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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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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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截止

要約人及本公司聯合宣佈，要約已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星期二）截止，且並無

獲修訂或延長。

要約結果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即綜合文件所載接納要約的最後時

間及日期），要約人已根據要約接獲涉及合共 1,588,000股要約股份（佔本聯合公告

日期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的約 0.53%）的有效接納。

股份的公眾持股量

於要約截止時，73,412,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約 24.47%）由公眾

（定義見上市規則）持有。因此，本公司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1)(a)條下所載最

低公眾持股量規定。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即要約終止日期）起至二零一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8.08(1)(a)條的規定。要約人及本公

司將採取適當步驟，以便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恢復規定的最低公眾持股量。

董事辭任

董事會宣佈，李啟鴻博士及陳莞媛女士（亦稱李陳莞媛太太）已辭任執行董事，自

要約截止起生效。

於上述辭任後，李啟鴻博士亦辭任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行政總裁，自要約截止起

生效。

委任董事

董事會欣然宣佈，莊躍凱先生、施震先生、王憲榕女士及趙呈閩女士已獲委任為

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起生效。

自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起，莊躍凱先生亦已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而施震

先生亦已獲委任為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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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茲提述西南環保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與益能國際有限公司（「要約人」）就（其

中包括）要約分別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及二零

一五年一月二十日聯合刊發的公告以及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日聯合刊發的綜合要

約及回應文件（「綜合文件」）。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聯合公告所用詞彙與綜合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要約截止

要約人及本公司聯合宣佈，要約已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星期二）截止，且並無獲

修訂或延長。

要約結果

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即綜合文件所載接納要約的最後時間

及日期），要約人已根據要約接獲涉及合共 1,588,000股要約股份（佔本聯合公告日期

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的約 0.53%）的有效接納。

本公司的股權架構

緊接要約日期（即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日）開始前，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持有、

控制或指示 225,00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 75.0%。

於要約期內，已根據要約接獲涉及合共 1,588,000股要約股份的有效接納，佔本公司

全部已發行股本的約 0.53%。於要約截止後，經計及要約人根據要約有效接納而取

得的 1,588,000股要約股份，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於合共 226,588,000股股份中

擁有權益，佔本聯合公告日期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約 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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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要約人或與其一致行動的任何人士於要約期前概無持有、控制

或指示任何股份及股份權利，亦無於要約期內收購或同意收購任何股份或本公司其

他證券或股份權利。於要約期內，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概無借入或借出任何股

份或本公司相關證券（定義見收購守則規則 22註釋 4）。

下表載列本公司於 (i)緊接要約開始前及 (ii)緊隨要約截止後及於本聯合公告日期的

股權架構。

緊接要約開始前

緊隨要約截止後及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要約人（附註） 225,000,000 75.0% 226,588,000 75.53

公眾股東 75,000,000 25.0% 73,412,000 24.47
    

總計 300,000,000 100.0% 300,000,000 100.0%
    

附註： 要約人為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益鴻國際有

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益鴻國際有限公司為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建

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為廈門建發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廈門建發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家

在上海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600153），並為廈門建發集團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廈門建發

集團有限公司為一家受廈門市政府監管的國有企業集團。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益鴻國際有

限公司、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廈門建發股份有限公司及廈門建發集團有限公司被視為

於要約人所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要約代價的交收

就根據要約所涉及股份應付的現金代價股款（經扣除賣方從價印花稅）將盡快以平郵

寄予接納要約的獨立股東，郵誤風險概由彼等自行承擔，惟於任何情況下，須於過

戶登記處根據收購守則收訖填妥的接納表格日期後七 (7)個營業日內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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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的公眾持股量

於要約截止時，73,412,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的約 24.47%）由公眾

（定義見上市規則）持有。因此，本公司未能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1)(a)條下所載最

低公眾持股量規定。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自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即要約終止日期）起至二零一五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期間（「豁免期間」）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8.08(1)(a)條的規定。要

約人及本公司將採取適當步驟（包括但不限於促使由要約人透過中國國際金融香港

證券有限公司將予安排的私人配售向與本公司或其關連人士並無關連的相關方出售

足夠數量的股份），以便盡快且無論如何於豁免期間結束前恢復規定的最低公眾持

股量。

董事辭任

董事會宣佈，李啟鴻博士（「李博士」）及陳莞媛女士（亦稱李陳莞媛太太（「李太太」））

已辭任執行董事，自要約截止起生效。

於上述辭任後，李博士亦辭任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行政總裁，自要約截止起生效。

李博士及李太太乃因本公司的控制權出現變動而辭任。彼等各自已確認，彼與董事

會概無意見分歧，亦無任何有關彼辭任的事宜須敦請股東注意。

董事會謹此向李博士及李太太於任內為本集團所作寶貴貢獻致以衷心謝意。

李紫清博士將退任董事會副主席，惟仍將擔任執行董事。

此外，如綜合文件所披露，Holger Eick博士（李博士及李太太的女婿及現有執行董

事李紫清博士的配偶）向要約人提供一份承諾函，確認其將就其於董事會的董事職

位與本公司訂立董事服務協議。經過進一步考慮後，要約人及Holger Eick博士已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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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將兩名現有執行董事李紫清博士及鄭鑌先生（連同下文所披露董事會委任的新執

行董事）視為本集團業務管理及收購後過渡的充足持續資源。要約結束後，Holger 

Eick博士因此不再擔任董事會董事職務。

委任董事

董事會欣然宣佈，莊躍凱先生、施震先生、王憲榕女士及趙呈閩女士已獲委任為執

行董事，自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起生效。

自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起，莊躍凱先生亦已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而施震先

生亦已獲委任為行政總裁，自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起生效。

新任董事的簡歷載於下文：

莊躍凱（「莊先生」）

莊先生，49歲，1986年福州大學畢業，工業與民用建築專業，工學學士，高級工程

師，中國註冊企業法律顧問，中國註冊房地產估價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莊先生擁有豐富的房地產開發、投資併購、資本運作、商業運營等方面的經驗。

莊先生已於廈門建發集團有限公司及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工作多年，現任（其

中包括）廈門建發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黨委常委，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董

事長等職。

廈門建發集團有限公司為廈門建發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一家上海上市公司（股

份代號：600153））。廈門建發股份有限公司為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的控股公

司。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為益鴻國際有限公司（莊先生為其董事）的控股公司，

而益鴻國際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益能國際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即要約人）。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莊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或控股股東並無

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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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自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起初步為期三年，除非根

據服務協議予以終止，否則，其服務協議將自委任期限屆滿次日起自動續期一年。

莊先生亦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席退任及重選。

莊先生可獲得每年 1,200,000港元之董事薪酬（該薪酬乃由董事會參考其經驗、知

識、資格、於本集團的職責及責任以及當前市況釐定）及董事會於董事會薪酬委員

會推薦後不時酌情釐定的有關管理層花紅及其他福利。

於本公告日期，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莊先生並無於本集團出任任何其他職務。彼於

過去三年並無出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之董事，及並無直接或間接於本公司股份中擁

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之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就董事所知，概無其他有關委任莊先生之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

第 13.51(2)(h)至 (v)條之規定予以披露，亦無任何有關彼獲委任之事宜須敦請股東

垂注。

施震先生（「施先生」）

施先生，49歲，畢業於福州大學，工學學士，工業與民用建築專業，高級工程師及

中國註冊房地產估價師，擁有（其中包括）房地產開發、投資管理及企業運營管理等

方面的多年經驗。

施先生已於廈門建發集團有限公司及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工作多年，現任廈門

建發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黨委常委，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及總經理等職。

施先生亦為益能國際有限公司及益鴻國際有限公司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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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建發集團有限公司為廈門建發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一家上海上市公司（股

份代號：600153））。廈門建發股份有限公司為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的控股公

司。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為益鴻國際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而益鴻國際有限公

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益能國際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施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或控股股東並無

關連。

除出任執行董事外，施先生亦出任本集團部份附屬公司之董事。

施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自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起初步為期三年，除非根

據服務協議予以終止，否則，其服務協議將自委任期限屆滿次日起自動續期一年。

施先生亦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席退任及重選。

施先生可獲得每年 1,200,000港元之董事薪酬（該薪酬乃由董事會參考其經驗、知

識、資格、於本集團的職責及責任以及當前市況釐定）及董事會於董事會薪酬委員

會推薦後不時酌情釐定的有關管理層花紅及其他福利。

於本公告日期，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施先生並無於本集團出任任何其他職務。彼於

過去三年並無出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之董事，及並無直接或間接於本公司股份中擁

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之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就董事所知，概無其他有關委任施先生之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

第 13.51(2)(h)至 (v)條之規定予以披露，亦無任何有關彼獲委任之事宜須敦請股東

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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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憲榕（「王女士」）

王女士，63歲，於 1974年在廈門大學經濟系畢業，主修財會專業。彼為高級會計

師。

王女士已於廈門建發集團有限公司及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工作多年，現任廈門

建發集團有限公司及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王女士亦於上海上市公司廈門

建發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00153）出任董事。王女士曾任上海上市公司廈門華

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00870）董事及廈門建發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一

職。彼亦曾任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廈門建發集團有限公司為廈門建發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廈門建發股份有限公

司為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為益鴻國際有

限公司的控股公司，而益鴻國際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益能國際有限公司的控

股公司。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王女士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或控股

股東並無關連。

王女士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自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起初步為期三年，除非根

據服務協議予以終止，否則，其服務協議將自委任期限屆滿次日起自動續期一年。

王女士亦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席退任及重選。

王女士可獲得每年 1,200,000港元之董事薪酬（該薪酬乃由董事會參考其經驗、知

識、資格、於本集團的職責及責任以及當前市況釐定）及董事會於董事會薪酬委員

會推薦後不時酌情釐定的有關管理層花紅及其他福利。

於本公告日期，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王女士並無於本集團出任任何其他職務。彼於

過去三年並無出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之董事，及並無直接或間接於本公司股份中擁

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之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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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就董事所知，概無其他有關委任王女士之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

第 13.51(2)(h)至 (v)條之規定予以披露，亦無任何有關彼獲委任之事宜須敦請股東

垂注。

趙呈閩（「趙女士」）

趙女士，45歲，廈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高級會計師。趙女士於財務管理、投資經

營管理工作等方面積逾多年經驗，並擔任中國上市公司高管或中國上市公司重要控

股附屬公司高管多年。

趙女士已於廈門建發集團有限公司及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工作多年，現任（其

中包括）廈門建發集團有限公司監事、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等

職。趙女士曾於上海上市公司廈門華僑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00870）工

作，擔任財務負責人、副總經理職務。廈門建發集團有限公司為廈門建發股份有限

公司的控股公司（一家上海上市公司（股份代號：600153））。廈門建發股份有限公司

為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建發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為益鴻國際有限

公司的控股公司，而益鴻國際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益能國際有限公司（趙女

士為其董事）的控股公司。

除擔任執行董事外，趙女士亦擔任本集團部份附屬公司之董事及本集團部份中國附

屬公司之法人代表。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趙女士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或控股股東並無

關連。

趙女士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協議，自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起初步為期三年，除非根

據服務協議予以終止，否則，其服務協議將自委任期限屆滿次日起自動續期一年。

趙女士亦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輪席退任及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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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女士可獲得每年 1,200,000港元之董事薪酬（該薪酬乃由董事會參考其經驗、知

識、資格、於本集團的職責及責任以及當前市況釐定）及董事會於董事會薪酬委員

會推薦後不時酌情釐定的有關管理層花紅及其他福利。

於本公告日期，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趙女士並無於本集團出任任何其他職務。彼於

過去三年並無出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之董事，及並無直接或間接於本公司股份中擁

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之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及就董事所知，概無其他有關委任趙女士之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

第 13.51(2)(h)至 (v)條之規定予以披露，亦無任何有關彼獲委任之事宜須敦請股東

垂注。

董事會謹此熱烈歡迎莊先生、王女士、趙女士及施先生加入董事會。

 承董事會命 承董事會命

 益能國際有限公司 西南環保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 主席

 施震先生 莊躍凱先生

香港，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要約人的董事施震先生、趙呈閩女士及葉衍榴女士以及廈門建發股份有限公司

的董事張勇峰先生、吳小敏女士、黃文洲先生、王憲榕女士、鄭永達先生、葉志良先生、劉峰先

生、鄭振龍先生及杜興強先生願就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有關本集團及其一致行動人士者除外）的準

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於本聯合公告發表

的意見（本集團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所發表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達致，且本聯合公告並無

遺漏其他事實，足以令致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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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聯合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莊躍凱先生（主席）、施震先生（行政總裁）、王憲榕女士、

趙呈閩女士、李紫清博士及鄭鑌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𦏸維先生、黃達仁先生及陳振宜先生。各

董事願就本聯合公告所載資料（有關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者除外）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

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於本聯合公告發表的意見（要約人及其一致

行動人士所發表者除外）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達致，且本聯合公告並無遺漏其他事實，足以令致

本聯合公告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