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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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IHUAN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GROUP LTD.
四環醫藥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460）

關 連交易
向仁方醫療控股有限公司注資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耀忠與NHPEA IV Health及

Euromax協定向合營公司注資。合營公司由Euromax、NHPEA IV Health及耀忠

分別擁有 23.71%、38.14%及 38.14%。注入合營公司的資本總額將為 26.6百萬

美元（相當於人民幣 172.4百萬元）（「注資」）。注資將由合營夥伴按各自於合營公

司的持股比例作出（即Euromax注資 6.3百萬美元（相當於人民幣 40.9百萬元）、

NHPEA IV Health注資 10.1百萬美元（相當於人民幣 65.8百萬元）及耀忠注資 10.1

百萬美元（相當於人民幣 65.8百萬元））。

注資將由合營公司用於為拓展附屬醫院收購土地提供資金及滿足其營運資金需

求。

上市規則涵義

其中一個合營夥伴Euromax由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兼主要股東車醫生全資擁

有，故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注資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構成本公司的

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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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關注資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逾 0.1%但低於 5%，故注資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

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注資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耀忠與NHPEA IV Health及

Euromax協定向合營公司注資。

注資將由合營夥伴按各自於合營公司的持股比例作出。

出資

各合營夥伴根據注資將向合營公司作出的出資如下：

出資金額 百分比

（美元） (%)

Euromax 6,308,838.39 23.71

NHPEA IV Health 10,149,001.00 38.14

耀忠 10,149,001.00 38.14
  

總計 26,606,840.39 100
  

於本公告日期，出資應該以內部資源撥付。

注資將由合營公司用於為拓展附屬醫院收購土地提供資金及滿足其營運資金需求。

關連方

於本公告日期，Euromax由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兼主要股東車醫生全資擁有，故

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於本公告日期，NHPEA IV 

Health的最終實益擁有人摩根士丹利透過其附屬公司於本公司股份間接擁有 2.70%

權益。除上文所披露者外，NHPEA IV Health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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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及合營夥伴的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及本集團為一家領先醫藥公司，按市場份額計，本集團

為中國心腦血管處方藥市場最大的製藥企業，採納別具一格及往績卓越的市場營銷

模式，通過逾 3,000名分銷商組成的龐大全國分銷網絡，覆蓋中國全國 31個省市及

自治區近 10,000家醫院。

Euromax由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兼主要股東車醫生全資擁有。Euromax的主要業

務為投資控股。

North Haven Private Equity Asia（前稱Morgan Stanley Private Equity Asia）是亞

太地區最佳的私募股權投資管理機構之一，在亞太地區有超過 20年的投資經驗。

North Haven Private Equity Asia主要投資於高度結構化的少數股權投資以及以有

吸引力的價格對盈利增長型公司的控股權收購。經驗豐富的投資團隊由行業關係

廣泛、市場知識深厚並有能力在各本地環境中應用國際投資原則的高級專業人員領

導。North Haven Private Equity Asia在香港、北京、上海、首爾、東京、孟買及

紐約設有辦事處，利用摩根士丹利的品牌及空前的全球網絡獲取投資情報及機會。

North Haven Private Equity Asia為摩根士丹利房地產投資銀行部 (Morgan Stanley 

Merchant Banking & Real Estate Investing)的一部分。

NHPEA IV Health為North Haven Private Equity Asia就合營成立的特別目的公司。

有關合營公司的資料

合營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於本公告日期，合營夥伴於合營公司的股權

投資總額為 160,847,551.31美元，其中 61,354,180.49美元、61,354,180.49美元及

38,139,190.32美元分別由耀忠、NHPEA IV Health及Euromax作出。

合營公司的主要業務為對位於中國且經合營夥伴共同商定的醫院、診所及其他醫療

保健服務資產作出直接或間接控股投資或進行收購，或從事合營夥伴可能不時批准

的有關其他業務或活動。



– 4 –

注資的理由及裨益

注資將由合營公司用於為拓展附屬醫院收購土地提供資金及滿足其營運資金需求。

鑑於以上所述，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注資乃按正常商業條款公平磋商

協定，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耀忠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Euromax由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兼

主要股東車醫生全資擁有，故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

此，注資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有關注資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逾 0.1%但低於 5%，故注資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

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由於車醫生為本公司關連人士，於合營公司擁有重大利益，故車醫生就批准注資的

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除車醫生外，概無其他董事須就批准注資的董事會決議案

放棄投票。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英屬處女群島」 指 英屬處女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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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四環醫藥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

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其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車醫生」 指 車馮升醫生，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兼主要股東

「Euromax」 指 Euromax Holdings Limited，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

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由車醫生全資擁有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且與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或任何彼等各自

的聯繫人的任何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

概無關連（定義見上市規則）的個人或公司

「合營公司」 指 仁 方 醫 療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Renfang Medical 

Holdings Ltd.)，一家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

有限公司

「合營夥伴」 指 耀忠、NHPEA IV Health及Euromax（各自為一名

合營夥伴）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NHPEA IV Health」 指 NHPEA IV Health Holding B.V.（前稱MSPEA 

Health Holding B.V.），為一名合營夥伴，及除「注

資－關連方」一段所披露者外，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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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詮釋而言，除非文

義另有所指，否則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

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及繳足股本中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其的涵義

「耀忠」 指 耀忠國際（香港）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

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於本公告內，美元已按 1美元兌人民幣 6.48元匯率換算為人民幣，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四環醫藥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車馮升

香港，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車馮升醫生（主席）、郭維城醫生（副主席兼行政總裁）及孟憲慧

先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張炯龍醫生及孫弘先生；及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辛定華先生、

曾華光先生及朱迅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