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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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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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僅為提供資料，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於中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08）

聯 合 公 佈

(1)  有 關 收 購 ALBUM RESOURCES PRIVATE LIMITED
全 部 已 發 行 股 本 之

非 常 重 大 的 收 購 事 項 及 關 連 交 易

(2) 建 議 增 加 法 定 股 本
(3) 發 行 新 股 份 之 特 別 授 權

及

(4) 建 議 委 任 董 事

五礦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五礦資源有限公司

之財務顧問 之財務顧問

五礦資源有限公司

之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

獨立財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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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事項

五礦有色與本公司各自之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愛邦企

業（作為賣方）、通耀（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買方）及本公司（作為擔保

人以及代價股份及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發行人）訂立售股契據，據此，通耀有

條件同意購買而愛邦企業有條件同意出售待售股份（相當於目標公司之全部已發

行股本），購買價為1,846,000,000美元（相當於約14,398,800,000港元）。

目標公司持有一個名為MMG之國際礦業資產投資組合。MMG為鋅、銅、鉛、

金及銀之主要生產商。MMG目前經營四個礦山：(i)位於老撾之Sepon銅及金礦

業務；(ii)位於澳洲昆士蘭省之Century，為世界最大鋅礦之一，並同時生產鉛及

銀； (iii)位於西澳洲之Golden Grove，為鋅、銅、鉛及貴金屬礦；及 (iv)位於澳

洲塔斯曼尼亞之Rosebery，為鋅、鉛、銅及貴金屬礦。此外，MMG擁有位於澳

洲塔斯曼尼亞之Avebury鎳礦（目前正在維護及保養）以及若干其他開發項目和一

項積極的礦物勘探計劃。

購買價乃由本公司、通耀及愛邦企業經公平磋商並參考市場估值範圍後釐定，

並由各方就直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營運資金變動預期（包括但不限於

目標集團以股息方式向愛邦企業匯回的34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2,652,000,000

港元））作出調整。

根據符合國際市場慣例的方法準備的市場估值主要考慮礦山營運參數之估計壽

命之貼現現金流量分析（包括但不限於可採儲量及礦產資源量估計、生產狀況、

營運及資本成本、儲量延伸潛力及商品價格未來前景），其次考慮根據可採儲量

及礦產資源的倍數、可比公司分析及可比交易分析之替代估值方法。市場估值

尋求評估MMG之全部市場價值，從而反映與推斷資源量相關的價值以及目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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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資產之勘探潛力（根據上市規則規定特地從第18章估值中剔除）。有關第18章

估值之估值報告將於本公司就收購事項向股東寄發之通函中披露。

根據售股契據之條款，購買價為1,846,000,000美元（相當於約14,398,800,000港

元）須按以下方式支付：

(i) 現金：

(A) 10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780,000,000港元）現金，由通耀或其代理人按

以下方式向愛邦企業支付：

1. 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完成，則應於(a)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或(b)完成日期後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的某

一天（可由通耀與愛邦企業書面協定）支付；或

2. 倘完成日期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則應於完成日期支付；

及

(B) 694,161,888美元（相當於約5,414,462,726港元），於完成時從愛邦企業根

據貸款協議向通耀提供之貸款所得款項中支付；

(ii) 代價股份：361,838,112美元（相當於約2,822,337,274港元），通過本公司於完

成時按發行價每股3.00港元向愛邦企業或其代理人發行940,779,090股代價股

份支付；及

(iii)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69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5,382,000,000港元），通過

本公司於完成時向愛邦企業或其代理人發行可按初步換股價每股3.45港元轉

換為1,560,000,000股換股股份之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支付。

售股契據須待（其中包括）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根據上市規則批准售股契

據及授出特別授權後，方告完成。其他條件載於本公佈「收購事項－條件」分節。



– 4 –

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除外，彼等之意見將參考獨立財務顧問之推薦意見而定）

認為，收購事項之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

股東之整體利益。

建議增加法定股本

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為 300,000,000港元，包括 6,000,000,000股股份，其中

2,026,216,799股股份於本公佈日期已發行。作為收購事項之條款之一部分，董

事會建議通過額外增設12,000,000,000股在所有方面與本公司股本之現有股份具

有同等地位之未發行股份，將本公司法定股本由 300,000,000港元增加至

900,000,000港元。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須待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普通決

議案後，方可作實。

發行新股份之特別授權

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除外，彼等之意見將參考獨立財務顧問之推薦意見而定）

建議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向獨立股東尋求一項特別授權，以發行不超過

2,700,000,000股新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之現有已發行股本的約

133.25%、緊隨完成後（假設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未獲轉換）本公司經擴大之已發

行股本的約91.00%、緊隨完成後（假設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獲悉數轉換）本公司

經擴大之已發行股本的約59.64%及緊隨完成後（假設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獲悉數

轉換，並已發行特別授權項下之所有股份）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的約

37.36%。建議特別授權之主要條款如下：

(i) 發行不超過2,700,000,000股新股份；

(ii) 新股份將按相對以下價格中較高者折讓不超過20%的價格發行：

(a) 任何相關配售協議或涉及在特別授權項下建議發行證券的其他協議日期

之收市價；及

(b) 緊接以下日期中最早者前五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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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配售、建議交易或涉及在特別授權項下建議發行證券的安排之公告日

期；

(B)配售協議或涉及在特別授權項下建議發行證券的其他協議日期；

(C)釐定配售價或認購價之日期；

(iii)授出特別授權為收購事項之條款一部分，且須待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

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授出有關特別授權後，方可作實。誠如本公佈「收購事

項－條件」分節所載，向董事授予特別授權乃完成之一項條件；

(iv)根據特別授權發行新股份須以完成為先決條件；及

(v) 建議特別授權之有效期為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相關決議案之日起至以下日

期中較早者為止之期間：(a)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或(b)獨立股東於股東

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撤回或修改在股東特別大會上相關決議案所賦予之權限。

視乎市況而定，董事可能行使或不行使建議之特別授權（如授出）以發行新股份。

目前擬尋求之特別授權將涵蓋根據本公司視乎當時市況而定所進行之一次或多

次潛在配售而將予發行之新股份。倘董事根據建議特別授權發行及配售新股份，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另行刊發公佈。

視乎市況而定，董事擬籌集最多1,60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12,480,000,000港

元）之所得款項淨額並將該筆潛在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用於(i)悉數償還貸款協議項

下之 694,161,888美元（相當於約 5,414,462,726港元）貸款；及 (ii)餘下結餘

905,838,112美元（相當於約7,065,537,274港元）以供 (a)調配資金至目標集團項目

之勘探及發展計劃，包括但不限於發展位於澳洲昆士蘭省之Dugald River鋅項目

（該項目現時正處於可行性研究之最後階段，估計預產資金成本為790,000,000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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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相等於約6,162,000,000港元）），及(b)用於目標集團之其他勘探計劃。根據潛

在配售建議發行新股份（如執行）亦會擴大本公司各股東及資本基礎，並強化經

擴大集團之財務狀況。

經考慮收購事項及潛在配售後，五礦有色承諾仍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並持有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不少於51%。

建議委任董事

董事會擬於完成時，委任Andrew Gordon Michelmore先生為執行董事兼行政總

裁及David Mark Lamont先生為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Michelmore先生及

Lamont先生現時分別為MMG之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及首席財務官。

Michelmore先生及Lamont先生均在礦產行業及上市公司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董事會亦擬於完成時委任Peter William Cassidy博士（目前為MMG之獨立非執行

董事）及焦健先生（目前為MMG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

非執行董事。焦先生目前亦是五礦有色的總經理。

上市規則項下之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就收購事項計算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100%，根據上

市規則第14.06(5)條，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非常重大的收購事項。

此外，由於愛邦企業為五礦有色（於本公佈日期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63.39%

之控股股東）之全資附屬公司，故此愛邦企業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

上市規則第14A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8

條遵守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緊隨完成後，經擴大集團與中國五礦集團成員公司（包括五礦有色）進行之任何

持續交易將構成上市規則所指之本公司持續關連交易。本公司將於需要時遵守

上市規則項下之有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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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就收購事項成立，並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獨立董事委員會

之成員概無於收購事項、特別授權或建議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中擁有任何重大

利益。新百利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收購事項（包括但不限於

建議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及授出特別授權）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

見。獨立財務顧問得出意見時將閱審及考慮（除其他內容外）合資格人士報告、

載於第18章估值之估值報告、市場估值報告及市場估值與第18章估值之間之基

準及差異。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代價股份及可換股股份上市及買賣。倘

董事在獲得建議特別授權後繼續行使建議特別授權發行任何新股份，本公司亦

會向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將予發行及根據潛在配售而配售之新股份上市及買賣。

一般資料

洛希爾（香港）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就有關收購事項之財務顧問。

麥格理資本（香港）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五礦有色就有關收購事項之財務顧問。

本公司將召集並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並（酌情）批准售股契據及其項下擬

進行之交易，包括但不限於(i)配發及發行代價股份、(ii)發行永久次級可換股證

券、(iii)訂立貸款協議、(iv)建議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及(v)授予特別授權。一份

載有（除其他內容以外）(i)收購事項之進一步詳情（包括但不限於建議增加本公司

法定股本及特別授權）、(ii)目標集團之財務及其他資料、(iii)經擴大集團之未經

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iv)合資格人士報告、 (v)估值報告、 (vi)股東特別大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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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vii)獨立財務顧問及獨立董事委員會各自對有關收購事項（包括但不限於建

議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及特別授權）之意見及(viii)上市規則規定之其他資料之通

函，預計將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由於完成須待本公佈「收購事項－條件」分節所載若干條件達成（或豁免（如適用））

後方可作實，故收購事項不一定會繼續進行。刊發本公佈並不表示售股契據項

下之交易將會完成。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應審慎行事。

緒言

五礦有色與本公司各自之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愛邦企業

（作為賣方）、通耀（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買方）及本公司（作為擔保人以及

代價股份及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發行人）訂立售股契據，據此，通耀有條件同

意購買而愛邦企業有條件同意出售待售股份（相當於目標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

購買價為1,846,000,000美元（相當於約14,398,800,000港元）。

收購事項

售股契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

訂約方

賣方 ： 愛邦企業，五礦有色（於本公佈日期持有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約63.39%之本公司控股股東）之全資附屬公

司。愛邦企業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

買方 ： 通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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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人及代價股份及 ： 本公司。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

之發行人

將予收購資產

待售股份即目標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目標公司為一間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八日

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公司。目標公司持有一個名為MMG之國際礦業資產組合。待

售股份在收購時並不附帶任何產權負擔。其他資料請參閱本公佈下文「有關MMG

之資料」一節。

購買價

購買價為1,846,000,000美元（相當於約14,398,800,000港元）乃本公司、通耀及愛邦

企業經公平磋商後達致，並參考市場估值範圍後釐定，並由各方就直至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營運資金變動預期（包括但不限於目標集團以股息方式向愛

邦企業匯回的34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2,652,000,000港元））作出調整。有關匯回

之更多詳情，請參閱下文「收購事項－匯回」分節。

本公司已委任Grant Samuel為合資格估算師並委託Grant Samuel進行第18章估值及

市場估值。市場估值採用與國際市場慣例一致之方法編製，主要考慮礦山營運參

數之估計開採壽命之貼現現金流量分析（包括但不限於可採儲量及礦產資源量估

計、生產狀況、營運及資本成本、儲量延伸潛力及商品價格未來前景），其次考

慮根據可採儲量及礦產資源的倍數、可比公司分析及可比交易分析之替代估值方

法。市場估值尋求評估MMG之全部市場價值，從而反映與推斷資源量相關的價值

以及目標集團資產之勘探潛力（根據上市規則規定特地從第18章估值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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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估值與第18章估值之間之差異如下：

(i) 推斷資源量之價值已遵照上市規則第18.30(3)條規定從18章估值中排除。然

而，倘合資格人士認為推斷資源量之部分在未來有相當的可能可被開採，則

會在市場估值計入該等推斷資源量價值；

(ii) 根據上市規則第18章的要求，未能轉為可以開採資源之探明資源量及控制資

源量部分之價值並無載入第18章估值。然而，倘合資格人士認為探明資源量

及控制資源量之部分在未來有相當的可能可被開採，則會在市值估值計入該

等探明資源量及控制資源量價值；

(iii)部分現有儲量（該詞定義見上市規則）之價值從第18章估值中排除，原因為排

除推斷資源量會導致該等儲量因礦場計劃的限制而在理論上不能按經濟原則

提取。然而，該等儲量部分之價值會載入市場估值；

(iv)第18章估值並不會計入礦場週邊勘探帶來的價值，而礦場週邊勘探之若干成

功以及有關價值已載入市場估值；及

(v) 第18章估值並不會計入MMG現時經營之勘探及發展項目帶來價值，原因為並

無任何現列儲量。然而，部分價值已在市場估值中計入該等開採及發展項目。

鑒於得出購買價時參考的第18章估值及市場估值所採用之假設及方法存有差異，

故推斷資源量價值不得以單純的扣減，且無法確定購買價中與推斷資源量有關的

部份。

有關第18章估值之估值報告將於本公司就收購事項向股東寄發之通函中披露。第

18章估值將視乎變動（包括但不限於商品價格變動、匯率變動及相關資產之營運

前景出現之任何重大變化）而作出更新，直至刊發通函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合資格估算師現時就目標公司權益第18章估值之初稿列出介乎1,472,000,000美元

至1,681,000,000美元（相等於約11,481,600,000港元至13,111,800,000港元）之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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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估值並未就直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任何營運資金變動（包括但不

限於目標集團以股息方式向愛邦企業匯回的 34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

2,652,000,000港元）作出調整。

購買價將按以下方式支付：

(i) 現金：

(A)為現金10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780,000,000港元），由通耀或其代理人按

以下方式向愛邦企業支付：

1. 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完成，則應於(a)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或(b)完成日期後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的某一天

（可由通耀與愛邦企業書面協定）支付；或

2. 倘完成日期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則應於完成日期支付；

及

(B) 694,161,888美元（相當於約5,414,462,726港元），於完成時從愛邦企業根據

貸款協議向通耀提供之貸款所得款項中支付；

(ii) 代價股份：361,838,112美元（相當於約2,822,337,274港元），通過本公司於完成

時按發行價每股3.00港元向愛邦企業或其代理人發行940,779,090股代價股份支

付；及

(iii)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69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5,382,000,000港元），通過本

公司於完成時向愛邦企業或其代理人發行可按初步換股價每股3.45港元轉換為

1,560,000,000股可換股股份之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支付。

現金

(A)根據售股契據，10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780,000,000港元）將以現金支付。現

金代價將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並由通耀或其代理人於完成時或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較遲者為準）按以下方式向愛邦企業或其代理人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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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倘完成日期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則應於(a)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或(b)完成日期後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的某一天（可

由通耀與愛邦企業書面協定）支付；或

2. 倘完成日期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後，則應於完成日期支付；及

(B)貸款協議

貸款協議之主要條款如下：

借款人 ： 通耀

擔保人 ： 本公司

貸款人 ： 愛邦企業

貸款本金額 ： 694,161,888美元（相當於約5,414,462,726港元）

資金撥付日期 ： 完成日期

到期日 ： 完成日期起計滿五年之日

利率 ： 就下表所述期間之任何日期而言，為下表所示該期

間之年利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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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下日期 截至以下日期 固定利率

（包括該日） （不包括該日）

起計期間 止期間

完成日期 完成日期之後 年利率2%

滿一年之日

完成日期之後 完成日期之後 年利率2%

滿一年之日 滿兩年之日

完成日期之後 完成日期之後 年利率3%

滿兩年之日 滿三年之日

完成日期之後 完成日期之後 年利率4%

滿三年之日 滿四年之日

完成日期之後 到期日（或（如較遲） 年利率5%

滿四年之日 悉數償還所有

未償還款項首日）

通耀將按月分12期於期末（或截至到期日止之較短期

間）向貸款人支付應計利息。

提早償還選擇權 ： 本公司可酌情根據貸款協議償還全部或部分貸款，

惟須提前3個營業日發出書面通知。最低償還金額為

500,000美元或其倍數

擔保 ： 通耀於貸款協議項下之義務由本公司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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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 先決條件包括售股契據所載於建議資金撥付日期之

前達成或以書面方式豁免之各項收購事項先決條件

（不包括有關支付購買價之任何先決條件）

代價股份

根據售股契據，本公司將於完成時以每股3.00港元之發行價向愛邦企業或其代理

人配發及發行940,779,090股代價股份。假設本公司股權自本公佈日期起概無變動

（根據售股契據擬進行者除外），940,779,090股代價股份佔本公司截至本公佈日期

現有已發行股本約46.43%、緊隨完成後（假設並無轉換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本公

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31.71%、緊隨完成後（假設悉數轉換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

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20.78%及緊隨完成後（假設悉數轉換永久次級可換股

證券及根據特別授權發行所有股份）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13.02%。

代價股份之發行價每股股份3.00港元較：

(i) 股份於最後交易日聯交所所報每股股份6.28港元之價格折讓約52.2%；

(ii) 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即緊接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刊發有關

收購事項股價敏感資料的公佈當日前股份之最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每股4.78

港元之價格折讓約37.2%；

(iii)股份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包括該日）止最後連續30個交易日在聯

交所所報之平均收市價每股3.73港元折讓約19.6%；

(iv)股份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包括該日）止最後連續90個交易日在聯

交所所報之平均收市價每股3.14港元折讓約4.5%；

(v) 股份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包括該日）止最後連續180個交易日在聯

交所所報之平均收市價每股3.02港元輕微折讓約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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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股份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包括該日）止最後一年在聯交所所報之

平均收市價每股2.81港元溢價約6.8%；

(vii)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盈利8.94港仙市盈率相當於33.56

倍；及

(viii)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每股資產淨值2.75港元市賬率相當於1.09倍。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主要條款如下：

發行人 ： 本公司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 ： 69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5,382,000.000港元）

之最高本金總額

地位及後償情況 ：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構成本公司之直接、無抵押及

後償責任，彼此之間享有同等地位，不存在任何優

先利益或權利。

倘若本公司清盤，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持有人之權

利及索償地位應(i)優先於就本公司任何股本類別（包

括優先股）提出索償之人士，(ii)付款權利落後於支

付予本公司所有其他現在及未來優先債權人之款

項，及(iii)彼此之間及與平價證券持有人之間享有同

等地位

發行價 ：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本金額之100%

形式及面值 ：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將以記名形式發行，每張面值

500,000美元

分派 ：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賦予權利，自永久次級可換股

證券之發行日期（包括當日）起每年七月三十一日按

應付分派率收取分配，惟須受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

之條款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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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派率 ： 任何未償還本金額每年1%

可選擇延期分配 ： 根據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條款，本公司可全權酌

情選擇延期分派

預計截止日期 ： 完成時

到期日 ： 並無到期日

轉換期 ： 自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發行日期起任何時間，惟

須符合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條款所規定之若干條

件

換股價 ： 初始為每股股份3.45港元（可按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

之條款規定作出調整）

轉換限制 ：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持有人僅可轉換該等數目之永

久次級可換股證券，因這不會導致本公司在轉換後

不遵守股份上市之證券交易所規則及規例下之最低

公眾持股量規定

零碎股份 ： 兌換時不會發行零碎股份，亦不會就此作現金調

整，惟在現金付款等於或不超過10.00美元之情況

下，會就有關零碎股份向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持有

人支付現金

換股價調整 ： 換股價將視乎（其中包括）股份拆細、重新分類或合

併、紅股發行、供股、資本分派、分派及其他攤薄

事件而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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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之強制轉換 ： 於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發行日期後12個月之日或

選擇權 其後之任何時間，本公司可全權酌情並受永久次級

可換股證券之條款所規限，選擇轉換全部（而非部

分）可換股證券為股份。根據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

條款，除非於截至緊接發出轉換通知前最多三個營

業日之前連續30個交易日每日股份之成交量加權平

均價（按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條款所列現行匯率換

算為美元），最少為當時生效之適用換股價之200%

（按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條款所列固定匯率換算為

美元），否則不得進行有關轉換。發行人之強制轉換

權利僅適用於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持有人在轉換後

不會導致本公司違反根據股份上市之證券交易所規

則及規例之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之該等部分永久次

級可換股證券

表決權 ：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持有人將無權僅因其作為永久

次級可換股證券持有人而接收本公司之任何股東大

會通告、出席大會或於會上投票。

可轉讓性 ： 根據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條款，永久次級可換股

證券可透過交付就其發行之證書至本公司登記處或

本公司所指定任何證券登記處之辦事處而轉讓，而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條款所列協定形式內之過戶

表格須正式填妥及簽署。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獲轉

讓時，將向承讓人發出一份新證書。倘永久次級可

換股證券本金額之一部分獲轉讓而應就此向承讓人

發出一份證書，則將就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未轉讓

部分向出讓人發出一份新證書。永久次級可換股證

券之轉讓在有關持有人登記名冊上登記後，方屬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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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購買權 ：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持有人須於根據有關證券之條

款就轉讓有關證券而向本公司或過戶登記處（視情況

而定）交付證書前15至20個營業日（定義見永久次級

可換股證券之條款）內，書面通知本公司其有意轉讓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本公司接到有關通知後，須

於該日起計15個營業日（定義見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

之條款）內選擇按通知所列價格購買及註銷全部或部

分相關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本公司須於其就選擇

購買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而通知有關證券持有人起

計15個營業日（定義見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條款）

內完成購買相關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倘任何適用

法律及／或法規之規定禁止本公司在某個期間選擇

購買相關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以及完成購買及註銷

相關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則有關指定期限應予延

後。

倘本公司未選擇購買或在選擇後未能完成購買上述

通知涉及之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則永久次級可換

股證券持有人可將有關證券轉讓予上述通知內指定

之買方，購買價格為通知內所列根據永久次級可換

股證券之條款而釐定之價格。

根據初始換股價3.45港元計算，並假設本公司股權自本公佈日期起概無變動（根據

售股契據擬進行者除外），本公司將於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獲悉數轉換後配發及

發行1,560,000,000股入賬列作繳足之換股股份。1,560,000,000股換股股份相當於本

公佈日期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約76.99%、緊隨完成後（假設並無轉換永久次級

可換股證券）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52.58%、緊隨完成後（假設悉數轉換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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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級可換股證券）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34.46%及緊隨完成後（假設悉數轉換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並已發行特別授權項下之所有股份）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

股本約21.59%。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初步換股價每股股份3.45港元較：

(i) 代價股份之發行價溢價15%；

(ii) 股份於最後交易日聯交所所報每股股份6.28港元折讓約45.1%；

(iii)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即緊接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刊發有關

收購事項股價敏感資料的公佈當日前股份之最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每股股

份4.78港元之價格折讓約27.8%；

(iv)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包括該日）止最後連續30個交易日在聯交所

所報之平均收市價每股股份3.73港元折讓約7.5%；

(v) 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包括該日）止最後連續90個交易日在聯交所

所報之平均收市價每股股份3.14港元溢價約9.9%；

(vi)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包括該日）止最後連續180個交易日在聯交所

所報之平均收市價每股股份3.02港元溢價約14.2%；

(vii)股份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包括該日）止最後一年在聯交所所報之

平均收市價每股股份2.81港元溢價約22.8%；

(viii)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盈利8.94港仙市盈率相當於38.59

倍；及

(ix)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每股資產淨值2.75港元市賬率相當於1.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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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上市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代價股份及根據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將予

發行之換股股份上市及買賣。本公司將不會申請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上市。

條件

完成須待下列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後（視情況而定）方告作實：

(i) 澳洲政府根據外資併購法批准

本公司收到澳洲政府根據外資併購法頒發之適當形式之批准，允許根據本公

司合理滿意之條件及承諾進行收購事項；

(ii) 澳洲政府同意於完成時起解除五礦有色有關MMG之現有承諾；

(iii)股東批准

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本公司所必需之大多數有關股東在本公司之股東特別大

會上通過決議案批准本公司簽訂售股契據及進行售股契據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包括但不限於建議將本公司法定股本由300,000,000港元增加至900,000,000港

元及授予董事特別授權）；

(iv)五礦有色股東批准

就愛邦企業訂立售股契據及進行售股契據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取得五礦有色股

東之必要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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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批文

本公司向聯交所取得有關售股契據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所合理必需或適當之批

文及同意書，包括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代價股份及可換股股份上市及買賣；

(vi)中國監管機構之批文

愛邦企業向中國有關監管機構取得售股契據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所合理必需或

適當之批文、授權及同意書（如有）；

(vii)目標集團若干現有債權人之同意書

目標集團若干現有債權人根據其與目標集團之現有融資協議條款同意售股契

據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viii)貸款協議

貸款協議所載的各項提供貸款融資之先決條件（以完成為先決條件之任何條件

除外）已經達成或獲豁免；及

(ix)由售股契據之簽訂日期至上述第(i)至(vii)段所載的所有先決條件達成或獲豁免

期間並無產生對待售股份市值或目標集團成員公司重大不利之影響。

如果上述任何條件(a)於截止日期或之前尚未達成或未獲豁免，或(b)成為無法達成

或訂約方同意任何該等條件無法達成，訂約方毋須受約束繼續完成，而任何一方

均可向其他各方發出不少於兩個營業日之通知後終止售股契據，惟先前違反售股

契據之條款者則另作別論。

第(i)及(ix)段所載條件僅可由通耀向愛邦企業發出書面通知予以部分或全部豁免。

第(ii)、 (iv)及(viii)段所載條件僅可由愛邦企業向通耀發出書面通知予以部分或全

部豁免。第(vii)段所載條件僅可由通耀與愛邦企業之間以書面協議予以部分或全

部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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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回

完成之前，目標集團旗下之有關實體必須完成履行目標集團以股息方式向愛邦企

業匯回34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2,652,000,000港元）之各個有關步驟，只要上述

匯回不影響售股契據之有效性或可強制執行性（任何一方）。

完成

待上述有關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後（視情況而定），方可於完成日期完成。

擔保

通耀在售股契據項下之義務由本公司以愛邦企業為受益人提供擔保。

建議增加法定股本

本 公 司 之 法 定 股 本 為 300,000,000港 元 ， 包 括 6,000,000,000股 股 份 ， 其 中

2,026,216,799股股份於本公佈日期已發行。作為收購事項條款之一部分，董事會

建議通過額外增設12,000,000,000股在所有方面與本公司股本現有股份具有同等地

位之未發行股份，將本公司法定股本由300,000,000港元增加至900,000,000港元。

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須待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後，方可作實。

發行新股份之特別授權

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除外，彼等之意見將參考獨立財務顧問的推薦意見而定）

建議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向獨立股東尋求一項特別授權，以發行不超過2,700,000,000

股新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之現有已發行股本約133.25%、緊隨完成後

（假設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未獲轉換）本公司經擴大之已發行股本約91.00%、緊隨

完成後（假設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獲悉數轉換）本公司經擴大之已發行股本約

59.64%及緊隨完成後（假設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獲悉數轉換，並已發行特別授權

項下之所有股份）本公司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約37.36%）。建議特別授權之主要條款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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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發行不超過2,700,000,000股新股份；

(ii) 新股份將按相對以下價格中較高者折讓不超過20%發行：

(a) 任何相關配售協議或涉及在特別授權項下建議發行證券的其他協議日期之

收市價；及

(b) 緊接以下日期中最早者前五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

(A)配售、建議交易或涉及在特別授權項下建議發行證券的安排之公佈日

期；

(B)配售協議或涉及在特別授權項下建議發行證券的其他協議之日期；及

(C)釐定配售價或認購價之日期；

(iii)授出特別授權為收購事項之條款一部分，且須待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

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授出有關特別授權後，方可作實。誠如本公佈上文「收購

事項－條件」分節所披露，向董事授予特別授權乃完成收購事項之一項條件；

(iv)根據特別授權發行新股份須以完成為先決條件；及

(v) 建議特別授權之有效期為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相關決議案之日起至以下日

期中較早者為止之期間：(a)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或(b)獨立股東於股東

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撤回或修改在股東特別大會上相關決議案所賦予之權限。

視乎市況而定，董事可能行使或不行使建議特別授權（如授出）以發行新股份。目

前擬尋求之特別授權將涵蓋根據本公司視乎當時市況而定所進行之一次或多次潛

在配售而將予發行之新股份。倘董事根據建議特別授權發行及配售新股份，本公

司將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另行刊發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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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乎市況而定，董事擬籌集最多1,60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12,480,000,000港元）

之所得款項淨額並將該筆潛在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用於(i)悉數償還貸款協議項下之

694,161,888美元（相當於5,414,462,726港元）貸款；及 (ii)餘下結餘905,838,112美元

（相當於約7,065,537,274港元）以供(a)調配資金至目標集團項目之勘探及發展計劃，

包括但不限於發展位於澳洲昆士蘭省之Dugald River鋅項目（該項目現時正處於可

行性研究之最後階段，估計預產資金成本為 790,000,000美元（相等於約

6,162,000,000港元）），及(b)用於目標集團之其他勘探計劃。建議根據潛在配售發

行新股份（如執行）亦會擴大本公司各股東及資本基礎，並強化經擴大集團之財務

狀況。

本公司將就收購事項向股東寄發之通函將載有（其中包括）以下資料，以方便彼等

就是否應當批准特別授權作出知情決定：

(i) 上述潛在配售所得款項淨額之用途；

(ii) 對現有股東的最大攤薄效應（包括有關將予發行之股份最高數目以及將予發行

之股份價格最高折讓之披露）；及

(iii)合資格人士估計之MMG之生產狀況、營運資金及資本開支要求之詳情，將載

入合資格人士報告。

經考慮收購事項及潛在配售後，五礦有色承諾仍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並持有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不少於51%。

倘董事於取得建議的特別授權後，行使建議的特別授權以發行任何新股份，本公

司亦將向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根據潛在配售將予發行及配售之新股份上市及買賣。

MMG的資料

目標公司持有一個稱為MMG之國際礦業資產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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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G為鋅、銅、鉛、金及銀之主要生產商。MMG目前經營四個礦山：(i)位於老

撾之Sepon銅及金礦業務； (ii)位於澳洲昆士蘭省之Century，為世界最大鋅礦之

一，並同時生產鉛及銀；(iii)位於西澳洲之Golden Grove，為鋅、銅、鉛及貴金屬

礦；及 (iv)位於澳洲塔斯曼尼亞之Rosebery，為鋅、鉛、銅及貴金屬礦。此外，

MMG擁有位於澳洲塔斯曼尼亞之Avebury鎳礦（目前正在維護及保養）以及若干其

他開發項目和一項積極的礦物勘探計劃。

經營礦山、開發項目及各勘探項目（目前透過目標公司持有）之收購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十六日完成（但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一日生效）。該等資產五礦有色及其附屬公

司收購之原購買價為1,386,000,000美元（相當於約10,810,800,000港元）。該等收購

完成時，五礦有色及其附屬公司對所收購資產及相關融資作出結構性安排，使得

目標公司（已發行及繳足股本達337,000,000美元（相當於約2,628,600,000港元）並持

有所收購資產）成為愛邦企業之全資附屬公司。

購買價乃經本公司、通耀與Album Enterprises公平磋商後及參考市場估值範圍後

釐定，並由各方就直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營運資金變動預期（包括但

不限於目標集團以股息方式向愛邦企業匯回的 340,000,000美元（相當於約

2,652,000,000港元））作出調整，並反映在上文所述由五礦有色收購後，MMG已就

經營礦山、開發項目及各勘探項目承擔大量額外資本開支，商品價格亦出現整體

上漲。鑒於上文所述，董事會（除獨立非執行董事外，彼等將參考獨立財務顧問

提供推薦意見）認為，收購事項之條款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

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MMG的業務

經營礦山

MMG透過全資附屬公司經營以下四個經營礦山並擁有以下四個經營礦山的相關礦

權（Sepon項目除外，老撾政府持有相關MMG附屬公司10%股權且該附屬公司是與

老撾政府訂立之礦物勘探及開採協議訂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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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epon。MMG擁有位於老撾之Sepon銅及金礦業務之90%權益，（其中包括多個

開採金或銅礦石之露天礦）、一個黃金加工廠及一個銅加工廠。老撾政府持有

Sepon業務之餘下10%權益

(a) 地點：MMG Sepon銅礦及金礦位置緊密毗鄰，位於老撾 Savannakhet省

Sepon鎮以北約40公里處。

(b) 產品：電解銅、金塊

(c) 礦權持有人：MMG Laos Holdings Limited是礦物勘探及開採協議之訂約

方。礦物勘探及開採協議賦予MMG Laos Holdings Limited權利在礦物勘

探及開採協議所述合約範圍內勘探及開採礦物，期限為自二零零三年三月

起計30年，有權申請兩次延期，每次延期為10年。

(d) Sepon銅業務於二零零五年投產，其現有礦山壽命估計於二零二零年前後屆

滿。其為亞洲最為現代化及技術最為精密之工廠。於二零零九年，Sepon

銅礦生產超過67千噸電解銅，其目前正在進行擴充，將每年最多生產80,000

噸電解銅。

Sepon金礦工廠自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以來持續營運，其現有礦山年期估計於

二零一二年前後屆滿，惟有待進行進一步的氧化金勘探工作。於二零零五

年初，原生金選礦設施完成擴充，將黃金選礦廠之產能翻一翻達至每年250

萬噸。

(e) 二零零九年全年產量達67.6千噸電解銅及105,000盎司黃金。

(f)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1,599名僱員及2,065名承包商效力於Sepon項

目。

(ii) Century。MMG擁有位於澳洲昆士蘭省之Century鋅及鉛礦之 100%權益。

Century礦山為澳洲最大之露天鋅礦，每年鋅產量約500,000噸

(a) 地點：Century礦位於昆士蘭省西北部的海灣下游地區，包括兩個場地：

Lawn Hill之礦山，以及卡奔塔利亞海灣Karumba之相關精礦脫水及裝船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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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產品：鋅精礦及鉛精礦及銀礦。

(c) 礦權持有人：MMG（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覆蓋Century採礦業務範圍

之所有相關礦區。

(d) 於一九九九年開始投產，估計現有礦山年期約於二零一五年屆滿。

(e) 儘管二零零九年最後一個季度精礦管道出現故障並進行維修導致產量遠低

於預期，但二零零九年全年產量（總金屬量）仍達360.6千噸鋅、16.0千噸鉛

及953,000盎司銀。

(f)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738名僱員及263名承包商效力於Century礦。

(iii) Golden Grove。MMG擁有位於西澳洲之Golden Grove銅及鋅礦之100%權益。

Golden Grove包括Scuddles及Gossan Hill鋅及銅地下礦場及Scuddles廠

(a) 地點：Golden Grove位於西澳洲柏斯東北方約450公里處及Geraldton以東

280公里處。

(b) 產品：鋅精礦、銅精礦、鉛礦及貴金屬精礦。

(c) 礦權持有人：MMG（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覆蓋Golden Grove採礦業務

範圍之所有相關礦區。

(d) 於一九九零年開始投產，估計現有礦山年期約於二零一六年屆滿。

(e) 二零零九年產量（按全年業績計算之二零零九年總金屬量）達56.9千噸鋅、

30.8千噸銅、4.4千噸鉛、1,381,000盎司銀及29,100盎司黃金。

(f)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394名僱員及 202名承包商效力於Golden

Grove。

(iv) Rosebery。MMG擁有位於澳洲塔斯曼尼亞之Rosebery鋅及鉛礦之100%權益。

自一九三六年起Rosebery營運之多種金屬地下礦山

(a) 地點：Rosebery礦山位於塔斯曼尼亞西北部之Roseb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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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產品：鋅精礦、銅精礦、鉛精礦、金塊及銀礦。

(c) 礦權持有人：MMG（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覆蓋Rosebery採礦業務範圍

之所有相關礦區。

(d) 自一九三六年起持續營運Rosebery礦山，其礦山年期目前可能延長超過二

零二零年。

(e) 二零零九年全年產量（總金屬量）達85.1千噸鋅、1.9千噸銅、25.0千噸鉛、

3,088,000盎司銀及34,100盎司黃金。

(f)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232名僱員及218名承包商效力於Rosebery礦

山。

開發及勘探項目

MMG在澳洲、亞洲及北美洲擁有大型開發項目組合以及先進及初期勘探項目。

MMG之開發項目包括以下各項：

(i) 位於加拿大之Nunavut項目之100%權益

MMG在加拿大北部之Nunavut Territories擁有多項多種基本金屬及黃金資產。

主要資產包括Izok Lake銅、鋅、鉛及銀資源；High Lake銅、鋅、鉛及銀資源；

Lupin及Ulu之黃金資源及Gondor及Hood之基本金屬礦床。資產亦包括Lupin礦

山之採金及選礦廠及設備（正在保養及維護）。

Izok Lake礦床為MMG目前之關注重點，產量為14.8百萬噸，含鋅12.8%、銅

2.5%、鉛1.3%及銀71克／噸。該項目於二零一零年正在進行預期可行性研究。

MMG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覆蓋Izok Lake銅、鋅、鉛及銀資源、High Lake

銅、鋅、鉛及銀資源、Lupin及Ulu黃金資源及Gondor及Hood基本金屬礦床之所

有相關礦區。

(ii) 位於澳洲昆士蘭省之Dugald River鋅項目之100%權益

Dugald River礦床為澳洲昆士蘭省西北部之未開發鋅、鉛及銀資源。二零零八

年已完成可行性研究，其確認資源達5,300萬噸，含鋅12.5%、鉛1.9%及銀36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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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有關工作已確定Dugald River是一個強健的項目，可於23年期間每年生

產約200,000噸鋅、25,000噸鉛及1百萬盎司銀。該項目有一個極具吸引力之鋅

礦床，有待MMG日後進行開發。該項目正在進行地質學解釋及審批，並將由

MMG於本年度進行審閱。MMG（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覆蓋擬建Dugald

River開發項目範圍之所有相關礦區。該等礦區目前為相關MMG附屬公司作為

MMG進行審閱之一部分而提出續新申請之理由。

(iii)位於澳洲塔斯曼尼亞之Avebury鎳礦之100%權益，其目前正在進行保養及維

護。

Avebury為於二零零八年七月投產的地下鎳礦，自二零零八年十二月起一直在

進行保養及維護。MMG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覆蓋Avebury鎳礦之所有相關

礦區。

MMG在澳洲、印尼及加拿大亦擁有多個勘探項目，包括以下各項：

(i) 澳洲

於新南威爾士之Cobar附近，MMG正於Wagga Tank項目上以Cobar式勘探銅鋅

鉛礦化情況。二零零九年鑽孔工作遇到少量銅鋅礦化情況。計劃於二零一零

年進行航空電磁勘探目標後續的進一步鑽孔工作。

(ii) 印尼

MMG正於印尼蘇拉威西及爪哇等多個地區進行勘探工作，以探明該高度礦化

及未開採地區之銅金及鎳礦床。二零零九年內已進行大量工作將現有勘探許

可證轉為 IUP（新印尼礦業法勘探權）並於多個礦區進行輕型鑽探程序。

(iii)加拿大

於加拿大北部之Nunavut Territories，MMG擁有約2,000平方公里之勘探區域。

於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採礦季，鑽孔及地表地球化學採樣計劃已完成。

MMG亦透過於安大略省及Nunavut Territories之合營企業進行初期鎳及銅勘探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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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上述勘探區域之礦區乃由MMG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或透過身為若干協議（當
中規定相關MMG實體享有權利收購相關礦區直接權益或持有相關礦區之公司股份）
訂約方之全資附屬公司持有。在若干情況下，少於100%之相關礦區或持有相關礦
區之公司可能被收購。在該等情況下，將就勘探相關礦區成立共同控制公司。

概要

MMG之主要資產於下表中概述：

礦山／項目 權益 地點 現況 礦物

Sepon 90% 老撾 生產 銅／金
Century 100% 澳洲 生產 鋅／鉛／銀
Golden Grove 100% 澳洲 生產 鋅／銅／金／銀／鉛
Rosebery 100% 澳洲 生產 鋅／鉛／銅／金／銀
Izok Lake 100% 加拿大 開發項目 鋅／銅
High Lake 100% 加拿大 開發項目 鋅／銅
Dugald River 100% 澳洲 開發項目 鋅／鉛／銀
Avebury 100% 澳洲 維護及保養 鎳

資料來源：MMG

MMG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之可採儲量及礦產資源量（金屬量）以及截至二零
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七個月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產量（假
設擁有Sepon全部股權）如下：

A. MMG資源總量（金屬量）附註

鋅 銅 鉛 銀 金 鎳

（百萬噸） （百萬噸） （百萬噸）（百萬盎司）（百萬盎司） （百萬噸）

Sepon － 1.6 － 14.5 3.2 －
Century 5.1 － 0.6 47.3 － －
Golden Grove 1.2 0.7 0.1 38.7 0.9 －
Rosebery 1.8 0.1 0.6 63.5 0.8 －
Izok Lake 1.9 0.4 0.2 33.5 － －
High Lake 0.6 0.4 0.1 38.9 0.5 －
Dugald River 6.6 － 1.0 61.9 － －
Avebury － － － － － 0.2

資源總量 17.1 3.2 2.5 298.3 5.4 0.2

資料來源：MMG

附註：主數據並非精確數字。數字乃自MMG公佈的信息中抽取，並已根據JORC規則之指引四捨

五入，因而總數不一定等於各分項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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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MG總儲量（金屬量）附註

鋅 銅 鉛 銀 金

（百萬噸） （百萬噸） （百萬噸）（百萬盎司）（百萬盎司）

Sepon － 0.8 － 0.3 0.2

Century 3.4 － 0.3 19.3 －

Golden Grove 0.3 0.1 － 7.8 0.2

Rosebery 0.5 0.0 0.1 13.2 0.2

總儲量 4.1 0.9 0.5 40.6 0.6

資料來源：MMG

附註：主數據並非精確數字。數字乃自MMG公佈的信息中抽取，並已根據JORC規則之指引四捨

五入，因而總數不一定等於各分項加總。

C.產量（千）

截至 截至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金屬 止七個月 止六個月

鋅（噸） 266.6 318.2

銅（噸） 56.4 49.1

鉛（噸） 25.7 21.4

銀（盎司） 3,010.6 3,683.8

金（盎司） 94.6 91.5

資料來源：M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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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集團之財務資料

目標集團自二零零九年四月八日（註冊成立日期）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

間及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過往財務業績如下：

自二零零九年四月八日

至二零零九年 截至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百萬美元）（百萬港元）（百萬美元）（百萬港元）

銷售收益 852.8 6,651.8 844.7 6,588.7

EBITDA 348.6 2,719.1 403.9 3,150.4

折舊及攤銷 (158.3) (1,234.7) (124.0) (967.2)

EBIT 190.3 1,484.3 279.9 2,183.2

利息開支淨額 (22.1) (172.4) (16.0) (124.8)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1.6 12.5 (7.4) (57.7)

除稅前溢利 169.8 1,324.4 256.5 2,000.7

所得稅利益／（開支） 10.9 85.0 (22.5) (175.5)

除稅後溢利 180.7 1,409.5 234.0 1,825.2

非控制性權益應佔溢利 (8.2) (64.0) (11.4) (88.9)

目標公司股東應佔除稅後純利 172.5 1,345.5 222.6 1,736.3

EBITDA率 41% 41% 48% 48%

EBIT率 22% 22% 33% 33%

資料來源：MMG

MMG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的資產淨值載列如

下：

於二零零九年 於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六月三十日

（百萬美元 #）（百萬港元 #）（百萬美元 #）（百萬港元 #）

資產凈值 551.7 4,303.3 771.3 6,016.1

資料來源：M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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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委任董事

於完成後，董事會擬委任Andrew Gordon Michelmore先生為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David Mark Lamont先生為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Michelmore先生及Lamont先生

目前分別擔任MMG之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及首席財務官。Michelmore先生及

Lamont先生於採礦業及上市公司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經驗。於完成後，董事會亦擬

委任Peter William Cassidy博士（現任MMG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焦健先生（現任MMG

非執行董事）分別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焦先生目前亦是五礦有色總

裁。

建議委任董事之服務年期目前預期為三年，直至本公司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

屆時，建議委任董事應合資格在會上膺選連任。

Andrew Michelmore先生、David Lamont先生、Peter Cassidy博士及焦健先生的簡

歷詳情載列如下：

Andrew Gordon Michelmore先生

Andrew Gordon Michelmore先生，58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七日加入MMG出任

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在此之前曾先後擔任Zinifex及OZL行政總裁。在擔任

Zinifex行政總裁之前，彼作為EN+ Group之行政總裁曾在倫敦及俄羅斯工作兩年。

Michelmore先生在金屬及採礦業累積逾28年經驗，包括在WMC Resources Limited

出任行政總裁達12年之久，在此之前曾在該公司之鎳、金、氧化鋁、銅、鈾及肥

料業務擔任高級職位。

Michelmore先生持有墨爾本大學工程（化學）專業一級榮譽學位及牛津大學政治、

哲學和經濟學文學碩士學位。Michelmore先生為化學工程師協會、澳洲工程師協

會及澳洲技術科學及工程學院資深會員。彼亦為The Jean Hailes Foundation for

Women's Health主席、墨爾本大學奧蒙德學院主席及澳洲礦物委員會與澳洲商業

理事會會員。Michelmore先生為Century Aluminum Company（於納斯達克及冰島

證券交易所上市）之董事。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董事袍金（包括Michelmore先生之袍金）

將由董事會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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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more先生之薪酬將參考其於經擴大集團之職務與職責、其對協定目標之表

現、經擴大集團之表現及盈利能力、經擴大集團之薪酬政策以及同類職位之市場

薪酬水平而釐定。

David Mark Lamont先生

David Mark Lamont先生，45歲，於二零零九年六月MMG成立時加入出任首席財

務官。彼先前自二零零八年九月起任OZL首席財務官。Lamont先生為特許會計師

公會會員，於企業任職前，為Deloitte Haskins and Sells審計監督。在化學產業及

農業擔任多個高級職務後，於一九九九年Lamont先生獲委任為Incitec Limited首席

財務官。Lamont先生於二零零一年加入BHP Billiton，曾擔任多個高級職務，其中

包括於BHP Billiton旗下Energy Coal and Carbon Steel Materials Groups擔任首席財

務官。Lamont先生自PaperlinX Limited離任後加入OZL，自二零零六年起擔任首

席財務官，於二零零八年二月獲委任為執行董事，於二零零八年九月辭任。

Lamont先生持有商學士學位，為合資格特許會計師。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董事袍金（包括Lamont先生之袍金）將由

董事會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股東批准。Lamont先生

之薪酬將參考其於經擴大集團之職務與職責、其對協定目標之表現、經擴大集團

之表現及盈利能力、經擴大集團之薪酬政策以及同類職位之市場薪酬水平而釐定。

Peter William Cassidy博士

Peter William Cassidy博士，64歲，為冶金工程師，於資源及能源產業有近40年經

驗，其中曾在下文所載主要上市公司擔任董事近20年之久。彼最近在澳洲、中國、

老撾、巴布亞新畿內亞及象牙海岸參與大型採礦及加工項目的開發及營運工作。

彼自一九九五年起任Goldfields Limited行政總裁，直至該公司於二零零二年與

Delta Gold Limited合併成立AurionGold Limited為止。在一九九五年以前，彼為

RGC Limited執行董事（營運）。彼於二零零三年一月前為AurionGold之董事。

Cassidy博士曾任各Oxiana Limited（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七年）、Zinifex Limited（二

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八年）、Sino Gold Mining Limited（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九年）、

Lihir Gold Limited（二零零三年至二零一零年）、OZ Minerals Limited（二零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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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二零零九年）及Energy Developments Limited（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九年）之獨

立非執行董事。彼亦為Allegiance Mining NL（二零零八年四月至七月）的非執行

主席及Eldorado Gold Corporation（二零一零年）之董事。自二零零九年起，彼一直

任Minerals and Metals Group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董事袍金（包括Cassidy博士之袍金）將由

董事會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股東批准。Cassidy博士

之薪酬將參考其於經擴大集團之職務與職責、其對協定目標之表現、經擴大集團

之表現及盈利能力、經擴大集團之薪酬政策以及同類職位之市場薪酬水平而釐定。

焦健先生

焦健先生，  41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獲委任為五礦有色總經理，此前自二零零

七年起一直擔任五礦有色副總經理。焦先生現為中國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山

西關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焦先生持有中國南開大學國際經濟學學士學位以及

加拿大聖瑪麗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焦先生於一九九二年加入中國五礦集團並

負責銅鋁業務。焦先生於國際貿易、投資及企業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經驗。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董事袍金（包括焦先生之袍金）將由董事

會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股東批准。焦先生之薪酬將

參考其於經擴大集團之職務與職責、其對協定目標之表現、經擴大集團之表現及

盈利能力、經擴大集團之薪酬政策以及同類職位之市場薪酬水平而釐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Michelmore先生、Lamont先生、Cassidy博士及焦先生於過去

三年內並無於任何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亦無於經擴大集團之任何成員公

司擔任任何職務，且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

概無任何關係，亦並無擁有本公司股份中任何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指之權

益。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條至13.51(2)(v)

條之任何規定進行披露，亦無與彼等有關之其他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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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收購事項之理由及好處

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除外，他們之意見須視乎獨立財務顧問之推薦意見）認為

收購事項存在有力的商業及策略理由，並因此認為，收購事項乃本集團透過收購

優質國際礦業資產組合擴展至其他上游基本金屬及成為於聯交所上市之主要國際

上游基本金屬集團之良機。此舉預計將提升本集團於國際採礦業之策略地位，以

及提高其整體競爭力、業務規模及股東價值。董事會（獨立非執行董事除外，他

們之意見須視乎獨立財務顧問之推薦意見而定）認為，收購事項之條款乃按正常

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預期收購事項將使本集團能夠：

(i) 自MMG獲取即時巨額盈利及現金流量

透過收購事項，本公司預計將自MMG獲取即時巨額盈利及現金流量。截至二

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MMG生產大量基本金屬，包括318千噸鋅精

礦、15千噸銅精礦、34千噸電解銅、21千噸鉛精礦及91千盎司黃金。上述生產

導致MMG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總收益約844,700,000美元

（相 當 於 約 6,588,700,000港 元）、 EBITDA約 403,900,000美 元（相 當 於 約

3,150,400,000港元）及其股東應佔除稅後溢利約 222,600,000美元（相當於約

1,736,300,000港元）。

(ii) 實現更多元化及重大的資產、開發項目及未來增長機會組合

(a) MMG為國際上獨一無二的多元化上游基本金屬集團，業務範圍涉及鋅、

銅、鉛、金、銀及鎳等多種商品

MMG於澳洲、亞洲及北美洲擁有基本金屬項目之多元化組合，在澳洲及老

撾擁有生產型資產。其為全球最大的鋅生產商之一，亦為主要的銅、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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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及銀生產商。透過收購事項，本公司將取得此多元化及重大的優質資產

組合。預計收購事項可讓經擴大集團的回報實現一致及持續的增長。

(b) MMG擁有潛在大型項目之強大儲備，可支持其自然增長，包括於澳洲、

印尼及加拿大之現有資產及規劃勘探及開發活動之持續擴張計劃

MMG的先進及早期勘探項目組合遍佈澳洲、印尼及加拿大。預計該等項目

將為MMG之未來生產提供理想礦床。

MMG亦在全球範圍內積極尋求新機會。潛在大型項目之強大儲備預計將成

為MMG自然增長之主要動力，並將有助於經擴大集團建成全球領先的多元

化礦業及金屬公司。

(iii)本公司重新定位為中國五礦集團之旗艦國際上游基本金屬平臺

目前，本集團為中國最大氧化鋁出口商及進口氧化鋁供應商之一。本集團連

同其共同控制公司亦從事氧化鋁生產、鋁加工、銅加工及金屬套管生產。此

外，本集團亦從事港口物流服務及其他產業化經營。

本集團最終控股股東中國五礦的目標在於將中國五礦集團由專注貿易之集團

轉向領先多元化國際上游基本金屬集團。預期收購事項將提供良機，令本公

司運營更多元化而重大之生產及開發項目組合，尤其是由於MMG是國際上獨

特的多元化基本金屬集團，其項目遍佈澳洲、亞洲及北美多個地區，涵蓋鋅、

銅、鉛、金、銀及鎳等多種商品。本集團現時有意令經擴大集團繼續尋求自

然增長項目及收購機會，成為一間主要國際多元化以上游為基本金屬集團。

收購事項預期將有利於中國五礦集團實現其策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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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擴大機構投資者權益，以支持市場重新評級

股份現時之流動性及機構權益相對較低。MMG擁有並運營一個世界級基本金

屬採礦業務、開發項目及勘探場組合。預期收購事項乃本公司投資者參與大

型國際級以上游為基本金屬礦業集團之良機。該集團範圍廣泛的基本金屬乃

由中國其中一家領先國有企業作為其最終控股股東提供支持。MMG擁有重大

可採儲量及礦產資源基地以及可觀礦齡範圍，其同時擁有世界最大鋅生產商

之一以及大型銅、鉛、金及銀生產商。

相信在聯交所上市之大型國際以上游為基本金屬公司較少，故股份對國內及

國際機構及散戶投資者均具吸引力。

(v) 合併優秀資深董事會及管理團隊

就收購事項而言，為利用目標集團高級管理層之專業知識及經驗，本公司擬

對本公司的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作若干變動（載於上文「建議委任董事」一節）。

相信該等變動將令本公司高級管理層融合中國及國際管理資格及專業知識，

為經擴大集團提供經營MMG國際組合之營運經驗、對中國基本金屬市場之洞

察以及評估並進行國際併購之重要經驗。這將為經擴大集團提供互補人力資

本並提升其人才庫水平。

策略

預期經擴大集團將尋求專為實現長線股東價值可持續增長而設之策略，此等策略

可包括開發、重組或剝離現有資產、收購新資產及進行勘探。

經擴大集團之建議策略旨在維持及擴大其作為在多個管轄範圍下擁有多種商品之

國際上領先的多元化基本金屬集團之地位。其擬透過自然增長措施及增值收購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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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利用其作為中國五礦集團成員公司之地位，達致策略目標及強化競爭地位。

為達致策略目標，經擴大集團會考慮採取多項措施，包括：

(i) 尋求可利用的自然增長機會

展望經擴大集團將擁有多個可利用的自然增長機會，並將投入資本開支增加

其經營礦山之產能、效率及壽命（但須受項目可行性及經濟基本因素規限）。

預計該等建議投資將增強經營礦山之資產價值。此外亦預期經擴大集團將投

資（但須受項目可行性及經濟基本因素規限）於其開發項目並將繼續勘探新礦

床。預期經擴大集團將繼續專注於持續擴大其可採儲量及礦產資源。

(ii) 瞄準增值收購項目

預期經擴大集團亦將物色適當的收購機會並合併基本金屬項目及資產，尤其

是銅、鋅及鎳項目。經擴大集團在執行收購策略時可能會考慮直接收購採礦

業務及項目資產，或考慮收購其他公司之股權。其將組建一個專責而經驗豐

富之業務開發團隊，負責識別並評估具有良好增值前景之資產。潛在收購或

合併目標僅包括符合經擴大集團評估標準之礦山、項目或公司。

(iii)繼續利用本集團主要股東中國五礦之專業知識、經驗及人脈關係

本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中國五礦，為中國領先國有企業及大型國際集團之一。

中國五礦主要從事採礦、開發、生產及買賣金屬及礦物。其亦從事金融、房

地產及物流業務。於二零零九年，中國五礦錄得收益268億美元（相當於約2,090

億港元）。五礦有色承諾維持其在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地位，並持有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不少於51%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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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擴大集團擬繼續利用中國五礦之專業知識、經驗及人脈關係，尤其透過以

下方式：

(a) 可進入及洞悉中國基本金屬市場。由於中國五礦為中國最大礦物及金屬交

易商之一，其已在中國基本金屬市場建立成熟分銷及營銷渠道，且其為國

有企業，與中國其他國有基本金屬消費者維持廣泛之關係。預期中國五礦

將可向經擴大集團提供世界最大基本金屬市場之寶貴洞悉力及營銷支持；

及

(b) 可透過中國五礦自中國國內及政策性銀行獲取具競爭力之低成本融資，以

向經擴大集團可能物色之未來併購機會提供資金。

(iv)承諾遵守最佳企業管治、生產標準、安全、營運優勢及環境保護

MMG為國際採礦與金屬業理事會（「ICMM」）之19個成員之一。ICMM匯聚頂尖

公司，強調礦物及金屬業在世界經濟中之重要性，加強行業聲譽並分享可持

續發展之最佳慣例。 ICMM包括世界多家大型礦業公司，包括BHP Billiton、

Rio Tinto、Vale、Xstrata、Barrick、Newmont、Anglo American、Goldcorp及

Freeport-McMoRan。MMG為承諾遵守ICMM可持續發展原則之唯一一家中國聯

屬礦業公司。加入 ICMM成為會員，必須在整個業務過程中實施可持續發展

（「SD」）框架，其中包括在整個業務過程中貫徹實施10項ICMM的SD原則、根

據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G3框架編製可持續報告並按可持續報告原則和

內容對活動進行獨立審核。

於完成時，經擴大集團擬繼續作為 ICMM成員，並繼續致力維持最高國際準

則，以保護其僱員及承包商之健康、安全及福利，從而杜絕工作場所死亡事

故。經擴大集團擬繼續透過強力管理系統及有效管治及保障程序改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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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對社區之環境及社會影響降至最低，減少排汙、有效節省能源、水力及

其他原材料、計劃、管理並適時關閉採礦業務。

(v) 繼續大力支持當地經濟及社區

中國五礦及經擴大集團均致力於確保當地經濟持續受惠於經擴大集團經營之

有形利益，並透過社區發展、當地業務發展、教育、培訓、贊助及產能建設

與當地社區建立穩固牢靠之夥伴關係。經擴大集團擬繼續集中在其礦場招聘

當地勞動力，並透過培訓進一步提升彼等之技能。現時，Sepon礦場約50%之

勞動力來自當地社區，另外35%則來自老撾其他地區。Century礦場約20%之勞

動力來自當地原住民社區，並由MMG職前培訓計劃支持。在Golden Grove礦

場，當地原住民社區，獲提供人才及技能培訓支持，協助原住民在採礦及其

他行業尋找出路。

競爭優勢

(i) 於完成後，本公司將成為唯一在香港上市之國際多元化基本金屬集團

MMG為世界最大鋅生產商之一，並為主要銅、鉛、金及銀生產商。尤其是，

Century礦場為世界最大露天鋅礦，每年生產約50萬噸鋅精礦。截至本公佈日

期，概無香港上市公司透過大量國際採礦資產從事如此多元化系列的基本金

屬生產業務。因此，於收購事項完成時，經擴大集團在香港市場將處於獨特

地位，在澳洲及老撾擁有多元化的經營資產組合，並在澳洲、亞洲和北美擁

有多個開發項目。本公司相信，此獨特地位將吸引大量投資者，為橫跨若干

地區多項主要商品建立上游原材料組合。隨著時間流逝及通過吸引外部融資

來源的興趣，本公司預期將可取得額外融資以撥付其擴展計劃。該等額外融

資預期將成為經擴大集團之競爭優勢，並加強其市場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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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強勁的財務表現

下表列示本集團作為提供強大增長基礎的強勁財務表現。

截至

六月三十日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六個月止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重列附註） （重列附註） （重列附註）

收益 7,337.2 8,450.3 6,215.8 5,403.7

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601.2 137.7 338.5 424.0

附註：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開始之財務年度，本集團對涉及同一控制下之實體的業務合併由

收購會計法改為根據會計指引第五號「同一控制下之業務的合併會計法」列出的要求採納

合併會計法。此會計政策之變更已作追溯應用，若干以前年度已列報的數字均相應地予以

重列。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上半年之主要財務及經營指標（包括收益及純利）較去年同期

大幅改善。即使與二零零九年下半年相比，本集團於回顧期間仍保持穩健增長。

該增長反映審慎而務實之管理策略及為應對二零零九年有色金屬市場波動而成功

採取之措施，令本集團各項主要業務快速重拾可持續的增長勢頭。

低項目成本加上商品價格強勁，成為經營及財務表現強勁之後盾，而MMG於截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生產318千噸鋅精礦、15千噸銅精礦、34千噸電解

銅、21千噸鉛精礦及91千盎司黃金，而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

益為 844,700,000美元（相等於約 6,588,700,000港元）及EBITDA為 403,900,000美元

（相等於約3,150,400,000港元）。

透過收購事項，預期MMG之表現將擴大及增強經擴大集團的經營規模及表現，並

可讓其遵循上述策略發展成為一家國際金屬及採礦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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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巨大的自然增長潛力

相信經擴大集團具有巨大的潛力，可透過專注於上游採礦業務之內部措施擴

大及實現長期可持續增長。經擴大集團將擁有一個優質資產組合與廣闊的資

源基礎（載於本公佈上文「MMG的業務－有關MMG的資料」分節）。

MMG近期的盈利大幅增長，足證其具有巨大的自然增長潛力。目標集團截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EBITDA已達到較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七個月增長15.8%，而同期收益則大致維持不變。

(iv)能夠利用經擴大集團之主要股東中國五礦之專業知識、經驗及人脈關係

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中國五礦為一傢具規模之國際企業巨頭，主要從事金屬

及礦物的開發、生產、買賣及整合服務。其亦從事金融、房地產及物流業務。

由於經擴大集團尋求機會於全球擴展其業務，故其旨在利用中國五礦之專業

知識、經驗及人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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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事項對本公司之影響

(i) 股權架構

假設本公司股權自本公佈日期起概無變動（根據售股契據擬進行者除外），則

本公司(a)於本公佈日期、(b)緊隨完成後（假設並無轉換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

及(c)緊隨完成後（假設悉數轉換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及根據特別授權發行全部

新股份）之股權架構載述如下：

緊隨完成後（假設

緊隨完成後 悉數轉換永久

（假設並無轉換 次級可換股證券

永久次級 及根據特別授權

股東 於本公佈日期 可換股證券） 發行全部新股份）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中國五礦附註 1,284,467,826 63.39 1,284,467,826 43.29 1,284,467,826 17.77

代價股份 － － 940,779,090 31.71 940,779,090 13.02

換股股份 － － － － 1,560,000,000 21.59

中國五礦附註

　之股權總額 1,284,467,826 63.39 2,225,246,916 75.00 3,785,246,916 52.38

公眾股東 741,748,973 36.61 741,748,973 25.00 741,748,973 10.26

承配人（須為獨立第三方） － － － － 2,700,000,000 37.36

總計 2,026,216,799 100.00 2,966,995,889 100.00 7,226,995,889 100.00

附註：

1. 中國五礦持有五礦有色已發行股本約91.57%，而五礦有色持有Top Create Resource Limited

的全部已發行股本。Top Create Resource Limited於本公佈日期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63.39%。代價股份及換股股份將發行予愛邦企業或其代理人。愛邦企業由五礦有色全資擁有。

2. 上表假設五礦有色將作為愛邦企業之代理人認購代價股份並持有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五礦

有色僅可轉換之該等證券數目，為於進行該項轉換後，不會導致本公司違反股份上市之證券

交易所規則及規例所規定之最低公眾持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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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企業架構

下圖說明假設本公司股權自本公佈日期起概無變動（根據售股契據擬進行者除

外），本公司(a)於本公佈日期，及(b)緊隨完成後（假設並無轉換永久次級可換

股證券及五礦有色將作為愛邦企業之代理人認購代價股份）之簡化企業及股權

架構。

(a) 於本公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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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緊隨完成後（假設並無轉換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及五礦有色將作為愛邦企

業之代名人認購代價股份）

(iii)備考財務影響

於完成後，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其財務資料將採用

合併會計法與本公司之財務報表綜合入賬。一份經擴大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

財務資料，將收錄於寄發予股東有關收購事項之通函內。現預期收購事項會

為綜合收益表及本公司之綜合資產負債表（合併儲備之計算除外）帶來正面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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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項下之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就收購事項計算之適用百分比率超過100%，根據上市

規第14.06(5)條，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非常重大收購事項。

此外，由於愛邦企業為五礦有色（於本公佈日期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63.39%

之控股股東）之全資附屬公司，故此愛邦企業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根據

上市規則第14A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8

條遵守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緊隨完成後，經擴大集團與中國五礦集團成員公司（包括五礦有色）進行之任何持

續交易將構成上市規則所指之本公司持續關連交易。本公司將於需要時遵守上市

規則項下之有關要求。

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就收購事項成立，並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獨立董事委員會之

成員概無於收購事項、特別授權或建議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中擁有任何重大利益。

新百利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收購事項（包括但不限於建議增

加本公司法定股本及授出特別授權）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獨

立財務顧問於完成提供意見時將閱審及考慮（除其他內容外）合資格人士報告、載

於第18章估值之估值報告、市場估值報告及市場估值與第18章估值之間之基準及

差異。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代價股份及換股股份上市及買賣。倘董事

在獲得建議特別授權後繼續行使建議特別授權發行任何新股份，本公司亦會向上

市委員會申請批准將予發行及根據潛在配售而將予配售之新股份上市及買賣。

一般資料

洛希爾（香港）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有關收購事項之財務顧問。



– 48 –

麥格理資本（香港）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五礦有色有關收購事項之財務顧問。

本公司將召集並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並（酌情）批准售股契據及其項下擬進

行之交易，包括但不限於(i)配發及發行代價股份、(ii)發行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

(iii)訂立貸款協議、(iv)建議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及(v)授予特別授權。一份載有（除

其他內容以外）(i)收購事項之進一步詳情（包括但不限於建議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

及特別授權）、(ii)目標集團之財務及其他資料、(iii)經擴大集團之未經審核備考財

務資料、(iv)合資格人士報告、(v)估值報告、(vi)股東特別大會通告、(vii)獨立財

務顧問及獨立董事委員會各自對有關收購事項（包括但不限於建議增加本公司法

定股本及特別授權）之獨立意見及(viii)上市規則規定之其他資料之通函，預計將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刊發公佈

本公佈可於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minmetalsresources.com

瀏覽。

由於完成須待本公佈「收購事項－條件」分節所載若干條件達成（或豁免（如適用））

後方可作實，故收購事項不一定會繼續進行。刊發本公佈並不表示售股契據項下

之交易將會完成。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應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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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根據售股契據建議收購目標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

本（須待（其中包括）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本公司

相關股東在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以決議案批准

建議增加本公司之法定股本及特別授權而定）

「愛邦企業」 指 愛邦企業有限公司，一間於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九

日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由五礦有色

全資擁有

「Album Investment」 指 Album Investment Private Limited，一間於二零

零九年四月八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

司

「通耀」 指 通耀有限公司，一間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八日在英

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由本公司

全資擁有。本公司使用通耀作為收購事項之特殊

目的公司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澳洲」 指 澳洲聯邦

「澳洲政府」 指 澳洲政府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營業日」 指 香港及新加坡銀行開門營業之日子，惟於香港或

新加坡之星期六、星期日或公眾假日除外

「行政總裁」 指 行政總裁

「首席財務官」 指 首席財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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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估值」 指 Grant Samuel作為合資格估算師遵照上市規則第

18章對目標公司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進行

之估值（待更新）

「中國五礦」 指 中國五礦集團公司（前稱為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

總公司），於一九五零年四月七日根據中國法律

註冊成立之國有企業，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股東

「中國五礦集團」 指 中國五礦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除外）

「五礦有色」 指 五礦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二

月二十七日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

司，於本公佈日期由中國五礦擁有約91.57%。於

本公佈日期，五礦有色為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約63.39%之控股股東

「公司條例」 指 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32章）

「本公司」 指 五礦資源有限公司，一間於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

九日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主板

上市及買賣

「合資格估算師」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8章所賦予之涵義

「合資格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8章所賦予之涵義

「合資格人士報告」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8章所賦予之涵義

「完成」 指 根據售股契據完成買賣待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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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日期」 指 達致完成之日期，該日期須為本公佈「條件」分節

所載所有先決條件獲達成或豁免後第五個營業

日，或本公司可能書面協定之其他地點、時間及

日期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代價股份」 指 將配發及發行予愛邦企業或其代理人之新股份，

以支付部分購買價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換股價」 指 每股股份3.45港元，即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初

步換股價（可按照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之條款進

行調整）

「換股股份」 指 於轉換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後將予發行之新股份

「當前市價」 指 就特定日期之一股股份而言，截至緊接該日期前

之交易日為止之20個連續交易日一股股份（即附

帶全額股息之一股股份）收市價之算術平均數

「截止日期」 指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或各訂約方書面協定

之其他日期

「開發項目」 指 (i) 位於加拿大High Lake之鋅礦項目；

(ii) 位於加拿大 Izok Lake之鋅礦項目；

(iii)位於澳洲昆士蘭省之Dugald River鋅礦項目；

及

(iv)位於澳洲塔斯曼尼亞之Avebury鎳礦項目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BIT」 指 除財務開支淨額及所得稅前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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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率」 指 EBIT除以收益

「EBITDA」 指 除折舊及攤銷開支、財務開支淨額及所得稅前溢

利

「EBITDA率」 指 EBITDA除以收益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及酌情通

過有關批准售股契據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以及特

別授權之相關決議案

「經擴大集團」 指 緊隨完成後之本集團

「外資併購法」 指 一九七五年外資收購及併購法（聯邦）

「克／噸」 指 克／噸

「Grant Samuel」 指 Grant Samuel and Associates Pty Ltd，本公司就

收購事項委任的合資格估算師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之附屬公司

「港元」或「港仙」 指 港元或港仙，香港之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李東生先生、丁良輝

先生及龍炳坤先生）組成之董事會委員會

「獨立財務顧問」 指 新百利有限公司，為獲委任以就收購事項（包括

但不限於增加本公司法定股本及特別授權）及（如

適用）任何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向獨立董事委

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之獨立財務顧問

「獨立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五礦有色及其聯繫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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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任何董事、行政總裁

或主要股東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

規則）且與彼等並無關連之人士

「控制資源量」 指 根據JORC規則之定義，指礦產資源量中在噸位、

體重、形狀、物理特徵、品位及礦物含量方面估

算具有合理可信度水平的部分。控制資源量乃以

適當技術從礦地表面、溝、礦坑、礦巷道及鑽孔

等地點收集之詳細及可靠勘探、採樣及測試數據

為依據。因有關地點過於廣闊或間距不適當，未

能確定地質及╱或品位之連續性，但間距已足夠

緊密以假定連續性

「推斷資源量」 指 根據JORC規則之定義，指礦產資源量中在噸位、

品位及礦物含量方面的估算屬於低可信度水平的

部分。它是根據地質證據、取樣及尚未獲得驗證

的假設的地質及／或品位連續性推斷出來的

「JORC 規則」 指 澳大利亞礦產勘探結果、礦產資源量及可採儲量

的報告規則

「千盎司」 指 千盎司

「千噸」 指 千噸

「老撾」 指 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

「最後交易日」 指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八日，本公佈刊發日期前股份

之最後交易日

「貸款協議」 指 通耀（作為借款人）、本公司（作為擔保人）與愛邦

企業（作為貸款人）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訂立

之貸款協議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主板」 指 由聯交所營運之證券交易所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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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估值」 指 Grant Samuel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對目標公

司進行之獨立市場估值

「礦物勘探及開採協議」指 MMG Laos Holdings Limited與老撾政府於一九

九三年六月十五日訂立之礦物勘探及開採協議

（經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十日訂立之諒解

備忘錄修訂）

「探明資源量」 指 根據JORC規則之定義，指礦產資產中在噸位、體

重、形狀、物理特徵、品位及礦物含量方面的估

算屬於高可信度水平的部分。探明資源量乃以適

當技術從礦地表面、溝、礦坑、礦巷道及鑽孔等

地點收集之詳細及可靠勘探、採樣及測試數據為

依據。有關地點間距緊密足以確定地質及品位之

連續性

「礦產資源量」 指 根據JORC規則之定義，指在地球的地殼內或地表

積聚或存在，具內在經濟價值，而形態、質量及

數量足以令人相信存在最終可予開採以獲得經濟

價值的合理前景的物質。礦產資源量的位置、數

量、品位、地質特徵及連續性可從具體的地質證

據及知識中得知、估算或詮釋。礦產資源量按低

至高的地質可信度水平分為推斷資源量、控制資

源量及探明資源量三類

「MMG」 指 Minerals and Metals Group，即目標集團持有之

國際礦業資產組合之共同品牌名稱

「百萬噸」 指 百萬噸

「百萬盎司」 指 百萬盎司

「納斯達克」 指 全美證券商協會自動報價指數

「經營礦山」 指 (i) 位於老撾之Sepon銅／金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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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位於澳洲昆士蘭省之Century鋅／鉛／銀礦；

(iii)位於澳洲西澳州之Golden Grove銅／鋅／鉛／

貴金屬礦；及

(iv)位於澳洲塔斯曼尼亞州之Rosebery鉛／鋅／銅

／貴金屬礦

「可採儲量」 指 根據JORC規則之定義，探明及／或控制礦產資源

量之經濟可開採部分。包括開採過程中可能出現

之貧化及損失。已進行適當評估及研究，並計及

對實際假設之開採、冶煉、經濟、營銷、法律、

環境、社會及政府因素之考慮及經此等因素作出

之修正。有關評估於報告發佈時顯示有合理依據

證實可進行開採。可採儲量分為概略可採儲量及

證實可採儲量

「Oxiana」 指 Oxiana Limited，一家於澳洲註冊成立之公司，於

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收購Zinifex，組成OZL

「盎司」 指 盎司

「OZL」 指 OZ Mineral Limited，前稱Oxiana。於二零零八年

七月一日Oxiana收購Zinifex後，Oxiana於二零零

八年七月十八日更名為OZL

「平價證券」 指 就本公司而言，本公司發行或擔保之任何證券，

與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享有或明示享有同等權益

「配售」 指 本公司可能進行之一次或多次股份配售，據此發

行之新股份將根據特別授權發行

「購買價」 指 合共1,846,000,000美元（相當於約14,398,800,000

港元），即通耀或其代名人應付愛邦企業之代

價，以根據售股契據購買所有待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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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概略可採儲量」 指 根據JORC規則之定義，控制及（在若干情況下）

探明礦產資源之經濟可開採部分

「證實可採儲量」 指 根據JORC規則之定義，探明礦產資源量之經濟可

開採部分

「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指 本公司將予發行之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以償付

部分購買價

「永久次級可換股 指 （就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而言）以其名義登記永久

證券持有人」 次級可換股證券之人士

「匯回」 指 目標集團向愛邦企業匯回的340,000,000美元（相

當於約2,652,000,000港元），詳情載於本公佈「收

購事項－匯回」分節

「新加坡元」 指 新加坡元，新加坡之法定貨幣

「待售股份」 指 目標公司股本中之488,211,901股普通股，即目標

公司全部已發行及繳足股本，於本公佈日期為

488,211,901新加坡元

「優先債權人」 指 就本公司而言，本公司所有債權人，包括次級債

權人，但不包括永久次級可換股證券持有人、任

何平價證券之持有人及本公司任何類別股份之持

有人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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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股契據」 指 愛邦企業（作為賣方）、通耀（作為買方）及本公司

（作為擔保人以及代價股份及永久次級可換股證

券之發行人）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就收購事

項訂立之有條件售股契據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特別授權」 指 董事發行最多 2,700,000,000股新股份之特別授

權，發行新股份將須待完成後方可作實，有關進

一步詳情載於本公佈「特別授權」一節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公司條例所賦予之涵義

「噸」 指 公噸

「目標公司」 指 Album Resources Private Limited，一家於二零零

九年四月八日根據新加坡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

任公司，由愛邦企業全資擁有

「目標集團」或「MMG」 指 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交易日」 指 股份於聯交所交易之日子

「司庫」 指 澳洲聯邦之聯邦司庫

「美元」 指 美元，美國之法定貨幣

「估值報告」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8章所賦予之涵義

「鋅」 指 鋅

「Zinifex」 指 Zinifex Limited，一家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九日註

冊成立之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被Oxiana

收購，組成OZL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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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指明外，本公佈內美元乃按1.00美元兌7.80港元之匯率換算為港元。該換算僅供說明之用，

概不表示亦不保證美元或港元可按該匯率買賣。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五礦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五礦資源有限公司

總經理 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焦健 郝傳福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十一名董事組成，包括兩名執行董事郝傳福先生及詹偉先生；六

名非執行董事李福利先生（董事長）、沈翎女士、王立新先生、宗慶生先生、徐基清先生及李連鋼

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東生先生、丁良輝先生及龍炳坤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