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文件  請即處理

 

閣下如對本通函內容之任何部份或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之股票經紀或其他註冊證
券交易商、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將名下之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股份全部售出或轉讓，應立即將本通函連同隨附之代表委
任表格送交買主或承讓人，或送交經手買賣或轉讓之銀行、股票經紀或其他代理商，以便轉交買主或承
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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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函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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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函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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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GHAI ZENDAI PROPERTY LIMITED
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5）

主要交易
內容有關出售附屬公司之股權及待售貸款

及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本公司之財務顧問

本通函第5至第13頁載有董事會函件。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二）上午十一時正假座香港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十樓舉行股
東特別大會，召開大會之通告載於本通函第SGM-1至第SGM-2頁。本通函隨附股東特別大會適用之代表
委任表格。該代表委任表格亦刊登於聯交所網站，網址為www.hkexnews.hk。無論　閣下能否出席大會，
謹請 閣下閱讀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並按照本通函隨附之代表委任表格上所印備之指示盡快將其填妥，
並無論如何須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四十八小時前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
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　閣下
仍可依願親身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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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通函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之獲豁免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代價」 指 出售事項之代價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出售事項」 指 按買賣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出售待售股份及待售貸款

「出售集團」 指 Myway Developments、海門物業及彼等附屬公司之

統稱（不包括除外公司）

「除外公司」 指 廊坊市証合泰房地產有限公司、煙台証大大拇指置

業有限公司及江蘇証大商業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之統

稱

「除外待售資產」 指 海門物業於買賣協議日期擁有之若干資產，包括(i)

廊坊市証合泰房地產有限公司之27%股權；(ii)煙台

証大大拇指置業有限公司之70%股權；(iii)江蘇証大

商業文化發展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權；及(iv)一項預付

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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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門物業」 指 海門証大濱江置業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

之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於最後可

行日期由Myway Developments及証大置業分別擁有

約90.91%及約9.09%股權

「海門物業貸款」 指 海門物業結欠証大置業及其聯屬公司之貸款

「海門物業待售股份」 指 証大置業於買賣協議日期於海門物業持有之約9.09%

股權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最後可行日期」 指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即本通函付印前確定本

通函所載若干資料之最後可行日期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Myway Developments」 指 Myway Developments Limited，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

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最後可行日期為本公司之

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Myway Developments

貸款」

指 Myway Developments結欠本公司之貸款

「Myway Developments

待售股份」

指 於買賣協議日期本公司持有之Myway Developments

之全部股權

「訂約方」 指 買方及賣方之統稱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通函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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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目」 指 出售集團之物業發展項目，主要涉及發展物業

「物業」 指 海門物業之地塊、發展中物業及待售物業

「買方」 指 欣樂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買賣協議」 指 賣方與買方就出售事項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訂立之買賣協議

「待售貸款」 指 Myway Developments貸款及海門物業貸款之統稱

「待售股份」 指 Myway Developments待售股份及海門物業待售股份

之統稱（不包括除外待售資產）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其中包括）

買賣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2港元之股份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美元」 指 美元，美國法定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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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 指 本公司及証大置業之統稱

「証大置業」 指 上海証大置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

「%」 指 百分比

就本通函而言，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i)人民幣乃按人民幣1.00元兌1.1627港
元之概約匯率兌換為港元；及(ii)美元乃按1.00美元兌7.7576港元之概約匯率兌換為港
元。該匯率僅供參考用途，並不表示任何港元、人民幣及美元金額已經、可能已經或
可能會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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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ZENDAI PROPERTY LIMITED
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5）

執行董事：
張晨光先生（主席）
鍾國興先生

王浩博士

黎利華女士

非執行董事：
龔平先生

潘文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賴焯藩先生

李文偉先生

周裕農先生

徐長生博士

註冊辦事處：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 12

Bermuda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花園道1號

中銀大廈59樓

敬啟者：

主要交易
內容有關出售附屬公司之股權及待售貸款

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之公佈。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

日，賣方（本公司及証大置業（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之統稱）與買方訂立買賣

協議，據此，買方有條件同意收購而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待售股份及待售貸款，代價

約為813,890,000港元。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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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函旨在向　閣下提供（其中包括）(i)出售事項詳情；(ii)本集團財務資料；

(iii)由獨立估值師出具的物業估值報告；(iv)上市規則所需其他資料；及(v)股東特別大

會通告。

買賣協議

下文載列買賣協議之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訂約方

買方 ： 欣樂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賣方 ： (i) 本公司；及

(ii) 証大置業

將予出售資產

(i) 待售股份，包括(a) Myway Developments待售股份，即本公司於買賣協議日

期所持Myway Developments之全部股權；及(b)海門物業待售股份，即証大

置業於買賣協議日期所持海門物業約9.09%股權；及

(ii) 待售貸款，包括(a) Myway Developments結欠本公司之Myway Developments

貸款；及(b)海門物業結欠証大置業及其聯屬公司之海門物業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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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及付款條款

出售事項之代價約為813,890,000港元，當中包括(i) Myway Developments待

售股份之代價2.00美元（相等於約15.52港元）；(ii)海門物業待售股份之代價人民

幣1.00元（相等於約1.16港元）；及(iii)待售貸款之代價人民幣700,000,000元（相

等於約813,890,000港元），並已經╱將會按以下方式支付：

(i) 人民幣150,000,000元（相等於約174,410,000港元）作為買賣協議之誠

意金已由買方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日支付予賣方之指定賬戶，該

款項將於完成下文(ii)及(iii)段所述之手續後由賣方償還予買方並隨

後轉入海門物業之賬戶並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或訂約方可能

同意之其他日期）前償還予賣方；

(ii) 2.00美元（相等於約15.52港元）及人民幣1.00元（相等於約1.16港元）

將由買方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或訂約方可能同意之其他日期）

前支付予賣方或賣方之指定賬戶；及

(iii) 餘下代價之人民幣550,000,000元（相等於約639,490,000港元）將由海

門物業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或訂約方可能同意之其他日期）前

支付予賣方，該款項將透過以買方或海門物業作為主要融資主體申

請貸款或以其他融資方式獲得，屆時注入海門物業。

代價乃經訂約方按公平原則磋商及參考（其中包括）(i)出售集團於二零

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負資產淨額；(ii)獨立估值師所編製物業於二零

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之估值約人民幣1,180,400,000元（相等於約1,372,450,000港

元）；(iii)待售貸款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之未償還金額（經就除外公司欠

付部分予以調整）；及(iv)出售集團之近期財務表現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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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期間內，金額為人民幣

20,150,000元（相等於約23,430,000港元）的待售貸款已經償還。根據買賣協議，

待售貸款之代價將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即買賣協議項下待售貸款金

額之參考日期）後就（其中包括）有關待售貸款之任何還款作出調整。因此，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待售貸款之代價由人民幣700,000,000元（相等於約

813,890,000港元）調整為人民幣679,850,000元（相等於約790,460,000港元）。

出售事項完成之先決條件

出售事項須待下列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告完成：

(i) 海門物業分拆除外待售資產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或訂約方

可能同意之其他日期）前根據中國有關法律完成於（除外公司主要在

海門市以外的中國城市從事物業投資（並非訂約方有關出售事項之

目標））；及

(ii) 批准買賣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日（或訂約方可能同意之其他日期）前獲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

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

上述先決條件均無法獲豁免。

倘本公司無法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或訂約方可能同意之其他日期）

前取得股東批准買賣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買賣協議將予終止，而訂約方之

所有權利及責任將告終止，且概無訂約方須就違反合約而支付罰款，詳情載於

下文「完成」一節。

完成

出售事項將於悉數支付上文「代價及付款條款」一節所述之代價及賣方向

買方轉讓出售集團之所有權及擁有權後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或訂約方可

能同意之其他日期）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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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出售事項因賣方之責任未能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前完成，買方將有

權要求賣方就由買方所支付之誠意金人民幣150,000,000元（相等於約174,410,000

港元）於在支付誠意金之日起至賣方償還誠意金之日期間內按年利率12%計算

支付罰款。倘出售事項因賣方之責任未能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前完成，賣

方須向買方償還誠意金，買賣協議將告終止。

倘出售事項因買方之責任未能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前完成，賣方將有

權要求買方就買方應付之款項人民幣550,000,000元（相等於約639,49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至買方支付人民幣550,000,000元（相等於約639,490,000

港元）之日期間內按年利率12%計算支付罰款。倘出售事項因買方之責任未能於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前完成，賣方須向買方償還誠意金（不計息），買賣協議

將告終止。

有關出售集團之資料

Myway Developments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投資控股公

司。於最後可行日期，Myway Developments為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擁有海門

物業約90.91%股權。

海門物業為一間於二零零三年在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於最後可行日期，

海門物業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由Myway Developments及証大置業分別擁有

約90.91%及9.09%股權。

出售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於該項目，而該項目涉及開發物業。物業位於中國

海門市海門臨江新區，即長江以南、海寧寺以北及海門市新行政中心及商業中心區以

東。物業由總土地面積約449,799平方米的多幅未開發地塊及總建築面積約295,059平

方米的在建物業及待售物業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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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出售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財政年

度之綜合財務資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概約） （概約）

除稅前虧損 (142,735) (4,519)

除稅後虧損 (144,981) (18,837)

出售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未經審核負資產淨額約為人民幣110,920,000

元（相等於約128,970,000港元）。經計及因缺乏基礎設施及當地居民致使海門開發區

（即物業所在地點）的市場表現疲軟而產生之估值虧損約人民幣166,080,000元（相等於

約193,100,000港元）（乃按獨立估值師所編製物業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之估

值約人民幣1,180,400,000元（相等於約1,372,450,000港元）計算）及扣除遞延稅項，出售

集團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經調整未經審核負資產淨額約為人民幣235,480,000

元（相等於約273,790,000港元），較有關估值調整前出售集團之未經審核負資產淨額

增加約人民幣124,560,000元（相等於約144,820,000港元）。為免生疑，出售集團之經

調整未經審核負資產淨額僅供參考。因此，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出售集團之經

調整未經審核負資產淨額及待售貸款未償還部分約人民幣967,640,000元（相等於約

1,125,070,000港元）（經就除外公司欠付部分予以調整）之總和約為人民幣732,160,000

元（相等於約851,280,000港元）。

有關買方之資料

買方為一間於一九九九年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300,000,000元，主要從事（其中包括）房地產開發、工程諮詢及物業管理。買方之最終

實益擁有人為袁朝暉先生，即買方之總裁兼董事局主席。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各自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

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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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之資料以及進行出售事項之理由及所得款項計劃用途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發展供銷售及自持用途之商用及住宅物業、投資及經營

酒店業務、租賃、管理及代理商用及住宅物業。本集團現時在中國以上海及南京市為

首的長江三角洲經濟區之各個城市內發展項目。

近年來，本集團逐步剝離中國三、四線城市產業。本集團有意於未來維持此業務

策略，並將其業務發展集中在中國一、二線城市，尤其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區之業務。

物業位於海門市（不屬中國一、二線城市），包括總土地面積約449,799平方米的若干

未開發地塊及總建築面積約295,059平方米的發展中物業及待售物業，初步計劃發展

作（其中包括）住宅、商業及休閒用途。過去十年，物業所處的海門開發區（毗鄰海門

市郊區），由於缺乏基礎設施及人口密度低，造成房地產市場發展緩慢。於最後可行日

期，本集團自海門物業於二零零三年成立起之初始投資成本尚未收回。此外，誠如上

文「有關出售集團之資料」一節所述，出售集團過往數年持續錄得虧損及於二零一六

年九月三十日處於淨負資產狀況。出售集團於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虧損

表現主要由於行政成本及銷售成本之開支，而有關開支歸類為有關出售集團日常業

務營運之經營開支且無法根據適用會計準則予以資本化。出售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進一步虧損，主要由於期內確認之物業減值撥備所致。

考慮到出售集團連續錄得虧損之表現及海門開發區房地產市場未來前景並不明朗，

董事認為，出售事項將為本集團提供良機以變現其於物業（位置偏離未來核心發展區

域）之投資價值以及為重整資產組合而重新調配資源。本公司擬將出售事項所得款項

淨額約人民幣699,570,000元（相等於約813,390,000港元），當中約人民幣559,660,000

元（相等於約650,710,000港元）用於償還銀行貸款，以及約人民幣139,910,000元（相等

於約162,680,000港元）用作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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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文所述，董事認為出售事項之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

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出售事項之財務影響

於出售事項完成後，出售集團各成員公司將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其各自

之財務業績、資產及負債將不再計入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出售事項預期將導致本集

團資產總額及負債總額有所減少，而本集團資產淨額預期將有所減少。鑒於出售集團

之虧損表現，預期出售事項將讓本集團減少出售集團所產生之任何未來虧損，因此，

長遠而言將不會對本集團盈利產生任何不利影響。本集團預期，於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之參考日期，出售事項將產生約125,350,000港元之虧損（尚待審核），有關虧

損乃經參考(i)(a)經調整代價（扣除二零一六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期

間收取的待售貸款還款約人民幣20,150,000元（相等於約23,430,000港元））約人民幣

679,850,000元（相等於約790,460,000港元）；與(b)出售集團之未經審核綜合負資產淨

額約128,970,000港元及待售貸款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之未償還金額（經就除外

公司欠付部分予以調整）約1,125,070,000港元之總和之差額；及(ii)本集團於二零一六

年九月三十日之外匯儲備撥回之匯兌收益約80,290,000港元而計算得出。

股東務請注意，將於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確認之出售事項虧損實際金額視乎（其

中包括）出售集團之負資產淨值，及於出售事項完成日期將以人民幣計值之待售貸款

金額換算為港元時所使用之匯率而定，故須經最終審核。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就出售事項計得之一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25%但低

於7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主要交易，並須遵守上市

規則有關申報、公佈及股東批准之規定。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概無股東或其任何聯繫人

於出售事項及根據買賣協議擬進行之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因此，概無股東須於

股東特別大會就批准買賣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之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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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二）上午十一時正假座香港金鐘道95

號統一中心十樓舉行股東特別大會，召開大會之通告載於本通函第SGM-1至第SGM-2

頁。本公司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普通決議案，以考慮及酌情批准買賣協議及據此
擬進行之交易。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普通決議案將以投票方式表決，本公司將就
有關所提呈之普通決議案是否獲股東通過發表公佈。

本通函隨附股東特別大會適用之代表委任表格。無論　閣下能否出席股東特別
大會，謹請　閣下按照隨附之代表委任表格上所印備之指示盡快將其填妥，並無論如
何須於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四十八小時前送交本公司之股份過
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填
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　閣下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
於會上投票。

推薦建議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買賣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交易之條款屬公平合
理，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因此，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建議股東於
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贊成批准買賣協議及出售事項之決議案。

其他資料

務請　閣下垂注本通函各附錄所載之其他資料。

此 致

列位股東  台照

承董事會命
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黎利華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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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集團之財務資料概要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及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各年之財務資料已刊載於下列本公司中期報
告及年報：

(i)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資料已披露於二零一六
年九月十九日刊發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報
告第3至25頁；

(ii)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已披露於二零
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刊發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報第49至163頁；

(iii)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已披露於二零
一五年四月三十日刊發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報第46至159頁；及

(iv)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已披露於二零
一四年四月三十日刊發之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報第48至163頁。

上述所有財務報表經已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zendaifc.com)刊載。

2. 債務聲明

借貸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即本通函附印前可確認本
借貸附表之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之未償還借貸約為11,081,873,000港元，詳情
載列如下：

千港元

借貸及貸款
－即期
－無抵押 2,224,245

－有抵押 5,474,685

－非即期，有抵押 1,726,261

應付一間合營公司款項，無抵押 1,033,873

應付附屬公司少數股東款項
－無抵押 36,393

－有抵押 58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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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48,844,000港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約522,527,000港元的根據經營租約持作自用租賃土地付款、約1,395,491,000港元

的投資物業、約4,833,690,000港元的發展中及待售物業以及約1,493,895,000港元

的銀行存款已抵押，以作為授予本集團的若干借貸之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銀行向客戶提供用作購入本集團

已發展物業的按揭貸款（扣除已收按揭並計入客戶預收款項）而向銀行提供最

多約86,849,000港元的擔保。於銀行從客戶接獲相應物業的樓宇擁有權證書作為

獲授予按揭貸款的抵押後，該等由本集團向銀行提供的擔保將會解除抵押。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其合營公司若干金額為

1,278,970,000港元的借貸提供擔保。

除上述者及除集團內公司間負債以及一般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外，於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營業時間結束時，本集團概無任何未償還之已發行或同

意將予發行的貸款資本、已發行債務證券及未償還、法定或另行建立但尚未發

行的債務證券、有期貸款、其他借貸或債務（包括銀行透支）、承兌負債、承兌信

用證、債務、按揭、抵押、融資租賃或購買承諾、擔保或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3. 營運資金

經計及出售事項的預期財務影響及本集團現有可動用之財務資源（包括內部資

金及可動用銀行融資），董事在作出適當及審慎查詢後認為，本集團具備充裕營運資

金以應付現時及自本通函日期起計至少十二個月內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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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大不利變動

於最後可行日期，除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所

披露者外，董事概不知悉本集團之財務或貿易狀況自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

本集團最近期刊發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之結算日）以來有任何重大不利變動。

5. 財務及貿易展望

出售事項完成後，本集團將繼續以（其中包括）中國上海、南京等作為重點發展

區域，專注參與住宅及商業房地產項目。年內，本集團銳意挖掘當地市場需求，適時將

南京「喜瑪拉雅中心」項目及「濱江大拇指廣場」項目推出市場預售，同時於二零一六

年上半年完成收購位於南京玄武區465套住宅項目的交易，並已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

推出銷售。該等項目是本集團未來營業額增長之重要來源。

有鑑於中國房地產市場日後增長潛力，本公司將進一步穩固發展戰略，積極推

進以上海、南京為代表的具有發展潛力的一、二線城市，優化土地儲備結構，同時繼

續逐步退出三、四線城市。產品策略上，本集團著力打造品牌精品項目，秉承一貫堅

持的優質品牌策略。商業運營方面，本集團將穩步提升資產出租率，挖掘租金提升空

間，控制運營成本。本集團亦將繼續深入展開南京地塊之戰略部署，深度開發及推廣

南京「喜瑪拉雅中心」及「濱江大拇指廣場」，另協同部署南京玄武區的465套住宅項

目，憑藉三大項目的地理及規劃優勢，提升項目的吸引力和輻射力，是本集團未來收

入增長，改善經營情況的火車頭。管理層對行業的長遠前景保持審慎樂觀態度。鑒於

海門市物業市場發展緩慢及出售集團之財務表現未如人意，預期出售事項有助本集

團剝離其於中國一、二線城市以外項目之資本承擔，並令本集團可變現其於物業之投

資價值，以及為重整資產組合而重新調配資源。借助本公司多年來已累積的資源、管

理經驗和競爭優勢，管理層將深度挖掘現有項目的發展空間，並積極探索在中國重點

城市的優質綜合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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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獨立物業估值師戴德梁行有限公司就其對海門物業所持該項目於二零
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價值意見而編製之函件全文及估值證書，以供載入本通函。

香港

中環

康樂廣場1號

怡和大廈16樓

敬啟者：

關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海門市海門物業涉及之空地、在建工程及待售物業（「物

業」－詳情請參閱估值概要）

指示、目的及估值日期

吾等遵照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貴公司」）的指示，對 貴公司之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海門証大濱江置業有限公司（「海門物業」）所持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的物業進行估值，吾等確認已視察物業、作出有關查詢並取得吾等認為必需之進

一步資料，以向 閣下提供吾等對物業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估值日期」）現

況下市值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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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的定義

吾等對各物業的估值指其市值。香港測量師學會估值準則（二零一二年版）所採

納對市值的定義乃依循國際估值準則委員會（「國際估值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估

值準則。國際估值準則委員會界定市值為「某項資產或負債於估值日期經適當市場推

銷後，自願買賣雙方在知情、審慎及並無強迫的情況下進行公平交易的估計金額」。

估值基準及假設

吾等的估值並無考慮特別條款或情況（如非典型融資、售後租回安排、銷售相關

人士給予的特殊代價或優惠或任何特別價值因素）所引致的估價升跌。

在對海門物業持有的物業進行估值時，吾等已假設支付象徵式土地使用年費後，

已獲授有關物業於特定年期內的可轉讓土地使用權，而任何應付地價亦已全數支付。

吾等依賴由 貴公司提供的有關物業業權及物業權益的資料及意見以及 貴公司法

律顧問北京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的中國法

律意見。對物業進行估值時，吾等已假設業主擁有物業的強制執行業權，且於整段未

屆滿的獲批土地使用年期內，有權在自由及不受干擾的情況下，使用、佔用或轉讓物

業。

吾等的估值並無考慮物業所欠負的任何抵押、按揭或欠款，以及出售成交時可

能須承擔的任何費用或稅項。除另行說明者外，吾等假定物業概無附帶可影響其價值

的產權負擔、限制及繁重支出。

吾等已對物業的全部權益進行估值。

估值方法

在對海門物業於中國持作出售的第一類物業進行估值時，吾等採用直接比較

法，參照有關市場現有的可資比較銷售憑證對物業進行估值，而倘情況適用，吾等則

採用投資法，對源自現有租戶的租金予以資本化，並對物業的復歸租金潛力作出適當

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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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海門物業於中國持作發展的第二類物業進行估值時，吾等採用直接比較法，

參照有關市場現有的可資比較銷售憑證對物業進行估值，而倘情況適用，吾等亦已考

慮吾等獲提供的已動用之建築成本。

對物業進行估值時，吾等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五章

及第12項應用指引以及香港測量師學會頒佈的香港測量師學會估值準則（二零一二

年版）所載的規定。

資料來源

吾等獲 貴公司提供有關物業業權的文件摘要，然而，吾等並無查閱原始文件

以核實吾等所獲副本是否包括所有正本的修訂。在吾等的估值過程中，吾等在相當程

度上倚賴 貴公司所提供有關中國物業的資料，並接納就規劃批文或法定通知、地役

權、年期、物業證明、租賃詳情、發展計劃、建築成本、佔地及樓面面積以及所有其他

有關事宜提供的意見。

估值證書所載的尺寸、量度及面積乃以吾等獲取的資料作基準，因此僅為約數。

吾等並無理由懷疑 貴公司向吾等提供對估值而言屬重要的資料是否真實準確。吾

等亦獲 貴公司告知，所提供的資料並無遺漏任何重大事實。

吾等謹此指出，向吾等提供的文件副本主要以中文編製，有關英譯本為吾等對

內容的理解。因此吾等建議 貴公司參閱文件的中文原文並自行諮詢法律顧問有關

該等文件的合法性及詮釋。

業權調查

吾等獲提供有關物業現有業權的文件副本。然而，吾等無法進行調查以核實物

業的所有權或確定是否有任何修訂並未反映於交予吾等的副本中。吾等亦無法確知

於中國物業的業權，因此，吾等依賴中國法律顧問與 貴公司所提供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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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視察

吾等的上海辦事處估值師George Deng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曾視察物業的外部，
並在可能情況下視察其內部。然而，吾等並無進行任何結構性調查，惟吾等並未於視
察過程中發現任何重大缺陷。吾等無法報告物業是否不存在腐爛、腐蝕或任何其他結
構性缺陷。吾等並未就任何該等服務開展測試。此外，吾等亦未進行實地調查，以此
確定土壤情況及設施等是否適合任何未來發展。吾等的估值乃假設此等方面符合要
求及在建築期間不會產生額外開支或延誤。

除另行指明外，吾等未能進行實地測量以核實物業的佔地及樓面面積，而吾等
乃假設交予吾等的文件副本所載面積均屬正確。

貨幣

除另有指明者外，吾等估值的所有貨幣金額均以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人民幣）
列示。

隨函附上估值概要及估值證書。

此致

香港
皇后大道中99號
中環中心61樓
6108室
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
董事會 台照

代表
戴德梁行有限公司

董事
曾俊叡

註冊專業測量師（產業測量組）
註冊中國房地產估值師

MSc, MHKIS

謹啟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附註： 曾俊叡先生為註冊專業測量師，擁有逾24年中國物業估值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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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概要

物業

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

現況下的市值

 貴公司

應佔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

現況下 貴公司

應佔的市值

第一類－海門物業於中國持作出售之物業

1.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

新沙南路西大拇

指廣場一期及二期

人民幣129,000,000元 100% 人民幣129,000,000元

2.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東

江路西班牙商業街

188、190及192號

人民幣5,200,000元 100% 人民幣5,200,000元

3.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

新沙南路東、通達

路南、東圩角河路北及

衡山路西，滿庭芳別墅

三期

人民幣65,500,000元 100% 人民幣65,500,000元

4.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

大達路北、衡山路西，

清華園一期

人民幣24,300,000元 100% 人民幣24,300,000元

5.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

新沙南路東，

水清木華二期一區

人民幣8,100,000元 100% 人民幣8,100,000元

第一類小計： 人民幣232,100,000元 人民幣232,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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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海門物業於中國持作發展之物業

6.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

新沙南路東、

通達路南、東圩角河

路北及衡山路西，東洲

府二期建議發展項目

人民幣186,000,000元 100% 人民幣186,000,000元

7.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

新沙南路東，

水清木華二期二區

建議發展項目

人民幣286,000,000元 100% 人民幣286,000,000元

8.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11幅

物業土地

人民幣476,300,000元 100% 人民幣476,300,000元

第二類小計： 人民幣948,300,000元 人民幣948,300,000元

第一類及第二類合計： 人民幣1,180,400,000元 人民幣1,180,400,000元

估值概要

物業

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

現況下的市值

 貴公司

應佔權益

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

現況下 貴公司

應佔的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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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證書

第一類－海門物業於中國持作出售之物業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
現況下的市值

1.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
新沙南路西大拇指
廣場一期及二期

物業名為「大拇指廣場」，分
為兩期，建於總佔地面積為約
18,919.00平方米的土地之上。

物業已於二零一三年竣工。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一期的建
築面積約為19,109.27平方米，列
示如下：

部分
建築面積
（平方米）

零售 18,348.56

地下及配套設施 760.71

合計： 19,109.27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二期的建
築面積約為22,613.58平方米，列
示如下：

部分
建築面積
（平方米）

零售 15,937.76

地下及配套設施 6,675.82

合計： 22,613.58

物業位於海門開發區東江路西、
香港路北，地處海門市城郊。周
邊發展項目主要為住宅項目。
據 貴公司告知，物業用作商業
物業。概無環境問題及訴訟糾
紛。

物業的土地使用權於二零四六年
十二月五日到期，作商業用途。

根據吾等獲提供之
資料，總建築面積為
2,264平方米的部分物
業已租予五位租戶，
平均月租總額為人民
幣17,065元，最新到
期日為二零二四年。

物業餘下部分處於空
置狀態。

人民幣129,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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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國有土地使用證，海門物業已獲授物業之土地使用權，詳情如下：

證書編號 發證日期 用途

土地使用

年期的到期日

佔地面積

（平方米）

(2007) 420526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五日 商業 二零四六年十二月五日 18,919.00

(2)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三日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編號：320684201210026），總佔地面積

為18,919.00平方米的土地所涉建設項目符合城市規劃要求並獲批准。

(3)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編號：320684201210048），物業總建

議建築面積為45,692.1平方米的建設工程符合城市規劃要求並獲批准。

(4) 根據兩份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物業總建議建築面積為45,692.14平方米的建設工程符合工程施工

要求並獲批准，詳情如下：

證書編號 項目名稱 發證日期

建築面積

（平方米）

320684020120068 証大大拇指廣場一期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三日 21,515.92

320684020130032 証大大拇指廣場二期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24,176.22

合計： 45,692.14

(5)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七日的預售許可證（編號：2012032），總建築面積為4,216.17平方米

的物業一期1號樓獲批預售。

(6)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物業一期建設工程已驗收，且有關

驗收已記錄備案。

(7) 根據兩份調查報告，建設工程的建築面積構成概要如下：

地點╱期數 樓宇用途

建築面積

（平方米）

一期 商業 19,109.27

二期 商業 22,613.58

合計 41,7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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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的營業執照（編號：913206847573095605），海門物業註冊成立，

註冊資本為49,600,000美元，有效經營期自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零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9) 根據中國法律意見：

(i) 海門物業為物業的合法土地使用人；

(ii) 海門物業有權佔用、使用、發展及抵押物業的土地使用權；及

(iii) 物業已取得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及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物業一期已取

得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海門物業擁有合法權利申請不動產權證；物業二期建設已完工，惟

尚未取得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海門物業在取得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後即可擁有合法權

利來申請不動產權證；

(10) 根據 貴公司提供之資料及中國法律意見，業權情況及授出之主要批文及執照如下：

國有土地使用證 有

不動產權證 無

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 有（僅限一期）

預售許可證 有（僅限一期）

調查報告 有

營業執照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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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證書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

現況下的市值

2.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

東江路西班牙商業

街188、190及192

號

物業名為「西班牙商業街」，分為

兩棟樓宇，建於總佔地面積為約

5,319.00平方米的土地之上。

物業已於二零一二年竣工。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的建築面

積約為1,058.02平方米，列示如

下：

單位

建築面積

（平方米）

東江路

188及190號 434.27

東江路192號 623.75

合計： 1,058.02

物業位於海門開發區東江路東、

香港路南，地處海門市城郊。周

邊發展項目主要為住宅項目。

據 貴公司告知，物業用作商業

物業。概無環境問題及訴訟糾

紛。

物業的土地使用權於二零四四年

三月十七日到期，作商業用途。

於估值日期，物業被

擁有人佔用。

人民幣5,2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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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國有土地使用證，海門物業已獲授物業之土地使用權，詳情如下：

證書編號 發證日期 用途

土地使用

年期的到期日

佔地面積

（平方米）

(2005) 420003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住宅 二零七四年三月十七日 324,172.00

經 貴公司告知，總面積為5,319平方米、作商業用途並將於二零四四年三月十七日到期的部分土地

已獲納入上述證書。

(2)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二日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編號：3206842010010034），總佔地面

積為5,319.00平方米的土地所涉建設項目符合城市規劃要求並獲批准。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所述佔地面積的一部分。

(3) 根據兩份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物業經許可建築面積為6,782.91平方米的建設工程符合建設工程要

求並獲批准，詳情如下：

許可證編號 項目名稱 發證日期

建築面積

（平方米）

320684201110043 長沙路商業街 二零一一年六月八日 7,046.63

（1號樓建築面積

為3,172.68平方米）

320684201310062 長沙路商業街2號樓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3,610.23

合計 6,782.91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所述建築面積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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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兩份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物業總建議建築面積為6,782.91平方米的建設工程符合工程施工要

求並獲批准，詳情如下：

許可證編號 項目名稱 發證日期

建築面積

（平方米）

320684020110016 長沙路商業街1號樓 二零一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3,172.68

320684020130075 長沙路商業街2號樓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3,610.23

合計 6,782.91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所述建築面積的一部分。

(5)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四日的預售許可證（編號：2011041），總建築面積為3,172.68平方米

的長沙路商業街1號樓獲批預售。

(6) 根據兩份調查報告，建設工程的建築面積構成概要如下：

地點╱期數 樓宇用途

建築面積

（平方米）

長沙路商業街1號樓 商業 3,142.59

長沙路商業街2號樓 商業 3,341.96

合計 6,484.55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調查報告所述佔地面積的一部分。

(7)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的營業執照（編號：913206847573095605），海門物業註冊成立，

註冊資本為49,600,000美元，有效經營期自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零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8) 根據中國法律意見：

(i) 海門物業為物業的合法土地使用人；

(ii) 海門物業有權佔用、使用、發展及抵押物業的土地使用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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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物業1及2號樓建設已完工，已取得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及建設工程施工

許可證，惟尚未取得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海門物業在取得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後即可擁

有合法權利來申請不動產權證；

(9) 根據 貴公司提供之資料及中國法律意見，業權情況及授出之主要批文及執照如下：

國有土地使用證 有

不動產權證 無

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 有

預售許可證 有

調查報告 有

營業執照 有



附錄二  物業估值報告

II – 14

 

估值證書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

現況下的市值

3.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

新沙南路東、通達

路南、東圩角河路

北及衡山路西，滿

庭芳別墅三期

物業名為「滿庭芳別墅三期」，建

於總佔地面積為約324,172.00平

方米的土地之上。

物業已於二零一一年竣工。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的建築面

積約為15,647.52平方米。

物業位於海門開發區黃浦江路

西、香港路南，地處海門市城

郊。周邊發展項目主要為住宅項

目。據 貴公司告知，物業用作

住宅物業。概無環境問題及訴訟

糾紛。

物業的土地使用權於二零七四年

三月十七日到期，作住宅用途。

於估值日期，物業處

於空置狀態。

人民幣65,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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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國有土地使用證，海門物業已獲授物業之土地使用權，詳情如下：

證書編號 發證日期 用途 土地使用年期到期日

佔地面積

（平方米）

(2005) 420003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住宅 二零七四年三月十七日 324,172.00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國有土地使用證所述佔地面積的一部分。

(2)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編號：320684201010053），總佔地面

積為112,190平方米的土地所涉建設項目符合城市規劃要求並獲批准。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所述佔地面積的一部分。

(3) 根據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物業經許可建築面積為92,584.57平方米的建設工程符合建設工程要求

並獲批准，詳情如下：

許可證編號 項目名稱 發證日期

建築面積

（平方米）

320684201010069 海門証大二期E-1地塊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 92,584.57

合計 92,584.57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所述建築面積的一部分。

(4) 根據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物業總建議建築面積為92,584.57平方米的建設工程符合工程施工要求

並獲批准，詳情如下：

許可證編號 項目名稱 發證日期

建築面積

（平方米）

3206842010110500001A 海門証大二期E-1地塊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 92,584.57

合計 92,584.57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所述建築面積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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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預售許可證（編號：2011006、2011010及2010039），總建築面積為91,980.00平方米的發展項目

二期E-1地塊獲批預售。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預售許可證所述建築面積的一部分。

(6)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物業總建築面積為92,426.03平

方米的建設工程已驗收，且有關驗收已記錄備案。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證書所述建築面積的一部分。

(7)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的營業執照（編號：913206847573095605），海門物業註冊成立，

註冊資本為49,600,000美元，有效經營期自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零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8) 根據法律意見：

(i) 海門物業為物業的合法土地使用人；

(ii) 海門物業有權佔用、使用、發展及抵押物業的土地使用權；及

(iii) 物業已取得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及建設工程竣工

驗收證書，海門物業擁有合法權利申請不動產權證；

(9) 根據 貴公司提供之資料及中國法律意見，業權情況及授出之主要批文及執照如下：

國有土地使用證 有

不動產權證 無

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 有

預售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 有

營業執照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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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證書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

現況下的市值

4.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

大達路北、衡山路

西，清華園一期

物業名為「清華園一期」，建於總

佔地面積為約42,070平方米的土

地之上。

物業已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

一一年竣工。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的建築面

積約為5,782.41平方米。

物業位於海門開發區三沙路東、

沙圩路南、四沙路西及香港路

北，地處海門市城郊。周邊發展

項目主要為住宅項目。據 貴公

司告知，物業用作住宅物業。概

無環境問題及訴訟糾紛。

物業的土地使用權於二零七零年

十二月五日到期，作住宅用途。

於估值日期，物業處

於空置狀態。

人民幣24,3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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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國有土地使用證，海門物業已獲授物業之土地使用權，詳情如下：

證書編號 發證日期 用途 土地使用年期到期日

佔地面積

（平方米）

(2007) 420519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 住宅 二零七零年十二月五日 42,070.00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證書所述佔地面積的一部分。

(2)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七月八日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編號：320684200810049），總佔地面積為

42,070平方米的土地所涉建設項目符合城市規劃要求並獲批准。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所述佔地面積的一部分。

(3) 根據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物業經許可建築面積為65,373.71平方米的建設工程符合建設工程要求

並獲批准，詳情如下：

許可證編號 項目名稱 發證日期

建築面積

（平方米）

320684200910017 海門証大D4(1#-15#)地塊 二零零九年四月三日 65,373.71

合計 65,373.71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所述建築面積的一部分。

(4) 根據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物業總建議建築面積為65,373.71平方米的建設工程符合工程施工要求

並獲批准，詳情如下：

許可證編號 項目名稱 發證日期

建築面積

（平方米）

3206842009070700002A 海門証大D4(1#-15#)地塊 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 65,373.71

合計 65,373.71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所述建築面積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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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預售許可證（編號：2011011、2009036、2011012、2010018及2010047），總建築面積為56,433.28

平方米的發展項目D-4地塊獲批預售。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預售許可證所述建築面積的一部分。

(6) 根據日期分別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兩份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

書，物業總建築面積為64,372.38平方米的建設工程已驗收，且有關驗收已記錄備案。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證書所述建築面積的一部分。

(7)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的營業執照（編號：913206847573095605），海門物業註冊成立，

註冊資本為49,600,000美元，有效經營期自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零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8) 根據法律意見：

(i) 物業的國有土地使用證在二零一一年取得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後註銷；及

(ii) 物業已取得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及建設工程竣工

驗收證書，海門物業擁有合法權利申請不動產權證。

(9) 根據 貴公司提供之資料及中國法律意見，業權情況及授出之主要批文及執照如下：

國有土地使用證 有（註銷）

不動產權證 無

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 有

預售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 有

營業執照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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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證書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

現況下的市值

5.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

新沙南路東，水清

木華二期一區

物業名為「水清木華二期一

區」，建於總佔地面積為約

148,059.00平方米的土地之上。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的建築面

積約為1,938.22平方米。

物業已分別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

一五年竣工。

物業位於海門開發區三沙路東、

沙圩路南、四沙路西及香港路

北，地處海門市城郊。周邊發展

項目主要為住宅項目。據 貴公

司告知，物業用作住宅物業。概

無環境問題及訴訟糾紛。

物業的土地使用權於二零七六年

十二月五日到期，作住宅用途。

於估值日期，物業處

於空置狀態。

人民幣8,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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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國有土地使用證，海門物業已獲授物業水清木華二期一區之土地使用權，詳情如下：

證書編號 發證日期 用途 土地使用年期到期日

佔地面積

（平方米）

(2007) 420518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 住宅 二零七六年十二月五日 148,059.00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證書所述佔地面積的一部分。

(2)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編號：320684201110063），總佔地面積

為148,059平方米的土地所涉建設項目符合城市規劃要求並獲批准。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所述佔地面積的一部分。

(3) 根據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物業經許可建築面積為120,688.83平方米的建設工程符合建設工程要求

並獲批准，詳情如下：

許可證編號 項目名稱 發證日期

建築面積

（平方米）

320684201110080 水清木華二期一區

（D1地塊）

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120,688.83

合計 120,688.83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所述建築面積的一部分。

(4) 根據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物業總建議建築面積為120,271.36平方米的建設工程符合工程施工要求

並獲批准，詳情如下：

許可證編號 項目名稱 發證日期

建築面積

（平方米）

320684200110019 水清木華二期一區

（D1地塊）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120,271.36

合計 120,271.36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所述建築面積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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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預售許可證（編號：2013042及2011042），總建築面積為81,756.87平方米的水清木華二期D-1地

塊獲批預售。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預售許可證所述建築面積的一部分。

(6) 根據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兩份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

書，物業總建築面積為113,780.78平方米的建設工程已驗收，且有關驗收已記錄備案，詳情如下：

發證日期

地上建築面積

（平方米）

地下建築面積

（平方米）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49,104.29 5,579.32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34,179.17 24,918.00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所述建築面積的一部分。

(7)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的營業執照（編號：913206847573095605），海門物業註冊成立，

註冊資本為49,600,000美元，有效經營期自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零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8) 根據法律意見：

(i) 海門物業為物業的合法土地使用人；

(ii) 海門物業有權佔用、使用、發展及抵押物業的土地使用權；

(iii) 物業土地已就人民幣168,000,000元的貸款抵押予上海國際信託有限公司，時間自二零一五年

三月十六日至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日；及

(iv) 物業已取得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及建設工程竣工

驗收證書，海門物業擁有合法權利申請不動產權證；

(9) 根據 貴公司提供之資料及中國法律意見，業權情況及授出之主要批文及執照如下：

國有土地使用證 有

不動產權證 無

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 有

預售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證書 有

營業執照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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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證書

第二類－海門物業於中國持作發展之物業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

現況下的市值

6.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

新沙南路東、通達

路南、東圩角河路

北及衡山路西，東

洲府二期建議發展

項目

物業名為「東洲府二期」，建於總

佔地面積為約186,423.00平方米

的土地之上。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的建議總

建築面積為82,201平方米，作住

宅用途。

物業位於海門開發區嫩江路東、

香港路南，地處海門市城郊。周

邊發展項目主要為住宅項目。

據 貴公司告知，物業用作住宅

物業。概無環境問題及訴訟糾

紛。

物業的土地使用權於二零七四年

三月十七日到期，作住宅用途。

於估值日期，物業建

設暫時中止。

人民幣186,000,000元

（請參閱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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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國有土地使用證，海門物業已獲授物業東洲府二期之土地使用權，詳情如下：

證書編號 發證日期 用途 土地使用年期到期日

佔地面積

（平方米）

(2006) 420037 二零零六年八月三日 住宅 二零七四年三月十七日 199,651.00

經 貴公司告知，總面積為186,423平方米、作住宅用途並將於二零七四年三月十七日到期的部分土

地已獲納入上述證書。

(2)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編號：HTGC(2006)115）及日期為二

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土地使用權修改出讓合同（編號：HTGCG(2011)053），項目土地使用權的

出讓詳情如下：

(i) 出讓人 ： 海門市國土資源局

(ii) 受讓人 ： 海門物業

(iii) 地點 ： 衡山路西、東圩角河路北

(iv) 佔地面積 ： 792,698平方米

(v) 用途 ： 商業、住宅及其他用途

(vi) 地價 ： 人民幣203,695,536元

(vii) 建築規約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前開工，並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竣工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的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編號：HTC(2004)022）及日期為二零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土地使用權修改出讓合同（編號：HTGCG (2012) 041），項目土地使用權

的出讓詳情如下：

(viii) 出讓人 ： 海門市國土資源局

(ix) 受讓人 ： 海門物業

(x) 地點 ： 通達路南、圩角河北、新沙南路東、衡山路西

(xi) 佔地面積 ： 577,485平方米

(xii) 用途 ： 住宅

(xiii) 地價 ： 人民幣121,271,850元

(xiv) 建築規約 ：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前開工，並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前竣工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所述佔地面積的一部分。

(3)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編號：320684201410054），總佔地面

積為186,423.00平方米的土地所涉建設項目符合城市規劃要求並獲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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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建設工程因尚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及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而暫時中

止。吾等於估值過程中，並未計及物業建設工程。

(5)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的營業執照（編號：913206847573095605），海門物業註冊成立，

註冊資本為49,600,000美元，有效經營期自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零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6) 根據法律意見：

(i) 海門物業為物業的合法土地使用人；

(ii) 海門物業有權佔用、使用、發展及抵押物業的土地使用權；及

(iii) 尚未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及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海門物業將於取得上述業權文件且竣

工後擁有合法權利申請不動產權證；

(7) 根據 貴公司提供之資料及中國法律意見，業權情況及授出之主要批文及執照如下：

國有土地使用證 有

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有

土地使用權修改出讓合同 有

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 有

營業執照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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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證書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

現況下的市值

7.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

新沙南路東，水清

木華二期二區建議

發展項目

物業名為「水清木華二期二

區」，建於總佔地面積為約

82,307.00平方米的土地之上。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的建議建

築面積約為146,708.61平方米，

列示如下：

部分 建議

建築面積

（平方米）

住宅公寓 109,233.47

配套設施 464.61

地下停車場 37,010.53

合計： 146,708.61

物業位於海門開發區東江路東、

沙圩路北，地處海門市城郊。周

邊發展項目主要為住宅項目。

據 貴公司告知，物業用作住宅

物業。概無環境問題及訴訟糾

紛。

物業的土地使用權於二零七六年

十二月五日到期，作住宅用途。

於估值日期，物業建

設暫時中止。

人民幣286,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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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國有土地使用證，海門物業已獲授物業水清木華二期二區之土地使用權，詳情如下：

證書編號 發證日期 用途 土地使用年期到期日

佔地面積

（平方米）

(2007) 420518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 住宅 二零七六年十二月五日 148,059.00

經 貴公司告知，作住宅用途並將於二零七六年十二月五日到期的部分土地已獲納入上述證書。

(2)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編號：HTGC(2006)115）及日期為二

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土地使用權修改出讓合同（編號：HTGCG (2011) 053），項目土地使用權

的出讓詳情如下：

(i) 出讓人 ： 海門市國土資源局

(ii) 受讓人 ： 海門物業

(iii) 地點 ： 衡山路西、東圩角河路北

(iv) 佔地面積 ： 792,698平方米

(v) 用途 ： 商業、住宅及其他用途

(vi) 地價 ： 人民幣203,695,536元

(vii) 建築規約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前開工，並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竣工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的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編號：HTC(2004)022）及日期為二零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土地使用權修改出讓合同（編號：HTGCG (2012) 041），項目土地使用權

的出讓詳情如下：

(viii) 出讓人 海門市國土資源局

(ix) 受讓人 海門物業

(x) 地點 ： 通達路南、圩角河北、新沙南路東、衡山路西

(xi) 佔地面積 ： 577,485平方米

(xii) 用途 ： 住宅

(xiii) 地價 ： 人民幣121,271,850元

(xiv) 建築規約 ：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前開工，並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前竣工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所述佔地面積的一部分。



附錄二  物業估值報告

II – 28

 

(3)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八日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編號：320684201110063），總佔地面積

為148,059.00平方米的土地所涉建設項目符合城市規劃要求並獲批准。

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所述佔地面積的一部分。

(4)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一月七日的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編號：320684201510002），物業總建議建

築面積為146,708.61平方米的建設工程符合城市規劃要求並獲批准。

(5)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二月五日的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編號：320684020150006），物業總建議建

築面積為146,244.00平方米的建設工程符合工程施工要求並獲許可。

(6) 根據 貴公司提供的資料及吾等實地視察，物業竣工所需建設成本總額估計為人民幣366,700,000

元，截至估值日期已支出的建設成本為人民幣165,000,000元。吾等於估值時已考慮所述金額。

(7)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的營業執照（編號：913206847573095605），海門物業註冊成立，

註冊資本為49,600,000美元，有效經營期自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零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8) 根據中國法律意見：

(i) 海門物業為物業的合法土地使用人；

(ii) 海門物業有權佔用、使用、發展及抵押物業的土地使用權；

(iii) 物業土地已就人民幣168,000,000元的貸款抵押予上海國際信託有限公司，時間自二零一五年

三月十六日至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日；及

(iv) 海門物業已取得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及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海門物業

於竣工後將擁有合法權利申請不動產權證；

(9) 根據 貴公司提供之資料及中國法律意見，業權情況及授出之主要批文及執照如下：

國有土地使用證 有

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有

土地使用權修改出讓合同 有

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有

建設工程施工許可證 有

營業執照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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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證書

物業 概況及年期 佔用詳情

於二零一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

現況下的市值

8. 中國江蘇省海門市

11幅項目土地

物業包括11幅總佔地面積約

449,799.00平方米的土地。

物業位於海門開發區，地處海門

市城郊。周邊發展項目主要為住

宅項目。概無環境問題及訴訟糾

紛。

物業持作住宅、商業、教育及醫

療用途，土地使用權分別於二零

七六年十二月五日、二零四六年

十二月五日及二零五六年十二月

五日到期。

於估值日期，物業為

空置土地，有待開

發。

人民幣

476,3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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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根據國有土地使用證，海門物業已獲授物業之土地使用權，詳情如下：

證書編號 發證日期 用途 土地使用年期到期日

佔地面積

（平方米）

(2007) 420524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五日 住宅 二零七六年十二月五日 161,322.00

(2007) 420534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 住宅 二零七六年十二月五日 47,511.00

(2007) 420525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五日 教育 二零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4,962.00

(2007) 420529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 商業 二零四六年十二月五日 6,890.00

(2007) 420528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 商業 二零四六年十二月五日 2,085.00

(2007) 420527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 商業 二零四六年十二月五日 2,354.00

(2007) 420517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 商業 二零四六年十二月五日 9,658.00

(2007) 420520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 商業 二零四六年十二月五日 8,895.00

(2007) 420537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六日 醫療 二零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44,657.00

(2011) 420123 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住宅 二零七六年十二月五日 117,868.00

(2007) 420516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五日 住宅 二零七六年十二月五日 43,597.00

合計 449,799.00

(2)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編號：HTGC(2006)115）及日期為二

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土地使用權修改出讓合同（編號：HTGCG(2011)053），項目土地使用權的

出讓詳情如下：

(i) 出讓人 海門市國土資源局

(ii) 受讓人 海門物業

(iii) 地點 ： 衡山路西、東圩角河路北

(iv) 佔地面積 ： 792,698平方米

(v) 用途 ： 商業、住宅及其他用途

(vi) 地價 ： 人民幣203,695,536元

(vii) 建築規約 ：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前開工，並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竣工

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六月十八日的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編號：HTC(2004)022）及日期為二零

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土地使用權修改出讓合同（編號：HTGCG (2012) 041），項目土地使用權

的出讓詳情如下：

(viii) 出讓人 ： 海門市國土資源局

(ix) 受讓人 ： 海門物業

(x) 地點 ： 通達路南、圩角河北、新沙南路東、衡山路西

(xi) 佔地面積 ： 577,485平方米

(xii) 用途 ： 住宅

(xiii) 地價 ： 人民幣121,271,850元

(xiv) 建築規約 ：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前開工，並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前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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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貴公司告知，物業包括上述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所述佔地面積的一部分。

(3) 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的營業執照（編號：913206847573095605），海門物業註冊成立，

註冊資本為49,600,000美元，有效經營期自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零五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4) 根據中國法律意見：

(i) 海門物業為物業的合法擁有人；

(ii) 物業的國有土地使用證（編號：(2007) 420534）已就人民幣168,000,000元的貸款抵押予上海國

際信託有限公司，時間自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六日至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日；及

(iii) 海門物業有權佔用、使用、發展及抵押物業；

(5) 根據 貴公司提供之資料及中國法律意見，業權情況及授出之主要批文及執照如下：

國有土地使用證 有

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有

土地使用權修改出讓合同 有

營業執照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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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責任聲明

本通函乃遵照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集團之資料，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

對本通函負全部責任。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董事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通

函所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或欺詐，亦並無遺漏任何其

他事宜致使本通函所載任何內容或本通函產生誤導。

2. 權益披露

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包括彼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被視為或視作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規定須載入該條例所述的登記冊中的權益及淡倉；或本公司所採

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董事╱主要行政人員

姓名 身份及權益性質

股份╱相關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湯健先生 實益擁有人 10,000,000 (L) 0.07%

湯健先生（附註） 實益擁有人 124,000,000 (L) 0.83%

(L) 代表好倉

附註：

該等股份指當授出的購股權獲行使時將予配發及發行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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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外，於最後可行日期，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

（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該等條文被視為或視作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載入該條例所述的登記冊中的權益及淡倉；或標準守則

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及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最後可行日期，概無任何董事為一家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

股份中擁有須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須予披露的權益或淡倉的公司

的董事或僱員。

3. 競爭業務

於最後可行日期，就董事所知，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概無擁有與本集團業

務直接或間接或可能競爭之任何業務。

4. 董事於資產之權益

於最後可行日期，據董事所知，概無任何董事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自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本集團最近期刊發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之結算日）起直至最

後可行日期止所收購或出售或租賃或擬收購或出售或租賃之任何資產中直接或間接

擁有任何權益。

5. 服務合約

於最後可行日期，概無董事與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訂立任何現有或建議訂立將

不會於一年內到期或本集團成員公司不可於一年內終止而不付賠償（法定賠償除外）

之服務合約。

6. 董事於重大合約或安排之權益

於最後可行日期，概無董事於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其同系附屬公司或其控股公

司訂立而對本集團業務有重大影響之任何存續合約或安排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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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訴訟

於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之成員公司概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或仲裁，以及就董

事所知，本集團之任何成員公司亦無待決或面臨任何重大訴訟或申索。

8. 重大合約

以下合約（並非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之合約）乃本集團成員公司於緊接最後可

行日期前兩年內訂立而屬於重大或可能屬於重大之合約：

(i)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之公佈所披露，海門証大濱江置

業有限公司（「海門証大」，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蕪湖歌斐証瑞投資

中心（有限合夥）與北京永利時代投資控股有限責任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七

月十六日訂立之買賣協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海門証大以代價人民幣

127,000,000元出售廊坊市証合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之73%已發行股本；

(ii)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之通函所披露，南京立方置業有限公司（作為買方，

為本公司間接擁有80%權益之公司）與南京臨江老城改造建設投資有限公

司（作為賣方）於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二日訂立之各項產權交易合同（經補

充），內容有關收購目標公司（即南京喜瑪拉雅置業有限公司、南京証大寬

域置業有限公司、南京大拇指商業發展有限公司、南京水清木華置業有限

公司、南京麗笙置業有限公司及南京証大三角洲置業有限公司）之全部註

冊資本，以及上述目標公司各自結欠賣方之待售貸款，總代價約為人民幣

4,513,6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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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之公佈所披露，江蘇証大商業
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因參與司法拍賣並競投成功而訂立之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內容有關收
購位於中國江蘇省南京市玄武區龍蟠中路153號1幢之375個住宅單位（總
樓面面積約為20,591.91平方米）及位於中國江蘇省南京市玄武區龍蟠中路
153號2幢之90個住宅單位（總樓面面積約為5,714.49平方米），總代價為人
民幣343,580,000元；

(iv)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八日之公佈所披露，上海証大置業有
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八日因於公開拍賣
競投成功而訂立之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內容有關收購文廣証大南通文化
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之合營公司）之50%股權及待售貸款，總代
價為人民幣177,600,000元；

(v)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日之公佈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
年一月十九日之通函所披露，JR 209 Investments Proprietary Limited（作為
買方）與Zendai (South Africa) Proprietary Limited（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作為賣方）就出售Zendai Capital Proprietary Limited、証大發展（南
非）有限公司及証大投資管理（南非）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以及本公
司墊支予証大發展（南非）有限公司及証大投資管理（南非）有限公司之待
售貸款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日訂立之買賣協議，最高代價為1,810,000,000

蘭特；及

(vi) 買賣協議。

9. 專家及同意書

以下為名列本通函或提供本通函所載意見或建議的專家資格：

名稱 資格

戴德梁行有限公司 獨立估值師

北京大成（上海）律師事務所 中國法律顧問

上述專家已發出彼等各自之同意書，同意以本通函的形式及涵義收錄其函件及╱ 

或引述彼等之名稱，且未有撤回彼等各自之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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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最後可行日期，上述專家概無擁有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股權，亦無認
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證券的權利（不論是否可依法強制執行），
且概無於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自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本集團最近期刊發
的經審核財務報表的編製日期）起收購、出售或租賃或擬收購、出售或租賃的任何資
產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10. 其他資料

(a) 本公司之秘書及合資格會計師為黃雁雄先生，彼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成員。

(b) 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位於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而本公司的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則位於香港花園道1號中銀大廈59

樓。

(c)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為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
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d) 本通函及隨附之代表委任表格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
準。

11. 備查文件

下列文件之副本可於本通函日期起截至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包括該日）止（星期
六及公眾假期除外）之正常營業時間內於本公司之香港主要營業地點香港花園道1號
中銀大廈59樓可供查閱：

(a)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

(b)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各年之年報及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報告；

(c) 戴德梁行有限公司就物業編製之函件及估值證書，全文載於本通函附錄
二；

(d) 本附錄「8.重大合約」一段所述之重大合約；

(e) 本附錄「9.專家及同意書」一段所述之同意書；及

(f)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九日之通函及本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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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ZENDAI PROPERTY LIMITED
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5）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茲通告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四日（星
期二）上午十一時正假座香港金鐘道95號統一中心十樓舉行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
別大會」），以考慮及酌情通過（不論有否修訂）下列決議案為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動議：

(a) 謹此批准、追認及確認本公司及上海証大置業有限公司（「証大置業」）（作
為賣方（「賣方」））與欣樂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作為買方）訂立日期為二
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有關出售(i) Myway Developments Limited（「Myway 

Developments」）全部股權及海門証大濱江置業有限公司（「海門物業」）約
9.09%股權；及(ii) Myway Developments結欠本公司之待售貸款及海門物業
結欠証大置業及其聯屬公司之待售貸款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註有
「A」字樣之買賣協議副本已提呈股東特別大會並經股東特別大會主席簽
署，以資識別）以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及

(b) 謹此授權本公司任何董事作出就進行根據買賣協議擬進行之任何或一切
交易或令其生效而言屬必要、適宜或權宜之一切買賣行為及事情及簽立及
交付一切文件（不論是否加蓋本公司印鑑或以其他方式）。」

承董事會命
上海証大房地產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黎利華

香港，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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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辦事處：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HM12

Bermuda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花園道1號

中銀大廈59樓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本公司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均可委任他人代其出席及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

公司股東。

2.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任何經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或經簽署證明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副本，

最遲須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視乎情況而定）指定舉行時間四十八小時前送交本公司的香港過戶

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方為有效。

3. 倘屬聯名持有人，本公司將接納排名首位之聯名持有人之投票（不論親身或委任代表），而其他

聯名持有人再無投票權。排名先後乃根據股東名冊內之聯名持有股份之排名次序而定。

於本通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晨光先生、鍾國興先生、王浩博士及黎利華女士。
非執行董事為龔平先生及潘文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賴焯藩先生、李文偉先生、周
裕農先生及徐長生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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