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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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所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購入、購買或認購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3)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96）

聯合公告

修訂有關EXPERT PEARL之買賣協議之條款；

修改有關自願性有條件要約之要約價；

修改英皇酒店分派及英皇國際分派之比例；

及

恢復買賣

修訂企業重組之條款

英皇國際董事會及英皇酒店董事會謹此聯合公佈：

(i)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Grand Chain（作為買方）與Lavergem（作為賣
方）訂立一份補充協議，以將發行價修訂為2.35港元，並修訂買賣協議之條
款；

(ii) 英皇酒店分派之比例將修改為於英皇酒店記錄日期名列英皇酒店股東名冊
之英皇酒店股東每持有二十股英皇酒店股份獲派七股英皇國際股份；

(iii) 要約方將每股英皇酒店股份之代價調高至一股英皇國際股份及現金0.04港
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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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英皇國際分派之比例將修改為於英皇國際記錄日期名列英皇國際股東名冊
之英皇國際股東每持有六股英皇國際股份獲分派一股英皇國際股份。

儘管企業重組對英皇國際集團造成攤薄影響，惟英皇國際董事會相信，長遠而
言，英皇國際集團最終將可從企業重組中受惠。除為了英皇國際股東外，英皇國
際董事會亦將會致力為就企業重組而成為英皇國際股東之該等英皇酒店股東增
值。

暫停及恢復買賣

應英皇國際要求，英皇國際股份已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起暫停在聯交所買賣，以待發表本公告，並已向聯交所申請批准英皇國際股份自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買賣。

應英皇酒店要求，英皇酒店股份已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分
起暫停在聯交所買賣，以待發表本公告，並已向聯交所申請批准英皇酒店股份自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買賣。

警示：該交易、英皇酒店分派、要約及英皇國際分派各附帶相關條件。因此，英
皇國際股東、英皇酒店股東及一般投資者於買賣英皇國際股份及英皇酒店股份
時務請審慎行事。

茲提述英皇國際與英皇酒店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日刊發之聯合公告（「該公告」），
內容有關建議企業重組，其中涉及(i)該交易；(ii)英皇酒店分派；(iii)要約；及(iv)英
皇國際分派。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公告內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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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修訂有關EXPERT PEARL INVESTMENTS LIMITED銷售股份及銷售貸
款之買賣協議之條款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Grand Chain（作為買方）與Lavergem（作為賣方）
訂立一份補充協議（「補充協議」）以修訂買賣協議之條款如下。

新發行價

代價股份之新發行價現經協定為2.35港元。新發行價較：

(i)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發表該公告前英皇國際股份之最後交
易日）聯交所所報每股英皇國際股份之收市價2.06港元溢價約14.08%；

(ii)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即發表本公告前英皇國際股份之最後交易
日）聯交所所報每股英皇國際股份之收市價1.94港元溢價約21.13%；及

(iii)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每股英皇國際股份之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
4.11港元（基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每股英皇國際股份之未經審核綜合
資產淨值計算，並作出必須之商業調整，包括(i)扣減英皇國際現金股息
142,480,000港元；(ii)加上英皇國際集團所持有全部物業之市值與其於二
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面值之差額約1,788,760,000港元；(iii)撇除就英皇
國際所持有物業確認之公平價值變動相關之遞延稅項；及(iv)應付關連公
司之款項之賬面值以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合約價值取代）折讓約
42.82%。

於釐定代價股份過往之發行價時，英皇國際董事會及英皇酒店董事會較傾向
取得兩間公司資產淨值的平價，因此，過往之發行價乃基於英皇國際集團之
資產淨值而釐定，而未有十分著重於市價。鑑於英皇國際股份近期股價下跌，
英皇國際董事會與英皇酒店董事會現建議一個較傾向反映英皇國際股份市價
之新發行價。新條款乃由買賣協議之訂約各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英皇國際
董事會與英皇酒店董事會認為，該等新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
合理且符合英皇國際股東與英皇酒店股東之利益。英皇國際董事會與英皇酒
店董事會預期，除非出現任何不利市況，否則代價之款額較基於過往釐定之
條款不會有太大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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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股份數目

代價股份之數目將調整為452,391,094股英皇國際股份。452,391,094股代價股份
佔(i)於本公告日期全部已發行英皇國際股份約15.24%；及(ii)經發行452,391,094

股代價股份擴大之英皇國際已發行股本約13.23%。代價股份將於英皇酒店記
錄日期後四個營業日內發行。

代價

為盡量減低英皇國際及英皇酒店於完成前與市況變動有關之風險，現建議代
價為Expert Pearl集團於補充協議日期之經調整綜合資產淨值與及於完成日期之
銷售貸款之總和。然而，倘代價高於代價股份之總發行價格約1,063,000,000港
元（按新發行價計算），則買方將於完成時以現金向英皇酒店集團支付差額。
英皇酒店董事會擬將該等現金代價（如有）撥付該交易之開支。倘代價低於代
價股份之總發行價格，則452,391,094股代價股份之總發行價格將為代價。

買賣協議之其他條款及條件一概維持不變。

儘管企業重組對英皇國際集團造成攤薄影響，惟英皇國際董事會相信，長遠
而言，英皇國際集團最終將可從企業重組中受惠。除為了英皇國際股東外，
英皇國際董事會亦將會致力為就企業重組而成為英皇國際股東之該等英皇酒
店股東增值。

(2) 修改英皇酒店作出實物分派英皇國際股份之比例

由於將向英皇酒店發行之代價股份數目有所增加，因此，英皇酒店董事會建
議增加將向英皇酒店股東分派之英皇國際股份數目。

英皇酒店分派之比例將修改為於英皇酒店記錄日期名列英皇酒店股東名冊之
英皇酒店股東每持有二十股英皇酒店股份獲派七股英皇國際股份。

英皇酒店分派之其他條款及條件一概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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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修改要約之要約價

要約之代價

於發表該公告後，英皇國際董事會注意到英皇國際股份及英皇酒店股份之股
價出現變動，故考慮調高要約之價格，藉以使要約對英皇酒店股東而言更具
吸引力。因此，要約方調高每股英皇酒店股份之代價如下：

就每股英皇酒店股份而言  . . . . . . . . . . . . . .一股英皇國際股份及現金0.04港元

每股英皇酒店股份之要約值為1.98港元，此乃基於發表本公告前英皇國際之
最後交易日每股英皇國際股份之收市價1.94港元加以就每股英皇酒店股份提
呈之現金款項0.04港元計算。要約值較英皇酒店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所發出中期業績公告所載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每股英皇酒店股份之未經
審核資產淨值2.00港元（按於本公告日期之1,292,545,983股英皇酒店股份計算）
折讓約1.00%。

經修改之要約代價乃由要約方基於英皇國際股份及英皇酒店股份於刊發本公
告前之最後交易日近期之股價分別每股1.94港元及每股1.70港元而釐定。要約
之其他條款及條件一概維持不變。

價值之比較

按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三日聯交所所報英皇國際股份之收市價1.94港元計
算，要約之給定值每股英皇酒店股份1.98港元較：

(a) 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發表該公告前英皇酒店股份之最後交
易日）聯交所所報每股英皇酒店股份之收市價1.47港元溢價約34.69%；

(b)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每股英皇酒店股份之資產淨值2.00港元折讓約
1.00%；及

(c) 發表本公告前英皇酒店之最後交易日聯交所所報每股英皇酒店股份之收
市價1.70港元溢價約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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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酒店股份之代價

按於本公告日期有549,318,168股已發行英皇酒店股份（即未由要約方及其一
致人士持有之英皇酒店股份）計算，將發行最多549,318,168股英皇國際股份作
為要約之代價。按每股英皇酒店股份之給定值1.98港元計算，就英皇酒店股
份而言要約之最高值（假設要約獲全面接納及英皇酒店之股本沒有變動）約為
1,087,649,972港元。英皇國際董事會謹此澄清，該公告所載根據一般授權可予
發行之英皇國際股份數目被誤植為539,662,168股。該數目應為593,662,168股，
而將就要約根據一般授權發行及配發549,318,168股英皇國際股份。

(4) 修改英皇國際作出英皇國際股份實物分派之比例

英皇國際分派之基準

英皇國際董事會現將英皇國際分派之比例修改為於英皇國際記錄日期名列英
皇國際股東名冊之英皇國際股東每持有六股英皇國際股份獲派一股英皇國際
股份。於本公告日期及假設於英皇國際記錄日期或之前概無行使未行使之英
皇國際購股權，將有494,718,473股英皇國際股份分派予英皇國際股東。英皇
國際分派之其他條款及條件一概維持不變。

下表概括不同情況下任何英皇酒店股東及英皇國際股東由於經修改條款而享
有之配額。

 英皇酒店股東 英皇國際股東
 不接納要約及就每手
接納要約及就每手5,000股 5,000股英皇酒店股份 就每手2,000股英皇國際
英皇酒店股份而言 而言 股份而言

5,000股英皇國際股份* 英皇酒店分派項下 英皇國際分派項下333股
  1,750股英皇國際股份*  英皇國際股份*

要約現金部份200港元 200港元，即英皇酒店 96港元，即英皇國際
  現金股息  現金股息

附註*： 該等英皇國際股份不享有英皇國際現金股息及英皇國際分派項下之英皇國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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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權架構

以下為由於修改條款後，要約、英皇酒店分派、英皇國際分派及發行代價股
份後英皇國際及英皇酒店之集團架構。

(i) 英皇國際股權架構

  要約完成後及發行代價股份及
  英皇酒店分派時
 要約完成前 （假設全部英皇酒店 （假設無英皇酒店
股東 於本公告日期 公眾股東均接納要約） 公眾股東接納要約）
 所持英皇  所持英皇  所持英皇
 國際股份  國際股份  國際股份 
 數目 % 數目 % 數目 %

Charron

 及其一致
 行動人士 2,126,847,364 71.65 2,481,321,925 61.84 2,481,321,925 67.88

變成英皇國際
 股東之英皇
 酒店公眾股東 - - 549,318,168 13.69 192,261,359 5.26

現有英皇國際
 公眾股東 841,463,476 28.35 981,707,388 24.47 981,707,388 26.86
      

總計 2,968,310,840 100.00 4,012,347,481 100.00 3,655,290,67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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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英皇酒店股權架構

  要約完成後及發行代價
  股份及英皇酒店
  分派時（假設全部英皇
  酒店公眾股東均接納
  要約及滿強配售
  減持其英皇酒店股權
 要約完成前 以確保英皇酒店
股東 於本公告日期 有足夠公眾持股量）
 所持英皇  所持英皇
 酒店股份  酒店股份
 數目 % 數目 %

滿強 743,227,815 57.50 969,409,487 75.00

滿強及其一致
 行動人士小計 743,227,815 57.50 969,409,487 75.00

英皇酒店公眾
 股東 549,318,168 42.50 323,136,496 25.00
    

總計 1,292,545,983 100.00 1,292,545,983 100.00
    

警示：該交易、英皇酒店分派、要約及英皇國際分派各附帶相關條件。因此，
英皇國際股東、英皇酒店股東及一般投資者於買賣英皇國際股份及英皇酒店
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6) 時間表

鑑於需要更多時間以編製載入上述變動之通函及綜合文件，有關該交易、英
皇酒店分派、要約、英皇國際分派及英皇國際現金股息之時間表將予以更改。
英皇國際及英皇酒店將另行發表公告，以通知股東及投資者新的時間表。

(7) 暫停及恢復買賣

應英皇國際要求，英皇國際股份已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起暫停在聯交所買賣，以待發表本公告，並已向聯交所申請批准英皇國際
股份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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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英皇酒店要求，英皇酒店股份已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起暫停在聯交所買賣，以待發表本公告，並已向聯交所申請批准英皇酒店
股份自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買賣。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英皇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英皇娛樂酒店有限公司
 主席 主席
 陸小曼 陸小曼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英皇國際之董事會成員為：

非執行董事： 陸小曼女士（主席）

執行董事： 黃志輝先生（董事總經理）
 范敏嫦女士（董事總經理）
 張炳強先生
 莫鳳蓮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文漢先生
 廖慶雄先生
 羅家明先生

於本公告日期，英皇酒店之董事會成員為：

非執行董事： 陸小曼女士（主席）

執行董事： 黃志輝先生
 范敏嫦女士
 莫鳳蓮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嬋玲女士
 陳慧玲女士
 溫彩霞女士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要約方之董事為黃志輝先生及莫鳳蓮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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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英皇酒店之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有關要約方者除外）之準
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深知，本聯合公告內
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本聯合公告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
使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聲明有所誤導。

要約方及英皇國際之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承擔全部責
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據彼等所深知，本聯合公告內所表達之意見乃
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本聯合公告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使本聯合公告所
載任何聲明有所誤導。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