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會報告
董事會同仁欣然向全體股東提呈截至 0./2 年 /0 月 1/ 日止年度的報告及經審核賬目。

主要業務
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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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務刊於第 047 頁至第 052 頁。

集團溢利
綜合收益表刊於第 /46 頁，該表顯示本集團截至 0./2 年 /0 月 1/ 日止年度的溢利。

股息
本公司已於 0./2 年 3 月 /2 日及 0./2 年 7 月 /. 日分別向股東派發特別股息每股港幣 5 元及中期股息每股港幣 .,44 元。現
董事宣佈於 0./3 年 2 月 /3 日向於 0./3 年 1 月 /5 日（即釐定股東享有第二次中期股息權利之記錄日期）在股東名冊內登
記的股份持有人，派發第二次中期股息（以代替末期股息）每股港幣 /,533 元。

儲備
年度內本公司及集團的儲備變動分別詳列於第 045 頁至第 046 頁之賬目附註四十六及第 /50 頁至第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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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款項共達約港幣 33*...*... 元（0./1 年約為港幣 5/*...*... 元）。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的變動詳情列於賬目附註十三。

股本
本公司的股本詳情列於賬目附註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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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於 0./2 年 /0 月 1/ 日，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的成員包括李嘉誠先生、李澤鉅先生、霍建寧先生、周胡慕芳女士、
陸法蘭先生、黎啟明先生、甘慶林先生、鄭海泉先生、米高嘉道理爵士、李慧敏女士、李業廣先生、麥理思先生、
毛嘉達先生（米高嘉道理爵士之替任董事）、盛永能先生及黃頌顯先生。
於 0./2 年 5 月 /. 日，顧浩格先生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一職及鄭海泉先生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藉此機會感謝顧浩格先生對本集團之服務，並歡迎鄭海泉先生加入董事會。
鄭海泉先生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 /.5 條於下一個股東大會上依章告退，但符合資格願於下一個股東大會上膺選
連任。
李嘉誠先生、周胡慕芳女士、陸法蘭先生、米高嘉道理爵士及李業廣先生將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第 /./ 條於即將
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但符合資格願於即將召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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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條有關其獨立
性的確認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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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頁至第 //1 頁。

合約權益
在本年度末或本年度內任何期間，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並無參與本公司董事擁有重大直接或間接權益的有關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業務的重大合約。

關連交易
於截至 0./2 年 /0 月 1/ 日止年度內及直至本報告之日期，本集團進行之下列交易構成及 - 或可構成上市規則所指之關
連交易：
&/'

收購 N_piÅLDjw
於 0./2 年 3 月 05 日（香港時間 0./2 年 3 月 06 日）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長江實業」）、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
司（「長江基建」，本公司之非全資上市附屬公司）、AfcsleImleGltcqrkclrAmkn_lwJgkgrcb（「AIGAJ」，長江實業之全資
附屬公司）、A_n_agrwD_grfJgkgrcb（「ADJ」，長江基建之全資附屬公司）與 Qnjclbgb Ep_lb Jgkgrcb（「QEJ」，由長江實業及
長江基建各持有 3.#）在多倫多訂立股東協議（「QEJ 股東協議」），訂明長江實業及其附屬公司（「長江實業集團」）
與長江基建及其附屬公司（「長江基建集團」）各自有關於 QEJ 之資金承擔、股權及其他權利與義務（「N_piÅL Djw 合營
公司交易」）；而 QEJ 乃為向賣方（本公司之獨立第三方）進行 N_piÅLDjw 收購及可能收購加拿大溫哥華「N_piÅLDjw」業
務之資產與營運（「N_piÅLDjw 可能收購」）而成立之合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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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長江實業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而屬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長江基建訂立 QEJ 股東協議構成本公
司之關連交易。
同日，賣方、/6005.1?j`cpr_Jrb（「買方」，QEJ 之全資附屬公司）與長江實業及長江基建（兩者均為買方之擔保人）
就 N_piÅLDjw 收購訂立資產購買協議（「資產購買協議」）。
長江實業及長江基建將分別透過其各自之一間或多間附屬公司，按其各自於 QEJ 之 3.83. 股權比例，以股本及
股東貸款組合方式向 QEJ 提供資金。按收購代價 125*333*... 加元（約港幣 0*26/*424*744,3. 元）、有關 N_pi Å L Djw 合營
公司交易、N_piÅLDjw 收購與 N_piÅLDjw 可能收購之估計成本及開支，以及 QEJ 所需營運資金計算，長江實業集團及
長江基建集團根據 QEJ 股東協議各自向 QEJ 作出之總資金承擔於任何情況下均不得超過 /76*53.*... 加元（約
港幣 /*2/7*/12*403 元），當中包括 &g' 就 N_pi Å L Djw 收購提供最高 /6/*755*3.. 加元（約港幣 /*077*151*721,03 元）之款項，
及 &gg' 就 N_piÅLDjw 可能收購提供最高 /4*550*3..加元（約港幣 //7*54.*46/,53 元）之款項。長江實業集團及長江基建集
團合共向 QEJ 提供之總資金承擔最高為 175*3..*...加元（約港幣 0*616*047*03. 元）。訂約各方於 QEJ 股東協議項下之
提供資金責任須待協議訂明之先決條件獲履行後，方可作實。QEJ 股東協議將於資產購買協議及有關 N_pi Å LDjw 可
能收購之資產購買協議終止後終止，且再無任何效力。
於 0./2 年 5 月 /6 日，長江實業、長江基建、AIGAJ、ADJ、QEJ 及 /6004.2?j`cpr_Jgkgrcb（「新合營公司」）訂立經修訂及
重列股東協議。據此，QEJ 股東協議經修訂及重列以反映（其中包括）合營工具由 QEJ 更改為新合營公司，以及通
過由長江實業及長江基建以公司擔保的方式向合營集團提供另一融資安排。
N_piÅLDjw 收購與 N_piÅLDjw 可能收購已於 0./2 年 5 月 03 日完成。
「N_pi Å L Djw 收購」指根據資產購買協議收購經營機場外圍停車場設施，服務往來加拿大愛民頓、蒙特利爾、渥太
華與多倫多之顧客，將其「N_piÅLDjw」商標特許予哈里法克斯國際機場使用之營運與資產及承擔若干責任。
「賣方」指 N_pi Å LDjw 收購之賣方，包括 &g' @PJ Pc_jrw Jgkgrcb，根據加拿大安大略省法律組成及存在之公司；
&gg'/03.131Mlr_pgmJrb,，根據加拿大安大略省法律組成及存在之公司；&ggg' PLC Pc_jrw Jgkgrcb，根據加拿大安大略省
法律組成及存在之公司；&gt'N_piÅLDjwN_prlcpqfgn，根據加拿大安大略省法律成立及存在之合夥公司；及 &t'/20.07/
?j`cpr_Jrb,，根據加拿大阿爾伯達省法律組成及存在之公司。

0./2年年報

/05

董事會報告

&0'

收購 Cltcqrp_Jgkgrcb（現稱 ?sqrp_jg_lE_qLcrumpiqJgkgrcb）之 /..# 股權
於 0./2 年 3 月 1. 日，長江實業、長江基建、電能實業有限公司（「電能實業」）及 AICLTSIJgkgrcb（「AICLT」）訂立股
東協議（「AICLT 股東協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認購 AI CLT 股本中之普通股（「AI CLT 認購」）、為收購（「Cltcqrp_
收購」，根據澳洲公司法（0../ 年）以場外收購出價方式（
「收購出價」），以每股 /,10 澳元收購 Cltcqrp_ Jgkgrcb
（「Cltcqrp_」）所有已發行及已繳足普通股之股份（「Cltcqrp_ 股份」））提供資金，以及 Cltcqrp_ 收購完成後 AICLT 及其附
屬公司（「AICLT 集團」）與 Cltcqrp_ 及其附屬公司之營運及管理工作（「Cltcqrp_ 合營交易」）。
於 AICLT 認購完成後，長江實業、長江基建及電能實業各自間接持有 AI CLT 三分之一權益，而 AI CLT 集團各成員
於長江實業、長江基建及電能實業各自之綜合財務報表以合資企業入賬。長江實業集團、長江基建集團及
電能實業與其附屬公司（「電能實業集團」
）各自於 Cltcqrp_ 合營交易中之資本承擔最高約為 444*...*... 澳元（約
港幣 2*576*5..*...元）。
鑒於長江實業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而屬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長江基建訂立 Cltcqrp_ 合營交易
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AICLTGltcqrkclrqNrwJrb（「AICLTGltcqrkclrq」，AICLT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根據收購出價作出之有條件現金要約於
0./2年7月2日完成，
 AICLTGltcqrkclrq隨即持有約74,36#Cltcqrp_股份。AICLTGltcqrkclrq接着展開強制收購餘下1,20#
Cltcqrp_ 股份之程序，其後 Cltcqrp_股份於 0./2 年 /. 月 /5 日終止在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

&1'

出售 Cltcqrp_Jgkgrcb 之 /5,24# 權益
於 0./2 年 6 月 04 日，長江基建集團與 AICLT 集團訂立一項協議，據此長江基建集團同意將 AfcsleImleGldp_qrpsarspc
Fmjbgleq&K_j_wqg_l' Jgkgrcb（「AIGK」）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轉讓予 AICLT 集團，以換取於 AICLT 集團之額外權益（「該轉
讓」）。AIGK 為 1/1*423*471 股 Cltcqrp_ 股份之登記持有人，佔 Cltcqrp_ 已發行股份約 /5,24#。
於該轉讓完成後，AIGK 不再為長江基建之附屬公司，而長江基建透過其於 AI CLT 三分之一間接權益及 AI CLT SI 0
Jgkgrcb（「AICLT0」， AICLT 之附屬公司）約 /5,24# 間接權益，於 AICLT 集團擁有約 22,75# 應佔權益。
長江實業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故屬本公司之關連人士。由於長江實業持有 AICLT 三分之一間接權益，AICLT 集
團每一成員（包括 AICLT0 及 AICLTGltcqrkclrq）各自均為長江實業之聯繫人。因此，根據上市規則，長江基建集團
（其成員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與 AICLT 集團訂立之該轉讓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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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與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之重組、併購及分拆上市
於 0./3 年 / 月 7 日，長江實業及本公司聯合公佈有關重組及合併長江實業集團與本集團業務之下列方案，以創
立兩間新且居領導地位之香港上市公司，由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長和」，長江實業之全資附屬公司）將持有
兩個集團之所有非地產業務，而長江實業地產有限公司（「長地」）則將合併兩個集團之地產業務：
&_'

長實重組方案；

&`'

併購方案，據此建議長實重組方案完成後，赫斯基股份交換及和黃方案將會進行，惟其各自之先決條件須
獲達成（或獲豁免（若適用）），方可作實；及

&a'

分拆上市方案。

長實重組方案之完成乃 &_' 完成赫斯基股份交換之先決條件；及 &`' 作出和黃方案之前提。赫斯基股份交換及和黃
方案的完成將是完成分拆上市方案之先決條件。若長實重組方案未能完成，赫斯基股份交換、和黃方案及分拆
上市方案將不會進行。
根據赫斯基待售股份賣方與赫斯基待售股份買方於 0./3 年 / 月 7 日訂立之有條件協議，赫斯基待售股份買方將向
赫斯基待售股份賣方收購 4/*135*./. 股赫斯基能源之普通股（「赫斯基股份」，約佔已發行普通股 4,02#），以換取
62*205*024 股新長和股份，該等股份入賬列作繳足，換股比率為每一股將收購之赫斯基股份換取 /,154 股新長和股
份（「赫斯基股份交換」）。
於赫斯基股份交換完成後，假設赫斯基能源股權並無其他變動，本公司將擁有合計約 2.,0# 已發行赫斯基股份。
赫斯基股份交換將緊接和黃方案完成前完成。
於 0./3 年 / 月 7 日，該信託直接及間接透過其所控制的公司持有長江實業已發行股份約 2.,21#。長實重組方案
完成後，預期該信託將直接及間接透過其所控制之公司持有長和已發行股份約 2.,21#。因此，該信託將於長實
重組方案完成後成為長和的關連人士。由於該信託下之全權信託各自之財產授予人為李嘉誠先生（為本公司董
事），以及各自之可能受益人為李澤鉅先生（為本公司董事），根據上市規則該信託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赫斯
基待售股份賣方乃該信託間接全資擁有之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將於長實重組方案完成後成為長和之關連人
士，並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據此，根據上市規則赫斯基股份交換將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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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實重組方案」指根據香港法例第 400 章公司條例第 /1 部第 0 分部，透過協議安排將長江實業集團的控股公司
由長江實業變更為長和之方案（「長實計劃」）。
「BR/」指 Rfc Jg I_+Qfgle Slgrw Bgqapcrgml_pw Rpsqr，就此李嘉誠先生為財產授予人，以及（其中包括）李澤鉅先生為可能
受益人，此信託的信託人為 JgI_+QfgleSlgrwRpsqrccAmpnmp_rgmlJgkgrcb。
「BR0」指一項全權信託，就此李嘉誠先生為財產授予人，以及（其中包括）李澤鉅先生為可能受益人，此信託的
信託人為 JgI_+QfgleSlgrwRpsqrampnJgkgrcb。
「BR1」指一項全權信託，就此李嘉誠先生為財產授予人，以及（其中包括）李澤鉅先生為可能受益人，此信託的
信託人為 JgI_+QfgleA_qrjcRpsqrccAmpnmp_rgmlJgkgrcb。
「BR2」指一項全權信託，就此李嘉誠先生為財產授予人，以及（其中包括）李澤鉅先生為可能受益人，此信託的
信託人為 JgI_+QfgleA_qrjcRpsqrampnJgkgrcb。
「除外房地產權益」指 &g' 由長江實業集團或本集團持有，用於進行非房地產業務或附屬於非房地產業務的房地產
權益；&gg' 由長江實業、本公司或長和的上市附屬公司及上市聯營公司持有，用於進行其各自業務或附屬於其各
自業務的房地產權益，該等權益將繼續由該等上市附屬公司及上市聯營公司持有；及 &ggg' 透過一間長江實業之附
屬公司於一個開發物業持有的權益，而該附屬公司已同意將全部已發行股份出售予第三方。
「集團房地產業務」指長江實業集團及本集團房地產業務，&g' 包括 &_' 物業發展及投資、&`' 經營酒店及套房服務
組合、&a' 物業及項目管理，及 &b' 分別在置富產業信託（「置富信託」
）、泓富產業信託（「泓富信託」
）及匯賢產業
信託（
「匯賢信託」
）
（均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上市）中持有之基金單位，以及在 ?P? ?qqcr
K_l_eckclrJgkgrcb（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且為置富信託及泓富信託之管理人的控股公司）及滙賢房託管理
有限公司（為匯賢信託的管理人）中之權益，&gg' 但不包括除外房地產權益。
「赫斯基能源」指赫斯基能源公司，一間在加拿大阿爾伯特省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多倫多證券交
易所上市。
「赫斯基待售股份買方」指 FsrafgqmlUf_knm_CspmncGltcqrkclrqQ, p,j,，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赫斯基待售股份賣方」指 J,D,GltcqrkclrqQ, p,j,，該信託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和黃方案」指 AIEjm`_jGltcqrkclrqJgkgrcb（長和之全資附屬公司）透過協議安排向本公司股東（於將予公佈之有關
記錄時間，由長江實業集團持有者除外）作出有條件股份交換要約，以註銷所有本公司之股份（由長江實業之
全資附屬公司所持有者除外）
（「和黃計劃股份」）而交換新發行之長和股份，換股比率為每股和黃計劃股份換取
.,462 股長和股份。
「分拆上市方案」指建議將集團房地產業務分拆上市及以實物分派方式向長和股東進行實物分派，並且將長地股
份以介紹方式在聯交所主板獨立上市。
「該信託」
指BR/、BR0、BR1、BR2、RfcJgI_+QfgleSlgrwRpsqr及RfcJgI_+QfgleA_qrjcRpsqr，以及按文義所指其中任何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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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 Ctcpqfmjr 鐵路集團
於 0./3 年 / 月 0. 日，長江實業、Nmpr`pmmiJgkgrcb（長江實業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長江基建、Nmpram`pmmi Jgkgrcb
（長江基建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 AIGltcqrkclrqQ, p,j,（「AIGltcqrkclrq」）訂立股東協議（「Ctcpqfmjr 股東協議」），
內容有關成立一間合營公司（以 AIGltcqrkclrq 之形式）
（「合營交易」
）、認購事項、為 AI Gltcqrkclrq 收購 Ctcpqfmjr
GltcqrkclrEpmsn&Jsvck`mspe'Q, p,j,（「Ctcpqfmjr」）股本中每股 /,.. 英鎊之普通 ? 股與普通 @ 股及由 Ctcpqfmjr Gltcqrkclr
EpmsnQ,A,Q,、K_pw@pgbecrIcllw 與 AjgtcJcugqRfmk_q 每一賣方（統稱「賣方」）各自持有由 Ctcpqfmjr 發行之優先股權證提
供資金（「Ctcpqfmjr 收購」），以及 Ctcpqfmjr 收購完成後經營及管理 AIGltcqrkclrq 與其附屬公司（「Ctcpqfmjr 合營集團」）
及 Ctcpqfmjr 鐵路集團。認購事項完成後，長江實業及長江基建將各自繼續間接持有 AI Gltcqrkclrq 3.# 權益，而
Ctcpqfmjr 合營集團各成員將於長江實業及長江基建各自之綜合財務報表中以合資企業入賬。
同日，Qr_p?e_rf_GltcqrkclrqQ, p,j,、KQGNQn_ppmu@,T,、1GGldp_qrpsarspcnja 與 1GGldp_qrpsarspc&Jsvck`mspe'Q, p,j,（統稱「財
團成員」）、賣方、AI Gltcqrkclrq 作為買方、長江實業及長江基建個別（而非共同及個別）作為擔保人亦就 AI
Gltcqrkclrq 之 Ctcpqfmjr 收購訂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Ctcpqfmjr 收購之完成須待若干條件達成，方告作實。
長江實業集團及長江基建集團各自根據合營交易之最高資本承擔（不論以股本或貸款）約 4..*...*... 英鎊（約
港幣 5*.0.*4..*... 元），而長江基建作為買賣協議之擔保人之最高債務總額為購買價之 3.#。
鑒於長江實業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而屬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本公司之附屬公司長江基建訂
立合營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Ctcpqfmjr 鐵路集團」指 Ctcpqfmjr 及各間公司 &g' Ctcpqfmjr Dslbgle NJA、&gg' Ctcpqfmjr Dgl_lac Fmjbgleq Jgkgrcb、&ggg' Cspmnc_l
P_gj Dgl_lac &E@' Jgkgrcb、&gt' Ctcpqfmjr P_gj Fmjbgle &SI' Jgkgrcb、&t' Ctcpqfmjr P_gj &SI' Jgkgrcb、&tg'CtcpqfmjrBcnmrDgl_lac &SI'
Jgkgrcb、&tgg'CtcpqfmjrP_gj&16.'Jgkgrcb、&tggg'CtcpqfmjrP_gj&143'Jgkgrcb、&gv'Cspmnc_lP_gjDgl_lacJgkgrcb、&v'Cspmnc_l P_gj
Dgl_lac&0'Jgkgrcb、&vg'Cspmnc_lP_gjDgl_lacFmjbgleqJgkgrcb；及 &vgg'CtcpqfmjrGltcqrkclrJgkgrcb。
「 購 買 價 」指 將 由 AIGltcqrkclrq 於 完 成 時 就 Ctcpqfmjr 收 購 支 付 之 購 買 價 合 共 為 &g'/*.05*...*... 英 鎊（ 約
港幣/0*./4*71.*...元），&gg'由0./1年/0月1/日﹙不包括該日﹚起計至完成日期﹙包括該日﹚以前述&g'中款項為基數
按每年 /.# 計算﹙按比例按日計算﹚之款項，及 &ggg'/.*...*... 英鎊（約港幣 //5*./.*... 元），該金額可按買賣協議
所訂予以下調。
「認購事項」指長江實業及長江基建各自透過其各自之一間或多間附屬公司，將以現金按總認購價認購 AI
Gltcqrkclrq 有關數目之股份，並提供或促使提供有關之股東貸款，及 - 或認購有關優先股權證、追踪優先股權證
及 - 或其他文據，總額由 AIGltcqrkclrq 的經理委員會於完成前釐定，惟金額上限最高為 4..*...*... 英鎊（約
港幣 5*.0.*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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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於 0./1 年 /0 月 /4 日，本公司就四間獨立金融機構分別同意提供予 RMK 集團有限公司（「RMK」，為一間上市公司，
Ap_lummbAmkn_lwJgkgrcb（「Ap_lummb」）及其附屬公司（統稱「Ap_lummb 集團」）、本公司附屬公司與長江實業附屬公司分別
擁有 RMK 約 03,34#、02,25# 及 /0,01# 之權益）就根據 0./1 年有期及循環貸款融資項下責任之 6.,13#，個別提供四份擔保
（「擔保」或「RMK 持續關連交易」）。
「0./1 年有期及循環貸款融資」指根據 RMK 於 0./1 年 /0 月 /4 日分別訂立之四項獨立融資協議。四間獨立金融機構同意
向 RMK 分別提供最高港幣 /*5..*...*... 元、港幣 4..*...*... 元、港幣 1..*...*... 元及港幣 1..*...*... 元之四項獨立有期
及循環貸款融資，全部之最終到期日均為 0./1 年 /0 月 /4 日後 14 個月。
由於本公司提供擔保，Ap_lummb 已無條件及不可撤回地同意就本公司於擔保中之 3/,.7# 責任提供彌償予本公司
（「Ap_lummb 彌償」），而 Ap_lummb 集團已（其中包括）將合共 773*.56*141 股 RMK 股份（相等於其所持有全數 RMK 股權，約佔
RMK 全部已發行股本 03,34#）作為就 Ap_lummb 彌償給予本公司之抵押。
長江實業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因此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故此，根據上市規則，以 RMK 為受惠者提供擔保構成本公
司之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
有關集團截至0./2年/0月1/日止年度所訂立之所有關連人士交易之概要載於綜合賬目附註卅九。如附註卅九所述，有
關收購赫斯基能源發行之可買賣債券、與長江實業成立合資企業及為該等合資企業提供財務資助均屬於上市規則定
（視情況而定），及先前已遵照上市規則作出披露，或根據上市規則第 /2?,54&/' 條
義之「關連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
或第 /2?,67 條獲豁免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要求。
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第/2?章規定有關集團截至0./2年/0月1/日止年度訂立之關連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之披露要求。

持續關連交易之週年審閱
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審閱，並確認 RMK 持續關連交易是 &_' 在本集團的日常業務中訂定；&`' 按一般商業條款
進行及 &a' 根據有關交易的協議進行，條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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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K 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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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並未獲董事會批准；

&gg'

在各重大方面沒有根據有關交易之協議進行；及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ggg' 截至 0./2 年 /0 月 1/ 日止年度，超逾於 0./1 年 /0 月 /4 日之公告所披露 RMK 根據本金總額達港幣 0*7..*...*... 元
之貸款融資項下相關責任之 6.,13#。

董事服務合約
擬於即將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 - 股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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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下終止的服務合約。

獲准許的彌償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本公司董事在執行其職務及履行責任時所招致或與此有關的費用、收費、損失、
開支及債務，均有權獲本公司彌償。董事責任保險已備妥，以保障本公司董事免受向其索償所產生之潛在費用及債
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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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年 /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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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VT 部第 0 及第 1 分部須向本公司披露，或已於本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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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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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


身份

持有
股份數目

持股權
概約百分比

JgI_+QfgleSlgrwRpsqrccAmpnmp_rgml
Jgkgrcb（「RBR/」）


信託人及
信託受益人

0*/1.*0.0*551&/'

27,75#

JgI_+QfgleSlgrwRpsqrampnJgkgrcb
（「RBR0」）



信託人及
信託受益人

0*/1.*0.0*551&/'

27,75#

信託人

0*/1.*0.0*551&/'

27,75#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0*/1.*0.0*551&/'

27,75#

實益擁有人

243*043*747&0'

/.,7/#

JgI_ÀQfgleSlgrwRpsqrccAmkn_lw
Jgkgrcb（「RSR/」）
長江實業
Amlrglclr_jPc_jrwJgkgrcb

0./2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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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其他人士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與淡倉
&_'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好倉

名稱


身份

持有股份 - 
相關股份數目 


總數

持股權
概約百分比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100*720*153 

100*720*153&0'

5,35#

Ugl`mNmucpJgkgrcb

實益擁有人

014*04.*0.. 

014*04.*0..&0'

3,32#

NmjwamsprJgkgrcb

實益擁有人

011*.43*42/ 

011*.43*42/&0'

3,25#

UcjjI_pglJgkgrcb

實益擁有人

004*747*4.. 

004*747*4..&0'

3,10#

/2*323*050

1.*.23*102

13*747

/6.*./5*125


002*421*7/0&1'

3,04#

Fmlmsp_`jcFmjbgleqJgkgrcb

HNKmpe_lAf_qc$Am,








&`'

實益擁有人

投資經理

信託人

託管公司 -
 核准借出代理人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淡倉

名稱
HNKmpe_lAf_qc$Am,

&a'

'
'
'
'
'
'
'
'


身份

持有股份 -
相關股份數目


總數

持股權
概約百分比

實益擁有人

5*677*30/

5*677*30/&2'

.,/6#

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可供借出股數

名稱
HNKmpe_lAf_qc$Am,



身份

持有股份 -
相關股份數目


總數

持股權
概約百分比

託管公司 -
核准借出代理人

/6.*./5*125

/6.*./5*125

2,00#

附註：

/12

&/'

上述四處所提述 0*/1.*0.0*551 股本公司股份，實指代表長江實業若干全資附屬公司所持有之本公司股份總數的同一股份
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長江實業被當作持有該等股份權益。此外，如「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
與淡倉」一節附註&/'&_'所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規定，RBR/、RBR0及RSR/均被視為擁有由長江實業所持有之0*/1.*0.0*551
股本公司股份之權益。

&0'

彼等乃長江實業之全資附屬公司，其持有之本公司股份乃長江實業所持股份之其中一部分。

&1'

該好倉包括 1*56/*1/5 股持有衍生權益之本公司相關股份，其中 0*/4.*51/ 股相關股份衍生自上巿及以實物結算之衍生工
具，01*... 股相關股份衍生自上巿及以現金結算之衍生工具，67.*6.2 股相關股份衍生自非上巿及以實物結算之衍生工
具，而 5.4*560 股相關股份衍生自非上巿及以現金結算之衍生工具。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2'

該淡倉包括 5*663*/0. 股持有衍生權益之本公司相關股份，其中 /*27/*173 股相關股份衍生自上巿及以實物結算之衍生工
具，2*7/0*277 股相關股份衍生自上巿及以現金結算之衍生工具，112*3.6 股相關股份衍生自非上巿及以實物結算之衍生
工具，而 /*/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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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年 /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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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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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認購計劃
本公司並無股份認購計劃，但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則有採納股份認購計劃。該等股份認購計劃之主要條款概要如下：

&G' Fsrafgqml1ESIFmjbgleqJgkgrcb（「1 英國」）
於 0..2 年 3 月 0. 日，1 英 國 採 納 股 份 認 購 計 劃（「1 英 國 計 劃 」）， 授 出 認 股 權 以 認 購 1 英 國 股 本 中 之 普 通 股
（「1 英國股份」）。1 英國計劃由 0..2 年 3 月 0. 日起生效，至 0./2 年 3 月 0. 日屆滿，即 1 英國計劃採納日期起 /. 週
年內有效。隨著 1 英國計劃期滿後，不可再根據 1 英國計劃授出任何認股權，但 1 英國計劃之條款於必需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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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認股權或根據 1 英國計劃之條款，以其他
可能要求的範圍行使任何認股權。1 英國計劃摘要如下：
&/'

1 英國計劃之目的是為 1 英國提供一個靈活的方法，以保留、激勵、獎賞、酬報、補償及 - 或提供利益予
1 英國合資格僱員（定義見下文）。

&0'

&1'

認股權可授予 1 英國之合資格僱員（「1 英國合資格僱員」）包括：
&_'

1 英國及任何其他 1 英國不時持有控制權之公司（統稱「1 英國參與公司」）之任何僱員；或

&`'

大部份工作時間（每週不少於03 小時）須投放於其職務上之任何 1 英國參與公司之任何董事。

1 英國董事會內之薪酬委員會（「1 英國薪酬委員會」）授予任何認股權必須經常遵守 1 英國計劃的規則（經不
時修訂）所訂之任何限制與規限。

&2'

根據 1 英國計劃，1 英國合資格僱員毋須就獲授認股權付款。

&3'

除 1 英國薪酬委員會向 1 英國合資格僱員建議授出認股權時另有決定及指明外，1 英國計劃並無規定行使認
股權前之最短持有期限。

&4'

認購價為：&_' 倘若為表揚創辦人及於 0../ 年 1 月 1/ 日前為 1 英國合資格僱員，並於根據 1 英國計劃授出認
股權之日期（「1 英國授出日期」）仍受僱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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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英國薪酬委員會亦認為該等人士應獲該初次授出，價格由 1 英國薪酬委員會釐定（不低於每股
/ 英鎊）；及 &`' 若為其他情況，則為 1 英國薪酬委員會釐定之於 1 英國授出日期 1 英國股份之市值，但於任
何情況下不得低於 1 英國股份於 1 英國授出日期之面值（如有）。

0./2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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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於 &g' 由本公司在決定尋求 1 英國獨立上市起至上市日期止期間授出的認股權；或 &gg' 向聯交所提交在聯
交所主板上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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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性質申請）前六
個月直至上市日期止期間所授出的認股權，而認股權持有人獲通知的認購價低於上市時的 1 英國股份發行
價，則 1 英國股份之認購價須根據上市時的 1 英國股份發行價作出調整，及不得以低於該發行價的認購價
行使任何（1 英國計劃的規則適用的）認股權。

&6'

受下文第 &7' 段所規限，如果按 1 英國計劃授出認股權將於 1 英國授出日期導致根據 1 英國計劃及任何 1 英國
認股權計劃項下已經或可能發行之 1 英國股份（「1 英國計劃股份」）數目超過 1 英國於 0..2 年 3 月 0. 日，即有
關批准 1 英國計劃之決議案通過當日的已發行 1 英國股份數目的 3#，則不得按 1 英國計劃授出該等認股權，
除非按上市規則規定獲 1 英國股東與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於本報告日期，根據 1 英國計劃可予發
行之1英國股份總數
（包括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認股權）
為000*052*115股，佔當日已發行1英國股份總數之3#）
。

&7'

倘若按 1 英國計劃授出認股權將於 1 英國授出日期導致 1 英國計劃股份數目超過於 1 英國計劃獲批准當日的
已發行 1 英國股份數目的 2#，則未經董事會書面批准前，不得按 1 英國計劃授出認股權。

&/.' 因行使所有根據 1 英國計劃及任何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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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英國
股份總數，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 1 英國股份之 1.#。
&//' 於任何 /0 個月期間內，每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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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 英國股份總數
（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尚未行使的認股權），不得超過已發行 1 英國股本之 /#，除非按上市規則規定，獲
1英國股東及本公司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有關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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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英國授出日期起 /. 年內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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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0./2 年 /0 月 1/ 日止財政年度開始及終結時，於 1 英國計劃下尚未行使之認股權，以及在年內根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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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人士
類別


  於0./2年
有效授出 
/月/日
或授出 
持有之
認股權日期&/' 認股權數目





於0./2年
年內授出




於0./2年
年內行使


 於0./2年
於0./2年 /0月1/日
年內失效-
持有之
註銷 認股權數目




認股權 
行使期 



1英國股份價格
認股權
於授出 
於行使
行使價 認股權日期&1' 認股權日期
英鎊
英鎊 
英鎊

僱員合計


0.,3,0..2 


06.*...


－


－


&06.*...'


－


上市當日&0'
至/2,3,0./2

/,13

/,.. 

不適用




05,/,0..3 


/0.*...


－


－


&1.*...'


7.*...


上市當日 
至04,/,0./3

/,13

/,.. 

不適用




//,5,0..3 


/4.*...


－


－


&1.*...'


/1.*...


上市當日 
至/.,5,0./3

/,13

/,.. 

不適用

5,7,0..5 



160*53.

720*53.

－

－

－

－

&/4.*...'

&3..*...'

000*53.

220*53.

上市當日 
至4,7,0./5

/,13

/,.. 

不適用



總計：
附註：
&/'

授予若干 1 英國創辦人的認股權將有 3.# 於上市（及緊隨上市後）當日歸屬，另外 03# 在上市滿一個曆年的日期歸屬，其
餘 03# 在上市滿兩個曆年的日期歸屬。授予非 1 英國創辦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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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期歸屬，其餘三分之一在上市滿兩個曆年的日期歸屬。

&0'

上市指向英國上市管理局申請批准 1 英國普通股股本正式上市或 1 英國股份在倫敦證券交易所監管之高增長市場 &?GK' 或
在英國或其他地方買賣。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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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英國計劃，1 英國共有 100*53. 份認股權尚未行使，佔當日已發行 1 英國股份約 .,./#。
1 英國於截至 0./2 年 /0 月 1/ 日止年度內並無根據 1 英國計劃授出任何認股權。

0./2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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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有限公司（「和黃中國醫藥科技」）
於 0..4 年 3 月 /6 日，和黃中國醫藥科技採納股份認購計劃（「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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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計劃由 0..4 年 3 月 /6 日起生效，
至 0./4 年 3 月 /5 日屆滿，即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計劃採納日期起 /. 年內有效。於本報告日期，和黃中國醫藥科技
計劃餘下年期約一年。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計劃摘要如下：
&/'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計劃之目的是為和黃中國醫藥科技提供一個靈活的方法，以保留、激勵、獎賞、酬報、
補償及 - 或提供利益予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定義見下文）。

&0'

認股權可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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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期或之後）為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或其上市母公司（現時為本公司）及彼之任何附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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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司之董事會（「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
）決定將
受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計劃規限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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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認股權持有人毋須就獲授任何認股權而付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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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認購價（須受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計劃之規則所作之任何調整規限）將為：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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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計劃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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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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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定義見下文），

於和黃中國醫藥科技上市當日或之後的任何某特定日子之「市值」指以下之較高者：&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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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要約日期，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於認可證券交易所
之每日報價表所示之收市價；及 &a'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之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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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和黃中國醫藥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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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根據和黃中國醫藥科技之所有股份認購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認股權獲行使時，最多可發行和黃中國醫
藥科技股份總數不得超過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於一間認可證券交易所（包括高增長市場 &?G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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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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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段之限額，
惟根據和黃中國醫藥科技之所有股份認購計劃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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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和黃中國醫藥科
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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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計劃可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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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3/ 股，佔當日已發行和黃
中國醫藥科技股份總數約 /,1/#；

&a'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董事會可向其特別指定之任何一名或多名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授出超出上
文 &4'&_' 段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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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 段及 &4'&c' 段及有關根據和黃中
國醫藥科技計劃授予主要個別人士之限制所規限；

&b'

&g'

倘於先前 /0 個月內授出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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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不得向該名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授出任何認股權；及



&gg'

不論上文 &4'&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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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 段之限制下，方可授予任何一名或多名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合資格人士超過上文 &4'&b'&g' 段所述之限額之認股權；及

&c'

因行使所有根據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計劃及任何其他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認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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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和黃中國醫藥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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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

0./2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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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0./2 年 /0 月 1/ 日止財政年度開始及終結時，於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計劃下尚未行使之認股權，以及在年內根
據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計劃已授出、已行使、已註銷或已失效之認股權詳情如下：

姓名或
參與人士
類別


  於0./2年

有效授出 
/月/日

或授出 
持有之 於0./2年
認股權日期  認股權數目 年內授出






於0./2年
年內行使


 於0./2年
於0./2年 /0月1/日
年內失效- 
持有之
註銷  認股權數目





認股權
行使期



和黃中國醫藥

科技股份價格
認股權
於授出 
於行使
行使價 認股權日期  認股權日期
英鎊
英鎊 
英鎊

董事
賀雋


/7,3,0..4&/'


546*/60


À


&546*/60'


À 


À


/7,3,0..4
至1,4,0./3

/,.7

0,3.3&4'

鄭澤鋒


03,6,0..6&1'


42*.16


À


À


À 


42*.16


03,6,0..6
至02,6,0./6

/,04

/,04&5'

小計：



610*00.

À

&546*/60'

À 

42*.16

其他僱員
合計


/7,3,0..4&/'


54*6/6


À


&54*6/6'


À 


À


/7,3,0..4
至1,4,0./3

/,.7

0,3.3&4'




//,7,0..4&0'


04*6.6


À


À


À 


04*6.6


//,7,0..4
至/6,3,0./4

/,5/3

/,5/3&5'

不適用




/6,3,0..5&2'


2.*635


À


À


À 


2.*635


/6,3,0..5
至/5,3,0./5

/,313

/,313&5'

不適用




06,4,0./.&1'


/.0*406


À


&/.0*406'


À 


À


06,4,0./.
至05,4,0.0.

1,/73

1,/3&5'

//,20&6'




/,/0,0./.&1'


/55*4..


À


&55*4..'


À 


/..*...
/,/0,0./.
 至1.,//,0.0.

2,745

2,63&5'

/2,60&6'




02,4,0.//&1'


/3.*...


À


À


À 


/3.*...


02,4,0.//
至01,4,0.0/

2,2.3

2,2&5'

不適用




0.,/0,0./1&1'


674*164


À


À


&371*464'&3'


1.0*5..
0.,/0,0./1
 至/7,/0,0.01

4,/

4,/&5'

不適用

小計：



/*25/*.75

À

&035*.24'

&371*464'

40.*143

總計：



0*1.1*1/5

À

&/*.03*006'

&371*464'

462*2.1

6,203&6'
不適用

6,13&6'

附註：

/2.

&/'

認股權於 0..3 年 4 月 2 日授出，條件為和黃中國醫藥科技獲批准於高增長市場 &?GK' 買賣（於 0..4 年 3 月 /7 日起買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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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年3月/7日歸屬3.#，另外分別於0..6年
3 月 /7 日及 0..7 年 3 月 /7 日各歸屬 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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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於 0..5 年 3 月 /7 日、0..6 年 3 月 /7 日及
0..7 年 3 月 /7 日各歸屬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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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授出當日每一週年、兩週年、三週年及
四週年各歸屬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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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記黃埔有限公司

&3'

371*464 股認股權在獲得有關僱員同意後已註銷，以換取一附屬公司之新認股權。

&4'

所述股價指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獲准在高增長市場 &?GK' 上市當日之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收市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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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長市場 &?GK' 之收市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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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長市場 &?GK' 之加權平均收市價。

於本報告日期，根據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計劃，和黃中國醫藥科技共有 462*2.1 份認股權尚未行使，佔當日已發行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股份約 /,07#。
和黃中國醫藥科技於截至 0./2 年 /0 月 1/ 日止年度內並無根據和黃中國醫藥科技計劃授出任何認股權。

&GGG' 和記港陸有限公司（「和記港陸」）
於 0./2 年 // 月 4 日，緊隨 NpmkgqgleJ_lbGlrcpl_rgml_jGla, 及 Snr_jclrGltcqrkclrqJgkgrcb（兩間均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出售全部和記港陸控股權益（約佔全部已發行股本之 5/,14#）予泛海控股國際有限公司後，和記港陸不再
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因此，下列就和記港陸股份認購計劃（「和記港陸計劃」
）所作之披露乃由 0./2 年 / 月 / 日
至 0./2 年 // 月 4 日之期間作出。
於 0..2 年 3 月 0. 日，和記港陸有條件地採納和記港陸計劃，授出認股權以認購和記港陸股本中之普通股（「和記
港陸股份」）。和記港陸計劃由 0..2 年 7 月 /5 日起生效，至 0./2 年 7 月 /4 日屆滿，即和記港陸計劃變為無條件日
期起 /. 年內有效。隨著和記港陸計劃期滿後，不可再根據和記港陸計劃授出任何認股權，但和記港陸計劃之條
款於必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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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認股權或根據和記港陸計
劃之條款，以其他可能要求的範圍行使任何認股權。和記港陸計劃摘要如下：
&/'

和記港陸計劃旨在使和記港陸與其附屬公司（「和記港陸集團」）向經甄選之參與人授出認股權，作為彼等對
和記港陸集團所作貢獻之獎勵或回報，以繼續及 - 或提供更良好之服務予和記港陸集團及 - 或使和記港陸集
團及該等參與人建立更鞏固之業務關係。

&0'

和記港陸之董事（「和記港陸董事」）
（此用詞包括其獲正式授權之委員會）可全權酌情邀請屬於下列任何一類
參與人之任何人士接納認股權以認購和記港陸股份：
&_'

和記港陸、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和記港陸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持有任何股本權益之任何實體（「和記港陸
投資實體」）之任何僱員 - 顧問（包括負責財務、業務、人事管理或資訊科技職能者）或候任僱員 - 顧問
之人士（不論全職或兼職，包括任何執行董事，但不包括任何非執行董事）；

&`'

和記港陸、其任何附屬公司或任何和記港陸投資實體之任何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a'

向和記港陸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和記港陸投資實體提供貨品或服務之任何供應商；

&b'

和記港陸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和記港陸投資實體之任何客戶；

&c'

向和記港陸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和記港陸投資實體提供研發或其他技術支援之任何人士或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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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和記港陸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和記港陸投資實體之任何股東或和記港陸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或任何
和記港陸投資實體發行之任何證券之任何持有人；

&e'

透過合資企業、業務聯盟或其他業務安排對和記港陸集團之發展及增長作出或可能作出貢獻之任何其
他組別或類別之參與人；及

&f'

任何上述類別之一名或多名參與人全資擁有之任何公司。

為釋疑慮，和記港陸授出任何認股權以供認購和記港陸股份或和記港陸集團其他證券予屬於上述任何類別
參與人之任何人士，除和記港陸董事另有決定者外，將不得詮釋為根據和記港陸計劃授出認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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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由和記港陸董事按該等人士對和記港陸集團
之發展及增長所作貢獻而不時釐定。
&1'

於接納所授出認股權之要約時須繳付港幣 / 元之象徵式代價。

&2'

除非和記港陸董事向承授人建議授出認股權時另有決定及指明外，和記港陸計劃並無規定行使認股權前之
最短持有期限。

&3'

在和記港陸計劃下和記港陸股份之認購價將由和記港陸董事釐定，惟該價格不得低於以下之最高者：&_' 和
記港陸股份在認股權要約授出當日（須為營業日）於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列買賣一手或以上和記港陸股份之
收市價；&`' 和記港陸股份在緊接要約授出和記港陸認股權當日（須為營業日）前五個交易日於聯交所每日報
價表所列買賣一手或以上和記港陸股份之平均收市價；及 &a' 和記港陸股份面值。

&4'

將予配發及發行之和記港陸股份最高數目為：
&_'

根據和記港陸計劃及和記港陸集團任何其他股份認購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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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港陸股份數目合計所得之總和，不得超過和記港陸 & 或其附
屬公司 ' 不時已發行相關類別證券之 1.#；

&`'

根據和記港陸計劃及和記港陸集團之任何其他股份認購計劃，將授出之所有和記港陸認股權（就此而
言，不包括根據和記港陸計劃及和記港陸集團任何其他股份認購計劃之條款已告失效之認股權）獲行
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和記港陸股份總數合計所得之總和，不得超過於 0..2 年 3 月 0. 日，即通過採
納和記港陸計劃之有關決議案當日和記港陸（或其附屬公司）已發行相關類別證券之 4#（「和記港陸一
般計劃限制」）。根據和記港陸於 0..2 年 3 月 0. 日已發行之和記港陸股份數目，和記港陸計劃之和記港
陸一般計劃限制為 2.0*1..*./3 股和記港陸股份。於 0./2 年 // 月 4 日，根據和記港陸計劃可予發行之和
記港陸股份總數（包括已授出但尚未行使之認股權）為 161*4.2*./3 股，佔當日已發行之和記港陸股份總
數約 2,06#；

&a'

就上文 &4'&_' 段而言及在不影響下文 &4'&b' 段之原則下，和記港陸可於股東大會上尋求其股東（「和記港
陸股東」
）批准更新和記港陸一般計劃限制，惟根據和記港陸計劃及和記港陸集團任何其他股份認購
計劃授出之所有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股份總數合計所得之總和，不得超過於限制獲通過
當日和記港陸（或其附屬公司）已發行相關類別證券之 /.#。就計算此限制而言，根據和記港陸計劃及
和記港陸集團任何其他股份認購計劃之尚未行使、已註銷、已告失效或已行使之認股權，將不計算在
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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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上文 &4'&_' 段而言及在不影響上文 &4'&a' 段之原則下，和記港陸可另行尋求和記港陸股東於其股東大
會上，批准授予和記港陸股東是項批准前，經和記港陸甄選之參與人超過和記港陸一般計劃限制之認
股權數目或（倘合適）授出上文 &4'&a' 段所指之更新限制之認股權數目。

&5'

於任何 /0 個月期間內，根據和記港陸計劃及和記港陸集團之任何其他股份認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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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行使時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和記港陸當時已
發行股本之 /#，除非按上市規則之規定，獲和記港陸股東於和記港陸股東大會上批准（而該參與人及其聯
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須就此放棄投票）。

&6'

參與人可於要約授出認股權當日起計 0/ 日內接納認股權。認股權可於和記港陸董事在建議授出和記港陸認
股權時所決定之期限內（該期限已知會各承授人）
，隨時根據和記港陸計劃之條款行使。當承授人在指定時
間內接納授出之認股權時，該段期限可由授出認股權之日起計，並於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建議授出認股權
之日起計 /. 年內，惟該計劃提早終止條文規定之情況除外。

於 0./2 年 / 月 / 日及 0./2 年 // 月 4 日，於和記港陸計劃下尚未行使之認股權，以及由 0./2 年 / 月 / 日至 0./2 年
// 月 4 日期間內，根據和記港陸計劃已授出、已行使、已註銷或已失效之認股權詳情如下：



參與人士
類別



 於0./2年 於0./2年 於0./2年
 於0./2年
/月/日
/月/日
/月/日 於0./2年

/月/日 至0./2年 至0./2年 至0./2年
//月4日
授出
持有之 //月4日內 //月4日內 //月4日內
持有之
認股權日期 認股權數目
授出
行使 失效-註銷 認股權數目







僱員合計



總計：



認股權 
行使期 &/'




認股權
行使價
港幣

和記港陸股份價格
於授出 
於行使
認股權 
認股權
日期 &0'
日期
港幣 
港幣

1,4,0..3


4..*...


－


－


－


4..*...


1,4,0..4 
至0,4,0./3

.,600

.,60 

不適用

03,3,0..5



0..*...

6..*...

－

－

－

－

－

－

0..*...

6..*...

03,3,0..6 
至02,3,0./5

.,4/4

.,4/ 

不適用

附註：
&/'

認股權可予行使，惟須受其他相關歸屬條件規限及按時間表歸屬，認股權由授出當日後每一週年、兩週年及三週年各
歸屬三分之一。

&0'

所述股價指緊接授出認股權當日前一個交易日，和記港陸股份於聯交所之收市價。

於 0./2 年 // 月 4 日，根據和記港陸計劃，和記港陸共有 6..*... 份認股權尚未行使，佔當日已發行和記港陸股份
約 .,./#。
和記港陸於 0./2 年 / 月 / 日至 0./2 年 // 月 4 日期間內並無根據和記港陸計劃授出任何認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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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FsrafgqmlRcjcamkkslga_rgmlq&?sqrp_jg_'Jgkgrcb（「FR?J」）
於0..5年4月/日，FR?J採納股份認購計劃（「FR?J計劃」），授出認股權以認購FR?J股本中之普通股（「FR?J股份」）。
FR?J計劃由0..5年4月/日起生效，至0./5年3月1/日屆滿，即FR?J計劃採納日期起/.年內有效。於本報告日期，
FR?J 計劃餘下年期約兩年。FR?J 計劃摘要如下：
&/'

FR?J 計劃之目的，是為 FR?J 提供一個靈活的方法，以保留、激勵、獎賞、酬報、補償及 - 或提供利益予 FR?J
合資格人士（定義見下文）。

&0' 「FR?J 合資格人士」指任何為 FR?J 及任何其相關法人團體（按 0../ 年澳洲公司法（Arf）
（「澳洲公司法」）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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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J
之董事會（「FR?J 董事會」）宣佈其為 FR?J 計劃之合資格人士。FR?J 董事會可酌情向 F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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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J 股份之權利（「權利」）。
&1'

授出權利並不需付款，除非 FR?J 董事會另作決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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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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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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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緊接授出日期前五個交易日 FR?J 股份在澳洲交易所之平均收市價。

FR?J 股份並無任何面值。
&4'

根據 FR?J 計劃可配發及發行之 FR?J 股份數目上限如下：
&_'

根據 FR?J 計劃及 FR?J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任何其他股份認購計劃（「其他 F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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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J 股份數目之上限不得超過不時已發行之 FR?J
股份數目之 1.#；

&`'

根據 FR?J 計劃及其他 FR?J 計劃將予授出之所有權利及認股權（就此而言，不包括根據 FR?J 計劃及其他
FR?J 計劃之條款已告失效之權利及認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 FR?J 股份數目之總和不得超過
於0..5年4月/日（「採納日期」，即通過相關決議案採納FR?J計劃之日期）已發行之FR?J股份之/.#
（「FR?J
一般計劃限制」），惟須受以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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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受上文 &4'&_' 段之規限及在不影響下文 &4'&`'&gg' 段之原則下，F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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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J 一般計劃限制，惟根據 FR?J
計劃及其他 F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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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J 股份數目之總
和，不得超過本公司股東批准更新限制（如適用）當日已發行 FR?J 股份之 /.#；就計算此限制而
言，先前根據 FR?J 計劃及其他 FR?J 計劃授出之權利及認股權（包括尚未行使、已註銷、已告失效
或已行使者）將不計算在內；及

&gg'

受上文 &4'&_' 段之規限及在不影響上文 &4'&`'&g' 段之原則下，F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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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J 董事會特
別指明之參與人超過 FR?J 一般計劃限制之權利數目，或（如適用）授予上文 &4'&`'&g'段所指之放寬
限制之權利數目；

&a'

本段所述之限制須受澳洲證券及投資監察委員會 Aj_qqMpbcp.1-/62（或任何該替代或修訂）所規定之任何
發行限制。於採納日期，該Aj_qqMpbcp規定於計入下列兩者後因行使權利所將予發行FR?J股份總和之限制：
&g'

每項尚未行使之權利獲行使時將發行之 FR?J 股份數目；及

&gg'

根據 FR?J 計劃或其他僱員認股權計劃於先前五年期間內發行之 F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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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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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J 股份）
，均不得
於此權利之授出日期超過 FR?J 股份總數之 3#；及
&b'

於任何 /0 個月期間內，根據 FR?J 計劃或其他 F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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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J 股份總數，不得超過 FR?J 已發行股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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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FR?J 計劃之規則及受其規限，一項權利在 FR?J 董事會於要約中訂明為「屆滿日期」時失效或由 FR?J 董事會
在要約中所述計算方式推算，而不得遲於該權利授出日期 /. 年內之日期失效。
於本報告日期，根據 FR?J 計劃，可予發行之 FR?J 股份總數為 13*21/*05/ 股，佔當日已發行 FR?J 股份約 .,04#。
FR?J 於截至 0./2 年 /0 月 1/ 日止年度內並無根據 FR?J 計劃授出、行使、註銷或失效之任何認股權。
FR?J 於 0./2 年 / 月 / 日、0./2 年 /0 月 1/ 日及本報告日期，並無根據 FR?J 計劃尚未行使之認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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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和記電訊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電香港」）
於 0..7 年 2 月 4 日，和電香港有條件地採納股份認購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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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年 3 月 0/ 日起生效，至 0./7 年 3 月 0. 日屆滿，即和電香港
計劃變為無條件日期起 /. 年內有效。於本報告日期，和電香港計劃餘下年期約四年。和電香港計劃摘要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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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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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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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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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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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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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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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或其他科技支援之任何人士或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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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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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任何上述類別之一名或多名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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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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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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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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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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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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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和電香港股份面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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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根據和電香港計劃及和電香港集團採納之任何其他股份認購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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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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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失效之認股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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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年 3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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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124*0.6 股和電香港股份）之 /.#（「和電香港一般計劃限
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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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為
26/*2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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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662*40. 股，佔當日已發行之和電香港股份總數約 7,7.#；

&a'

受上文 &4'&_' 段所限及在不影響下文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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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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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超過於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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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就計算此限制而言，根據和電香港計劃及其他和電香港計劃之尚未行使、已註銷、
已告失效或已行使之認股權將不計算在內；

&b'

受上文 &4'&_' 段所限及在不影響上文 &4'&a' 段之原則下，和電香港可另行尋求和電香港股東於其股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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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一般計劃限制之認股權數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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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 段所指之放寬限制之認股權數目；及

&c'

於任何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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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按上市規則之規定，獲和電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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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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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可於要約授出認股權當日起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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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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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內終止，並須受提前終止之條文約束。
截至 0./2 年 /0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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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年內根據和電香
港計劃已授出、已行使、已註銷或已失效之認股權詳情如下：


參與人士
類別

僱員合計

總計：

  於0./2年

/月/日
授出認股權 
持有之
日期&/' 認股權數目


/,4,0..7 





於0./2年
年內授出




於0./2年
年內行使


À

À

À

À

0..*...

0..*...

 於0./2年
於0./2年 /0月1/日
年內失效-
持有之
註銷 認股權數目


À

À

0..*...

0..*...



認股權
行使期




認股權 
行使價&0'
港幣 

/,4,0..7
至1/,3,0./7

/,.. 

和電香港股份價格
於授出 
於行使
認股權 
認股權
日期&1'
日期
港幣 
港幣
.,74 

不適用

附註：
&/'

認股權按時間表歸屬，即分別於 0..7 年 4 月 / 日、0..7 年 // 月 01 日及 0./. 年 // 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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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認股權行使價可根據和電香港計劃之條文調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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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份認股權尚未行使，佔當日已發行和電香港股份約
.,..2#。
和電香港於 0./2 年 /0 月 1/ 日止年度內並無根據和電香港計劃授出認股權。
除以上披露者外，本年度內任何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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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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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普通股股份。此外，本公司於年度內亦無贖回其任何普
通股股份。

主要客戶及供應商
年度內本集團的首五大供應商在本集團採購額合佔的百分比，以及本集團的首五大客戶在本集團的營業額合佔的百
分比，均低於 1.#。

公眾持股量
於本報告日期，根據本公司得悉及本公司董事知悉的資料，本公司的公眾持股市值約為港幣 0//*.45*...*... 元，佔本
公司的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0*...*...*... 股 &25#'。

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核本公司賬目，並將告退，惟符合資格並願膺聘連任。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施熙德
香港，0./3 年 0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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