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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06）

建議更新一般授權及
建議更新購股權計劃項下的

計劃授權限額

建議更新一般授權

董事會建議更新現有授權，以使董事配發及發行不超過本公司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已
發行股本面值20%之新股份。

由於建議授出一般授權乃於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前作出，根據上市規則第
13.36(4)條，授出一般授權須經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

一般資料

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就建議授出一般授權向獨立股
東提供意見。新源資本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建議授出一般授權向獨立董事
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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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並酌情通過決議案以批准授出一般授
權。載有（其中包括）有關授出一般授權之資料、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授出一般授權致獨
立股東之意見及獨立財務顧問就授出一般授權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
以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更新一般授權以發行新股份

現有授權乃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本公司上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授出。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五日內容有關收購賢泰國際有限公司（「收購事項」）之
公告所披露，收購事項之代價將由本公司於收購事項完成後向賣方或其代名人配發及發
行697,000,000股股份悉數償付。此外，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五日之公告所
披露，本公司將向本公司之專業人士配發及發行20,000,000股報酬股份。因此，於本公告
日期，現有授權約99.9%已被動用。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包括4,342,800,252股股份。本公司將向股東提呈一
項普通決議案，以批准授出一般授權，授權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868,560,050股新股
份，股份數目不超過通過該決議案之股東特別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20%（假設於
本公告日期至股東特別大會日期並無進一步發行或購回股份）。

更新之理由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是在中國生產及銷售用於家電之泡沫塑料包裝產品。

於本公告日期，現有授權約99.9%已被全面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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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授出一般授權將給予董事會所需靈活性，以於被視為有需要時代表本公司於日
後進行任何股份配發及發行。倘於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前出現任何進一步資金需要或收
到潛在投資者有關投資於股份之具吸引力要約，董事會將可迅速回應市場及有關投資要
約。董事會相信，根據一般授權進行集資比較其他集資活動而言更為簡單快捷，並可免
除或不能及時取得特別授權情況下之不明確因素。

由於建議授出一般授權乃於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前作出，根據上市規則第13.36(4)

條，授出一般授權須經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

更新計劃授權限額

董事會已議決更新計劃授權限額，以向本公司提供根據購股權計劃進一步授出購股權之
靈活性，並獎勵及肯定本集團僱員及其他特選承授人所作貢獻。董事會擬於股東特別大
會尋求股東批准更新計劃授權限額。

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並酌情通過決議案以批准更新一般授權。
根據上市規則第13.36(4)(a)條，任何控股股東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或（倘無控股股東）董事
（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本公司高級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應放棄投票贊成
批准授出一般授權之決議案。

根據上市規則，任何控股股東及彼等之聯繫人士或（倘無控股股東）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
行董事）及本公司高級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應放棄投票贊成決議案。於本公告
日期，本公司並無控股股東。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持有任何
股份，亦無股東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准授出一般授權之建議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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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就建議授出一般授權向獨立股東提供推薦建議。

一般資料

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就建議授出一般授權向獨立股東
提供意見。新源資本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建議授出一般授權向獨立董事委員會
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授出一般授權之資料、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授出一般授權致獨立
股東之意見及獨立財務顧問就授出一般授權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以及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釋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於本公告內，下列詞彙具有下文賦予之相同涵義：

「新源資本」或
「獨立財務顧問」

指 新源資本有限公司，一間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從
事第6類（就企業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業務之持
牌法團，獲委任以就授出一般授權向獨立董事委員
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之獨立財務顧問

「聯繫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或其正式授權之委員會

「本公司」 指 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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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召開以考慮及酌情批准授出一般授權之股
東特別大會

「現有授權」 指 股東於本公司在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
週年大會上通過決議案授予董事以配發、發行及處
理717,980,248股新股份之一般及無條件授權

「一般授權」 指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決議案所載可配發及發行新股份
之一般及無條件授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之法定貨幣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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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獨立董事委員
會

「獨立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不包括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及董
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及彼等各
自之聯繫人士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購股權」 指 根據購股權計劃已授出之購股權或將予授出之購股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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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授權限額」 指 董事會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
劃將予授出之所有購股權獲行使時可予配發及發行
之股份總數，以認購最多於購股權計劃採納日期已
發行股份之10%，其後（如獲更新）因將予授出所有
購股權獲行使而可予配發及發行之股份總數不得超
過股東批准經更新限額當日已發行股份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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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25港元之股份

「股東」 指 股份之登記持有人

「購股權計劃」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五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海景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李珍珍

香港，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珍珍女士、林芝強先生、林偉雄先生、胡健
萍女士、王欣先生及韋立移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龐鴻先生、李道偉先生及林海麟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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