票權之 10%或以上；及(b)華大地產並非順豪科技及順豪資

源之關連人士之連繫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由第一買方及第二買方收

購該出售資產並不構成順豪科技及順豪資源兩者之關連交易。另外，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1(5)條，順豪科技(順豪資源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並非順豪資源之關連人士，這是由

於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及確信，(a)並無順豪資源之關連人士(個別或共同)

於順豪科技之任何股東大會上享有可行使(或控制行使)總投票權之 10%或以上；及(b) 

順豪科技並非順豪資源之關連人士之連繫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由第

二買方收購該出售資產並不構成順豪資源之關連交易。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布(i)華大地產，(ii)賣方(華大地產之全資附屬公司)及(iii)眾買方於二零一三年

四月二十六日簽訂該合約出售該出售資產，總作價 175,725,864 港元。 

 

該合約 

 

日期: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訂約各方: ( i ) 賣 方    :   Longham Investment Limited 

   

 ( i i ) 第一買方 :  順豪科技 

   

 ( i i i ) 第二買方 :  Omnico Company Inc. ，為順豪資源之全資附屬公

司 

 

賣方為華大地產之全資附屬公司。 

 

即將出售之資產 

 

根據該合約，( i )賣方作為實益擁有者同意出售傳利股份予眾買方，即佔傳利之全部已發行

股本合共 32%，其中 25%售予第一買方及 7%售予第二買方，總作價 144,739,242 港元 (第

一買方已付 113,077,533 港元及第二買方已付 31,661,709 港元);及( i i)華大地產作為轉讓人

同意將該出售債項出讓及轉讓予眾買方，即傳利欠華大地產之股東貸歀之權益及利益之

32%，其中第一買方佔 25% 及第二買方佔 7%，總作價為 30,986,622 港元 (第一買方已付

24,208,298 港元及第二買方已付 6,778,324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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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利之主要資產包括於該物業之100%權益。 

 

根據傳利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審核財務狀況

表，其資產淨值分別為372,639,604港元及452,310,130港元。傳利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除稅前淨盈利分別為15,117,399港元及

81,161,495港元。傳利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除稅後淨盈利分別為13,946,458港元及79,670,526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傳利欠華大地產之股東貸款總額 96,833,193 港元。該出售

債項總額 30,986,622 港元(包括利息)，佔傳利欠華大地產貸款的 32%。該股東貸款為固定年

息五厘，無抵押、沒有訂明償還期限及接獲通知後須即時償還。 

 

該物業 

 

該物業包括於土地註冊處登記為內地段7579號，內地段617號I段之餘段，內地段617號J段之

餘段，與及內地段617號L段分段1之餘段連同所有在該地段豎立之建築物、房屋、所有附屬

建築物之所有零碎或主要地面，現稱為香港中環雪廠街二十四至三十號，總地盤面積約

3,650平方呎。該物業之樓面面積約54,312平方呎。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物業之帳面值為559,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

一二年，歸屬於該物業之租金收入分別為16,286,568港元及18,202,705港元。現時，每年租金

收入約18,000,000港元，而出租率為100%。根據獨立專業估值師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進行之估值報告，該物業之估值為559,000,000港元。 

 

代價 

 
該出售資產之總代價為 175,725,864 港元，第一買方該付現金 137,285,831 港元及第二買方該

付現金 38,440,033 港元。 

 

第一買方及第二買方已於成交時全數支付代價，成交於簽署該合約時同時進行。 

 

該代價由該合約訂約各方經公平原則磋商並計及香港現時市況、由獨立專業估值師進行之

估值及附近可比較物業之價值而釐定。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出售該出售資產乃按正常商業條款及該合約之條款乃

屬公平及合理，並符合華大地產、順豪科技及其分別股東之整體利益。於本公布當日，鄭

啟文先生(華大地產、順豪科技及順豪資源之執行董事)擁有Trillion Resources Limited 100% 

之權益， Trillion Resources Limited 則控制順豪資源總投票權約50.60%。鑑於所述股權，鄭

啟文先生於華大地產、順豪科技及順豪資源已就出售該出售資產之董事會決議案放棄表決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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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合約之成交 

 

該合約於簽署該合約時同時成交。成交後，傳利的財務業績仍然綜合於華大地產之財務報

表內。 

 

該收購之原因及利益 

 

作為策略性計劃及發展之一部份，華大地產繼續物識合適具規範之物業地產作為收購目標

以發展酒店及服務式住宅。華大地產最近曾就政府在北角書局街之酒店發展項目，以及將

軍澳65C1區之住宅發展項目投標。來自該出售收益計劃用作日後物業收購及皇后大道西338

號之酒店地盤建築成本之融資，並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相信該出售能提供融資渠道作日

後收購而毋須增加華大地產，順豪科技及順豪資源之銀行貸款及負債。除了收購具規範地

盤作項目發展之外，最近華大地產在物業市道暢旺時，以好價錢出售較小型之物業資產亦

是華大地產之策略，例如，華大地產集團以63,000,000港元出售位於屯門之房屋，而該出售

收益亦打算用作日後物業收購。 

 

該出售之財務影響 

 

於成交時，華大地產及賣方已收取現金代價總額175,725,864港元，為該出售扣除開支前之

收益。 

 

該物業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帳面值為559,000,000港元，而該物業之最初成本為

205,780,000港元。 

 

華大地產及賣方於出售該出售資產並無任何盈利或虧損。於綜合帳目後，華大地產及順豪

科技於出售該出售資產並不預計有盈利或虧損。至於順豪資源，由於根據會計政策之抵銷，

並不預計有盈利或虧損顯現於其個別綜合財務報表。 

 

一般資料 

 

華大地產集團主要從事物業投資、物業發展及租賃，投資及酒店經營。 

 

順豪科技集團主要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透過其主要附屬公司華大地產，順豪科技主要從

事物業投資、物業發展及租賃，投資及酒店經營。 

 
順豪資源集團主要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透過其主要附屬公司順豪科技及華大地產，順豪

資源主要從事物業投資、物業發展及租賃，投資及酒店經營。 

 

於本公布日期，順豪資源控制順豪科技之總投票權約 52.49%，順豪科技則控制華大地產之

總投票權約 71.09%。華大地產、順豪科技及順豪資源均於聯交所上市。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第 14A.11(1)條，順豪資源為順豪科技及華大地產之控股股東及關連人士，而順豪科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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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大地產之控股股東及關連人士。 

 

順豪科技為第一買方。第二買方為順豪資源之全資附屬公司，並因此為順豪資源之連繫人

士及順豪科技及華大地產之關連人士。因此，(a)由華大地產及賣方出售該出售資產予第一

買方及第二買方構成華大地產之關連交易及(b)由華大地產及賣方出售該出售資產予第二

買方構成順豪科技之關連交易。就華大地產及順豪科技兩項關連交易而言，概因有關出售

之適用百份比率均少於 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32 條的規定，出售該出售資產僅須遵守

報告及公布之規則，並獲得豁免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1(5)條，華大地產（順豪科技及順豪資源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並非順

豪科技及順豪資源之關連人士，這是由於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及確信，(a)並無

順豪科技及順豪資源之關連人士(個別或共同)於華大地產之任何股東大會上享有可行使(或

控制行使)總投票權之 10%或以上；及(b)華大地產並非順豪科技及順豪資源之關連人士之連

繫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由第一買方及第二買方收購該出售資產並不構成

順豪科技及順豪資源兩者之關連交易。另外，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1(5)條，順豪科技(順豪

資源之非全資附屬公司)並非順豪資源之關連人士，這是由於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

知及確信，(a)並無順豪資源之關連人士(個別或共同)於順豪科技之任何股東大會上享有可

行使(或控制行使)總投票權之 10%或以上；及(b) 順豪科技並非順豪資源之關連人士之連繫

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由第二買方收購該出售資產並不構成順豪資源之關

連交易。 

 
釋義 

 

在本公布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語涵義如下： 
 
「該合約」 指 華大地產、賣方與買方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簽署

之合約 
 

「聯繫人士」 指 根據上市規則下之定義 
 

「董事會」 指 華大地產及順豪科技之董事會 
 

「成交」 指 根據該合約之條款及條件完成買賣該出售傳利股份及出
售債項 
 

「代價」 指 根據該合約買方須就該出售資產支付的總代價 
 

「董事」 指 華大地產及順豪科技之董事 
 

「該出售」 指 由華大地產及賣方出售該出售資產予第一買方及第二買
方 
 

「香港」 指 中國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之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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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大地產」 指 華大地產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華大地產集團」 指 華大地產及其附屬公司 
 

「百分比率」 指 根據上市規則下之定義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在本公布內，不包括香港、澳門特
別行政區及台灣 
 

「該物業」 指 該物業包括於土地註冊處登記為內地段7579號，內地段

617號I段之餘段，內地段617號J段之餘段，與及內地段617

號Ｌ段之分段1之餘段連同所有在該地段豎立之建築物、

房屋、所有附屬建築物之所有零碎或主要地面，現稱為

香港中環雪廠街二十四至三十號 

 
「眾買方」 指 第一買方及第二買方之統稱 

 
「該出售資產」 指 該出售傳利股份及該出售債項 

 
「該出售債項」 指 傳利欠華大地產之現有股東貸款的32%，總額為30,986,622

港元(包括利息)  
  

「該出售傳利股份」 指 傳利每股面值1.00港元之已發行普通股320,000股，佔傳利
全部已發行股本32% 
 

「第二買方」 指 Omnico Company Inc. ，為順豪資源之全資附屬公司 
 

「順豪資源」 指 順豪資源集團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順豪資源集團」 指 順豪資源及其附屬公司 
 

「順豪科技」或 
「第一買方」 

指 順豪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順豪科技集團」 指 順豪科技及其附屬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傳利」 指 傳利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本
公布日期為華大地產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賣方」 指 Longham Investment Limited，一間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華大地產全資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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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順豪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華大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主席 

 

 

鄭啟文 鄭啟文 

 

 

香港，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布日期，順豪科技及華大地產之董事會成員包括二名執行董事，即鄭啟文先生、許永浩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即呂馮美儀女

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郭志燊先生、陳儉輝先生及許堅興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