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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仝仁欣然向全體股東提呈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報告及經審核財務報表。

主要業務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主要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業務刊於第275頁至第278頁。

業務審視
按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附表5指定本集團業務之中肯審視，其中包括本集團於年度內之表現分析、本集團所
面對主要風險及不明朗因素之描述、自2016年財政年度終結後發生並對本集團有影響之重大事項，以及本集團日後
可能出現之業務發展，均載於本年報第4頁至第75頁之「主席報告」、「業務回顧」、「按地區劃分的核心業務分析」、
「按核心業務劃分的分析」、「主要財務資料」、「主要業務指標」及「業務概要」多節內、第82頁至第86頁之「風險因素」
一節內及第271頁之財務報表附註四十四內。有關環境政策及表現之討論，以及本集團與其利益相關人士之主要關係
論述，載於本年報第87頁至第101頁之「環境、社會與管治報告」一節內。有關本集團遵守對其有重大影響之相關法
律及規例之披露，載於本年報第87頁至第101頁之「環境、社會與管治報告」一節內，以及第151頁至第166頁之「企
業管治報告」一節內。

集團溢利
綜合收益表刊於第172頁，該表顯示本集團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溢利。

股息
本公司已於2016年9月22日向股東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0.735元。

董事建議於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向於2017年5月17日（星期三）（即釐定股東享有建議末期股息權利之記錄日期）
在本公司股東名冊內登記之股份持有人，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1.945元。

儲備
年度內本公司及本集團之儲備變動分別詳列於第273頁至第274頁之財務報表附註四十七及第176頁至第178頁之綜合
權益變動表內。

慈善捐款
年度內本集團捐助予慈善機構之款項約達港幣55,000,000元（2015年約港幣43,000,000元）。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之變動詳情列於財務報表附註十四內。

股本
年度內股份之變動詳情列於財務報表附註卅四內。



1252016年年報

董事
於本報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之成員包括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霍建寧先生、陸法蘭先生、葉德銓 

先生、甘慶林先生、黎啟明先生、施熙德女士、周近智先生、周胡慕芳女士、李業廣先生、梁肇漢先生、麥理思先生、 

郭敦禮先生、鄭海泉先生、米高嘉道理爵士、李慧敏女士、毛嘉達先生（米高嘉道理爵士之替任董事）、盛永能先生、
黃頌顯先生及王䓪鳴博士。

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止期間生效之董事會成員變動如下：

(1) 周胡慕芳女士於2016年8月1日退任其集團副董事總經理及執行董事之職務，並於2017年1月1日獲委任為非執
行董事；及

(2) 施熙德女士於2017年1月1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上述退任之董事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無任何有關本公司之事宜須提呈本公司股東垂注。

董事會藉此機會歡迎施熙德女士及周胡慕芳女士加入董事會。

施熙德女士及周胡慕芳女士於2017年1月1日獲委任，其任期將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01條直至即將召開之 

股東週年大會為止，並符合資格願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甘慶林先生、周近智先生、鄭海泉先生、李慧敏女士、 

盛永能先生及黃頌顯先生將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111條，於即將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但符合資格
願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本公司已接獲各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就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13條有關其獨立
性之確認書。本公司認為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

董事個人資料詳列於本年報「董事資料」一節內。

董事於重要交易、安排或合約中之重大權益
除本報告「關連交易」一節下與「出售從事飛機租賃業務之公司」有關之交易所披露外，於年度末或年度內任何期間，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參與其他和本公司董事或與其有關連實體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而有關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業務之重大交易、安排或合約。

關連交易
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本集團進行之下列交易構成上市規則所指之本公司關連交易，
並已就該等交易分別於2016年12月2日及2017年1月16日刊發公告：

(1) 出售從事飛機租賃業務之公司

於2016年12月2日，CK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長和附屬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與Accipiter Investments 

Limited（「長江實業附屬公司」，長江實業地產有限公司（「長江實業」）之全資附屬公司）訂立買賣協議（「協議」），
據此，長和附屬公司同意向長江實業附屬公司出售 (i) CK Capital Limited（「CK Capital」，長和附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
屬公司）1,000,000,000股股份（佔 CK Capital全部已發行股本）（「CK Capital銷售股份」），代價為約973,000,000美元（約
港幣7,550,000,000元）（須予以調整）；及 (ii) Harrier Global Limited（「Harrier Global」，長和附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
司）一股股份（佔Harrier Global全部已發行股本）（「Harrier Global銷售股份」），現金代價為約5,000,000美元（約港幣
39,000,000元）（須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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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Capital銷售股份之代價，當中約172,000,000美元（約港幣1,335,000,000元）已以長江實業附屬公司承擔長和附屬
公司於欠予 CK Capital，本金金額為約172,000,000美元（約港幣1,335,000,000元）之不帶利息貸款項下之現有債務之
形式支付，餘額則已由長江實業附屬公司以現金支付，而Harrier Global銷售股份之代價已由長江實業附屬公司全
數以現金支付。

CK Capital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投資於飛機擁有及租賃或輔助業務。於2016年12月2日，CK Capital 

集團擁有之飛機組合共有43架飛機。Harrier Global持有Vermillion Aviation Holdings Limited（「Vermillion」）50%已發行股份。 

Vermillion其餘已發行股份分別由MC Aviation Partners Inc.持有40%，及由李嘉誠（海外）基金會之一家全資附屬公司持
有10%。於2016年12月2日，Vermillion集團擁有之飛機組合共有22架飛機及已承諾收購8架飛機。

該項交易之最終總代價為約988,000,000美元（約港幣7,667,000,000元）並已於2016年12月15日完成。完成後， 

CK Capital與Harrier Global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鑑於根據上市規則，長江實業被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視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
規則，長江實業附屬公司與長和附屬公司訂立協議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並已就此於2016年12月2日刊發公
告。由於李嘉誠先生及李澤鉅先生各已被視為擁有或可能被視為於該等交易擁有重大權益，他們已就該等交易
於本公司之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表決。

(2) 建議透過計劃方式收購目標公司在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合訂證券而成立合資企業

於2017年1月14日，長江實業、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長江基建」，本公司之非全資附屬公司）及電能實業有
限公司（「電能實業」）（統稱「財團成員」）訂立財團成立協議。據此，在須取得所需獨立股東批准（「批准」）之規 

限下，有關財團成員將成為CK William UK Holdings Limited（「合資企業」）之間接擁有人，並如本公司於2017年1月16日 

刊發之公告（「該公告」）所述，透過協議安排計劃及信託計劃（「計劃」）之方式為合資企業及其附屬公司提供資 

金作建議收購DUET集團（「目標公司」）之全部已發行合訂證券，以及訂立股東協議以監管合資企業之股東關係及
目標公司之下游業務（「合資交易」）。目標公司之證券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為澳洲、美國、英國及歐洲多項
能源資產之擁有人及營運商。收購有待（其中包括）取得目標公司證券持有人及其他政府批准，方告完成。合資
交易之所需批准已於長江實業、長江基建及電能實業於2017年3月14日舉行之相關股東大會上取得。因此，在
計劃生效之規限下，長江實業、長江基建及電能實業之間之合資交易將分別以40%、40%及20%比例繼續進行，
而目標公司將由長江實業、長江基建及電能實業分別間接持有40%、40%及20%，且長江基建就合資交易之最高
財務承擔之金額將達至約為3,012,000,000澳元（相當於約港幣17,259,000,000元）。除身為本公司（包括其附屬公司）
及 /或參與交易之其他各方之董事及 /或股東外，概無任何本公司董事於關連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利益，並無本 

公司董事須就通過與該公告有關之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表決。儘管上文所述，李嘉誠先生及李澤鉅先生 

各已自願就通過與該公告有關之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表決。

鑑於根據上市規則，長江實業被聯交所視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長江基建（為本公司之
附屬公司）與長江實業訂立合資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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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於2015年5月5日，本公司與長江實業訂立協議（「主租賃協議」），有關長江實業集團成員公司租賃及授出許可由長
江實業集團所擁有之處所（包括辦公室空間、停車場及樓宇範圍，但不包括酒店處所）予本集團成員公司（「租賃交
易」），年期由2015年6月3日至2017年12月31日，並已就此於2015年6月4日刊發公告。

根據主租賃協議，本集團之相關成員公司與長江實業集團之相關成員公司將就彼等之間所訂立各項租賃交易簽訂個
別租契、租約或許可協議。有關協議項下之條款及其項下應付代價將按個別情況及以公平基準磋商，並按正常商業
條款釐定，且就本集團而言不遜於本集團之相關成員公司可自獨立業主、出租人或許可發出人就可資比較物業取得
者。尤其是，應付租金或許可費應為市價，而本集團應尋求具有競爭力之報價（包括比較市場上充足數目之可資比較
物業之獨立業主、出租人或許可發出人之報價）以供管理層審閱，以確保經計及所需物業之規模、地點、設施及狀況
後，本集團就租賃交易應付予長江實業集團相關成員公司之租金或許可費屬合理。長江實業集團向本集團相關成員
公司收取之管理 /服務費將與長江實業集團就同一大廈或物業向其他承租人或許可持有人收取者相同。

長江實業根據上市規則被聯交所視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租賃交易將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
交易（「持續關連交易」）。

如公告所載，本集團就租賃交易於截至2015年及2016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各年以及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
之最高應付年度總額，分別不會超出港幣683,000,000元、港幣763,000,000元及港幣856,000,000元。

本集團就租賃交易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支付須遵守上市規則年度審閱規定之總額約為港幣658,000,000元（佔
年度上限港幣763,000,000元之86%）。

本集團之內部審核部門已審閱持續關連交易及內部監管程序（包括租約磋商、審閱及批准、租賃協議管理以及交易匯
報及綜合入賬），並認為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該等交易乃遵照其規管協議、內部監管程序及上市規則
第14A章進行。

此外，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持續關連交易及本集團之內部審核部門提供
之報告，並確認該等交易是 (a)在本集團之日常及一般業務中訂定；(b)按一般（或更佳）之商業條款進行及 (c)根據規管
各自有關協議之條款進行，條款屬公平合理並且符合本公司股東之整體利益。

根據已執行之工作，本公司核數師已在致董事會之函件中確認並無注意到任何事情，可使其認為：

(i) 持續關連交易並未獲董事會批准；

(ii) 持續關連交易在各重大方面無根據規管該等交易之有關協議進行；及

(iii) 持續關連交易之總交易價值如2015年6月4日之本公司公告所指已超逾最高年度總額之上限。

有關本集團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所訂立之所有關連人士交易之概要載於綜合財務報表附註四十二內。除附註 

四十二所述，有關根據於2015年進行之集團重組收購和記黃埔有限公司（「和黃」）引致和黃一家附屬公司購入赫斯基 

能源公司發行之可交易債券，屬於上市規則定義之「關連交易」，並先前已由和黃遵照上市規則作出披露外，附註 

四十二所述之所有其他關連人士交易並不屬於上市規則定義之「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規定有關本集團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訂立之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之披
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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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服務合約
擬於即將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之本公司董事，概無與本公司訂立不可於一年內在不予賠償（法定賠償除
外）之情況下終止之服務合約。

獲准許彌償條文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規定，本公司每名董事就其作為本公司董事在獲判勝訴或獲判無罪之任何民事或刑事法律訴
訟中進行抗辯而招致或蒙受一切損失或責任，或其須個人承擔主要由本公司結欠之任何款項而蒙受任何虧損，均有
權從本公司資產中獲得彌償保證。董事責任保險已備妥，以保障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董事免受向其索償所產生之潛
在費用及債務影響。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與淡倉
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與淡倉載於「董事資料」一節第114頁至第119頁內。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須予披露之股東權益與淡倉
就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於2016年12月31日，除於「董事資料」中「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與淡倉」一節所披露之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之權益外，下列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已在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 

規定備存之登記冊中記錄，或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I)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與淡倉

於本公司股份之好倉

  持有  持股權
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rporation 信託人及 1,001,953,744 (1) 25.97%
　Limited（「TDT1」）為 信託受益人
　The Li Ka-Shing Unity Discretionary Trust之信託人

Li Ka-Shing Unity Trustcorp Limited 信託人及 1,001,953,744 (1) 25.97%
　（「TDT2」）為另一全權信託之信託人 信託受益人

Li Ka-Shing Unity Trustee Company 信託人 1,001,953,744 (1) 25.97%
　Limited（「TUT1」）為
　The Li Ka-Shing Unity Trust（「UT1」）之信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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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與淡倉

(a)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持有股份 /    持股權
名稱 身份 相關股份數目  總數  概約百分比

JPMorgan Chase & Co. 實益擁有人 63,083,981 )
   )
 投資經理 52,946,826 )
   )
 信託人 38,445 )
   )
 託管公司 / 155,155,905 )
 核准借出代理人  ) 271,225,157 (2) 7.03%

(b)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淡倉

  持有股份 /    持股權
名稱 身份 相關股份數目  總數  概約百分比

JPMorgan Chase & Co. 實益擁有人 16,849,967  16,849,967 (3) 0.43%

(c)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可供借出股數

  持有股份 /    持股權
名稱 身份 相關股份數目  總數  概約百分比

JPMorgan Chase & Co. 託管公司 / 155,155,905  155,155,905  4.02%
 核准借出代理人

附註：

(1) 上述三處所提述1,001,953,744股本公司股份，實指同一組之本公司股份數目。該等1,001,953,744股本公司股份，其中
913,378,704股本公司股份由 TUT1以UT1信託人身份持有，而88,575,040股本公司股份由 TUT1以UT1信託人身份控制之公司
持有。如「董事資料」內「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與淡倉」一節附註 (1)(a)所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
TDT1、TDT2及 TUT1各自均被視為有責任披露有關該等本公司股份。

(2) 該好倉包括4,866,412股持有衍生權益之本公司相關股份，其中2,592,190股相關股份衍生自上巿及以實物結算之衍生工
具，而6,000股相關股份衍生自上巿及以現金結算之衍生工具，另外612,987股相關股份衍生自非上巿及以實物結算之衍
生工具，其餘1,655,235股相關股份衍生自非上巿及以現金結算之衍生工具。

(3) 該淡倉包括16,534,967股持有衍生權益之本公司相關股份，其中1,242,500股相關股份衍生自上巿及以實物結算之衍生工
具，而1,259,521股相關股份衍生自上巿及以現金結算之衍生工具，另外2,820,348股相關股份衍生自非上巿及以實物結算
之衍生工具，其餘11,212,598股相關股份衍生自非上巿及以現金結算之衍生工具。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2016年12月31日，概無任何其他人士（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
股份中擁有已在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備存之登記冊中記錄，或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權益或
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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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股份掛鈎之協議
本公司於年度內概無訂立將會或可能導致本公司發行股份之與股份掛鈎之協議，或須本公司訂立將會或可能導致本
公司發行股份之協議，而於年底亦無存續上述協議。

認股權計劃
本公司並無認股權計劃，但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則有採納認股權計劃。該等認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概要如下：

(I) Hutchison 3G UK Holdings Limited（「3英國」）

於2004年5月20日，3英國採納認股權計劃（「3英國計劃」），授出認股權以認購3英國股本中之普通股（「3英國
股份」）。3英國計劃由2004年5月20日起生效，至2014年5月20日屆滿，即3英國計劃採納日期起10週年內有效。
於2014年5月20日後，不可再根據3英國計劃授出任何認股權，但3英國計劃之條款於必需之範圍下依然全面有
效及生效，以便有效行使於有效期完結前已授出之任何認股權，或根據3英國計劃之條款，以其他可能要求之
範圍行使任何認股權。3英國計劃摘要如下：

(1) 3英國計劃之目的是為3英國提供一個靈活之方法，以保留、激勵、獎賞、酬報、補償及 /或提供利益予 

3英國合資格僱員（定義見下文）。

(2) 認股權可授予3英國之合資格僱員（「3英國合資格僱員」），包括：

(a) 3英國及任何其他3英國不時持有控制權之公司（統稱「3英國參與公司」）之任何僱員；或

(b) 大部分工作時間（每週不少於25小時）須投放於其職務上之任何3英國參與公司之任何董事。

(3) 3英國董事會內之薪酬委員會（「3英國薪酬委員會」）授予任何認股權必須經常遵守3英國計劃之規則（經不
時修訂）所訂之任何限制與規限。

(4) 根據3英國計劃，3英國合資格僱員毋須就獲授認股權付款。

(5) 除3英國薪酬委員會向3英國合資格僱員建議授出認股權時另有決定及指明外，3英國計劃並無規定行使認
股權前之最短持有期限。

(6) 認購價為：(a)倘若為表揚創辦人及於2001年3月31日前為3英國合資格僱員，並於根據3英國計劃授出認
股權之日期（「3英國授出日期」）仍受僱之3英國合資格僱員之長期服務與持續貢獻而一次性初次授出之認
股權，而3英國薪酬委員會亦認為該等人士應獲該初次授出，價格由3英國薪酬委員會釐定（不低於每股一
英鎊）；及 (b)若為其他情況，則為3英國薪酬委員會釐定於3英國授出日期3英國股份之市值，但於任何情
況下不得低於3英國股份於3英國授出日期之面值（如有）。

(7) 對於 (i)由本公司在決定尋求3英國獨立上市起至上市日期止期間授出之認股權；或 (ii)向聯交所提交在聯
交所主板上市之A1表格（或在聯交所創業板、倫敦證券交易所或海外交易所上市所須之同性質申請）前六
個月直至上市日期止期間所授出之認股權，而認股權持有人獲通知之認購價低於上市時之3英國股份發行
價，則3英國股份之認購價須根據上市時之3英國股份發行價作出調整，及不得以低於該發行價之認購價
行使任何（3英國計劃之規則適用）之認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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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受下文第 (9)段所規限，倘若按3英國計劃授出認股權將於3英國授出日期導致根據3英國計劃及任何3英國
認股權計劃項下已經或可能發行之3英國股份（「3英國計劃股份」）數目，超過3英國於2004年5月20日（即
有關批准3英國計劃之決議案通過當日）之已發行3英國股份數目之5%，則不得按3英國計劃授出該等認股
權，除非按上市規則規定獲3英國股東與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

(9) 倘若按3英國計劃授出認股權將於3英國授出日期導致3英國計劃股份數目超過於3英國計劃獲批准當日之
已發行3英國股份數目之4%，則未經董事會書面批准前，不得按3英國計劃授出認股權。

(10) 因行使所有根據3英國計劃及任何其他3英國認股權計劃所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而可能發行之3英國
股份總數，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3英國股份之30%。

(11) 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每位3英國合資格僱員因行使其授予之認股權而已發行及將發行之3英國股份總數
（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尚未行使之認股權），不得超過已發行3英國股本之1%，除非按上市規則規定，獲

3英國股東及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有關3英國合資格僱員及其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須放棄投
票）。

認股權持有人或（如適當）其法定遺產代理人可於上市首日起至相關認股權失效止期間內隨時行使全部或部分認
股權。認股權必須於3英國授出日期起10年內行使。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開始及終結時，於3英國計劃下尚未行使之認股權，以及於年內根據3英國計
劃已授出、已行使、已註銷或已失效之認股權詳情如下：

   於2016年    於2016年
 有效授出  1月1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3英國股份價格
參與人士 或授出  持有之 於2016年 於2016年 年內失效 / 持有之 認股權  認股權 於授出  於行使
類別 認股權日期  (1) 認股權數目 年內授出 年內行使 註銷 認股權數目 行使期  行使價 認股權日期 (3) 認股權日期
          英鎊 英鎊  英鎊

僱員合計 7.9.2007  162,750 － － (162,750) － 上市當日 (2) 1.35 1.00  不適用
        至6.9.2017

總計：   162,750 － － (162,750) －

附註：

(1) 授予若干3英國創辦人之認股權將有50%於上市（及緊隨上市後）當日歸屬，另外25%在上市滿一個曆年之日期歸屬，其
餘25%在上市滿兩個曆年之日期歸屬。授予非3英國創辦人之認股權將有三分之一於上市（及緊隨上市後）當日歸屬，另
外三分之一在上市滿一個曆年之日期歸屬，其餘三分之一在上市滿兩個曆年之日期歸屬。

(2) 上市指向英國上市管理局申請批准3英國普通股股本正式上市或3英國股份在倫敦證券交易所監管之AIM或在英國或其
他地方買賣。

(3) 3英國股份於授出日期之面值，僅作參考用途。

於本報告日期，根據3英國計劃，3英國並無認股權尚未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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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有限公司（「和黃中國醫藥科技」）

2006年認股權計劃

於2006年5月18日，和黃中國醫藥科技採納認股權計劃（「2006年計劃」），授出認股權以認購和黃中國醫藥科技
股本中之普通股（「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2006年計劃由2006年5月18日起生效，至2016年5月17日屆滿，
即2006年計劃採納日期起10年內有效。於2006年計劃屆滿後，根據2006年計劃，概無認股權可授出但2006年
計劃之條款依然全面有效及生效，以便有效行使於有效期完結前已授出之任何認股權，或根據2006年計劃之條
款，以其他可能要求之範圍行使任何認股權。2006年計劃摘要如下：

(1) 2006年計劃之目的是為和黃中國醫藥科技提供一個靈活之方法，以保留、激勵、獎賞、酬報、補償及 /或
提供利益予2006年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定義見下文）。

(2) 認股權可授予「2006年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指任何人本身（或將於授出相關認股權之日期或之
後）為和黃中國醫藥科技或其上市母公司（現時為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以及和黃中國醫藥科技之任
何控股公司、附屬公司、聯屬公司或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決定之其他公
司將受2006年計劃規限之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僱員，並經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通知其為一
名合資格人士。實際參與由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酌情決定。

(3) 認股權持有人毋須就獲授任何認股權而付款。

(4) 除非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向2006年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授出認股權時另有決定及指明外，
2006年計劃並無規定行使認股權前之最短持有期限。

(5) 認購價（須受2006年計劃之規則所作之任何調整規限）將為：

(a) 就和黃中國醫藥科技於和黃中國醫藥科技上市（定義見下文）前，根據2006年計劃一次性初次授出認
股權予創辦人及非創辦人而言，由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釐定及通知有關認股權持有人之價格；及

(b) 就任何其他認股權而言，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於要約日期之2006年市值（定義見下文），

於和黃中國醫藥科技上市當日或之後之任何某特定日子之「2006年市值」指下列之較高者：(a)緊接要約日
期前五個交易日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之平均收市價；(b)於要約日期，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於一家認可
證券交易所每日報價表所示之收市價；及 (c)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之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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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2006年計劃可配發及發行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數目上限如下：

(a) 根據和黃中國醫藥科技之所有認股權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認股權獲行使時，最多可發行之和黃中國醫
藥科技股份總數，不得超過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於一家認可證券交易所（包括AIM）上市買賣（「和黃
中國醫藥科技上市」）當日已發行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之5%；

(b)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可按和黃中國醫藥科技當時之已發行股本及（如需要）按照上市規則之規定
獲其上市母公司（現時為本公司）之股東於其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更新及重新計算受上文(6)(a)段之限額，
惟根據和黃中國醫藥科技之所有認股權計劃下，因行使認股權而發行及可發行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 

份之總數，不得超過該已獲批准更新限額當日之已發行普通股股本之10%。根據2006年計劃及和黃 

中國醫藥科技任何其他僱員股份計劃，以往授出之認股權（包括未行使、已註銷、已失效，或已行使） 
於計算所更新限額時將不予計入。於本報告日期，根據2006年計劃可予發行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
份總數（包括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認股權）為335,910股，佔當日已發行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總數約
0.55%；

(c)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可向其特別指定之任何2006年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授出超出上文 

(6)(a)段及 (6)(b)段之限額（包括更新限額）之認股權，惟須獲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東及（倘上市規則如此規 

定）其上市母公司之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及必須受下文 (6)(d)段及 (6)(e)段及有關根據2006年計劃授
予主要個別人士之限制所規限；

(d) (i) 倘於先前12個月內授出予2006年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之認股權，致使持有和黃中國醫
藥科技股份之總數與因建議授出之認股權而發行之股份一併計算時，超出該日和黃中國醫藥科
技之已發行普通股股本之1%，則不得向該名2006年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授出任何認股
權；及

(ii) 不論上文(6)(d)(i)段所述之規定，只有在獲得上市母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之批准（而該2006年和黃 

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及其聯繫人須放棄投票）及受下文 (6)(e)段之限制下，方可授予任何2006年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超過上文 (6)(d)(i)段所述之限額之認股權；及

(e) 因行使所有根據2006年計劃及任何其他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認股權計劃所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認股權，
而可能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之10%。

根據2006年計劃之規則及受其規限，認股權可於要約日期通知之期間行使，惟不超過由該要約日期起計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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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認股權計劃

於2015年4月24日，和黃中國醫藥科技有條件地採納認股權計劃（「2016年計劃」），授出認股權以認購和黃中國
醫藥科技股份。2016年計劃由2016年5月13日起生效，至2026年5月12日屆滿，即2016年計劃成為無條件之日
起10年內有效。於本報告日期，2016年計劃餘下年期約九年。2016年計劃摘要如下：

(1) 2016年計劃之目的是為和黃中國醫藥科技提供一個靈活之方法，以保留、激勵、獎賞、酬報、補償及 /或
提供利益予2016年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定義見下文）。

(2) 認股權可授予「2016年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指任何人本身（或將於授出相關認股權之日期或之 

後）為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其上市母公司（現時為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以及和黃中國 

醫藥科技之任何控股公司、附屬公司、聯屬公司或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決定之其他公司將受2016年計劃 

規限之非執行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僱員或根據與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訂立之合約擔任受薪職務或
受聘之董事，並經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通知其為一名合資格人士。

(3) 認股權持有人毋須就獲授任何認股權而付款。

(4) 除非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向2016年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授出認股權時另有決定及指明外，
2016年計劃並無規定行使認股權前之最短持有期限。

(5) 就任何認股權而言，行使價（受2016年計劃之規則所作之任何調整規限）將為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於要約
日期之2016年市值（定義見下文），

於任何特定日子之「2016年市值」指：

(i) 倘若相同類別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獲准於任何證券交易所買賣，則為下列之較高者：

(a) 緊接要約日期前五個交易日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之平均收市價；

(b) 於要約日期，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於一家認可證券交易所之每日報價表所示之收市價；及

(c)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之面值；或

(ii) 倘若相同類別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不獲准於任何認可證券交易所買賣，則以和黃中國醫藥科技 

董事會根據客觀標準認為合理之方式釐定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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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2016年計劃可配發及發行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數目上限如下：

(a) 根據2016年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認股權獲行使時，最多可發行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總數，不得
超過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於2016年5月13日（即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2016年計劃之日）已
發行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之4%（「計劃限額」）。根據2016年計劃之條款失效之認股權，就計算計
劃限額時將不予計入；

(b)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可按和黃中國醫藥科技當時之已發行股本，及（如需要）按照上市規則之規 

定獲其上市母公司（現時為本公司）之股東於其股東大會上批准後更新計劃限額，惟因行使根據2016年 

計劃及和黃中國醫藥科技之所有其他認股權計劃下授出之任何認股權而可發行之和黃中國醫藥 

科技股份總數，不得超過上市母公司批准更新限額當日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之已發行10%（如適用）。 

根據2016年計劃及和黃中國醫藥科技任何其他認股權計劃，以往授出之認股權（包括根據相關計劃
之條款而未行使、已註銷、已失效，或已行使之認股權）於計算所更新限額時將不予計入。於本報告
日期，根據2016年計劃可予發行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總數（包括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認股權）為
2,425,597股，佔當日已發行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總數約4%；

(c)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可向其特別指定之任何2016年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一名或多名）
授出認股權，以致或會超出計劃限額（為釋疑慮，包括根據上文 (6)(b)段所更新之任何該等限額），惟
須獲得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東（及上市母公司之股東（倘上市規則如此規定））在股東大會上批准，及
必須受下文 (6)(d)段及 (6)(e)段及有關根據2016年計劃授予主要個別人士之限制所規限；

(d) (i) 倘若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向任何2016年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授出任何認股權（「有
關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認股權」），於行使時導致該名人士有權認購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之數
目，與根據有關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認股權要約日期前12個月（包括該日在內）內向其授出之所有
認股權（包括已行使及尚未行使之認股權）而予以發行或將予發行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總數
一併計算時，超出該日已發行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之1%，則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不得向
該合資格人士授出任何認股權；及

(ii) 不論上文 (6)(d)(i)段所述之規定，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只有在獲得上市母公司之股東於股東
大會上之批准（而該2016年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及其聯繫人須放棄投票）及受下文 (6)(e)

段之限制下，方可授予該2016年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超過上文 (6)(d)(i)段所述之限額之
認股權；及

(e) 因行使所有根據2016年計劃及任何其他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認股權計劃所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認股權，
而可能發行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總數，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之10%。

根據2016年計劃之規則及受其規限，認股權可於要約日期通知之期間行使，惟不超過由該要約日期起計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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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開始及終結時，於2006年計劃及2016年計劃下尚未行使之認股權，以及於年
內根據2006年計劃及2016年計劃已授出、已行使、已註銷或已失效之認股權詳情如下：

2006年計劃

   於2016年    於2016年    和黃中國醫藥
 有效授出  1月1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科技股份價格
參與人士 或授出  持有之 於2016年 於2016年 年內失效 /  持有之 認股權 認股權 於授出  於行使
類別 認股權日期  認股權數目 年內授出 年內行使 註銷  認股權數目 行使期 行使價 認股權日期  認股權日期
          英鎊 英鎊  英鎊

僱員合計 11.9.2006 (1) 26,808 － (26,808) －  － 11.9.2006 1.715 1.715 (6) 18.150 (7)

         至18.5.2016

 18.5.2007 (2) 37,857 － (26,201) －  11,656 18.5.2007 1.535 1.535 (6) 20.033 (7)

         至17.5.2017

 24.6.2011 (3) 75,000 － － －  75,000 24.6.2011 4.405 4.400 (6) 不適用
         至23.6.2021

 20.12.2013 (3) 302,700 － (39,696) (3,750)  259,254 20.12.2013 6.100 6.100 (6) 18.789 (7)

         至19.12.2023

總計：   442,365 － (92,705) (3,750)  345,910

2016年計劃

   於2016年    於2016年    和黃中國醫藥
   1月1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科技股份價格
參與人士 授出  持有之 於2016年 於2016年 年內失效 /  持有之 認股權 認股權 於授出  於行使
類別 認股權日期  認股權數目 年內授出 年內行使 註銷  認股權數目 行使期 行使價 認股權日期  認股權日期
          英鎊 英鎊  英鎊

僱員合計 15.6.2016 (4) 不適用 593,686 － －  593,686 15.6.2016 19.700 19.750 (6) 不適用
         至19.12.2023

 15.6.2016 (5) 不適用 100,000 － －  100,000 15.6.2016 19.700 19.750 (6) 不適用
         至27.6.2024

總計：   不適用 693,686 － －  69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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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授出之認股權可予行使，惟須按時間表歸屬及受其他相關歸屬條件規限，於2007年5月19日，2008年5月19日及2009年 

5月19日各歸屬三分之一。

(2) 授出之認股權可予行使，惟須按時間表歸屬及受其他相關歸屬條件規限，於授出當日每一週年、兩週年及三週年各歸
屬三分之一。

(3) 授出之認股權可予行使，惟須按時間表歸屬及受其他相關歸屬條件規限，於授出當日每一週年、兩週年、三週年及 

四週年各歸屬25%。

(4) 授出之認股權可予行使，惟須按時間表歸屬及受其他相關歸屬條件規限，於接納要約日期歸屬約50%、於2016年12月
20日歸屬約25%及於2017年12月20日歸屬約25%。

(5) 授出之認股權可予行使，惟須按時間表歸屬及受其他相關歸屬條件規限，於接納要約日期歸屬約50%、於2017年6月28日 

歸屬約25%及於2018年6月28日歸屬約25%。

(6) 所述股價指緊接授出認股權當日之前一個交易日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在AIM之收市價。

(7) 所述股價指緊接行使認股權當日之前一個交易日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在AIM之加權平均收市價。

於本報告日期，根據2006年計劃及2016年計劃，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分別有335,910份認股權及693,686份認股權
尚未行使，佔當日已發行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分別約0.55%及1.14%。

於年內授出之認股權之公平值，採用二項式估值模式計算如下：

各份認股權之價值 8.991英鎊
估值模式採納之重要數據：
　行使價 19.7英鎊
　於有效授出日期之股價 19.7英鎊
　預期波幅 39%

　無風險利率 1%

　認股權之合約年期 8年
　預期股息率 0%

相關股份於認股權期間內之波幅，乃參考過往認股權發行前之歷史波幅估計。該等主觀採納數據假設之變動可
能會影響公平值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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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Hutchison Telecommunications (Australia) Limited（「HTAL」）

於2007年6月1日，HTAL採納認股權計劃（「HTAL計劃」），授出認股權以認購HTAL股本中之普通股（「HTAL股份」）。
HTAL計劃由2007年6月1日起生效，至2017年5月31日屆滿，即HTAL計劃採納日期起10年內有效。於本報告日期，
HTAL計劃餘下年期約兩個月。HTAL計劃摘要如下：

(1) HTAL計劃之目的，是為HTAL提供一個靈活之方法，以保留、激勵、獎賞、酬報、補償及 /或提供利益予HTAL

合資格人士（定義見下文）。

(2) 認股權可授予任何為HTAL及任何其相關法人團體（按2001年澳洲公司法 (Cth)（「澳洲公司法」）第50條之定義）
之全職或兼職僱員（包括受聘用之執行董事）或非執行董事（包括任何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經HTAL之董事
會（「HTAL董事會」）宣佈其為HTAL計劃之合資格人士之任何人士（「HTAL合資格人士」）。HTAL董事會可酌情向
HTAL合資格人士授出認購（如屬須付行使價之認股權，則認購或購買）HTAL股份之權利（「權利」）。

(3) 授出權利毋須付款，除非HTAL董事會另作決定。

(4) 除HTAL董事會向HTAL合資格人士建議授出認股權時另有決定及指明外，HTAL計劃並無規定行使認股權前之
最短持有期限。

(5) 權利之行使價（如有）由HTAL董事會釐定或以HTAL董事會指定之行使價計算方法推算，並可根據HTAL計劃之
規則調整，惟不得少於（取其較高者）：

(a) HTAL股份於授出日期在澳洲證券交易所（「澳洲交易所」）之收市價；及

(b) 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日HTAL股份在澳洲交易所之平均收市價。

HTAL股份並無任何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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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HTAL計劃可配發及發行之HTAL股份數目上限如下：

(a) 根據HTAL計劃及HTAL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其他認股權計劃（「其他HTAL計劃」）已授出但尚未行使
及有待行使之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HTAL股份數目之上限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之HTAL股
份數目之30%；

(b) 根據HTAL計劃及其他HTAL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權利及認股權（就此而言，不包括根據HTAL計劃及其他
HTAL計劃之條款已失效之權利及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HTAL股份數目之總和，不得超過
於2007年6月1日（「採納日期」，即通過相關決議案採納HTAL計劃之日期）已發行之HTAL股份之10%（「HTAL

一般計劃限額」），惟須受以下限制：

(i) 受上文 (6)(a)段之規限及在不影響下文 (6)(b)(ii)段之原則下，HTAL董事會獲本公司股東於其股東大
會上批准後（如必須）及遵照上市規則之其他適用規定，可更新HTAL一般計劃限額，惟根據HTAL

計劃及其他HTAL計劃，授出之所有權利及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HTAL股份數目之總
和，不得超過本公司股東批准更新限額（如適用）當日已發行HTAL股份之10%；就計算此限額而
言，先前根據HTAL計劃及其他HTAL計劃授出之權利及認股權（包括尚未行使、已註銷、已失效或
已行使者）將不計算在內；及

(ii) 受上文 (6)(a)段之規限及在不影響上文 (6)(b)(i)段之原則下，HTAL董事會獲本公司股東於其股東大
會上批准後（如必須）及遵照上市規則之其他適用規定，可授予是項股東批准前，HTAL董事會特
別指明之參與人超過HTAL一般計劃限額之權利數目，或（如適用）授予上文 (6)(b)(i)段所指之放寬
限額之權利數目；

(c) 本段所述之限額須受澳洲證券及投資監察委員會 Class Order 03/184（或任何該替代或修訂）所規定之任何
發行限額。於採納日期，該Class Order規定於計入下列兩者後因行使權利所將予發行HTAL股份總和之限額：

(i) 每項尚未行使之權利獲行使時將發行之HTAL股份數目；及

(ii) 根據HTAL計劃或任何其他僱員認股權計劃於先前五年期間內發行之HTAL股份數目，

（惟不計及為透過或由於一名人士於接獲要約時身處澳洲境外，或屬於獲豁除之要約或具有澳洲公司
法涵義之要約，或為毋須向投資者披露之要約，或基於澳洲公司法第1012D條毋須提供產品披露聲
明，或為根據披露文件或產品披露聲明作出之要約，而獲取之任何權利或發行之HTAL股份），均不得
於此權利之授出日期超過HTAL股份總數之5%；及

(d) 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根據HTAL計劃或其他HTAL計劃向每位參與人授出之認股權（包括已行使及尚未
行使之認股權）獲行使時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HTAL股份總數，不得超過HTAL已發行股本之1%，除非按
上市規則之規定，獲本公司股東於其股東大會上批准（而該參與人及其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須就
此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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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HTAL計劃之規則及受其規限，一項權利在HTAL董事會於要約中訂明為「屆滿日期」時失效或由HTAL董事會
在要約中所述計算方式推算，而不得遲於該項權利授出日期10年內之日期失效。

於本報告日期，根據HTAL計劃，可予發行之HTAL股份總數為35,431,271股，佔當日已發行HTAL股份約0.26%。

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內，於HTAL計劃下並無尚未行使之認股權，於年內亦無根據HTAL計劃授出、
行使、註銷或失效之任何認股權。

(IV)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電香港」）

於2009年4月6日，和電香港有條件地採納認股權計劃（「和電香港計劃」），授出認股權以認購和電香港股本中
之普通股（「和電香港股份」）。和電香港計劃由2009年5月21日起生效，至2019年5月20日屆滿，即和電香港計
劃成為無條件日期起10年內有效。於本報告日期，和電香港計劃餘下年期約兩年。和電香港計劃摘要如下：

(1) 和電香港計劃之目的，是讓和電香港及其附屬公司（「和電香港集團」）得以授出認股權予經挑選之參與人，
作為鼓勵或回報其對和電香港集團之貢獻，繼續及 /或提供更佳之服務予和電香港集團，及 /或使和電香港
集團與該等參與人建立更強之業務關係。

(2) 和電香港之董事（「和電香港董事」）（此用詞包括獲其正式授權之委員會）可全權酌情邀請屬於任何以下類別
參與人之任何人士，接納認股權以認購和電香港股份：

(a) 和電香港、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和電香港集團任何成員持有任何股本權益之任何實體（「和電香港投資
實體」）之任何僱員或顧問（包括負責財務、業務、人事管理或資訊科技職能者）（不論全職或兼職，包
括任何執行董事惟不包括任何非執行董事）；

(b) 和電香港、其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和電香港投資實體之任何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c) 向和電香港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和電香港投資實體提供貨品或服務之任何供應商；

(d) 和電香港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和電香港投資實體之任何客戶；

(e) 向和電香港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和電香港投資實體提供研發或其他科技支援之任何人士或實體；

(f) 和電香港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和電香港投資實體之任何股東，或和電香港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和電香港 

投資實體發行之任何證券之任何持有人；

(g) 透過合資企業、業務聯盟或其他業務安排對和電香港集團之發展及增長作出貢獻之任何其他組別或類
別參與人；及



1412016年年報

(h) 任何上述類別之一名或多名參與人之人士全資擁有之任何公司。

為釋疑慮，和電香港授出任何認股權以供認購和電香港股份或和電香港集團其他證券予屬於上述任何類別
參與人之任何人士，除和電香港董事另有決定者外，將不得詮釋為根據和電香港計劃授出認股權。

就上述任何類別之參與人是否符合獲授任何認股權之資格，將由和電香港董事按該等人士對和電香港集團
之發展及增長所作貢獻而不時釐定。

(3) 於接納所授出認股權之要約時須繳付港幣一元之象徵式代價。

(4) 除和電香港董事向承授人建議授出認股權時另有決定及指明外，和電香港計劃並無規定行使認股權前之最
短持有期限。

(5) 和電香港計劃項下之和電香港股份認購價將由和電香港董事釐定，但不得低於下列之最高者：(a)要約授出
認股權當日（必須為營業日）於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買賣一手或以上和電香港股份之收市價；(b)緊接要約
授出認股權當日（必須為營業日）前五個營業日於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示買賣一手或以上和電香港股份之平
均收市價；及 (c)和電香港股份之面值。

(6) 根據和電香港計劃可予發行及配發之和電香港股份數目上限如下：

(a) 根據和電香港計劃及和電香港集團採納之任何其他認股權計劃（「其他和電香港計劃」），所有已授出
但尚未行使及有待行使之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最高和電香港股份數目之總和，不得超
過和電香港（或其附屬公司）不時已發行相關類別證券之30%；

(b) 根據和電香港計劃及其他和電香港計劃授出之所有認股權（就此而言，不包括根據和電香港計劃及
其他和電香港計劃之條款已失效之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和電香港股份數目之總和
不得超過於2009年5月8日，和電香港股份首日於聯交所上市（「和電香港上市日期」）和電香港（或
其附屬公司）已發行之相關類別證券（為4,814,346,208股和電香港股份）之10%（「和電香港一般計劃限
額」）。按照和電香港上市日期已發行之和電香港股份數目，和電香港計劃之和電香港一般計劃限額為
481,434,620股和電香港股份。於本報告日期，根據和電香港計劃可發行之和電香港股份總數（包括已
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認股權）為476,884,620股，佔當日已發行之和電香港股份總數約9.90%；

(c) 受上文(6)(a)段所限及在不影響下文(6)(d)段之原則下，和電香港可於股東大會上尋求其股東（「和電香港 

股東」）批准更新和電香港一般計劃限額（須根據上市規則寄發一份載有關於此目的資料之通函予 

和電香港股東），惟根據和電香港計劃及其他和電香港計劃授出之所有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
發行之和電香港股份數目之總和，不得超過於限額獲通過當日和電香港（或其附屬公司）已發行相關
類別證券之10%，而就計算此限額而言，根據和電香港計劃及其他和電香港計劃尚未行使、已註銷、
已失效或已行使之認股權將不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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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受上文 (6)(a)段所限及在不影響上文 (6)(c)段之原則下，和電香港可另行尋求和電香港股東於股東大會
上，批准根據和電香港計劃授予是項和電香港股東批准前，和電香港特別指明之參與人超過和電香港
一般計劃限額之認股權數目（須根據上市規則寄發一份載有關於此目的資料之通函予和電香港股東），
或（倘適用）授予上文 (6)(c)段所指之放寬限額之認股權數目；及

(e) 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根據和電香港計劃及其他和電香港計劃向每位參與人授出之認股權（包括已行
使及尚未行使之認股權）獲行使時，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和電香港股份總數，不得超過和電香港已發
行股本之1%，除非按上市規則之規定，獲和電香港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而有關參與人及其聯繫人
（定義見上市規則）須放棄投票）。

參與人可於要約授出認股權當日起計21日內接納認股權。

認股權可根據和電香港計劃之條款，於和電香港董事在要約授出認股權當日決定及告知每位承授人之期間內任
何時間行使，該期間可於承授人於指定時間內接納授出要約時即時開始，或由該認股權視為已授出之日期開
始，惟無論如何須於該認股權要約作出日期後10年內終止，並須受提前終止之條款約束。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開始及終結時，於和電香港計劃下尚未行使之認股權，以及於年內根據和電香港 

計劃已授出、已行使、已註銷或已失效之認股權詳情如下：

   於2016年    於2016年    
   1月1日   於2016年 12月31日    和電香港股份價格
參與人士 授出  持有之 於2016年 於2016年 年內失效 / 持有之 認股權 認股權  於授出  於行使
類別 認股權日期 (1) 認股權數目 年內授出 年內行使 註銷 認股權數目 行使期 行使價 (2) 認股權日期 (3) 認股權日期
         港元  港元  港元

僱員合計 1.6.2009  200,000 － － － 200,000 1.6.2009 1.00  0.96  不適用
        至31.5.2019

總計：   200,000 － － － 200,000

附註：

(1) 認股權按時間表歸屬，即分別於2009年6月1日、2009年11月23日及2010年11月23日歸屬可認購和電香港股份其中（最
接近）三分之一之認股權，惟於歸屬當日承授人須仍為合資格參與人（如和電香港計劃所定義）。

(2) 認股權行使價可根據和電香港計劃之條款調整。

(3) 所述股價指緊接授出認股權當日前一個交易日和電香港股份在聯交所之收市價。

於本報告日期，根據和電香港計劃，和電香港共有200,000份認股權尚未行使，佔當日已發行和電香港股份約
0.004%。

和電香港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並無根據和電香港計劃授出任何認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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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Hydrospin Monitoring Solutions Ltd（「Hydrospin」）

於2015年6月11日，Hydrospin採納認股權計劃（「Hydrospin計劃」），授出認股權以認購Hydrospin股本中之普通股
（「Hydrospin股份」）。Hydrospin計劃由2015年6月11日起生效，至2025年6月10日屆滿，即Hydrospin計劃採納日期
起計10年內有效。於本報告日期，Hydrospin計劃餘下年期約八年。Hydrospin計劃摘要如下：

(1) Hydrospin計劃之目的，是讓Hydrospin得以授出認股權予經挑選之參與人，作為鼓勵或回報其對Hydrospin及
其附屬公司（「Hydrospin集團」）之貢獻，繼續及 /或提供更佳之服務予Hydrospin集團，及 /或使Hydrospin集團
與該等參與人建立更強之業務關係。

(2) Hydrospin之董事（「Hydrospin董事」）（此用詞包括獲其正式授權之委員會）可全權酌情邀請屬於任何以下類別
參與人之任何人士，接納認股權以認購Hydrospin股份：

(a) Hydrospin、其任何附屬公司或Hydrospin集團任何成員持有股本權益之任何實體（「Hydrospin投資實體」）
之任何僱員或顧問（包括負責財務、業務、人事管理或資訊科技職能者）（不論全職或兼職，包括任何
執行董事惟不包括任何非執行董事）；

(b) Hydrospin、其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Hydrospin投資實體之任何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c) 向Hydrospin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Hydrospin投資實體提供貨品或服務之任何供應商；

(d) Hydrospin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Hydrospin投資實體之任何客戶；

(e) 向Hydrospin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Hydrospin投資實體提供研發或其他科技支援之任何人士或實體；

(f) Hydrospin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Hydrospin投資實體之任何股東，或Hydrospin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Hydrospin

投資實體發行之任何證券之任何持有人；

(g) 透過合資企業、業務聯盟或其他業務安排對Hydrospin集團之發展及增長作出貢獻之任何其他組別或類
別參與人；及

(h) 任何上述一個或多個類別之一名或多名參與人之人士全資擁有之任何公司。

就上述任何類別之參與人是否符合獲授認股權之資格，將由Hydrospin董事按該等人士對Hydrospin集團之發
展及增長所作貢獻而不時釐定。

(3) 認股權持有人毋須就接納獲授認股權而付款。

(4) 除Hydrospin董事向承授人要約授出認股權時另有決定及指明外，Hydrospin計劃並無規定行使認股權前之最
短持有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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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ydrospin計劃項下之Hydrospin股份認購價將由Hydrospin董事釐定，但如Hydrospin股份於證券交易所（「證券交
易所」，即聯交所或香港當時之主要證券交易所或相關股份當時在該處上市或買賣之其他主要證券交易所
之交易所（由Hydrospin董事決定））買賣，該價格不得低於下列之最高者：(a)要約授出認股權當日（必須為以
色列國銀行開門營業之日子（「以色列營業日」））於證券交易所每日報價表所示買賣一手或以上Hydrospin股
份之收市價；(b)緊接要約授出認股權當日（必須為以色列營業日）前五個以色列營業日於證券交易所每日報
價表所示買賣一手或以上Hydrospin股份之平均收市價；及 (c) Hydrospin股份面值。

Hydrospin股份於證券交易所上市前六個月期間授出之任何認股權之認購價將於其上市後，Hydrospin董事可
全權酌情立即作出調整，惟該認購價不得低於新股之發行價。

(6) 根據Hydrospin計劃可予配發及發行之Hydrospin股份數目上限如下：

(a) 根據Hydrospin計劃及Hydrospin集團採納之任何其他認股權計劃（「其他Hydrospin計劃」），所有已授出
但尚未行使及有待行使之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最高Hydrospin股份數目，不得超過
Hydrospin（或其附屬公司）不時已發行相關類別證券之30%；

(b) 根據Hydrospin計劃及其他Hydrospin計劃授出之所有認股權（就此而言，不包括根據Hydrospin計劃及其
他Hydrospin計劃之條款已失效之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Hydrospin股份數目之總和，不
得超過於Hydrospin計劃獲Hydrospin董事批准及採納之日，Hydrospin（或其附屬公司）已發行之相關類別
證券之10%（「Hydrospin一般計劃限額」）。按照Hydrospin計劃獲批准及採納之日已發行之Hydrospin股份數
目，Hydrospin計劃之Hydrospin一般計劃限額為122股Hydrospin股份。於本報告日期，根據Hydrospin計劃
可發行之Hydrospin股份總數為122股，佔當日已發行之Hydrospin股份總數約10%；

(c) 受上文(6)(a)段所限及在不影響下文(6)(d)段之原則下，本公司可於股東大會上尋求其股東（「長和股東」）
批准更新Hydrospin一般計劃限額（須根據上市規則寄發一份載有關於此目的資料之通函予長和股東），
惟根據Hydrospin計劃及其他Hydrospin計劃授出之所有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Hydrospin股
份數目之總和，不得超過於限額獲通過當日Hydrospin（或其附屬公司）已發行相關類別證券之10%，而
就計算此限額而言，根據Hydrospin計劃及其他Hydrospin計劃先前授出之認股權（包括根據Hydrospin計劃
及其他Hydrospin計劃尚未行使、已註銷、已失效或已行使之認股權）將不計算在內；

(d) 受上文(6)(a)段所限及在不影響上文(6)(c)段之原則下，本公司可於股東大會上另行尋求長和股東批准，
根據Hydrospin計劃授出超過Hydrospin一般計劃限額之認股權（須根據上市規則寄發一份載有關於此目
的之資料之通函予長和股東），或（倘適用）尋求長和股東批准前，Hydrospin特別指明之參與人授予上
文 (6)(c)段所指之放寬限額之認股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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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根據Hydrospin計劃及其他Hydrospin計劃向每位參與人授出之認股權（包括已行
使或尚未行使之認股權）獲行使時，已發行及須予發行之Hydrospin股份總數，不得超過Hydrospin當時
相關類別證券已發行股本之1%，除非按上市規則之規定，獲長和股東於其股東大會上批准（而有關參
與人及其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須放棄投票）。

認股權可於Hydrospin董事知會各承授人及在授出認股權日期決定之期間內（不得超過認股權授出後10年），隨
時根據Hydrospin計劃之條款行使，及倘無作出該等決定，則由該認股權視作授出當日至認股權授出後10年內行
使，並須受提前終止之條款約束。

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及直至本報告日期，並無根據Hydrospin計劃授出任何認股權。

(VI) Aquarius Spectrum Ltd（「Aquarius」）

於2015年7月8日，Aquarius採納認股權計劃（「Aquarius計劃」），授出認股權以認購Aquarius股本中之普通股（「Aquarius

股份」）。Aquarius計劃由2015年7月8日起生效，至2025年7月7日屆滿，即Aquarius計劃採納日期計10年內有效。
於本報告日期，Aquarius計劃餘下年期約八年。Aquarius計劃摘要如下：

(1) Aquarius計劃之目的，是讓Aquarius得以授出認股權予經挑選之參與人，作為鼓勵或回報其對Aquarius及其附
屬公司（「Aquarius集團」）之貢獻，繼續及 /或提供更佳之服務予Aquarius集團，及 /或使Aquarius集團與該等參
與人建立更強之業務關係。

(2) Aquarius之董事（「Aquarius董事」）（此用詞包括獲其正式授權之委員會）可全權酌情邀請屬於任何以下類別參
與人之任何人士，接納認股權以認購Aquarius股份：

(a) Aquarius、其任何附屬公司或Aquarius集團任何成員持有股本權益之任何實體（「Aquarius投資實體」）之任
何僱員或顧問（包括負責財務、業務、人事管理或資訊科技職能者）（不論全職或兼職，包括任何執行
董事惟不包括任何非執行董事）；

(b) Aquarius、其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Aquarius投資實體之任何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c) 向Aquarius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Aquarius投資實體提供貨品或服務之任何供應商；

(d) Aquarius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Aquarius投資實體之任何客戶；

(e) 向Aquarius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Aquarius投資實體提供研發或其他科技支援之任何人士或實體；

(f) Aquarius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Aquarius投資實體之任何股東，或Aquarius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Aquarius投
資實體發行之任何證券之任何持有人；

(g) 透過合資企業、業務聯盟或其他業務安排對Aquarius集團之發展及增長作出貢獻之任何其他組別或類
別參與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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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任何上述一個或多個類別之一名或多名參與人之人士全資擁有之任何公司。

就上述任何類別之參與人是否符合獲授認股權之資格，將由Aquarius董事按該等人士對Aquarius集團之發展
及增長所作貢獻而不時釐定。

(3) 認股權持有人毋須就接納獲授認股權而付款。

(4) 除Aquarius董事向承授人要約授出認股權時另有決定及指明外，Aquarius計劃並無規定行使認股權前之最短
持有期限。

(5) Aquarius計劃項下之Aquarius股份認購價將由Aquarius董事釐定，但如Aquarius股份於證券交易所買賣，該價格
不得低於下列之最高者：(a)要約授出認股權當日（必須為以色列營業日）於證券交易所每日報價表所示買賣
一手或以上Aquarius股份之收市價；(b)緊接要約授出認股權當日（必須為以色列營業日）前五個以色列營業
日於證券交易所每日報價表所示買賣一手或以上Aquarius股份之平均收市價；及 (c) Aquarius股份面值。

Aquarius股份於證券交易所上市前六個月期間授出之任何認股權之認購價將於其上市後，Aquarius董事可全
權酌情立即作出調整，惟該認購價不得低於新股之發行價。

(6) 根據Aquarius計劃可予配發及發行之Aquarius股份數目上限如下：

(a) 根據Aquarius計劃及Aquarius集團採納之任何其他認股權計劃（「其他Aquarius計劃」），所有已授出但尚未
行使及有待行使之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最高Aquarius股份數目，不得超過Aquarius（或
其附屬公司）不時已發行相關類別證券之30%；

(b) 根據Aquarius計劃及其他Aquarius計劃授出之所有認股權（就此而言，不包括根據Aquarius計劃及其他
Aquarius計劃之條款已失效之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Aquarius股份數目之總和，不得超過
於Aquarius計劃獲Aquarius董事批准及採納之日，Aquarius（或其附屬公司）已發行之相關類別證券之10%

（「Aquarius一般計劃限額」）。按照Aquarius計劃獲批准及採納之日已發行之Aquarius股份數目，Aquarius計
劃之Aquarius一般計劃限額為2,645股Aquarius股份。於本報告日期，根據Aquarius計劃可發行之Aquarius

股份總數為2,645股，佔當日已發行之Aquarius股份總數約4.79%；

(c) 受上文 (6)(a)段所限及在不影響下文 (6)(d)段之原則下，本公司可於股東大會上尋求長和股東批准更
新Aquarius一般計劃限額（須根據上市規則寄發一份載有關於此目的資料之通函予長和股東），惟根據
Aquarius計劃及其他Aquarius計劃授出之所有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Aquarius股份數目之總
和，不得超過於限額獲通過當日Aquarius（或其附屬公司）已發行相關類別證券之10%，而就計算此限額
而言，根據Aquarius計劃及其他Aquarius計劃先前授出之認股權（包括根據Aquarius計劃及其他Aquarius計
劃尚未行使、已註銷、已失效或已行使之認股權）將不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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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受上文(6)(a)段所限及在不影響上文(6)(c)段之原則下，本公司可於股東大會上另行尋求長和股東批准，
根據Aquarius計劃授出超過Aquarius一般計劃限額之認股權（須根據上市規則寄發一份載有關於此目的
之資料之通函予長和股東），或（倘適用）尋求長和股東批准前，Aquarius特別指明之參與人授予上文 

(6)(c)段所指之放寬限額之認股權；及

(e) 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根據Aquarius計劃及其他Aquarius計劃向每位參與人授出之認股權（包括已行使
或尚未行使之認股權）獲行使時，已發行及須予發行之Aquarius股份總數，不得超過Aquarius當時相關
類別證券已發行股本之1%，除非按上市規則之規定，獲長和股東於其股東大會上批准（而有關參與人
及其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須放棄投票）。

認股權可於Aquarius董事知會各承授人及在授出認股權日期決定之期間內（不得超過認股權授出後10年），隨時根
據Aquarius計劃之條款行使，及倘無作出該等決定，則由該認股權視作授出當日至認股權授出後10年內行使，並
須受提前終止之條款約束。

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及直至本報告日期，並無根據Aquarius計劃授出任何認股權。

(VII) Mercu Removal Ltd.（「Mercu」）

於2016年5月23日，Mercu採納認股權計劃（「Mercu計劃」），授出認股權以認購Mercu股本中之普通股（「Mercu股
份」）。Mercu計劃由2016年5月23日起生效，至2026年5月22日屆滿，即Mercu計劃採納日期計10年內有效。於
本報告日期，Mercu計劃餘下年期約九年。Mercu計劃摘要如下：

(1) Mercu計劃之目的，是讓Mercu得以授出認股權予經挑選之參與人，作為鼓勵或回報其對Mercu及其附屬公司
（「Mercu集團」）之貢獻，繼續及 /或提供更佳之服務予Mercu集團，及 /或使Mercu集團與該等參與人建立更強
之業務關係。

(2) Mercu之董事（「Mercu董事」）（此用詞包括獲其正式授權之委員會）可全權酌情邀請屬於任何以下類別參與人
之任何人士，接納認股權以認購Mercu股份：

(a) Mercu、其任何附屬公司或Mercu集團任何成員持有股本權益之任何實體（「Mercu投資實體」）之任何僱員
或顧問（包括負責財務、業務、人事管理或資訊科技職能者）（不論全職或兼職，包括任何執行董事惟
不包括任何非執行董事）；

(b) Mercu、其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Mercu投資實體之任何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c) 向Mercu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Mercu投資實體提供貨品或服務之任何供應商；

(d) Mercu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Mercu投資實體之任何客戶；

(e) 向Mercu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Mercu投資實體提供研發或其他科技支援之任何人士或實體；

(f) Mercu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Mercu投資實體之任何股東，或Mercu集團任何成員或任何Mercu投資實體發
行之任何證券之任何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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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透過合資企業、業務聯盟或其他業務安排對Mercu集團之發展及增長作出貢獻之任何其他組別或類別
參與人；及

(h) 任何上述一個或多個類別之一名或多名參與人之人士全資擁有之任何公司。

就上述任何類別之參與人是否符合獲授認股權之資格，將由Mercu董事按該等人士對Mercu集團之發展及增
長所作貢獻而不時釐定。

(3) 認股權持有人毋須就接納獲授認股權而付款。

(4) 除Mercu董事向承授人要約授出認股權時另有決定及指明外，Mercu計劃並無規定行使認股權前之最短持有
期限。

(5) Mercu計劃項下之Mercu股份認購價將由Mercu董事釐定，但如Mercu股份於證券交易所買賣，該價格不得低
於下列之最高者：(a)要約授出認股權當日（必須為以色列營業日）於證券交易所每日報價表所示買賣一手或
以上Mercu股份之收市價；(b)緊接要約授出認股權當日（必須為以色列營業日）前五個以色列營業日於證券
交易所每日報價表所示買賣一手或以上Mercu股份之平均收市價；及 (c) Mercu股份面值。

Mercu股份於證券交易所上市前六個月期間授出之任何認股權之認購價將於其上市後，Mercu董事可全權酌
情立即作出調整，惟該認購價不得低於新股之發行價。

(6) 根據Mercu計劃可予配發及發行之Mercu股份數目上限如下：

(a) 根據Mercu計劃及Mercu集團採納之任何其他認股權計劃（「其他Mercu計劃」），所有已授出但尚未行使
及有待行使之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最高Mercu股份數目，不得超過Mercu（或其附屬公
司）不時已發行相關類別證券之30%；

(b) 根據Mercu計劃及其他Mercu計劃授出之所有認股權（就此而言，不包括根據Mercu計劃及其他Mercu計
劃之條款已失效之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Mercu股份數目之總和，不得超過於Mercu計
劃獲Mercu董事批准及採納之日，Mercu（或其附屬公司）已發行之相關類別證券之10%（「Mercu一般計劃
限額」）。按照Mercu計劃獲批准及採納之日已發行之Mercu股份數目，Mercu計劃之Mercu一般計劃限額
為3,000股Mercu股份。於本報告日期，根據Mercu計劃可發行之Mercu股份總數為3,000股，佔當日已發
行之Mercu股份總數約10%；

(c) 受上文 (6)(a)段所限及在不影響下文 (6)(d)段之原則下，本公司可於股東大會上尋求長和股東批准更新
Mercu一般計劃限額（須根據上市規則寄發一份載有關於此目的資料之通函予長和股東），惟根據Mercu

計劃及其他Mercu計劃授出之所有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Mercu股份數目之總和，不得超
過於限額獲通過當日Mercu（或其附屬公司）已發行相關類別證券之10%，而就計算此限額而言，根據
Mercu計劃及其他Mercu計劃先前授出之認股權（包括根據Mercu計劃及其他Mercu計劃尚未行使、已註
銷、已失效或已行使之認股權）將不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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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受上文(6)(a)段所限及在不影響上文(6)(c)段之原則下，本公司可於股東大會上另行尋求長和股東批准，
根據Mercu計劃授出超過Mercu一般計劃限額之認股權（須根據上市規則寄發一份載有關於此目的之資
料之通函予長和股東），或（倘適用）尋求長和股東批准前，Mercu特別指明之參與人授予上文 (6)(c)段所
指之放寬限額之認股權；及

(e) 於任何12個月期間內，根據Mercu計劃及其他Mercu計劃向每位參與人授出之認股權（包括已行使或尚
未行使之認股權）獲行使時，已發行及須予發行之Mercu股份總數，不得超過Mercu當時相關類別證券
已發行股本之1%，除非按上市規則之規定，獲長和股東於其股東大會上批准（而有關參與人及其聯繫
人（定義見上市規則）須放棄投票）。

認股權可於Mercu董事知會各承授人及在授出認股權日期決定之期間內（不得超過認股權授出後10年），隨時根
據Mercu計劃之條款行使，及倘無作出該等決定，則由該認股權視作授出當日至認股權授出後10年內行使，並
須受提前終止之條款約束。

於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及直至本報告日期，並無根據Mercu計劃授出任何認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年內任何期間，本公司或附屬公司均無參與任何安排，使本公司董事得以透過買入本公司或
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管理合約
年度內並無訂立或存在有關本公司全部或任何重大部分業務之管理及行政事宜之合約。

購回、出售或贖回上市股份
年度內，本公司於聯交所購回本公司股本中合共2,000,000股每股面值港幣一元之普通股，已付之總代價（扣除開支前）
為港幣188,158,864.10元。所有已購回之股份其後被註銷。董事相信，購回股份可提高本公司之資產淨值及 /或每股股
份盈利，並有利於本公司及其股東。於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3,857,678,500股。

股份購回之詳情如下：

   總代價
日期 購回股份數目 每股購買價 （扣除開支前）
  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港元）
2016年11月 2,000,000 95.00 92.50 188,158,864.1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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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或開曼群島法例並無優先購買權之條文，以規定本公司須按比例向現有股東發售新股份。

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年度內，本集團之首五大供應商在本集團採購額合佔之百分比，以及本集團之首五大客戶在本集團所佔銷售貨品或
提供服務之收入合佔之百分比，均低於30%。

足夠公眾持股量
於本報告日期，根據本公司公開所得資料及據本公司董事所知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69%由公眾人士持有。

核數師
執業會計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已審核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並將於2017年股東週年大會上
告退，惟符合資格並願膺聘連任。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施熙德

香港，2017年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