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
明確表示，概不對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或因依賴這些內容而招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提供參考資料，並不構成購入、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INSPUR INTERNATIONAL LIMITED 

浪潮國際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8141) 
 
 

(1) 有關收購浪潮世科有限責任公司*全部已發行股本之主要交易； 
(2)  關連交易；及 

(3) 恢復買賣 
 

 

於二零零八年五月五日，本公司與浪潮電子香港及和星(合稱「賣方」)訂立收

購協議，據此，按代價182,250,000港元，本公司有條件同意購入及賣方有條

件同意出售目標之全部已發行股本。 

代價須參考目標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綜合經審核扣除稅項及

少數股東權益後溢利作出之調整而定。本公司將以(i) 向浪潮電子香港支付現

金 61,965,000 港元款項；(ii) 向和星以發行價每股 1.36272 港元發行及配發

48,146,354 股代價股份；及(iii) 向和星發行有效期為 30 個月，本金額合共

54,675,000 港元之零息可換股票據支付代價。 

由於收購之有關百份比率大於 25%而少於 100%，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收

購構成本公司之主要交易。由於浪潮電子香港為賣方之一並實益持有

1,352,130,000 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約 44.62%)之權益，根據創

業板上市規則，為本公司之管理層及控股股東，本公司自浪潮電子香港購入

目標 34%之股本權益亦構成本公司之關連交易(「關連交易」)。因此，收購

協議及據此擬進行之交易(包括發行代價股份、可換股票據及可換股票據全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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兌換而發行之兌換股份)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特別大會以股票

投票方式取得獨立股東批准。浪潮電子香港、和星及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

及彼等各自之聯繫人，須於股東特別大會就提呈批准收購之決議案放棄投票。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收購之進一步資料、獨立財務

顧問致獨立董事委員會及獨立股東就關連交易提供意見之函件、獨立董事委

員會之推薦意見及有關目標之財務資料連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寄發

予股東。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自二零零八年五月五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

待發出本公佈。本公司已向聯交所申請股份自二零零八年五月九日上午九時

三十分起恢復買賣。 

 

收購協議 

日期︰ 二零零八年五月五日 

訂約方︰ (1) 賣方︰ (a) 和星有限責任公司(「和星」)；及 

  (b) 浪潮電子（香港）有限公司 (「浪潮電子香港」)；及

 (2) 買方︰ 本公司 

 
就董事經作出一切合理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和星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

立於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彼等之關連人士之第三方，並與彼等並無關連。然而，

浪潮電子香港為本公司之管理層及控股股東，故為本公司之關連人士。浪潮電子

香港為一家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投資控股公司，其主要資產之一為其持有之

1,352,130,000股股份。和星為一家於英屬處女群島註冊成立之投資控股公司。除

於目標之投資外，和星並無從事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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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予收購的資產 
 
根據收購協議，本公司將收購之資產相當於目標之全部已發行股本，其中由和星

66%持有及由浪潮電子香港 34%持有。由於浪潮電子香港為目標之創辦股東，浪

潮電子香港已就其於目標之 34%股本權益注入總數 1,724,599.52 美元(相等於約

13,451,876 港元)資本。 

代價 

代價為 182,250,000 港元，須於完成時以下列方式支付︰ 

(i) 61,965,000 港元(「代價款項」)於完成時以現金向浪潮電子香港支付； 

(ii) 65,610,000 港元按發行價每股 1.36272 港元向和星(或其指定之代名人)發
行及配發 48,146,354 股代價股份； 

和星承諾，於二零零八年十月十三日或之前出售之代價股份總數將不超過

代價股份總數之 35%。 

(iii) 54,675,000 港元以下列方式向和星發行可換股票據︰ 

 本金 
(港元) 

二零零八年可換股票據 27,337,500 港元 

二零零九年可換股票據 27,337,500 港元 

總金額 54,675,000 港元 

 

代價須視乎以下調整而定︰ 

(i) 倘目標(包括其附屬公司之業績)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實際

經審核綜合扣除稅項及少數股東權益後溢利(按香港一般採納之會計準則計算)

少於 12,150,000 港元，則代價(包括佔代價分別 34%、36%及 30%之代價款

項、代價股份及可換股票據)將減少至相等於前述溢利 15 倍之調整代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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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倘目標(包括其附屬公司之業績)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實際

經審核綜合扣除稅項及少數股東權益後溢利(按香港一般採納之會計準則計算)

多於 12,150,000 港元，則代價(包括佔代價分別 34%、36%及 30%之代價款

項、代價股份及可換股票據)將增加至相等於前述溢利 15 倍之調整代價，以最

多 205,000,000 港元為最高上限(「代價最高上限」)。 

倘代價增加至代價最高上限(205,000,000 港元)，則︰ 

(a) 代價款項將增加至 69,700,000 港元； 

(b) 代價股份數目將增加至 54,156,393 港元，而兌換股份之發行價維持於每股股

份 1.36272 港元；及 

(c) 可換股票據本之本金總額將增加至 61,500,000 港元(二零零八年可換股票據

及二零零九年可換股票據之本金額將均為 30,750,000 港元)。 

倘目標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綜合財務報表之審計師報告已發

出，本公司將盡快就根據收購協議條款落實之實際代價金額(包括代價款項、代價

股份及可換股票據)作出公佈。 

代價參考(其中包括)目標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管理帳目顯示之

綜合扣除稅項及少數股東權益後溢利(按市盈率 15 倍計算)及下文「收購的理由及

好處」部份所載之理由，經收購協議各方公平磋商釐定。董事認為，代價及收購

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理並符合本公司及獨立股東之整體利益。 

(a) 代價股份 

代價股份將按發行價每股代價股份 1.36272 港元發行，即相等於︰ 

(i) 股份在最後交易日於聯交所所報之每股股份收市價 1.32 港元有約 3.23%溢

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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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股份在最後交易日（包括該日）前最後連續五個交易日在聯交所所報之每股

股份平均收市價 1.33 港元有約 2.46%溢價。 

按代價相等於 182,250,000 港元計算，將發行之代價股份數目將為 48,146,354

股，相等於截至本公佈日期止本公司現有已發行股本約 1.59%、經發行代價股份

擴大後之本公司已發行股本 1.56%及經發行代價股份及全數兌換可換股票據(兌

換股份數目為 40,121,962 股)擴大後之本公司已發行股本 1.54%。 

倘代價增加至代價最高上限(205,000,000 港元)，將發行之代價股份數目將為

54,156,393 股，相等於截至本公佈日期止本公司現有已發行股本約 1.79%、經發

行代價股份擴大後之本公司已發行股本 1.76%及經發行代價股份及全數兌換可換

股票據(兌換股份數目為 45,130,326 股)擴大後之本公司已發行股本 1.73%。 

本公司將向聯交所創業板上市委員會申請代價股份上市及批准買賣。代價股份於

完成發行後，於所有方面均與現時之已發行股份具相同地位。 

(b) 可換股票據 

根據收購協議，兌換股份數目須按以下方式釐定︰ 

(i) 二零零八年可換股票據 
 

個案一︰ 倘零八溢利相等或多於零八溢利目標，則︰ 
 

本金 
兌換股份數目 ＝ 

基準價 
 
數目須視乎最高上限 22,565,163 股股份而定(按本金額 30,750,000 港元計

算)，相等於本公司現有已發行股本 0.745%及經發行二零零八年可換股票

據兌換股份擴大後之本公司已發行股本 0.739%，有關兌換價將相等於每

股股份 1.36272 港元之基準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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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二︰ 倘零八溢利少於零八溢利目標，則︰ 
 

本金 15 × (零八溢利目標 - 零八溢利)
兌換股份數目＝ 

基準價 
－

基準價 
 
數目須視乎最高上限 22,565,163 股股份而定(按本金 30,750,000 港元計

算)，相等於本公司現有已發行股本 0.745%及經發行二零零八年可換股票

據之兌換股份擴大後之本公司已發行股本 0.739%(或換言之，兌換價將相

等於每股股份 1.36272 港元之基準價)。 

詞彙說明︰ 

本金 =  二零零八年可換股票據之本金 

基準價 = 1.36272 港元，與代價股份發行價相同 

零七溢利 = 目標(包括其附屬公司業績)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年度之實際經審核綜合扣除稅項及少數股東權益後溢利 

零八溢利 = 目標(包括其附屬公司業績)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年度之實際經審核綜合扣除稅項及少數股東權益後溢利 

零八溢利目標 = 150% x 零七溢利 

 
(ii) 二零零九年可換股票據 

 
個案一︰ 倘零九溢利相等或多於零九溢利目標，則︰ 
 

本金 
兌換股份數目 ＝ 

基準價 
 
數目須視乎最高上限 22,565,163 股股份而定(按本金 30,750,000 港元計

算)，相等於本公司現有已發行股本 0.745%及經發行二零零九年可換股票

據之兌換股份擴大後之本公司已發行股本 0.739%，有關兌換價將相等於

每股股份 1.36272 港元之基準價。 

 
個案二︰ 倘零九溢利少於零九溢利目標，則︰ 

本金 15 × (零九溢利目標 - 零九溢利)
兌換股份數目＝ 

基準價 
－

基準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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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目須視乎最高上限 22,565,163 股股份而定(按本金 30,750,000 港元計

算)，相等於本公司現有已發行股本 0.745%及經發行二零零九年可換股票

據之兌換股份擴大後之本公司已發行股本 0.739%(或換言之，兌換價將相

等於每股股份 1.36272 港元之基準價)。 

詞彙說明︰ 

本金 = 二零零九年可換股票據之本金 

基準價 = 1.36272 港元，與代價股份發行價相同 

零九溢利= 目標(包括其附屬公司業績)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年度之實際經審核綜合扣除稅項及少數股東權益後溢利 

零九溢利目標 = 225% x 零七溢利(見上述定義) 

按代價相等於 182,250,000 港元計算，倘可換股票據項下之兌換股份按基準價為

兌換價(與代價股份之發行價相同)全數兌換，其數目將為 40,121,962 股，相等於

截至本公佈日期止本公司現有已發行股本約 1.32%、經僅發行兌換股份擴大之已

發行股本 1.31%及經發行代價股份(即 48,146,354 股股份)及全數兌換可換股票據

擴大之已發行股本 1.29%。 

倘代價達代價最高上限水平，倘可換股票據項下之兌換股份按基準價作為兌換價

(與代價股份之發行價相同)全數兌換，其數目將為 45,130,326 股，相等於截至本

公佈日期止本公司現有已發行股本約 1.49%、經僅發行兌換股份擴大之已發行股

本 1.47%及經發行代價股份(即 54,156,393 股股份)及全數兌換可換股票據擴大後

之已發行股本 1.44%。 

收購協議載列完成時將予發行之可換股票據之其他重大條款如下︰ 

發行人︰ 本公司 

持有人︰ 和星 

本金︰ (a) 27,337,500 港元為二零零八年可換股票據；及 

(b) 27,337,500 港元為二零零九年可換股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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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日︰ 發行日期後 30 個月  

利息︰ 不帶息 

轉讓︰ 不可轉讓(經本公司同意除外) 

兌換期︰ (a) 二零零八年可換股票據 – 目標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年度財務報表之審計師報告發表後第二日至到期日期間

之任何時間；及 

(b) 二零零九年可換股票據 – 目標截至二零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年度財務報表之審計師報告發表後第二日至到期日期間

之任何時間。 

到期時贖回︰ 可換股票據持有人於到期時可要求本公司贖回餘下之可換股票

據，本公司就此支付之金額相等於︰ 

基準價 x 兌換股份數目(見上述釐定方式) 

兌換股份數目

之調整︰ 
兌換股份之初步數目須視乎因本公司股本架構變動而起之慣常調

整而定(包括股份合併、股份分拆及資本化發行和其他類似之企業

活動)，以確保對可換股票據持有人公平合理。 

因兌換可換股票據而發行之代價股份將與現時之已發行股份具相同地位。 

倘可換股票據任何部份或全數被提呈轉讓予本公司之關連人士，本公司將通知聯

交所有關轉讓。 

除經本公司同意外，可換股票據不得轉讓，不得於聯交或任何其他交易所上市，

亦將不會於聯交所或任何其他交易所申請將可換股票據上市。行使可換股票據附

帶之換股權而予發行之股份之上市及批准買賣申請將向聯交所創業板上市委員會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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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及完成 

收購協議須於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或之前或經收購協議各方協定之較後日期，

由買方達成或豁免(限於下文第(iv)及(v)項條款)後，方可完成︰ 

(i) 獨立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批准有關收購之決議案； 

(ii) 本公司對目標集團進行之盡職審查結果滿意； 

(iii) 聯交所創業板上市委員會授予(不論有條件或無條件)代價股份及行使可換

股票據附帶之換股權而發行之股份上市及買賣批准； 

(iv) 獲本公司滿意之目標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綜合財務報表

之審計師報告發出； 

(v) (除經披露外)賣方就收購作出之保證並無違反； 

(vi) (倘需要)已取得或完成收購之所有有關批准及同意或註冊及存檔。 

收購協議預期於所有條件達成後 30 天內 (或經收購協議各方協定之其他日期)完

成。 

收購的理由及好處 

近年，中國之軟件外包業務增長非常迅速，中國之軟件外包業務將發展成為業內

最大規模國家之一。從目標集團二零零七年年度收益及溢利錄得之雙位數增長可

見，軟件外包業務前景良好。此外，經數年發展後，目標集團已於中國軟件外包

業內發展為一家具競爭力之領先企業。透過成為本集團一份子而產生之協同效

益，目標集團可與本集團現時之業務夥伴發展策略性業務關係，並加以增強，從

而獲得長期客戶，持續發展有關業務，而現時之管理團隊亦能享有軟件產品發展

及外包管理方面實質而豐富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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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各點，董事認為收購協議及其擬進行之交易符合本公司及獨立股東之整

體利益。董事亦認為收購協議條款符合一般商業條款及公平合理。 

本集團及目標集團的資料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中國及其他海外市場從事

資訊科技產品分銷、採購及轉售業務。本集團亦提供資訊科技顧問服務以輔助本

集團之分銷業務發展。 

目標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之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中國、

日本、美國及其他海外市場從事軟件外包業務。 

收購協議一旦完成，目標及其附屬公司將各自成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彼等之業

績、資產及負債將合併於本公司之綜合帳目內。 

下表為根據目標二零零六年三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零零七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根據香港一般採納之會計政策製

備)而載列之綜合營業額、綜合除稅前溢利及綜合扣除稅項及少數股東權益後溢

利︰ 

截至二零零七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年度

截至二零零六年 

三月十三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期間 

 (未經審核)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千港元 

綜合營業額 94,059 59,075  

綜合除稅前溢利 12,150 3,588  

綜合扣除稅項及少數股東權益後溢利 12,150 3,602  

 

附註︰目標於二零零六年三月十三日註冊成立。 

根據目標之管理帳目，目標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

值(扣除少數股東權益後)為 55,435,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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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權架構之改變 

假設本公司股本並無其他變動，下表顯示(A)代價為 182,250,000 港元；及(B)代

價為 205,000,000 港元兩種情況下，於(i) 於本公佈日期；(ii) 緊隨代價股份發行

及配發後；(iii)緊隨代價股份發行及配發及可換股票據按基準價全數兌換後(並無

根據協議作任何變更)；(iv)緊隨代價股份發行及配發、可換股票據按基準價全數

兌換(並無根據協議作任何變更)、優先股全數兌換及購股權全數行使後，本公司

之股權架構︰ 

(A) 代價為 182,250,000 港元︰ 

 於本公佈日期 
代價股份發行及

配發後

代價股份發行及配發

及可換股票據按基準

價全數兌換後  

代價股份發行及配發、可

換股票據按基準價全數

兌換、優先股全數兌換及

購股權全數行使後

 股份 % 股份 % 股份 % 股份 % 

浪潮電子香港 1,352,130,000 44.62% 1,352,130,000 43.92% 1,352,130,000 43.35% 1,352,130,000 28.84% 

王渺 
(附註 1) 

75,000,000 2.47% 75,000,000 2.44% 75,000,000 2.40% 95,000,000 2.03% 

王衡 
(附註 1) 

75,000,000 2.47% 75,000,000 2.44% 75,000,000 2.40% 95,000,000 2.03% 

其他董事(均為

購 股 權 持 有

人)(附註 3) 

-  -  -  80,000,000 1.71% 

和星 -  48,146,354 1.56% 88,268,316 2.83% 88,268,316 1.88% 

Microsoft 
Corporation 
(附註 2) 

-  -  -  1,171,397,795 24.99% 

購 股 權 持 有 人

(非董事) 
(附註 3) 

-  -  -  278,150,000 5.93% 

其他公眾股東 1,528,370,000 50.44% 1,528,370,000 49.64% 1,528,370,000 49.02% 1,528,370,000 32.59% 

總數 3,030,500,000 100% 3,078,646,354 100% 3,118,768,316 100% 4,688,316,1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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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代價為 205,000,000 港元(代價最高上限)︰ 

 於本公佈日期 
代價股份發行及

配發後

代價股份發行及配發

及可換股票據按基準

價全數兌換後  

代價股份發行及配發、可

換股票據按基準價全數

兌換、優先股全數兌換及

購股權全數行使後

 股份 % 股份 % 股份 % 股份 % 

浪潮電子香港 1,352,130,000 44.62% 1,352,130,000 43.83% 1,352,130,000 43.20% 1,352,130,000 28.77% 

王渺 
(附註 1) 

75,000,000 2.47% 75,000,000 2.43% 75,000,000 2.40% 95,000,000 2.02% 

王衡 
(附註 1) 

75,000,000 2.47% 75,000,000 2.43% 75,000,000 2.40% 95,000,000 2.02% 

其他董事(均為

購 股 權 持 有

人)(附註 3) 

-  -  -  80,000,000 1.70% 

和星 -  54,156,393 1.76% 99,286,719 3.17% 99,286,719 2.11% 

Microsoft 
Corporation 
(附註 2) 

-  -  -  1,171,397,795 24.93% 

購 股 權 持 有 人

(非董事) 
(附註 3) 

-  -  -  278,150,000 5.92% 

其他公眾股東 1,528,370,000 50.44% 1,528,370,000 49.55% 1,528,370,000 48.83% 1,528,370,000 32.53% 

總數 3,030,500,000 100% 3,084,656,393 100% 3,129,786,719 100% 4,699,334,514 100% 

附註 

(1) 王渺為執行董事及王衡為非執行董事。 

(2) Microsoft Corporation 為優先股持有人。 

(3) 於本公佈日期，有 398,150,000 份未行使購股權，該等購股權可予持有人有權認購

398,150,000 股 股 份 。 該 等 未 行 使 購 股 權 包 括 根 據 本 公 司 購 股 權 計 劃 授 予 王 渺 之

20,000,000 份購股權、授予王衡之 20,000,000 份購股權及授予其他董事之 80,000,000 份

購股權及授予其他合資格非董事參與人之 278,150,000 份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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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由於收購之有關百份比率大於 25%而少於 100%，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收購構

成本公司之主要交易。由於浪潮電子香港為賣方之一並實益持有 1,352,130,000

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約 44.62%)之權益，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為本

公司之管理層及控股股東，本公司自浪潮電子香港購入目標 34%之股本權益亦構

成本公司之關連交易(「關連交易」)。因此，收購協議及據此擬進行之交易(包括

發行代價股份、可換股票據及可換股票據全數兌換而發行之兌換股份)須根據創業

板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特別大會以股票投票方式取得獨立股東批准。浪潮電子

香港、和星及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及彼等各自之聯繫人，須於股東特別大會就

提呈批准收購之決議案放棄投票。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收購之進一步資料、獨立財務顧問

致獨立董事委員會及獨立股東就關連交易提供意見之函件、獨立董事委員會之推

薦意見及有關目標之財務資料連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寄發予股東。 

恢復買賣 

應本司要求，股份自二零零八年五月五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待發出

本公佈。本公司已向聯交所申請股份自二零零八年五月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起

恢復買賣。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明外，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和星」 指 和星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英屬處女群島註冊成立之

公司，為賣方之一 

「收購」 指 本公司向賣方收購目標之全部已發行股本(須視乎收

購協議之條款及條件而定) 

「收購協議」 指 就收購而言本公司作為買方及賣方作為賣方於二零零

八年五月五日訂立之有條件買賣協議 

「聯繫人」 指 具有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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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價」 指 每股股份 1.36272 港元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浪潮國際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之 
受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創業板上市 

「完成」 指 根據收購協議完成收購事項 

「關連人士」 指 具有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賦予該詞之涵義 

「關連交易」 指 於收購項下本公司自浪潮電子香港購入目標 34%之

股本權益 

「代價」 指 收購事項之代價 

「代價款項」 指 根據收購協議條款向浪潮電子香港支付 61,965,000
港元(須視乎最高金額 69,700,000 港元而定)作為部份

代價之款項 

「代價股份」 指 根據收購協議條款向和星配發及發行 48,146,354 股

(須視乎最高數目 54,156,393 股而定)之新股份，以支

付部份代價 

「兌換股份」 指 因行使可換股票據附帶之換股權而發行之股份 

「可換股票據」 指 根據收購協議條款將向和星發行本金 54,675,000 港

元(須視乎最高本金額 61,500,000 港元而定)以支付部

分代價之可換股票據，包括二零零八年可換股票據及

二零零九年可換股票據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就批准(其中包括)收購事項而將召開及舉行之

股東特別大會 

「創業板」 指 聯交所創業板 

「創業板上市規則」 指 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 

「浪潮電子香港」 指 浪潮電子（香港）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立之公司，

於本公佈日期持有本公司已發行股本約 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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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股東」 指 除浪潮電子香港、和星及彼等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及彼

等各自之聯繫人以外之股東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最後交易日」 指  二零零八年五月五日，為股份於二零零八年五月五日

下午二時三十分於聯交所暫停買賣前股份於聯交所買

賣之最後交易日 

「代價最高上限」 指 205,000,000 港元，即收購協議所載之代價最高上限

「購股權」 指 根據二零零四年四月八日本公司採納之首次公開招股

前僱員購股權計劃或二零零四年四月八日本公司採納

之僱員購股權計劃授出之未行使購股權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優先股」 指 本公司向 Microsoft Corporation 發行之 234,279,559
股系列甲級高級可贖回可換股附帶投票權之優先股，

該等股份附帶權利可兌換為 1,171,397,795 股股份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每股 0.002 港元之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目標」 指 浪潮世科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立之

公司 

「目標集團」 指 目標及其附屬公司 

「賣方」 指 和星及浪潮電子香港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 

「二零零八年可換股票據」 指 根據收購協議本公司將發行本金面值 27,337,500 港

元(須視乎最高本金額 30,750,000 港元而定)之可換股

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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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九年可換股票據」 指 根據收購協議本公司將發行本金面值 27,337,500 港

元(須視乎最高本金額 30,750,000 港元而定)之可換股

票據 

「%」 指 百分比 

 

就表述而言及除另有說明外，港元兌美元乃按7.80港元兌1.00美元之匯率換算。 
 

承董事會命 
浪潮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孫丕恕 

 

香港，二零零八年五月八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行董事孫丕恕先生、張磊先生、王渺先生及梁智豪先生；非執
行董事辛衛華先生、王衡先生及William James Fass先生；及獨立非執行董事孟祥旭先生、劉平
源先生及黃烈初先生。 
 
本公佈（本公司各董事願就此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而提供有關本公司
之資料。本公司各董事經作出一切合理查詢後，就彼等深知及確信，確認：(1)本公佈於各重大方
面之資料乃屬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成份；(2)本公佈並無遺漏其他事實，致使其任何聲明產生誤
導；及(3)本公佈表達之一切意見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方始作出，並按公平合理之基準及假設作出。 
 
本公佈將載於創業板之網站內「最新公司公告」一頁（於刊發日期起計至少保存七日）。 
 
* 僅供識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