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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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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本公告僅供說明用途，並不構成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提呈出售任何證
券的建議或建議購買任何證券的招攬。倘未根據任何該等司法權區的證券法
例辦理登記或符合資格前而於上述地區進行上述建議、招攬或出售即屬違法。
證券未曾亦不會根據1933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證券法」）進行登記，且倘未
經辦理有關登記或已獲證券法適用豁免辦理有關登記規定，一概不得在美國
境內發售或出售。於美國境內公開提呈發售任何證券將須以刊發招股備忘錄
的方式作出。該份招股備忘錄將載列關於進行提呈發售的公司以及其管理層
及財務報表的詳盡資料。本公司目前無意於美國境內公開發售任何證券。

GREENTOW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建議發行美元次級永久資本證券

本公司建議透過發行人進行一項美元次級永久資本證券的國際發售。次級永
久資本證券將根據證券法項下S規則僅於美國境外提呈發售。

建議發行次級永久資本證券的完成須視乎市況及投資者的興趣而定。次級永
久資本證券的定價（包括本金總額、發售價及分配率）將透過由建議發行次級永
久資本證券的聯席牽頭經辦人兼聯席賬簿管理人德意志銀行、高盛（亞洲）、瑞
士銀行、麥格理、滙豐銀行、渣打銀行及法國巴黎銀行進行的累計投標機制而
釐定。於本公告日期，次級永久資本證券的金額以及條款及條件尚未落實。待
次級永久資本證券的條款落實後，預期德意志銀行、高盛（亞洲）、瑞士銀行、
麥格理、滙豐銀行、渣打銀行及法國巴黎銀行、本公司與發行人（其中包括）將
就次級永久資本證券訂立認購協議及其他附屬文件。本公司擬將次級永久資
本證券的所得款項淨額用作為永久次級可換股可贖回證券更換及再融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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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本公司可能因應不斷變化的市況而調整前述所得款
項用途，因而重新分配所得款項用途。

次級永久資本證券未曾亦將不會根據證券法登記，並不會在美國境內發售、
出售或交付。因此，次級永久資本證券將根據證券法項下S規則僅於美國境
外發售及出售。次級永久資本證券概不會在香港向公眾人士提呈發售。

本公司將尋求次級永久資本證券於聯交所上市。本公司已接獲聯交所就次
級永久資本證券的上市發出的符合資格確認。次級永久資本證券於聯交所
報價不得被視為本公司或次級永久資本證券的利好指標。

由於截至本公告日期尚未就建議發行次級永久資本證券訂立具約束力的協
議，故建議發行次級永久資本證券不一定會落實。本公司的投資者及股東於
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倘認購協議得以簽訂，本公司將就建議發
行次級永久資本證券進一步發表公告。

建議發行次級永久資本證券

緒言

本公司建議透過發行人進行一項美元次級永久資本證券的國際發售。次級永
久資本證券將根據證券法項下S規則僅於美國境外提呈發售。

建議發行次級永久資本證券的完成須視乎市況及投資者的興趣而定。次級永
久資本證券的定價（包括本金總額、發售價及分配率）將透過由建議發行次級永
久資本證券的聯席牽頭經辦人兼聯席賬簿管理人德意志銀行、高盛（亞洲）、瑞
士銀行、麥格理、滙豐銀行、渣打銀行及法國巴黎銀行進行的累計投標機制而
釐定。於本公告日期，次級永久資本證券的金額以及條款及條件尚未落實。待
次級永久資本證券的條款落實後，預期德意志銀行、高盛（亞洲）、瑞士銀行、
麥格理、滙豐銀行、渣打銀行及法國巴黎銀行、本公司與發行人（其中包括）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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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次級永久資本證券訂立認購協議及其他附屬文件。倘認購協議得以簽訂，本
公司將就建議發行次級永久資本證券進一步發表公告。

次級永久資本證券未曾亦將不會根據證券法登記，並不會在美國境內發售、出
售或交付。因此，次級永久資本證券將根據證券法項下S規則僅於美國境外發
售及出售。次級永久資本證券概不會在香港向公眾人士發售。

建議發行次級永久資本證券的原因

本公司擬將次級永久資本證券的所得款項淨額用作為永久次級可換股可贖回
證券更換及再融資以及撥作一般營運資金用途。本公司可能因應不斷變化的
市況及若干其他情況而調整前述所得款項用途，因而重新分配所得款項用途。

上市

本公司將尋求次級永久資本證券於聯交所上市。本公司已接獲聯交所就次級
永久資本證券的上市發出的符合資格確認。次級永久資本證券於聯交所報價
不得被視為本公司或次級永久資本證券的利好指標。

一般事項

由於截至本公告日期尚未就建議發行次級永久資本證券訂立具約束力的協議，
故建議發行次級永久資本證券不一定會落實。本公司的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
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倘認購協議得以簽訂，本公司將就建議發行次級
永久資本證券進一步發表公告。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下文所載涵義：

「法國巴黎銀行」 指 法國巴黎銀行香港分行，為提呈發售及出售次
級永久資本證券的其中一名聯席牽頭經辦人兼
聯席賬簿管理人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綠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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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銀行」 指 德意志銀行新加坡分行，為提呈發售及出售次
級永久資本證券的其中一名聯席牽頭經辦人兼
聯席賬簿管理人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高盛（亞洲）」 指 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為提呈發售及出售
次級永久資本證券的其中一名聯席牽頭經辦人
兼聯席賬簿管理人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滙豐銀行」 指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為提呈發售及出
售次級永久資本證券的其中一名聯席牽頭經辦
人兼聯席賬簿管理人

「發行人」 指 月慧環球有限公司，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

「麥格理」 指 麥格理資本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為提呈發售及
出售次級永久資本證券的其中一名聯席牽頭經
辦人兼聯席賬簿管理人

「發售價」 指 次級永久資本證券將予出售的最終價格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建議發行次級永久
資本證券」

指 發行人建議發行次級永久資本證券，將由本公
司擔保

「永久次級可換股
可贖回證券」

指 由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Active Way Development 
Limited發行及由本公司擔保以港元計值的永久次
級可換股可贖回證券，本金總額為2,550,000,000
港元

「證券法」 指 1933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

「渣打銀行」 指 渣打銀行，為提呈發售及出售次級永久資本證
券的其中一名聯席牽頭經辦人兼聯席賬簿管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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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次級永久資本證券」 指 發行人將發行以美元計值的次級永久資本證券

「認購協議」 指 （其中包括）德意志銀行、高盛（亞洲）、瑞士銀
行、麥格理、滙豐銀行、渣打銀行及法國巴黎
銀行、本公司及發行人擬就建議發行次級永久
資本證券訂立的協議

「瑞士銀行」 指 瑞士銀行香港分行，為提呈發售及出售次級永
久資本證券的其中一名聯席牽頭經辦人兼聯席
賬簿管理人

「美元」 指 美元

承董事會命
綠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宋衛平

中國杭州，2014年1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宋衛平先生、壽柏年先生、羅釗明先
生、郭佳峰先生及曹舟南先生；兩名非執行董事吳天海先生及徐耀祥先生；以
及六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賈生華先生、蔣偉先生、柯煥章先生、史習平先生、唐
世定先生及許雲輝先生。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6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sRGB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CFangSong-Light
    /CGuLi-Bold
    /CGuYin-Bold
    /CHei-UltraBold
    /CHei2-Bold
    /CHei2-Xbold
    /CHei3-Bold
    /CJNgai-Bold
    /CKan-Xbold
    /CNganKai-Bold
    /CO2Yuen-XboldOutline
    /COYuen-Xbold
    /COYuen-XboldOutline
    /CPo-Bold
    /CPo3-Bold
    /CSong3-Medium
    /CSu-Medium
    /CXLi-Medium
    /CXing-Medium
    /CXingKai-Bold
    /CYuen-SemiMedium
    /MBei-Bold
    /MHei-Bold
    /MHei-Light
    /MHei-Medium
    /MHei-Xbold
    /MKai-Medium
    /MKai-SemiBold
    /MLi-Bold
    /MNgai-Bold
    /MSung-Light
    /MSung-Medium
    /MSung-Xbold
    /MYuen-Light
    /MYuen-Medium
    /MYuen-Xbold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2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2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40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3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480069006700680020007200650073002000730063007200650065006e00284e0d53ef537052370029300d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480069006700680020007200650073002000730063007200650065006e00284e0d53ef537052370029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ConvertToRGB
      /DestinationProfileName (sRGB IEC61966-2.1)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UseName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arksOffset 0
      /MarksWeight 0.28346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JapaneseWithCircle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600 6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