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乃要件　請即處理

閣下如對本通函任何方面或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之股票經紀或其他註冊證券交易商、
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出售或轉讓名下所有濱海投資有限公司股份，應立即將本通函連同隨附之代表委任表格送交買主
或承讓人或經手買賣或轉讓之銀行、股票經紀或其他代理商，以便轉交買主或承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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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函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二日

本封面頁所用詞彙與本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函件載於本通函第8至24頁，而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載於本通函第25頁，當中載有其致獨立股東
之推薦意見。獨立財務顧問就認購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推薦意見函
件載於本通函第27至 51頁。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正假座香港金鐘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二期35樓舉
行股東特別大會，召開大會通告載於本通函第58至59頁。本通函隨附於股東特別大會使用之代表委任表
格。無論　閣下能否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務請按照隨附之代表委任表格上印列之指示填妥該表格，盡
快並無論如何於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情況而定）指定舉行時間不少於48小時前交回本公司之香
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填妥及
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　閣下其後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情況而定），並於會上
投票。

股東特別大會的預防措施

請參閱本通函第1至2頁有關股東特別大會上為預防及控制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傳播將採取的措
施，包括：

• 必須測量體溫
• 建議於股東特別大會會場全程佩戴外科口罩
• 大會將不會派發公司禮品及供應茶點

任何違反預防措施的人士可能不獲批准進入股東特別大會會場。本公司謹提醒股東可委託大會主席作為
其代表，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決議案投票以代替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會。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86）

(1)有關根據特別授權發行新股份
之關連交易

及
(2)控股股東出售股份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
獨立財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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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的預防措施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疫情持續以及近期預防及控制疫情傳播的規定，本公司
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實施下列預防措施以保障出席股東、員工及其他持份者免受感染
的風險：

(i) 每位股東、代表及其他出席者須於股東特別大會會場入口進行強制體溫測量。任
何體溫超過攝氏37.4度的人士將不獲批准進入股東特別大會會場或被要求離開股
東特別大會會場。

(ii) 本公司鼓勵出席者於股東特別大會會場全程佩戴外科口罩，並保持安全的座位距
離。

(iii) 大會將不會供應茶點及派發公司禮品。

在香港法例許可範圍內，本公司保留權利不批准任何人士進入股東特別大會會場或要
求其離開股東特別大會會場，以確保股東特別大會出席者的安全。

為保障所有持份者的健康安全以及遵照近期預防及控制新型冠狀病毒的指引，本公司
僅提醒所有股東無需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仍可行使投票權。股東可提交已填妥投票
指示的代表委任表格委託股東特別大會主席作為其代表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決議案投
票以替代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會。

本通函隨附股東特別大會的代表委任表格。代表委任表格亦可於本公司網站www.
binhaiinv.com的「投資者關係 — 訊息披露」欄目下載。倘　閣下並非登記股東（倘　閣
下透過銀行、經紀、託管人或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持有股份），請直接向 閣下的銀
行、經紀或託管人（視情況而定）查詢以協助　閣下委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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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的預防措施

倘決定不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會的股東就決議案、本公司或須與董事會溝通的任何事
項有任何疑問，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本公司：

電郵：prd@binhaiinv.com
電話：(852) 2572 9228
傳真：(852) 2572 9283

倘股東就股東特別大會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資料如下：

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號舖
電郵： hkinfo@computershare.com.hk
電話：(852) 2862 8555
傳真：(852) 2865 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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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於本通函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該公告」 指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之公告，內
容有關認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營業日」 指 香港銀行一般開放辦理日常銀行業務的日子（星期
六、星期日及香港公眾假期除外）；

「公司細則」 指 本公司現行之公司細則；

「本公司」 指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普通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2886）；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泰達香港根據股份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向長城燃
氣出售出售股份；

「長城燃氣」 指 中石化長城燃氣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
立之有限責任公司，並為中國石化之全資附屬公
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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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本公司成立的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成慶先生太
平紳士、劉紹基先生及羅文鈺教授組成之獨立董事
委員會，以就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向獨
立股東作出推薦意見；

「獨立財務顧問」或 
「八方金融」

指 八方金融有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進行第
1類（證券交易）及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
管活動之持牌法團，並為就認購事項及其項下擬進
行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之獨
立財務顧問；

「獨立股東」 指 根據上市規則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准認購事項
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包括特別授權）之決議案放棄
投票之股東以外之股東；

「最後交易日」 指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即緊接認購協議日期前
股份於聯交所之最後交易日；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指 二零二零年六月八日，即本通函付印前為確定本通
函所載若干資料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上市委員會」 指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商務部」 指 中國商務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指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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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第36號令」 指 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財政部及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第36號令《上市公司國有股
權監督管理辦法》；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通函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出售價」 指 每股出售股份1.33港元，乃根據股份買賣協議釐
定；

「出售股份」 指 長城燃氣根據股份買賣協議將向泰達香港購買之合
共227,796,154股股份；

「證監會」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予召開及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及
酌情批准授出特別授權、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
之交易；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買賣協議」 指 泰達香港與長城燃氣就出售事項訂立日期為二零二
零年四月二十三日之出售股份買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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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中國石化」 指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
之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
份代號：386）；

「特別授權」 指 有待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以配發、發行
及買賣認購股份之特別授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購事項」 指 長城燃氣根據認購協議之條款及條件認購認購股
份；

「認購協議」 指 本公司與長城燃氣就認購事項訂立日期為二零二零
年四月二十三日之認購協議；

「認購價」 指 每股認購股份1.33港元，乃根據認購協議釐定；

「認購股份」 指 長城燃氣根據認購協議將認購的合共177,676,183股
股份；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泰達香港」 指 泰達香港置業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並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泰達控股」 指 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
國有企業，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於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透過泰達香港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約
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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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天津市國資委」 指 中國天津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及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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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86）

執行董事：
張秉軍先生（主席）
高亮先生

非執行董事：
王剛先生
曹紅梅女士
彭渤女士
于克祥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葉成慶先生太平紳士
劉紹基先生
羅文鈺教授

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銅鑼灣
勿地臣街1號
時代廣場
二座32樓
3205-07室

敬啟者：

(1)有關根據特別授權發行新股份
之關連交易

及
(2)控股股東出售股份

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之公告，內容有關 (i)認購事項；及 (ii)
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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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本通函旨在向　閣下提供：

(i) 載有認購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之進一步詳情之董事會函件；

(ii)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認購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致獨立股東之推薦意見函件；

(iii) 獨立財務顧問就認購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
推薦意見函件；

(iv) 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及

(v) 上市規則項下所規定之其他資料。

認購事項及出售事項分別須待認購協議及股份買賣協議項下之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告
完成。由於認購事項及出售事項可能會或不會完成，故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
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有關根據特別授權發行新股份之關連交易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長城燃氣訂立認購協議，據此，
本公司有條件同意配發及發行，而長城燃氣有條件同意按認購價認購合共177,676,183
股認購股份。

日期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i) 本公司（作為發行人）；及

(ii) 長城燃氣（作為認購人）。



— 10 —

董事會函件

長城燃氣就認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20條被聯交所視作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乃因
(i)認購事項為長城燃氣與本公司所進行第14A.20(1)(a)條載述之交易，及 (ii)認購事項
及出售事項共同為長城燃氣與本公司控股股東泰達香港所訂立符合第14A.20(1)(b)條範
圍之安排。

認購股份

假設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完成認購事項期間並無變動（配發
及發行認購股份除外），177,676,183股認購股份相當於 (i)本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之已發行股本約15.13%；及 (ii)本公司經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擴大後之已發行股本約
13.14%。認購股份之總面值為17,767,618.30港元。

認購價

認購價為 1.33港元，乃按下文第 (a)及 (b)項兩種定價機制之較高者釐定：

(a) 下列第 (i)及 (ii)項兩者之較高者：

(i) 股份於相關提示性公告（定義見第36號令）（即該公告）日期前30個交易日之
每日加權平均交易價格之算術平均值，即為1.21港元；及

(ii) 股份於本公司最近期經審核財務報表中經審核之每股資產淨值，即為1.16
港元；

(b) 下列第 (i)及 (ii)項兩者之較高者：

(i) 股份於簽訂認購協議日期之收市價，即為1.33港元；及

(ii) 股份於緊接該公告日期（包括該公告日期）前5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即
為1.26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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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董事認為上述兩種定價機制均為釐定認購價之公平合理基準，乃因 (i)第36號令規定出
售事項之出售價不得低於根據上述 (a)項定價機制所釐定之價格；(ii)決定採用上述 (b)
項定價機制時，本公司已計及上市規則第13.36(5)條所載之基準價格條文，該條文適
用於按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第13.36(2)(b)條授予董事之一般授權之權力配售或公開發售
證券以收取現金代價之情況，而不適用於認購事項，但儘管如此，本公司仍視之為認
購事項之公平定價機制；及 (iii)為使認購價與出售價保持一致，本公司決定就認購事
項採用出售事項之相同定價機制。

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1.33港元較：

(i) 股份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每股1.20港元溢價約10.83%；

(ii) 與股份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即認購協議日期）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每股
1.33港元之間並無溢價或折讓；

(iii) 股份於截至最後交易日（包括當日）止最後五 (5)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平均收
市價每股約1.26港元溢價約5.56%；及

(iv) 股份於截至最後交易日（包括當日）止最後十 (10)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平均收
市價每股約1.24港元溢價約7.26%。

認購價乃經本公司與長城燃氣進行公平磋商後釐定。釐定認購價之定價機制時，訂約
方已考慮（其中包括）(i)認購事項及出售事項之適用定價法律規定；(ii)有關定價機制能
否反映股份公平市價；及 (iii)訂立股份買賣協議並預期認購事項及出售事項將於同日
完成。

根據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1.33港元及將配發及發行之177,676,183股認購股份，長城燃
氣根據認購協議應付本公司之總代價為236,309,323.39港元，將以現金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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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認購協議須待下列條件達成後，方告完成：

(i) 上市委員會批准認購股份上市及買賣，而有關批准於認購協議完成前並無撤回；

(ii) 本公司及長城燃氣已申請並取得所有為簽訂、交付及進行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
行之交易而可能規定或必要的，且根據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或任何對本公司或長
城燃氣具有約束力之協議，應當向所有監管機關（包括但不限於天津市國資委及
其他中國審批機關、任何司法管轄區（包括但不限於香港、中國及百慕達）之任
何法院或司法機關及其他相關第三方）或其他人士取得之批准、授權、允許、許
可、豁免、命令及寬免，且按與認購協議一致之條款及條件（如有）取得，即本公
司已向天津市國資委申請並取得其批准，而長城燃氣已向國家發展改革委及商務
部辦理必要存檔；

(iii) 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特別大會獲得獨立股東
通過決議案批准；

(iv) 股份之上市並未遭撤銷及股份於認購事項完成前繼續於聯交所上市（除本公司待
刊發有關認購協議之公告或通函而出現任何短暫停牌或停牌外），聯交所或證監
會並無表明將因認購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而對股份之上市地位提出任何反對；
及

(v) 本公司及長城燃氣就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已遵守上市規則以及所有適
用法律、規則及法規之任何其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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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認購協議項下之上述先決條件未能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最後截止日期」）
（或本公司與長城燃氣可能協定之其他日期）或之前達成（或在遵守適用法律及法規之情
況下，由雙方書面同意豁免），則認購協議及其項下之所有權利及責任將告終止並不再
生效。延後最後截止日期將被視為認購事項條款之重大變動，須待獨立股東批准方可
作實。

董事認為，最後截止日期（即認購協議日期後八個月左右）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
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乃因向天津市國資委申請並取得其批准以及向國家發展改革委
及商務部辦理必要存檔之先決條件（為必要中國法律規定）需要一定時間方可達成。於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已（透過泰達控股）向天津市國資委提交所需申請以供批
准，而長城燃氣正準備向國家發展改革委及商務部辦理存檔之所需資料。據董事作出
合理查詢後所深知，估計本公司在遵守相關中國規定之情況下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底
前取得天津市國資委之所需批准，而長城燃氣亦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底前完成辦理必
要存檔。然而，有關批准及存檔程序須視乎相關中國機關之實際處理時間，並可能會
因2019新型冠狀病毒病之影響而有所延誤。在任何情況下，倘上述所有先決條件於最
後截止日期前達成，本公司及長城燃氣將有責任根據認購協議之條款於該達成之日後
第三個營業日儘快完成認購事項。因此，董事認為，最後截止日期條文不會導致認購
事項之完成出現任何不當延遲而可能損害本公司或股東之整體利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認購協議之所有先決條件經已達成，惟以下條件除外：

(a) 上述第 (i)項先決條件；

(b) 上述第 (ii)項先決條件中有關取得天津市國資委之批准以及向國家發展改革委及
商務部辦理必要存檔；及

(c) 上述第 (iii)項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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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認購協議之條款，在遵守適用法律之情況下，本公司及長城燃氣可透過書面協議
豁免認購協議之任何先決條件。然而，本公司無意豁免任何有關先決條件。

認購事項不以出售事項為條件，惟出售事項以認購事項為條件。有關更多詳情，請參
閱本通函「股份買賣協議 — 先決條件」一節。

完成

認購事項將於認購協議項下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之日後第三個營業日（或本公司與長城
燃氣可能書面協定之其他日期）完成。

於完成時，本公司將向長城燃氣或其指定全資附屬公司發行及配發認購股份。

股份買賣協議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控股股東泰達香港與長城燃氣訂立
股份買賣協議，據此，泰達香港有條件同意出售，而長城燃氣有條件同意按出售價購
買合共227,796,154股出售股份。

股份買賣協議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i) 泰達香港（作為賣方）；及

(ii) 長城燃氣（作為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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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股份

假設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完成認購事項及出售事項期間並無
變動（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除外），227,796,154股出售股份相當於 (i)本公司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之已發行股本約19.40%；及 (ii)本公司經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擴大後之已發
行股本約16.85%。出售股份之總面值為22,779,615.40港元。

出售價

出售價為1.33港元，其乃按下文第 (a)及 (b)項兩種定價機制之較高者釐定：

(a) 下列第 (i)及 (ii)項兩者之較高者：

(i) 股份於相關提示性公告日期（定義見第36號令）（即該公告）日期前30個交易
日之每日加權平均交易價格之算術平均值，即為1.21港元；及

(ii) 股份於本公司最近期經審核財務報表中經審核之每股資產淨值，即為1.16
港元；

(b) 下列第 (i)及 (ii)項兩者之較高者：

(i) 股份於簽訂股份買賣協議日期之收市價，即為1.33港元；

(ii) 股份於緊接該公告日期（包括該公告日期）前5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即
為1.26港元。

出售價與認購價相同。

根據出售價每股出售股份1.33港元及將轉讓之227,796,154股出售股份，長城燃氣根據
股份買賣協議應付泰達香港之總代價為302,968,884.82港元，將以現金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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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出售事項須待下列條件達成後，方告完成：

(i) 泰達香港及長城燃氣已申請並取得所有為簽訂、交付及進行股份買賣協議及其項
下擬進行之交易而可能規定或必要的，且根據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或任何對泰達
香港或長城燃氣具有約束力之協議，應當向所有監管機關（包括但不限於天津市
國資委及其他中國審批機關、任何司法管轄區（包括但不限於香港、中國及百慕
達）之任何法院或司法機關及其他相關第三方）或其他人士取得之批准、授權、允
許、許可、豁免、命令及寬免，且按與股份買賣協議一致之條款及條件（如有）取
得，即泰達香港已向天津市國資委申請並取得其批准，而長城燃氣已向國家發展
改革委及商務部辦理必要存檔；

(ii) 股份之上市並未遭撤銷及股份於出售事項完成前繼續於聯交所上市（除本公司待
刊發有關股份買賣協議之公告或通函而出現任何短暫停牌或停牌外），聯交所或
證監會並無表明將因股份買賣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而對股份之上市地位提出任
何反對；

(iii) 泰達香港及長城燃氣就股份買賣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已遵守上市規則以及
所有適用法律、規則及法規之任何其他規定；及

(iv) 本公司與長城燃氣已簽立認購協議，且認購事項已告完成。

倘股份買賣協議項下之上述先決條件未能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泰達香港與
長城燃氣可能協定之其他日期）或之前達成（或在遵守適用法律及法規之情況下，由雙
方書面同意豁免），則股份買賣協議及其項下之所有權利及責任將告終止並不再生效，
屆時泰達香港應向長城燃氣歸還已收取之保證金（不含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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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出售事項將於股份買賣協議項下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之日（或泰達香港與長城燃氣可能
書面協定之其他日期）完成。

於完成時，泰達香港將向長城燃氣或其指定全資附屬公司轉讓出售股份。

預期認購事項及出售事項將於同日完成。

認購股份之地位

認購股份於發行及繳足後將於所有方面與所有現時已發行及於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時
已發行之現有股份享有同等地位（包括全面享有本公司於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日期後任
何時間所宣派、作出或派付之所有分派之權利）。

所得款項用途

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總額估計將為236,309,323.39港元（基於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
1.33港元）。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扣除相關專業費用及相關開支後）預期將約為
235,300,000港元。

董事認為，本集團於短期內亟需新現金以降低債務水平及補充營運資金，而認購事項
有助本集團改善其財務狀況。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流動負債淨
額約3,220,300,000港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700,000,000港元），顯示本集團面臨履行
短期還款責任之壓力。於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
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分別約為3,260,700,000港元、669,500,000港元及700,000,000
港元。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內大幅減少，
顯示本集團因其流動負債淨額狀況而面臨嚴峻現金流量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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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所得款項淨額約235,300,000港元之分配及使用時間估計如下：

(a) 所得款項淨額之70%（約164,700,000港元）用作一般營運資金，以支持本集團擴
展業務，包括於天津開拓及發展新區域與市場專案（如本公司二零一九年年報所
述之天津未來科技城京津合作示範區及東麗湖區域燃氣專案以及於德清東部之持
續發展項目），估計將於認購事項完成後六個月內動用；及

(b) 餘額（約70,600,000港元）用作償還本集團部分有關燃氣採購之貸款，以降低本集
團之債務水平，估計將於認購事項完成後六個月內動用。用作燃氣採購之相關借
款（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之未償還餘額約為人民幣407,231,000元）之實際利率為
4.62%。有關借款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債券形式發行，並將於二零二
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到期。

申請上市

本公司將向上市委員會申請認購股份上市及批准買賣認購股份。

過去十二個月期間之股本集資活動

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過去十二個月，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股本集資活動。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銷售管道燃氣、提供工程施工及天然氣管道安裝服務、天然氣管輸服
務及罐裝燃氣銷售。

泰達香港為一間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泰達香港為泰達控股（一
間於中國成立之國有企業，並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泰達控股之主
要業務活動為區域開發、公用事業、金融和現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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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燃氣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專注進行有關下游天然氣分銷之投資。
其為中國石化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中國石化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並為中國最大一體化能源化工公司
之一，主要從事石油及天然氣之勘探及開採、管道運輸以及銷售；煉製產品、石油化
工產品、煤化工產品、化纖及其他化工產品之開採、銷售、儲存及運輸；進出口（包括
石油、天然氣、石油產品、石油化工及化工產品以及其他商品及技術之代理進出口業
務）；以及技術及信息之研究、開發及應用。中國石化之最終控股公司為中國石油化
工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國有企業），其主要從事石油及天然氣之勘探、開
採、儲存及運輸（包括管輸）、銷售及綜合利用；煉製；氣油、煤油及柴油之批發和零
售；石油化工及其他化工產品之生產、銷售、儲存及運輸；實業投資及投資管理；石
油石油化工工程及設備之勘探、施工、安裝及維修；機電設備製造；信息技術、替代
能源產品之研究、開發、應用及諮詢服務；貨物及技術進出口業務。

進行認購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認為，認購事項將令本集團能夠籌集資金以加強其財務狀況、擴闊其股東基礎
及為本公司引進強大策略投資者長城燃氣（為中國石化之全資附屬公司）。本集團專注
於管道燃氣銷售、工程施工及燃氣管道安裝服務、燃氣管輸服務及罐裝天然氣銷售，
而中國石化及其附屬公司則能獲取石油及天然氣資源。中國石化之最終控股公司中國
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在石油及天然氣之勘探及開採、管道運輸以及銷售業界雄踞全
國及省級市場領先地位。此外，預期長城燃氣將向董事會提名兩名董事，參與本集團
之業務決策過程。透過認購事項及出售事項，預期本集團將可利用長城燃氣之專業管
理、品牌、供應鏈渠道、資本資源及客戶資源進一步拓展其天然氣領域業務。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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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本集團將可利用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之信譽及品牌名稱提升自身信譽，並
擴闊其股東基礎，為其未來發展及營運提供資金。因此，預期透過引進長城燃氣為本
集團之策略投資者，兩個集團將實現供應鏈協同效應。

為進一步鞏固業務合作，本集團可能與中國石化及╱或其附屬公司作進一步磋商，並
於日後訂立進一步業務協議。本公司將密切監察與任何該等公司（為本公司關連人士）
進行之該等業務交易之進展，並將適時根據上市規則項下之相關規定另行刊發公告。

董事（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已審閱及考慮獨立財務顧問之意見（載於本通函
之獨立財務顧問函件））認為，認購協議之條款乃按一般商務條款訂立，且就獨立股東
而言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因此，董事（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
董事）建議獨立股東投票贊成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以批准認購協議及其
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董事確認，經彼等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概無董事於認購協議項
下擬進行之交易中擁有重大擁益。為奉行良好企業管治常規，董事張秉軍先生、王剛
先生、曹紅梅女士及彭渤女士（同時亦於泰達香港之直接控股公司泰達控股擔任行政職
務）於出售事項（須待認購事項完成方告落實）中擁有重大權益，故將就批准認購協議及
其項下擬進行交易之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以避免任何潛在利益衝突。

對股權架構之影響

於完成認購事項及出售事項後，假設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及長城燃氣於本公司之股權
並無變動，長城燃氣將成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而泰達香港將繼續為本公司之控股股
東。

僅就說明用途而言並假設本公司自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起直至認購事項及出售事項完成
日期之已發行總股本並無變動（發行認購股份除外），本公司 (i)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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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緊隨認購事項完成後；及 (iii)緊隨認購事項及出售事項完成後之股權架構載列如
下：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緊隨認購事項完成後
緊隨認購事項及
出售事項完成後

股東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泰達控股（附註 1） 706,818,659 60.19% 706,818,659 52.28% 479,022,505 35.43%

華燊燃氣發展集團 
（開曼群島）有限公司（附註 2） 61,952,600 5.28% 61,952,600 4.58% 61,952,600 4.58%

Wah Sang Gas Development 
(Group) Limited（附註 2） 1,000,000 0.08% 1,000,000 0.07% 1,000,000 0.07%

沈家燊先生（附註 2及 3） 308,000 0.03% 308,000 0.02% 308,000 0.02%

胡文莉女士（附註 3） 127,924 0.01% 127,924 0.01% 127,924 0.01%

長城燃氣或其全資附屬公司 — — 177,676,183 13.14% 405,472,337 29.99%

公眾股東 404,141,767 34.41% 404,141,767 29.89% 404,141,767 29.89%

總計 1,174,348,950 100% 1,352,025,133 100% 1,352,025,133 100%

附註：

1. 泰達控股於本公司之股權由泰達香港（泰達控股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間接持有。

2. 華燊燃氣發展集團（開曼群島）有限公司及Wah Sang Gas Development (Group) Limited為由沈家燊
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

3. 沈家燊先生及胡文莉女士為夫婦。

4. 有關百分比或有進位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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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組成

預期於認購事項及出售事項完成後，長城燃氣將向董事會提名兩名董事（一名執行董事
及一名非執行董事）。提名他人出任董事將須由本公司提名委員會就甄選及獲提名董事
人選之合適性向董事會作出推薦意見。待委任上述獲提名人為董事後，預期兩名現任
董事將辭任。

本公司將適時根據上市規則就董事之委任或辭任刊發必要公告。

上市規則涵義

長城燃氣就認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20條被聯交所視作本公司之關連人士，乃因
(i)認購事項為長城燃氣與本公司所進行第14A.20(1)(a)條載述之交易，及 (ii)認購事項
及出售事項共同為長城燃氣與本公司控股股東泰達香港所訂立符合第14A.20(1)(b)條範
圍之安排。因此，認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並須遵守
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認購事項及特別授權須待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以供獨立股東批准之普通決議案獲
通過後，方告落實。鑑於泰達香港於出售事項（待認購事項完成後方告落實）中擁有
重大權益，泰達香港及其聯繫人（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60.19%）將就批准認購協議（包括授出特別授權）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之決議案放棄投
票。

董事確認，經彼等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除泰達香港及其聯繫人
外，概無股東於認購事項中擁有重大利益。因此，概無股東（泰達香港及其聯繫人除
外）將就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以批准認購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之決議案放棄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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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獨立董事委員會經已成立，以就認購協議（包括授出特別
授權）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八方金融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
問，以就此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正假座香港金鐘金鐘道88號太古
廣場二期35樓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並酌情通過召開大會通告所載之決議案，該
通告載於本通函第58至59頁。

本通函隨附於股東特別大會使用之代表委任表格。無論 閣下能否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
會，務請按照隨附之代表委任表格上印列之指示填妥該表格，盡快並無論如何於股東
特別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情況而定）指定舉行時間不少於48小時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
心17M樓。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　閣下其後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會
或其任何續會（視情況而定），並於會上投票。

為釐定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
日（星期一）至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於該期間內，將不會登記股份轉讓。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
票，所有股份轉讓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
三十分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以作登記。

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4)條，除主席以誠實信用之原則做出決定，容許純粹有關程序
或行政事宜之決議案以舉手方式表決外，於股東大會上，股東所作之任何表決必須以
投票方式進行。因此，大會主席將根據公司細則之公司細則第66條就於股東特別大會
上提呈之普通決議案要求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而本公司將以上市規則第13.39(5)條
指定之方式公佈投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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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意見

謹請　閣下垂注載於本通函第25頁之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當中載有獨立董事委員會
就認購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致獨立股東之推薦意見）及載於本通函第27至51頁
之獨立財務顧問函件（當中載有其就認購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致獨立董事委員會
及獨立股東之意見）。

董事（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已審閱及考慮獨立財務顧問之意見（載於本通函
之獨立財務顧問函件））認為，認購協議之條款乃按一般商務條款訂立，且就獨立股東
而言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因此，董事（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
董事）建議獨立股東投票贊成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以批准認購協議及其
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其他資料

謹請　閣下垂注本通函附錄所載之其他資料。

  此 致

列位股東　台照

承董事會命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高亮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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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86）

敬啟者：

有關根據特別授權發行新股份之
關連交易

吾等謹此提述本公司致股東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二日之通函（「通函」），本函件構
成通函之一部分。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函件所用詞彙與通函「釋義」一節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吾等已獲董事會委任為獨立董事委員會成員，以就認購協議是否於本集團之日常及一
般業務過程中訂立以及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有關根據特別授權發行認購股
份）之條款對獨立股東而言是否屬公平合理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吾等謹請　閣下垂注載於通函第27至51頁之八方金融有限公司（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
問以就認購事項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之推薦
意見函件以及載於通函第8至24頁之董事會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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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慮（其中包括）獨立財務顧問於其推薦意見函件所述所考慮之因素及理由以及意見
後，儘管有關認購事項之關連交易並非於本集團之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基於該
交易為本公司引進策略投資者），亦非本集團日常進行之天然氣交易類別，惟吾等認為
認購協議之條款乃按一般商務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
益。因此，吾等推薦獨立股東投票贊成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有關認購事項及其項
下擬進行之交易之普通決議案（包括授出特別授權）。

此　致

列位獨立股東　台照

代表
獨立董事委員會

獨立非執行董事

葉成慶太平紳士 劉紹基 羅文鈺

謹啟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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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獨立財務顧問八方金融有限公司就認購協議及認購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致獨
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函件全文，乃為載入本通函而編製。

香港
干諾道中88號
南豐大廈8樓801-805室

敬啟者：

關連交易
根據特別授權發行新股份

緒言

吾等茲提述吾等獲委聘為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有關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
交易之獨立財務顧問，有關詳情載於致股東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二日之通函（「通
函」），本函件構成通函之一部分。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函件採用之詞彙與通函所界
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交易時段後），　貴公司與長城燃氣（作為認購人）訂立認
購協議，據此，　貴公司有條件同意配發及發行，而長城燃氣有條件同意按認購價每
股認購股份1.33港元認購合共177,676,183股認購股份。於完成時，　貴公司將向長城
燃氣或其指定全資附屬公司發行及配發認購股份。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交易時段後），　貴公司控股股東泰達香港（作為賣方）與
長城燃氣（作為買方）訂立股份買賣協議，據此，泰達香港有條件同意出售，而長城燃
氣有條件同意按出售價（與認購價相同）購買合共227,796,154股出售股份。於完成時，
泰達香港將向長城燃氣或其指定全資附屬公司轉讓出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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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貴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完成認購事項期間並無變動（配發
及發行認購股份除外），認購股份相當於 (i)　貴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之已發行股本
約15.13%；及 (ii)　貴公司經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擴大後之已發行股本約13.14%。

認購股份將根據特別授權發行及配發，且於發行及繳足後將於所有方面與所有現時已
發行及於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時已發行之現有股份享有同等地位（包括全面享有　貴公
司於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日期後任何時間所宣派、作出或派付之所有分派之權利）。

貴公司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特別授權以及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尋求獨立
股東之批准。　貴公司將向上市委員會申請認購股份上市及批准買賣認購股份。

長城燃氣因認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20條被聯交所視作　貴公司之關連人士，乃
因 (i)認購事項為長城燃氣與　貴公司所進行第14A.20(1)(a)條載述之交易，及 (ii)認購
事項及出售事項共同為長城燃氣與　貴公司控股股東泰達香港所訂立符合第14A.20(1)
(b)條範圍之安排。因此，認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構成　貴公司之關連交易，
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貴公司已成立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成慶先生太平紳士、劉紹基先生及羅文鈺教授
組成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認購協議（包括授出特別授權）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
條款是否屬公平合理以及符合　貴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並經
考慮獨立財務顧問之意見後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應如何投票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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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八方金融有限公司已獲　貴公司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
進行之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並就（其中包括）認購協議及其
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之條款是否屬公平合理以及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應如何就決議案投票
提供推薦建議。吾等之委任已獲獨立董事委員會批准。吾等與董事、　貴公司主要行
政人員及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繫人概無關連，因此被視為具獨立
性，適合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獨立意見。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吾等並
不知悉於緊接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過往兩年內　貴集團與吾等或任何其他人士之間存
有任何關係或利益，而可被合理視作對吾等擔任獨立董事委員會之獨立財務顧問之獨
立性構成障礙。除　貴公司就是次委任應付吾等之一般專業費用外，概無存在任何安
排而吾等將可藉此向　貴集團或董事、　貴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及主要股東或長城燃氣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收取任何費用或利益。

於達致吾等之意見時，吾等依賴通函所載資料及陳述之準確性，並假設通函所載或提
述之所有資料及陳述於作出時均屬真確，且於通函日期仍屬真確。吾等亦依賴吾等
與　貴公司管理層就　貴集團、長城燃氣及認購協議（包括通函所載之資料及陳述）進
行之討論。吾等亦假設董事及　貴公司於通函內表達之所有信念、意見及意向陳述乃
經審慎查詢後合理作出。吾等認為，吾等已審閱之資料足以令吾等達致知情意見，作
為吾等依賴通函所載資料之準確性之合理憑證，以及為吾等之意見提供合理基礎。吾
等無理由懷疑通函所載之資料或所表達之意見遺漏或隱瞞任何重大事實，亦無理由懷
疑董事向吾等提供之資料及陳述之真實性、準確性及完整性。然而，吾等並無對　貴
集團、長城燃氣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之業務及事務進行獨立深入調查，亦無對吾等獲
提供之資料進行任何獨立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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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慮因素及理由

於達致吾等就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之意
見及推薦建議時，吾等已考慮以下主要因素及理由：

認購事項之背景及理由以及所得款項用途

(a) 貴集團之背景

貴集團主要從事管道燃氣銷售、工程施工及燃氣管道安裝服務、燃氣管輸服務及
罐裝天然氣銷售。

(b) 長城燃氣、中國石化及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之背景

長城燃氣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專注進行有關下游天然氣分銷之投
資。其為中國石化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中國石化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並為中國最大一體化能源化工
公司之一，主要從事石油及天然氣之勘探及開採、管道運輸以及銷售；煉製產
品、石油化工產品、煤化工產品、化纖及其他化工產品之開採、銷售、儲存及運
輸；進出口（包括石油、天然氣、石油產品、石油化工及化工產品以及其他商品
及技術之代理進出口業務）；以及技術及信息之研究、開發及應用。中國石化之
最終控股公司為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國有企業），其
主要從事石油及天然氣之勘探、開採、儲存及運輸（包括管輸）、銷售及綜合利
用；煉製；氣油、煤油及柴油之批發和零售；石油化工及其他化工產品之生產、
銷售、儲存及運輸；實業投資及投資管理；石油石油化工工程及設備之勘探、施
工、安裝及維修；機電設備製造；信息技術、替代能源產品之研究、開發、應用
及諮詢服務；貨物及技術進出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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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之官方網站 (http://www.sinopecgroup.com)，中
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為一間大型成品油和石化產品企業集團，註冊資本為人
民幣274,900,000,000元。該公司為中國最大成品油和石化產品供應商及第二大油
氣生產商，並為世界第一大煉油公司和第三大化工公司。其加油站總數位居世界
第二。中國石化集團在二零一八年《財富》世界五百強企業中排名第三位。

(c) 貴集團之財務資料

審閱財務表現

下文載列　貴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三個財政年度（「財政
年度」）各年之合併財務資料概要，有關資料乃摘錄自　貴公司於二零一七年財政
年度、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及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之年報（「年報」）：

截至以下年份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2,745,687 3,308,032 3,557,529
銷售及服務成本 (2,173,358) (2,695,970) (3,032,910)
毛利 572,329 612,062 524,619
毛利率 20.8% 18.5% 14.7%
年內利潤 223,886 106,809 119,624

資料來源：年報

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與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之比較

貴集團於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及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分別錄得收入約
2,745,700,000港元及約3,308,000,000港元，增幅約為20.5%，主要由於　貴集團
管道天然氣銷售業務分部之表現轉好。於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　貴集團之管道
天然氣銷售收入約為2,582,9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所錄得之金額約
2,004,600,000港元增加約578,300,000港元或約28.8%，主要由於　貴集團之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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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業客戶對管道天然氣之需求有所增加。同時，　貴集團之毛利由二零一七年
財政年度約572,3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約612,100,000港元，而
毛利率則由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約20.8%下降至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約18.5%，
主要由於天然氣短缺導致　貴集團管道天然氣銷售業務之燃氣採購成本有所增
加。

年內利潤由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約223,9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
約106,800,000港元，乃由於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確認因人民幣匯率波動所導致
之淨匯兌虧損約103,4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七年財政年度則錄得淨匯兌收益約
113,500,000港元。

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與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之比較

貴集團於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及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分別錄得收入約
3,308,000,000港元及約3,557,500,000港元，增幅約為7.5%，主要由於二零一九
年財政年度之管道天然氣銷售較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有所增加。於二零一九年
財政年度，　貴集團之管道天然氣銷售收入約為2,893,200,000港元，較二零
一八年財政年度所錄得之金額約2,582,900,000港元增加約310,300,000港元或約
12%，主要由於住宅及工業用戶對管道天然氣之需求有所增加。同時，　貴集團
之毛利由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約612,100,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約
524,600,000港元，而毛利率則由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約18.5%下降至二零一九年
財政年度約14.7%，主要由於管道天然氣之採購成本有所增加。

年內利潤由二零一八年財政年度約106,800,000港元增加至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
約119,600,000港元，主要由於 (i)融資成本淨額減少約24,600,000港元；及 (ii)所
得稅費用減少約11,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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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財務狀況

下文載列　貴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
審核合併財務狀況表概要，有關資料乃摘錄自年報：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3,725,035 4,192,936 4,685,274
流動資產 4,150,963 1,825,205 1,417,948
總資產 7,875,998 6,018,141 6,103,222

非流動負債 2,739,391 2,497,117 104,945
流動負債 3,674,767 2,156,160 4,638,251
總負債 6,414,158 4,653,277 4,743,196

流動資產淨值（負債淨額） 476,196 (330,955) (3,220,303)

資產淨值 1,461,840 1,364,864 1,360,026
貴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428,606 1,334,988 1,313,060

現金及銀行餘額 3,260,656 699,518 699,998
借款
— 流動部分 2,120,314 273,118 2,512,222
— 非流動部分 2,704,765 2,443,690 28,004
借款總額 4,825,079 2,716,808 2,540,226

流動比率附註 1 1.13 0.85 0.31
資本負債比率附註 2 330% 199% 187%

資料來源：年報

附註1：流動比率即總流動資產除以總流動負債

附註2：資本負債比率即總債務（即綜合借款總額）佔權益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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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貴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1,417,900,000港元（二
零一八年：1,825,2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4,151,000,000港元），而流動負
債則約為4,638,3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2,156,2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
3,674,800,000港元），即流動負債淨額約為3,220,3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流
動負債淨額331,000,000港元；二零一七年：流動資產淨值約476,200,000港元）
及流動比率約為0.31倍（二零一八年：0.85倍；二零一七年：1.13倍）。　貴集團
於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均低於1.0倍，顯示　貴
集團面臨履行短期還款責任之壓力。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貴集團之
現金及銀行餘額約為700,0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699,500,000港元；二零一七
年：3,260,700,000港元），顯示　貴公司因流動負債而面臨嚴峻現金流量壓力。

貴集團之借款總額約為2,540,200,000港元（二零一八年：2,716,800,000港元；
二零一七年：4,825,100,000港元）。　貴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二零一八年及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分別約為330%、199%及187%。　貴集
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較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
所下降，主要由於　貴集團償還借款。　貴集團由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被視為處於高水平，顯示　貴集團高
度依賴債務支持其持續經營。

(d) 發行認購股份之理由及所得款項用途

貴公司認為，認購事項將令　貴集團能夠籌集資金以加強其財務狀況、擴闊其
股東基礎及為　貴公司引進強大策略投資者長城燃氣（為中國石化之全資附屬公
司）。　貴集團專注於管道燃氣銷售、工程施工及燃氣管道安裝服務、燃氣管輸
服務及罐裝天然氣銷售，而中國石化及其附屬公司則能獲取石油及天然氣資源。
中國石化之最終控股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在石油及天然氣之勘探及開
採、管道運輸以及銷售業界雄踞全國及省級市場領先地位。此外，預期長城燃氣
將向董事會提名兩名董事，參與　貴集團之業務決策過程。透過認購事項及出售
事項，預期　貴集團將可利用長城燃氣之專業管理、品牌、供應鏈渠道、資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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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客戶資源進一步拓展其天然氣領域業務。再者，預期　貴集團將可利用中國
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之信譽及品牌名稱提升自身信譽，並擴闊其股東基礎，為
其未來發展及營運提供資金。

國有企業改革

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發 [2015] 22號）》
及《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的實施意見》等
市級政策，政府鼓勵國有企業（其中包括）(i)積極促進國有資本交叉持股及相互融
合、(ii)推動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及 (iii)堅持增強活
力和強化監管相結合（「國有企業改革」）。

進行認購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於完成認購事項及出售事項後，長城燃氣之股權將由零增加至約29.99%，並成
為　貴集團之主要股東。董事認為，　貴公司訂立認購協議將可引進長城燃氣（為
中國石化之全資附屬公司）為　貴公司之策略投資者。

貴集團專注於管道燃氣銷售、工程施工及燃氣管道安裝服務、燃氣管輸服務及罐
裝天然氣銷售。誠如本函件「長城燃氣、中國石化及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之背景」分節所述，中國石化之最終控股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為中國
最大成品油和石化產品供應商及第二大油氣生產商，並為世界第一大煉油公司和
第三大化工公司。其加油站總數位居世界第二。中國石化集團在二零一八年《財
富》世界五百強企業中排名第三位。此外，預期長城燃氣將向董事會提名兩名董
事，參與　貴集團之業務決策過程。透過認購事項及出售事項，預期　貴集團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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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策略投資者之專業管理、品牌、供應鏈渠道及資本資源進一步拓展其天然
氣領域業務。策略投資者之母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在石油及天然氣之
勘探及開採、管道運輸以及銷售業界雄踞全國及省級市場領先地位，將有助　貴
集團在品牌、融資渠道、資本資源、供應鏈渠道及客戶資源方面之整體增長。

誠如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之年度業績公告所述，　貴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3,220,300,000港元（銀行餘額及現金約700,000,000
港元）。誠如本函件「審閱財務狀況」分節所述，　貴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二零
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分別約為330%、199%及
187%。上述期間之資本負債比率持續高企，顯示　貴集團高度依賴債務支持其
持續經營。　貴集團因其流動負債淨額狀況於獲取銀行融資時或難以爭取較優厚
之條款及年期。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為一間大型成品油和石化產品企業
集團，註冊資本為人民幣274,900,000,000元。透過認購事項實踐國有企業改革
後，　貴集團可利用其策略投資者（為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之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之信譽及品牌名稱提升自身信譽，擴闊其股東基礎，為其未來發展及營
運提供資金。

因此，吾等贊同董事之意見，認為透過引進長城燃氣為　貴集團之策略投資者，
兩個集團將實現供應鏈協同效應。

所得款項用途

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總額估計將約為236,300,000港元（基於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
1.33港元）。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扣除相關專業費用及相關開支後）預期將
約為235,300,000港元。　貴公司擬將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70%用作　貴集
團一般營運資金，而餘額則用作償還　貴集團有關燃氣採購成本之貸款。

誠如　貴公司於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之年報所述，《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指出，
二零二零年中國天然氣管道總里程達到10萬公里，幹線年輸氣能力超過4,000億
立方米，同時城鎮氣化率達到 57%，用氣人口達到4.7億。　貴集團將會緊緊圍
繞國家政策及市場步伐，發揮現有經營地域優勢，提高天然氣供給普及率，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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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工業及民用天然氣需求，並進行科學規劃。此外，　貴集團積極進取，努力
開拓新區域與市場專案，簽訂了天津未來科技城京津合作示範區、東麗湖區域燃
氣專案等多個新市場開發合作協定，同時落實前期開發專案進度如全線貫通德清
東部三鎮天然氣管道，為　貴集團核心業務未來增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貴集
團亦充分利用資本市場融資平台，積極擴大經營規模，實現投資者、政府、用戶
等多方利益共贏，不斷提升股東回報，促進　貴集團未來業務可持續發展。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貴集團之總負債約為4,743,200,000港元，其
中借款約為2,540,200,000港元，由 (i)流動部分2,512,200,000港元；及 (ii)非流
動部分28,000,000港元組成。　貴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
比率（按借款總額除以資產淨值計算）約為187%。　貴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計算）約為0.31，而　貴集團於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錄得流動負債淨額約3,220,300,000港元（銀行餘額及
現金約700,000,000港元），顯示　貴集團面臨履行短期還款責任之壓力。於二
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貴集團之現金及銀行餘額約為669,500,000港元（二
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260,700,000港元）。現金及銀行餘額於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內大幅減少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
700,000,000港元，顯示　貴公司因其流動負債淨額狀況而面臨嚴峻現金流量壓
力。經審閱　貴集團目前之財務狀況，吾等贊同管理層之意見，認為　貴集團於
短期內亟需新現金以降低債務水平及補充營運資金，而認購事項有助　貴集團改
善其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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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董事會函件所述，預期所得款項淨額約235,300,000港元之分配及使用時間
估計如下：

a. 所得款項淨額之70%（約 164,700,000港元）用作一般營運資金，以支持　貴
集團擴展業務，包括於天津開拓及發展新區域與市場專案（如　貴公司二零
一九年年報所述之天津未來科技城京津合作示範區及東麗湖區域燃氣專案
以及於德清東部之持續發展項目），估計將於認購事項完成後六個月內動
用；及

b. 餘額（約70,600,000港元）用作償還　貴集團部分有關燃氣採購之貸款，
以降低　貴集團之債務水平，估計將於認購事項完成後六個月內動用。
用作燃氣採購之相關借款（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之未償還餘額約為人民幣
407,200,000元）之實際利率為4.62%。有關借款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
日以債券形式發行，並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到期。

鑑於上述各項，吾等贊同董事之意見，認為認購事項將令　貴集團能夠籌集資金
以加強其財務狀況、擴闊其股東基礎及為　貴公司引進強大策略投資者。

(e) 其他集資方法

除認購事項外，　貴公司亦曾考慮債務融資及其他形式股本融資等其他集資方法
之可行性。就債務融資而言，董事認為此項方法將進一步加重　貴集團之利息負
擔。尤其考慮到　貴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狀況，債務市
場氣氛疲弱，或不利　貴集團以具成本效益之方式獲取額外債務融資，且通常會
加重　貴集團之利息負擔。因此，倘進行額外債務融資，將對　貴集團之財務表
現造成負擔，令其財務狀況進一步惡化，故吾等認為發行額外債務並非可取之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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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亦曾考慮其他股本融資方法，包括附帶優先購買權之股本發行。董事認為，
儘管公開發售及供股均可讓股東維持彼等各自於　貴公司之持股比例，同時加
強　貴公司之資本基礎，惟與任何配售及╱或認購新股份相比，此類集資活動相
對較為耗時，行政負擔較重，成本效益較低，乃因相關集資過程一般需時兩至三
個月方可完成，且當前市場氣氛疲弱，未必能確定最終集資所得金額及╱或現有
股東認購水平。此外，鑑於　貴集團目前之財務狀況及引進長城燃氣（為中國石
化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　貴公司策略投資者之裨益（誠如本函件「進行認購事項
之理由及裨益」分節所述），董事認為，認購事項能較快為　貴集團提供資金，故
為　貴集團較可取之集資方法。吾等贊同董事之意見，認為當考慮集資時，股本
融資為較審慎之方法。基於上述各項，連同認購人成為　貴集團第二大股東及策
略夥伴之裨益，吾等贊同管理層之意見，認為發行認購股份切合　貴公司所需，
且對　貴公司有利。

認購協議之主要條款

認購協議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訂約方： (a) 貴公司（作為發行人）；及

(b) 長城燃氣（作為認購人）。

認購股份數目： 177,676,183股新股份，相當於　貴公司經僅配發及發行
認購股份擴大後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約13.14%

認購價： 每股認購股份1.33港元

認購事項完成： 認購事項將於認購協議項下所有先決條件已達成之日後第
三個營業日（或　貴公司與長城燃氣可能書面協定之其他
日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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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價

為評估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1.33港元是否屬公平合理，吾等進行以下分析：

每股股份概約
價格╱價值

概約溢價╱
（折讓）

港元 %

(i) 於最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 1.33 0.00

(ii) 股份於截至最後交易日（包括當日）止最
後五個連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平均
收市價 1.26 5.56

(iii) 股份於截至最後交易日（包括當日）止最
後十個連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平均
收市價 1.24 7.26

(iv) 股份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在聯交所所報
之收市價 1.20 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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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之過往價格表現

吾等認為，將股份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至最後交易日期間（「回顧期間」）在聯交
所買賣之收市價水平與認購價進行比較實為適切之舉。吾等已審閱股份於回顧期
間（為就分析目的涵蓋　貴公司年度營運週期之合理較長期間）之每日收市價，以
說明股份每日收市價之整體趨勢及變動水平。回顧期間之股份價格過往表現與認
購價之比較說明如下：

1.100

1.150

1.200

1.250

1.300

1.350

1.400

1.450

1.500

1.550
回顧期間之股份價格過往表現

每日收市價

認購價

港元

月份
二零
一九
年一
月

二零
一九
年二
月

二零
一九
年三
月

二零
一九
年四
月

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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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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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
月

二零
一九
年七
月

二零
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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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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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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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
月

二零
一九
年十
一月

二零
一九
年十
二月

二零
二零
年一
月

二零
二零
年二
月

二零
二零
年三
月

二零
二零
年四
月

資料來源：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

於回顧期間，股份之最低及最高收市價分別為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八日錄得之每股
股份1.12港元及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九日錄得之每股股份1.52港元。股份於回顧
期間之平均每日收市價為每股股份1.28港元。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1.33港元較回
顧期間之 (i)最低收市價溢價約 18.75%；(ii)最高收市價折讓約12.50%；及 (iii)平
均每日收市價溢價約4.91%。由於認購價在回顧期間大部分時間均高於每日收市
價，吾等認為認購價對獨立股東有利，並符合　貴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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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之過往成交量

股份每月之平均每日成交數目及股份於回顧期間之每月成交量與 (i)已發行股份
總數；及 (ii)於回顧期間各月由公眾人士持有之已發行股份總數比較得出之相關
百分比列載如下：

股份每月
總成交量

股份於月內
每個交易日

之平均
成交量

股份平均
每日成交量
佔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
百分比

股份平均
每日成交量
佔公眾所

持股份數目
之百分比

每月
交易日數

（並無成交）
（日）

每月交易
日數

（附註1） （附註2）

二零一九年
一月 796,600 36,209 0.003% 0.009% 9 22
二月 665,350 39,138 0.003% 0.010% 4 17
三月 1,491,550 71,026 0.006% 0.018% 5 21
四月 1,962,008 103,264 0.009% 0.026% 2 19
五月 879,797 41,895 0.004% 0.010% 4 21
六月 414,000 21,789 0.002% 0.005% 9 19
七月 1,747,856 79,448 0.007% 0.020% 2 22
八月 1,047,751 47,625 0.004% 0.012% 6 22
九月 376,191 17,914 0.002% 0.004% 9 21
十月 288,000 13,714 0.001% 0.003% 8 21
十一月 9,906,243 471,726 0.040% 0.117% 6 21
十二月 10,716,121 535,806 0.046% 0.133% 2 20

二零二零年
一月 6,112,400 305,620 0.026% 0.076% 4 20
二月 1,478,521 73,926 0.006% 0.018% 10 20
三月 3,085,717 140,260 0.012% 0.035% 2 22
四月（截至該公告日期 
（包括該日）） 9,380,000 625,333 0.053% 0.155%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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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基於整個回顧期間之1,174,348,950股股份計算。

2. 基於整個回顧期間之404,141,767股股份計算。

資料來源：聯交所網站 (www.hkex.com.hk)

股份於回顧期間之每月平均每日成交量佔平均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比介乎
約0.002%至0.053%。倘計算股份於回顧期間之每月平均每日成交量百分比時
僅計及由公眾股東持有之股份（即公眾持股量），則該百分比介乎約0.003%至
0.155%。吾等認為，股份於回顧期間大部分時間之每月平均每日成交量相對較為
淡薄。

認購價與同業公司之比較

由於　貴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管道燃氣銷售、工程施工及燃氣管道安裝服務、
燃氣管輸服務及罐裝天然氣銷售，參考市盈率（「市盈率」）及市賬率（「市賬率」）
乃　貴集團業務投資人士普遍採用之估值方法。為評估認購價是否屬公平合理，
吾等亦已盡力識別所有 (i)主要於中國從事管理及經營天然氣及能源相關業務；
(ii)於最近期財政年度錄得純利及 (iii)於最後交易日之市值低於10,000,000,000港
元之聯交所上市公司，並透過與該等公司於認購協議日期所報之收市價進行比
較，審核市盈率及市賬率。吾等已識別七間公司（「行業可資比較公司」）並概述於
下文行業可資比較公司列表。吾等認為行業可資比較公司列表詳盡無遺，乃基於
上述挑選準則作出，且充分而具代表性，有助吾等進行有意義之比較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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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載列行業可資比較公司之過往市盈率及市賬率詳情，有關比率乃基於行業可
資比較公司於認購協議日期之股份收市價及該等公司各自最近期年報所披露最近
期財政年度之已刊發經審核財務資料計算得出：

公司名稱 股份代號 主要業務（附註1）

於認購
協議

日期之
股份收
市價

市盈率

（倍）
市賬率

（倍）

中油燃氣集團有限
公司

603 該公司主要從事 (i)銷售及輸送天然氣、(ii)燃氣
管道建造及接駁及 (iii)開採及生產原油及天
然氣。

0.248 4.32 0.41

中民控股有限公司 681 該公司主要從事 (i)供應管道燃氣、(ii)運輸、分
銷及零售液化石油氣、(iii)生產及銷售桶裝飲
用水及 (iv)彩票代理 — 代理營運及代銷福利
彩票。

0.037 1.73 0.13

新天綠色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956 該公司主要從事 (i)銷售天然氣和天然氣用具及
提供建造和接駁天然氣管道服務、(ii)開發、
管理和運營風電廠和太陽能電廠及 (iii)透過
其附屬公司就租賃及已購買物業進行融資租
賃。

1.71 4.11 0.49

天津津燃公用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

1265 該公司主要從事 (i)管道燃氣銷售、(ii)燃氣管
網接駁、(iii)燃氣管道輸送及 (iv)燃氣器具銷
售。

0.57 218.77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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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股份代號 主要業務（附註1）

於認購
協議

日期之
股份收
市價

市盈率

（倍）
市賬率

（倍）

蘇創燃氣股份有限
公司

1430 該公司主要從事 (i)配送及銷售管道天然氣、(ii)
天然氣輸送及在中國作為建設及接入燃氣管
道業務的主要承包商及 (iii)透過其附屬公司
參與建設及營運天然氣加氣站。

1.90 22.37 1.10

中國天倫燃氣控股
有限公司

1600 該公司主要從事 (i)城市燃氣銷售、(ii)長輸管道
燃氣輸送及銷售、(iii)工程設計及建設及 (iv)
燃氣管道接駁。

5.59 6.48 1.31

上海大眾公用事業
（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

1635 該公司主要從事 (i)管道燃氣供應、(ii)污水處
理、(iii)公共基礎設施項目、(iv)投資、(v)交
通服務及 (vi)金融服務。

2.45 12.57 0.83

最低 1.73 0.13
最高 218.77 1.31

平均值 38.62 0.69
中位數 6.48 0.54

貴公司 2886 主要從事管道燃氣銷售、工程施工及燃氣管道
安裝服務、燃氣管輸服務及罐裝天然氣銷售

1.33
（附註2）

19.26 1.19
（附註3）

附註：

1. 資料來源：聯交所官方網站

2. 即認購價

3. 即認購價除以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淨值所隱含之市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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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可資比較公司之市盈率介乎約1.73倍至約218.77倍，中位數約為6.48倍。認
購價所隱含之市盈率約為19.26倍，處於行業可資比較公司之市盈率範圍內，並
高於行業可資比較公司之市盈率中位數。

行業可資比較公司之市賬率介乎約0.13倍至約1.31倍，中位數約為0.54倍。認購
價所隱含之市賬率約為1.19倍，處於行業可資比較公司之市賬率範圍內，並高於
行業可資比較公司之市賬率中位數。

考慮到 (i)認購價所隱含之市盈率處於行業可資比較公司之市盈率範圍內，並高
於行業可資比較公司之市盈率中位數；及 (ii)認購價所隱含之市賬率處於行業可
資比較公司之市賬率範圍內，並高於行業可資比較公司之市賬率中位數，吾等認
為，就行業可資比較公司分析而言，認購事項對獨立股東有利。

其他上市發行人與關連人士根據特別授權認購股份

除上述股份市盈率及市賬率分析外，吾等認為值得比較認購價與當前市場趨勢。
吾等已識別（就吾等所深知）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日至最後交易日（包括首尾兩日）
期間內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以公告方式所宣佈利用特別授權向關連人士發行股份
之股份認購事項╱配售事項（「可資比較交易」）清單。吾等認為，可資比較交易
期間為可反映最新市場狀況及氣氛之合理期間。就吾等所深知及確信，該10項
可資比較交易均符合標準、可代表市場氣氛且足以讓吾等進行有意義之比較及分
析。基於上述挑選準則，吾等認為可資比較交易清單詳盡無遺，有關分析概述於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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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 公司名稱 股份代號 認購價
所得

款項總額

較股份
於相關

最後交易日
之收市價
溢價╱
（折讓）

較股份
於相關

最後五個
連續交易日

之平均
收市價
溢價╱
（折讓）

較股份
於相關

最後十個
連續交易日

之平均
收市價
溢價╱
（折讓）

（港元） （千港元） (%) (%) (%)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 寶新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1282 0.25 1,000,000 -19.35 -21.88 -28.57

二零一九年七月 
十六日

大唐西市絲路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620 5.3873 599,000 -17.88 -15.00 -10.23

二零一九年七月 
十九日

彩生活服務集團有限 
公司

1778 5.22 119,830 -3.51 -6.95 -5.67

二零一九年七月
二十一日

正榮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6158 4.95 1,211,542 -1.98 -3.51 -2.60%

二零一九年九月
二十七日

大成生化科技集團有限
公司

809 0.108 132,690 -20.00 -23.70 -25.80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

首長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697 0.3 28,000 -13.04 -15.25 -16.20

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 新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58 0.1 14,900 25.00 24.07 14.02

二零二零年一月 
十九日

中天宏信（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

994 0.8 61,600 -21.57 -21.41 -24.10

二零二零年二月六日 中國金控投資集團有限
公司

875 0.65 130,000 -31.60 -33.90 -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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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 公司名稱 股份代號 認購價
所得

款項總額

較股份
於相關

最後交易日
之收市價
溢價╱
（折讓）

較股份
於相關

最後五個
連續交易日

之平均
收市價
溢價╱
（折讓）

較股份
於相關

最後十個
連續交易日

之平均
收市價
溢價╱
（折讓）

（港元） （千港元） (%) (%) (%)

二零二零年四月三日 盛洋投資（控股）有限 
公司

174 1.00 99,300 81.80 93.05 99.60

最高 81.80 93.05 99.60
最低 -31.60 -33.90 -34.50

平均值 -2.21 -2.45 -3.15
中位數 -15.46 -15.13 -13.22

貴公司 2886 1.33 236,309 0.00 5.56 7.26

資料來源：www.hkex.com.hk

誠如上文載列可資比較交易統計數據之列表所示，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1.33港元
較：

(i) 與股份於最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每股1.33港元之間並無溢價或
折讓，高於可資比較交易於緊接認購或配售協議簽訂日期前相關最後交易
日之溢價╱折讓中位數並處於有關溢價╱折讓範圍（介乎折讓約31.60%至
溢價約81.80%）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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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股份於截至最後交易日（包括當日）止最後五 (5)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平
均收市價每股1.26港元溢價約5.56%，高於可資比較交易於緊接認購或配
售協議簽訂日期前相關最後五個連續交易日之5日平均收市價之溢價╱折
讓中位數並處於有關溢價╱折讓範圍（介乎折讓約33.90%至溢價約93.05%）
內；及

(iii) 股份於截至最後交易日（包括當日）止最後十 (10)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
平均收市價每股約1.24港元溢價約7.26%，高於可資比較交易於緊接認購
或配售協議簽訂日期前相關最後十個連續交易日之10日平均收市價之溢
價╱折讓中位數並處於有關溢價╱折讓範圍（介乎折讓約34.5%至溢價約
99.60%）內

考慮到認購價之價格水平高於可資比較交易進行其他認購或配售活動之認購價或
發行價之溢價╱折讓中位數並處於有關溢價╱折讓範圍內，吾等認為認購價水平
符合市場慣例，並認為認購價屬公平合理。

對　貴公司股權之潛在攤薄影響

緊接前認購事項前，現有公眾股東之股權約為34.41%，而長城燃氣根據前認購事項所
認購之股份相當於　貴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之15.13%。於完成認購事項及出售事項
後，現有公眾股東之股權由約34.41%攤薄至29.89%。

誠如通函「董事會函件」顯示　貴公司股權架構及變動之列表所載，現有公眾股東於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之股權約為34.41%。長城燃氣將認購之認購股份相當於　貴公司於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之全部已發行股本15.13%，及　貴公司經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擴大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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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約13.14%。獨立股東務請注意，董事認為　貴公司訂立認購協議將
引進長城燃氣（為中國石化之全資附屬公司）為　貴公司之策略投資者。認購事項之所
得款項淨額約235,300,000港元將為　貴集團提供即時財務資助，以降低債務水平及補
充營運資金，而不會加重　貴集團之利息負擔。基於上述者，於完成後，現有公眾股
東之股權將由約34.41%攤薄至29.89%。鑑於上述各項，吾等認為有關攤薄影響屬公平
合理，並符合現有股東及　貴公司之利益。

認購事項對　貴集團之財務影響

盈利

除就認購事項將予產生之法律及專業費用╱開支約1,000,000港元外，概不會就此
對　貴集團之盈利造成任何即時重大影響。然而，鑑於本函件「進行認購事項之理由及
裨益」分節所述之協同效應，預期　貴集團之盈利日後將有所增加。

營運資金

根據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之年報，　貴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銀
行餘額約為700,000,000港元。於認購事項完成後，　貴集團之營運資金及流動資金狀
況將有所改善，乃由於現金及銀行餘額將因　貴集團獲得所得款項淨額約235,300,000
港元而有所增加。因此，預期　貴集團之現金狀況、流動負債淨額及流動比率於認購
事項完成後均有所改善。

負債淨值

根據二零一九年財政年度之年報，　貴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之綜合流動負債
淨值約為3,220,300,000港元。於認購事項完成後，　貴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將因　貴
集團獲得所得款項淨額約235,300,000港元而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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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建議

經考慮上述主要因素及理由後，吾等認為，儘管認購事項並非於　貴公司之日常及一
般業務過程中訂立，惟認購協議之條款乃按一般商務條款訂立，對獨立股東而言屬公
平合理，並符合　貴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因此，吾等建議獨立股東並建議獨立董
事委員會推薦獨立股東投票贊成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有關批准 (i)根據認購協議及
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進行認購事項；及 (ii)授出特別授權以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之普通
決議案。

此　致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
　列位獨立股東　台照

代表
八方金融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董事
馮智明 陳和莊

謹啟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二日

附註： 馮智明先生自二零零三年起為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之
負責人員。馮先生於機構融資及投資銀行方面擁有逾25年經驗，並曾參與及完成多項有關香港
上市公司併購、關連交易及須遵守收購守則之交易之顧問交易。陳和莊先生自二零零八年起為
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之負責人員。陳先生於機構融資
及投資銀行方面擁有逾16年經驗，並曾參與及完成多項有關香港上市公司併購、關連交易及須
遵守收購守則之交易之顧問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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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責任聲明

本通函之資料（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通函
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其
他事項，足以令致本通函所載任何陳述或本通函產生誤導。

2. 股本

(i)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 (ii)於認購事項完成後（假設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於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至完成認購事項期間並無變動）之已發行股份數目載列如下：

(i)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已發行及繳足： 1,174,348,950股股份

(ii) 於認購事項完成後：

已發行及繳足： 1,352,025,133股股份

全部現時已發行股份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權益，包括股息權利、投票權及資本。

概無任何豁免或已同意豁免未來股息之安排。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本通函所
披露者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之資本概無附有購股權，或同意有條件或無條件
賦予購股權。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採納購股權計劃，據此董事會可酌情向任何
董事及僱員授出購股權。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尚有2,800,000份購股權未獲行
使，而該等購股權可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六日期間
隨時按每股股份5.60港元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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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並無任何已發行但尚未行使之可換股證券、購股權或認
股權證或賦予任何權利認購、轉換或交換為股份之類似權利或任何發行股份之協
議或安排。

除認購事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概無配發及發行任何股份。

3. 權益披露

(a)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 (i)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
（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被視作擁有之權益及淡
倉），或 (ii)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載入本公司按該條例規定備存
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 (iii)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之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如下：

(i) 股份中之好倉

董事姓名 持有權益之身份 股份數目

總權益佔於
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百分比

羅文鈺教授 實益擁有人 100,00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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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董事於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中之權益

董事姓名 所持購股權數目

總權益佔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百分比

高亮先生 1,000,000 0.09%
王剛先生 700,000 0.06%
葉成慶先生太平紳士 200,000 0.02%
劉紹基先生 200,000 0.02%
羅文鈺教授 200,000 0.02%

附註：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及股份合併於二零
一五年五月十四日生效後，上述所有購股權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授
出，並可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六日期間任何時
間按每股股份5.6港元行使。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並無擁有任何 (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被視作擁
有之權益或淡倉）；或 (ii)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載入本公司按該條例規
定備存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或 (iii)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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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就董事所知，下列董事為於本公司之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
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
之公司之董事或僱員：

董事姓名 公司名稱 職位

張秉軍 泰達控股 黨委書記及董事長

王剛 泰達控股 總經理助理

曹紅梅 泰達控股 生態環保部經理

彭渤 泰達控股 資產管理部經理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據董事所知，概無董事或彼等之任何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獲
授或持有可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
份之購股權或曾行使有關權利。

4. 董事之服務合約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並無董事與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已經訂立或建議訂立服務
合約（並非於一年內屆滿或相關本集團成員公司不可於一年內毋須補償（法定賠償
除外）予以終止或停止之合約）。

5.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據董事所知，董事或任何彼等各自之緊密聯繫人並無持有
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存有競爭或可能直接或間接存有競爭的業務之任何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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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大不利變動

除本公司二零一九年年報所披露有關2019冠狀病毒疫情於二零二零年初爆發可
能會對本集團造成影響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並不知悉自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即本集團最近期刊發經審核賬目之編製日期）以來，本集團之財
政或經營狀況出現任何重大不利變動。

7. 專家之資格及同意書

以下為提供本通函所載意見或建議之專家之資格：

名稱 資格

八方金融有限公司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進行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6
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之持牌法團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八方金融有限公司自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本集
團最近期刊發經審核賬目之編製日期）以來，概無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所收
購、出售或租賃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擬將收購、或出售或租賃之任何資產當中
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亦無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證券之
任何權利（不論是否可依法強制執行）。

八方金融有限公司已就本通函之刊發出具其同意書，同意按本通函所示之形式及
涵義於本通函收錄其函件及引述其名稱，且迄今並無撤回同意書。

八方金融有限公司之函件及推薦建議乃於本通函日期發出，並為載入本通函而編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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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般事項

(a)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概無於自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本公司
最近期刊發經審核賬目之編製日期）以來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所收購或出售
或租賃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擬將收購或出售或租賃之任何資產當中擁有
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b)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服務合約外，概無董事於由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訂立而於本通函日期仍屬有效且與本集團業務有重大關係之任何合約
或安排中擁有重大權益。

(c) 本通函之中英文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9. 備查文件

以下文件之副本將於截至股東特別大會（及其任何續會）日期（包括該日）止之一般
辦公時間在本公司位於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二座32樓3205-07室之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可供查閱：

(a) 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其全文載於本通函；

(b) 獨立財務顧問函件，其全文載於本通函；

(c) 本附錄「專家之資格及同意書」一節所載之同意書；

(d) 認購協議；及

(e) 本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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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886）

茲通告濱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三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正
假座香港金鐘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二期35樓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以
考慮並酌情通過以下決議案（不論有否修訂）為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1. 認購事項

「動議：

(a) 批准、確認及追認本公司與中石化長城燃氣投資有限公司（「長城燃氣」）訂
立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三日之認購協議（「認購協議」）（註有「A」字樣
之認購協議副本已提呈大會並由大會主席簡簽，以資識別）（內容有關長城
燃氣按認購價每股認購股份1.33港元（「認購價」）認購本公司177,676,183股
新普通股（「認購股份」））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b) 待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批准認購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及買賣
後，向本公司董事（「董事」）授出特別授權以根據認購協議之條款向長城燃
氣或其指定全資附屬公司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特別授權」），惟特別授權
為附加於及不損害或撤銷於通過本決議案前已授予或可能不時授予董事之
任何現有或該等其他一般或特別授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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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授權任何一名董事代表本公司採取及簽立其認為屬必要、合適或權宜的行
動及其他文件，以實施認購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或使之生效的其他
事宜（包括但不限於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

承董事會命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高亮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二日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均有權委派一位或多位代表出席大會，並於票
選時代其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委任受委代表之文據須由委派方或其正式書面授權之代表親筆簽署，或如委派方為一家公司，則須
加蓋公司印鑑，或經由獲正式授權之任何高級職員或授權代表簽署。

3.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之該等授權書或授
權文件副本，必須盡快且無論如何須於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情況而定）指定舉行時間不少
於48小時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方為有效。

4. 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本公司股東仍可按意願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情況
而定）並於會上投票，而在此情況下，代表委任表格將被視作已撤回論。

5. 倘屬任何股份之聯名登記持有人，則任何一名聯名持有人均有權親身或委派代表就該等股份投票，
猶如彼為唯一有權投票者，惟倘超過一名該等聯名持有人親身或委派代表出席股東特別大會，則就
有關股份在本公司股東名冊排名首位之聯名登記持有人方有權就有關股份投票。

6. 為釐定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一）至二零二
零年七月三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期間內，將不會登記普
通股轉讓。為符合資格出席上述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二零
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以作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