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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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或任
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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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MIUM LAND LIMITED
上海策略置地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64）

須予披露交易
建議收購一間中國公司股權

及
恢復買賣

董事會欣然公布，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買方（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就
有關建議收購目標公司80%股權訂立收購協議。目標公司主要在中國山東省從
事利用先進伽瑪射線技術為食品進行低溫殺菌及為醫藥產品消毒。

於完成建議收購時，買方將擁有目標公司80%股權。

建議收購構成上市規則第14.06(2)條所述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暫停及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在聯交
所買賣，以待發表本公布。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四日上
午九時三十分恢復股份於聯交所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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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公布，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買方（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就有
關建議以總代價人民幣44,000,000元收購目標公司80%股權訂立收購協議。目標公
司主要在中國山東省從事利用先進伽瑪射線技術為食品進行低溫殺菌及為醫藥產
品消毒。

於建議收購完成，買方將擁有目標公司80%股權，故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非全
資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訂立之收購協議
訂約雙方
(a) 買方；及
(b) 賣方。

就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所悉及確信，賣方（獨立第三方）乃目標公
司唯一擁有人及總經理。

代價及付款條款
根據收購協議，買方同意向賣方收購於目標公司之60.714%股權，代價為相當於
人民幣17,000,000元之港元（「股權轉讓代價」），並藉向目標公司支付相當於人民
幣27,000,000元之港元現金（「增資代價」）認購目標公司新增之註冊資本（人民幣
1,928,600元，即目標公司註冊資本由人民幣2,000,000元增至人民幣3,928,000元之
增幅），以增持於目標公司之股權。於完成時，買方將擁有目標公司80%股權，而
賣方將繼續持有20%股權。

建議收購代價將由買方以下列方式支付：－

(i) 在中國有關外國投資審批機構批准及收購協議、股東協議及組織章程生效後，
以及目標公司獲發批准文件及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十個營業日，並在中國
有關當局向目標公司發出新營業執照之前，買方將向目標公司支付相當於人
民幣5,400,000元之港元，即增資代價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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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完成日期後十五個營業日內，買方將支付：

(a) 相當於人民幣17,000,000元之港元（即全部股權轉讓代價）予賣方；及

(b) 相當於人民幣21,600,000元之港元（即增資代價80%餘額）予目標公司。

建議收購總代價（包括股權轉讓代價及增資代價）為人民幣44,000,000元乃經訂約
各方公平磋商，並經考慮（其中包括）目標公司經已獲中國環境保護部發給執照許
可使用先進伽瑪射線技術、以及目標公司在中國最大食品製造及出口中心山東省
之前景後，始行釐定。代價將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

條件及完成
完成需待下列條件獲滿足或獲買方豁免後，方可作實：－

(1) 賣方及買方根據收購協議條款訂立有關法律文件；

(2) 收購協議、組織章程及╱或其他相關法律文件已獲得有關審批機構，包括（但
不限於）中國商務部或其授權地方機構批准收購協議及組織章程，並向目標
公司頒發批准文件及外商投資企業批准證書的批准；

(3) 任何監管機構概無實施任何限制、禁制、禁令、使之作廢或另行阻撓建議收
購之行為或程序；

(4) 目標公司通過股東及╱或董事會決議案，同意根據收購協議進行建議收購及
批准組織章程；

(5) 買方取得其董事會批准，並根據其組織章程及註冊所在司法權區法律及法規
履行收購協議所述完成建議收購之必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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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司註冊機構向目標公司發給新營業執照；

(7) 買方根據組織章程相關條文提名出任目標公司董事之被提名人士獲目標公司
正式委任為董事，而買方根據組織章程相關條文提名出任目標公司高級管理
人員之被提名人士獲目標公司正式委任；

(8) 直至完成日期前，訂約雙方於收購協議各自作出之每一項聲明、保證及承諾
在各方面均維持真實及準確，其效果猶如該等聲明、保證及承諾乃於及直至
完成日期作出；

(9) 買方完成對目標公司財務及法律方面之盡職審查並信納其結果；及

(10) 直至完成日期及以前，訂約雙方在各方面均履行及遵守收購協議規定全部各
自之責任。

完成日期將為上述完成所須條件獲履行或獲買方以書面形式全部或部份豁免，收
購協議之完成將被視作於完成日期完成，屆時買方及賣方將分別合法及實益擁有
目標公司80%及20%股權，而目標公司將轉為中國法律變更為中外合資企業。

現時預期建議收購將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完成。倘若完成無法於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訂約雙方可能同意之其他日期）前完成而訂約雙方
未有達成延期協議，則收購協議將失效。買方就有關建議收購經已向買方及╱或
目標公司支付之任何款項（如有），須全數退回買方。

其他條款
訂約雙方同意建議股權轉讓及建議資本投資將被當作建議收購綜合處理，並須同
時完成，彼此不能分割。

收購協議將於訂約雙方簽立協議及有關中國當局批准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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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標公司現時乃由一名中國公民全資擁有之中國內資公司，目標公司須變更
為由買方以股權擁有人身份擁有之中外合資企業。因此，訂約雙方亦須就目標公
司根據收購協議條款變更為中外合資企業時之安排及運作訂立股東協議及組織章
程。股東協議及組織章程之內容須與收購協議之條款及條件保持一致。

於完成時，買方及賣方將各自擁有目標公司80%及20%股權。根據股東協議，買方
將有權按其於目標公司之持股比例提名及委任目標公司董事會成員。因此，本集
團將有權以控股股東身份對目標公司董事會行使權利。現時預期賣方將維持於目
標公司之總經理職務。

目標公司之資料
目標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在中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目前由賣方全資擁有。
於本公布日期及增資前，目標公司已繳足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000,000元。

目標公司主要在中國山東省從事利用先進伽瑪射線技術為食品進行低溫殺菌及為
醫藥產品消毒。

‧ 食品低溫殺菌（又稱「冷消毒」）乃滅蟲、延長貨架期、抑制發芽、害蟲控制及
消毒程序，而有關技術並不涉及將產品置於高溫。此技術能有效殺滅大部份
一般食源性微生物，如沙門氏菌、李斯特菌等，同時能保持食品味道與新鮮，
並無任何化學殘留物。

‧ 消毒醫藥產品，通常用於一次性醫藥產品及醫藥包裝物料。利用伽瑪射線程
序消毒產品無須解裝，從而避免重新包裝可能引致之污染。

目標公司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取得中國環境保護部發給之安全許可証，目標公
司獲批准並合資格利用先進伽瑪射線技術從事食品低溫殺菌及為醫藥產品進行
消毒。於二零零七年初至二零零九年初期間，目標公司完成設立初步設計產能為
2,000,000居里之設施。有關設施經已完成設置並於二零零九年初運作，主要服務
涵蓋食品低溫殺菌及中藥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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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之設施位於山東省淄博市主要地區。淄博市位於所有其他主要城市中心。
目前有三條主要高速公路國道309、國道205及濟青高速公路貫穿淄博市，連接青
島、濟南及濰坊。目標公司距離青島國際機場及青島碼頭分別只有210公里及260

公里，具備優良運輸網絡。

有關設施可處理之食品種類包括（但不限於）寵物飼料、調味料、佐料、家禽、脫
水疏菜、急凍海產、肉類等。此外，有關設施亦可為醫藥及保健產品等醫藥產品、
中藥及注射器及醫藥用白海棉等可拋棄醫藥器材消毒。

由於目標公司有關設施經已完成設置，並已於二零零九年運作，有關設置成本已
在開始運作前撥充資本，根據目標公司按照中國會計標準編製截至二零零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之經審核賬目，目
標公司稅前稅後均無溢利或虧損，而目標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
審核資產淨值為人民幣2,000,000元（相當於約2,270,148港元），相當於目標公司註
冊資本額。

目標公司有關設施位於一幅面積25,121平方米之自置工業用地。該地及其上所建
樓宇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之估值經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估計約為人民幣
14,500,000元。有關土地及樓宇已作為一筆短期銀行貸款人民幣8,000,000元之抵押
品。

進行建議收購之理由及好處
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發展及銷售、建築材料貿易及提供裝修服務，以及證券買賣
及投資。誠如本公司二零零九年年報之管理層討論及分析所述，本公司將繼續物
色及尋求發展潛力優厚、高回報及高收益的有潛質項目。

基於近年食品安全及衛生問題，中國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作為先
鋒政策，採納更嚴謹之食品安全標準及推動改善食品安全之先進科技。有權威研
究指出，採用先進伽瑪射線技術進行低溫殺菌，比傳統保存食品方法有更多優點。
董事會認為食品安全業潛力優厚，特別是採用先進伽瑪射線技術進行食品低溫殺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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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隨著未來數年人口老化問題加劇，加上中國政府頒布「2009-2011年深化醫
藥衛生體制改革實施方案」，醫藥產品及設備將有大幅需求。採用先進伽瑪射線
技術消毒醫藥產品及設備經已證實成效甚大。董事會亦確信醫藥產品消毒市場擁
有龐大商機。

董事會相信，食品及醫藥安全業務所蘊藏潛力及建議收購將讓本集團捕捉此商機。
山東省作為中國最大食品製造及出口中心，並為醫藥產品及器材主要製造基地，
實乃本公司展開此項前路光明業務的理想地點。董事會認為，建議收購目標公司
控股股權，而有關設施位於山東省主要城市淄博市，為本集團締造良機。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收購事項之條款屬一般商業條款，公平合理並符
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含義
由於建議收購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少於25%，建議收購構成上市規則第
14.06(2)條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暫停及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在聯交所
買賣，以待發表本公布。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四日上午九
時三十分恢復股份於聯交所買賣。

釋義
「收購協議」 指 訂約雙方就建議收購而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訂

立之收購協議；

「組織章程」 指 訂約雙方就成立及經營中外合資企業而於二零零九
年九月十一日訂立之組織章程；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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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資」 指 建議將目標公司之註冊資本從人民幣2,000,000

元增加人民幣1,928,600元至人民幣3,928,600元，
就此，買方將透過向目標公司支付相等於人民幣
27,000,000元之港元現金，以悉數認購該等增資金
額；

「完成」 指 當所有建議收購所必須之先決條件獲達成或由買方
以書面同意函豁免時，建議收購之完成，就此，買
方將擁有目標公司80%之股權；

「完成日期」 指 完成之日期；

「本公司」 指 上海策略置地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居里」 指 量度伽瑪源能量之單位，與單位時間內源頭活動有
關；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見上市規則之定
義）之第三方，其本身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見上
市規則之定義）；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訂約雙方」 指 買方及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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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布而言，不包括香港、台
灣及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建議收購」 指 建議股權轉讓及建議資本投資，其將達致買方及賣
方分別持有目標公司80%及20%之股權；

「建議資本投資」 指 由買方就增資作出之認購及付款；

「建議股權轉讓」 指 由賣方向買方轉讓於目標公司之60.714%股權；

「買方」 指 德豐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並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安全許可証」 指 輻射安全許可証，由中國環境保護部頒發，有效期
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協議」 指 訂約雙方就建議成立中外合資企業而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十一日訂立之股東協議；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淄博利源高科輻照技術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於完成建議收購及由中國相關政府部門
批准股東協議及組織章程後轉變為一間中外合資企
業；



10

「賣方」 指 吴健，彼為中國公民及為一名獨立第三方；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上海策略置地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何志豪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一日

於本公布發表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何志豪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馬
國雄先生及鄒小岳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黃海權先生、陳志遠先
生及孔慶文先生。

於本公布內，除另有指明外，以人民幣為單位之金額已按港幣1元兌人民幣0.881
元之匯率換算為港幣。上述匯兌僅供說明用途，並不代表任何金額已按、應按或
可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