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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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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新 製 衣

（股份代號：191）

麗 新 製 衣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承 諾
全 數 接 納 麗 豐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供 股 下 本 身 應 得 配 額 之 須 予 披 露 交 易

本公司及  Silver Glory（本公司旗下一家全資附屬公司）就麗豐按照每股供股股份作價0.10港元，以於記錄日期持有每四股股份獲供
一股供股股份之比例進行供股一事已不可撤回地向麗豐及包銷商承諾接納各自之應得配額，相當於合共530,137,606股麗豐新股份。
本公司及  Silver Glory 目前均無意申請認購任何額外供股股份。

鑑於麗豐之發展潛力優厚，董事相信維持本公司於麗豐所持股權，實在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利益。董事認為，供股之條
款公平合理。

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本公司與  Silver Glory 根據供股接納供股股份，即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本公司將於切實可行情況
下盡快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本公司接納供股股份之進一步詳情。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四年六月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已經暫停買賣，以待發出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零四年六月
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本公司股份買賣。

供股

茲提述麗豐公佈。

本公司及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Silver Glory 就麗豐按照每股供股
股份作價0.10港元，以於記錄日期持有每四股股份獲供一股供股股
份之比例進行供股一事，已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向麗豐及
包銷商作出不可撤回的承諾，將接納其各自的應得配額，相當於
合共530,137,606股麗豐新股份。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盡其
所知所信及所得資料，除（i）本公司及Silver Glory為麗豐之主要
股東；（ii）林百欣、林建岳、林建名、趙維、蕭繼華、李寶安、林
建康、余寶珠同時為本公司及麗豐之董事；及（iii）林百欣、余寶
珠、賴元芳同時於本公司及麗豐擁有權益外，麗豐為獨立於本公
司的第三方。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盡其所知所信及所得
資料，包銷商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供股詳情如下：

供股基準： 於記錄日期持有每四股股份獲供一股
供股股份

現有已發行股份數目： 4,698,365,183股股份

供股股份數目： 1,174,591,295股供股股份，約佔麗豐
現有已發行股本25%，約佔麗豐經擴
大已發行股本20%

包銷商： 㶅盈加怡融資有限公司，為一獨立第
三方，與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董
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
聯繫人概無關連

包銷協議日期： 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供股之條件

供股須待包括下列各項的事宜發生，方可作實：

(i) 最遲於供股章程寄發日期以前，由麗豐或麗豐之代表將經已
由其全體董事或全體董事之代表或彼等之經授權代理人正式
簽署之供股章程、暫定配額通知書及額外供股股份申請表
格，連同任何必要的隨附文件，送交聯交所及香港公司註冊
處以供根據香港法例第三十二章公司條例之條文存案及登記
之用；

(ii) 主要股東各方妥為履行其於其已簽署之承諾函下之責任；

(iii) 最遲於供股章程寄發日期或麗豐可能在（如有需要）獲得聯
交所表示批准之情況下與包銷商議定並以書面之方式知會包
銷商之其他較後日期以前，向麗豐股東寄發供股章程，以及
向合乎供股資格之麗豐股東寄發暫定配額通知書及額外供股
股份申請表格；

(iv)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在作出配發之情況下），批准或同意批
准未繳股款及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上市及買賣；如為未繳股款
供股股份，最遲於未繳股款供股股份開始買賣之首日給予批
准，如為繳足股款供股股份，則最遲於繳足股款供股股份開
始買賣之首日給予批准；及

(v) 麗豐遵守其在包銷協議下的責任。

麗豐預期上述所有附帶條件將可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二日或以前
達成。如上文所述之任何附帶條件未能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三十一
日（即達成上述附帶條件之最後截止日期）下午五時（香港時間）或
以前全部達成或獲包銷商全部或部份豁免，或如包銷協議經已根
據其條款被終止，則供股將不會進行。

認購價

每股供股股份作價0.10港元，須於本公司及  Silver Glory 接納有
關供股之暫定配額時繳足。根據麗豐公佈所述，接納供股股份及
付款之最後限期為二零零四年七月八日（星期四）下午四時；預期
寄發繳足股款供股股份股票之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七月十四日（星期
三）；預期繳足股款供股股份開始進行買賣之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七
月十六日（星期五）。麗豐可押後或更改上述日期。

每股供股股份0.10港元之認購價乃於參考股份近期在聯交所所報之
收市價後釐定，而：(i)與股份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即麗豐
股份暫停買賣以待發出供股公佈前之最後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
收市價每股0.235港元比較，折讓約57.4%； (ii)與按股份該收市價
計算之理論除權價每股股份0.208港元比較，折讓約51.9%及(iii)與
股份於麗豐公佈日期前最後十個交易日之平均收市價每股0.212港
元比較，折讓約52.8%。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與  Silver Glory 合共擁有2,120,550,431
股股份之權益，約佔麗豐已發行股本之45.13%，而本公司及Silver
Glory於二零零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已各自不可撤回地承諾按每股供
股股份0.10港元之認購價，全數接納根據供股應得之配額，亦各自
表示目前無意申請認購任何額外供股股份。本公司及  Silver Glory
就供股股份應付之總代價為53,013,760.60港元。該筆代價將按約
40%及約60%之比例，分別從本公司內部資源及現有可供動用之信
貸備用額以現金撥付。

麗豐對供股所得款項的用途

根據麗豐公佈所述，供股之所得款項淨額估計將會約達117,460,000
港元（未扣除開支），麗豐計劃所得款項約15%將用於麗豐中國大
陸廣東省物業項目之注資要求，餘下85%則作為麗豐額外營運資
金。

供股股份之地位

繳足股款供股股份於繳足股款、發行及配發後，將會與當時既有
股份在各方面享有同等權益。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持有人將會有
權收取於繳足股款供股股份之發行及配發日期以後所宣派、作出
或派付之所有日後股息及分派。

假設(a)供股予以進行及完成及(b)主要股東已全數接納在供股下各
自應得之配額，則緊隨供股完成後主要股東於麗豐已發行股本持
有之權益將會如下：

(1) (2) (3) (4) (5)

於本公佈

發出日期及 進行

於記錄日期 進行供股 將獲接納 供股完成 供股後

主要股東及 實益擁有 前之持股 之供股 後擁有之 之持股量

其他麗豐股東 之股份數目 量百分比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百分比

麗新製衣國際

　有限公司 1,455,365,090 30.98% 363,841,272 1,819,206,362 30.98%

Silver Glory

　Securities Limited 665,185,341 14.16% 166,296,334 831,481,675 14.16%

林百欣（附註） 92,124,800 1.96% 23,031,200 115,156,000 1.96%

公眾 2,485,689,952 52.90% 621,422,489 3,107,112,441 52.90%

合計： 4,698,365,183 100% 1,174,591,295 5,872,956,478 100%

附註： 林百欣先生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而本身亦為麗豐股東。林百欣先生
同時為本公司及麗豐之執行董事。林百欣先生亦已向麗豐及包銷商
作出不可撤回的承諾，將根據麗豐按照每股供股股份作價0.10港元
以於記錄日期持有每四股股份獲供一股供股股份比例進行之供股，
接納其應得配額，相當於合共23,031,200股新股份。

進行該項交易之理由

本公司是麗豐之控股股東。董事認為，鑑於麗豐之發展潛力優厚，
維持本公司於麗豐所持股權，實在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最佳
利益。董事認為，供股之條款公平合理。

麗豐之主要業務

麗豐主要業務為於中國大陸從事物業發展作銷售及物業投資作出
租用途。麗豐目前之物業組合包括位於上海之香港廣場、位於廣
州之東風廣場以及位於廣州及上海之多個在建中或籌建中之發展
項目。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麗豐錄得經審核綜
合股東應佔日常業務純利約56,990,000港元，即相當於每股1.41港
仙。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麗豐之經審核綜合有形資產淨
值約為5,630,66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麗豐之未
經審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約為5,311,720,000元。於二零零四年一月
三十一日的未經審核每股有形資產淨值為1.13港元，而未經審核每
股資產淨值則為每股1.13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麗豐之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及後之未經審核綜合純利，
分別約為66,260,000港元及50,07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二年七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麗豐之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之經審核綜合淨虧
損為89,47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除
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之經審核綜合純利則達62,920,000港元。截至
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麗豐之經審核除稅及少數股東
權益後綜合淨虧損為93,980,000港元，而麗豐截至二零零三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綜合純利則達
56,990,000港元。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

本公司是一家控股公司，主要投資包括於麗新發展有限公司、麗
豐及鱷魚恤有限公司所持股權，該三家公司之股份均在聯交所上
市。截至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
之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前之經審核綜合淨虧損分別為1,162,600,000
港元及24,6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三年七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本公司之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之經審核淨虧損分別
為1,200,300,000港元及31,070,000港元。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  Silver Glory 合共擁有麗豐已發行股本約
45.13%。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本公司及  Silver Glory 根據供股
接納供股股份，即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根據香港會計實務準則，麗豐是本公司的聯營公司，須遵從所有
適用之不時生效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當作本公司聯營公司處理。
由於本公司於麗豐所持股權百分比將會不變，進行供股後，本公
司賬目之會計處理方法仍將保持不變。本公司將於切實可行情況
下盡快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本公司根據供股接納本身
應得供股配額所進行交易之其他詳情。

暫停及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證券自二零零四年六月三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起已暫停買賣，以待發出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
零零四年六月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恢復證券買賣。

本公佈內所用詞彙之釋義

「本公司」 指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乃在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港元」 指 香港幣值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麗豐」 指 麗豐控股有限公司，一家在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乃在聯交
所上市

「麗豐公佈」 指 麗豐就供股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日發出的
公佈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主要股東」 指 本公司、Silver Glory（為前者之全資附屬
公司）及林百欣先生，三者分別實益擁有
麗 豐 已 發 行 股 本 約 30.98%、 14.16%及
1.96%之權益

「供股章程」 指 麗豐將就供股發出之供股章程

「記錄日期」 指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據以決定供股
配額之記錄日期

「供股」 指 麗豐按每股供股股份作價0.10港元，發行
1,174,591,295股供股股份

「供股股份」 指 根據供股將予發行之1,174,591,295股新股
份

「股份」 指 麗豐現有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股東」 指 本公司之股東

「Silver Glory」 指 Silver Glory Securities Limited，本公司之
全資附屬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包銷商」 指 㶅盈加怡融資有限公司

「包銷協議」 指 麗豐與包銷商就供股訂立日期為二零零四
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包銷協議

承董事會命
麗新製衣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楊錦海

香港，二零零四年六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百欣先生、林建岳先生、

林建名先生、蕭繼華先生、李寶安先生及林建康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余寶珠女士、趙維先生、賴元芳女士及林煒琦小姐（賴元芳女

士之替代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溫宜華先生及梁樹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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