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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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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ARTE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榮盛科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66）

配售現有股份及
根據一般授權認購新股份

配售代理

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七日，賣方分別與配售代理及本公司訂立配售協議及認購協議。根據配售協議，賣方
已同意透過配售代理，按悉數包銷基準，向不少於六名屬於機構或公司或個人之獨立投資者配售 54,000,000
股配售股份，每股作價 0.27港元。根據認購協議，賣方有條件同意認購 54,000,000股認購股份，每股作價 0.27港
元。

配售股份及認購股份 (i)佔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 272,974,362股股份約 19.78%；及 (ii)佔經認購擴大
之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326,974,362股股份約 16.52%。

配售價及認購價為 0.27港元，較股份指標價折讓 12.34%，指標價乃 i)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七日（訂立配售協議及
認購協議日期）收市價 0.27港元；及 ii)訂立配售協議日期前最後 5個交易日平均收市價 0.308港元兩者中之較
高者。

認購須待聯交所批准認購股份上市及買賣，方可作實。

認購所得款項總額將為 14,580,000港元。認購所得款項淨額約 14,200,000港元，將會用於購買生產電纜及電線
所用之原材料（包括電解銅及 PVC粉）。於配售及認購完成後每股籌措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 0.263港元。

配售協議

日期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七日

訂約方

配售代理及賣方

配售代理

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為配售代理，將收取配售所得款項總額之 1.5%作為配售佣金，配售佣金由本公司支付，乃
經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公平磋商後達成。配售代理並非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其乃獨立人士，與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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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配人

配售股份將會配售予不少於六名屬於機構或公司或個人投資者之承配人。所有承配人及彼等各自之最終實益
擁有人將為獨立人士，與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
見上市規則）概無關連。

配售價

配售價為 0.27港元，較股份指標價折讓 12.34%，指標價乃 (i)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七日（訂立配售協議日期）收市價
0.27港元；及 (ii)訂立配售協議日期前最後 5個交易日平均收市價 0.308港元兩者中之較高者。

配售價乃由本公司與配售代理公平磋商後釐定。董事認為根據目前市況而論，配售條款乃公平合理，並符合本
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配售股份

配售股份 (i)佔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 272,974,362股股份約 19.78%；及 (ii)佔經認購擴大之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 326,974,362股股份約 16.52%。

配售股份權利

配售股份經發行後，將於各方面與配發及發行配售股份當日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利。

配售條件

配售乃無條件。

認購協議

日期

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七日

訂約方

本公司及賣方

認購人

於本公佈日期，賣方持有 55,752,000股本公司股份，佔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 272,974,362股股份約 20.42%。於完成
配售及認購後，賣方將會持有本公司當時之已發行股本 326,974,362股股份約 17.05%。

認購價

認購價為每股股份 0.27港元。認購價相當於配售價，並經本公司與賣方在參考（其中包括）配售股份之配售價，
在公平磋商後達成。

認購股份數目

認購股份 (i)佔本公佈日期本公司現有已發行股本 272,974,362股股份約 19.78%；及 (ii)佔經認購擴大之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 326,974,362股股份約 16.52%。

認購股份權利

認購股份經發行及繳足後，本身之間及與發行及配發認購股份當時已發行股份相比，將會享有同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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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認購須待下列條件達成，方可作實：

(a)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認購股份上市及買賣；

(b) 配售完成；及

(c) 本公司就認購股份之配發、發行及其後之轉讓，取得有關當局發出所有同意及批准（如適用）。

認購協議並不賦予任何一方豁免上述條件之權利。

完成

根據上市規則，認購須於訂立認購協議日期起計 14日內（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完成。

倘若到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認購協議之條件尚未達成，本公司及賣方在遵守上市規則有關關連交易之所有
規定之前提下，可能選擇將認購之完成延至本公司與賣方協定之較後日期。

申請上市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認購股份上市及買賣。

一般授權

認購股份將根據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決議案授予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
最多 54,594,872股股份之一般授權予以配發及發行。於本公佈日期，現有之一般授權尚未動用。

對股權結構之影響

進行配售後
進行配售及 但於進行 進行配售及

認購前 認購前 認購後
（概約） （概約） （概約）

賣方 20.42% 0.64% 17.05%
公眾人士
－現有 79.58% 79.58% 66.43%
－承配人 － 19.78% 16.52%

100% 100% 100%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現有法定股本包括 30,000,000,000股股份，其中 272,974,362股股份已發行及繳足。

所得款項用途

配售所得款項總額將為 14,580,000港元。有關配售及認購之開支約 380,000港元將由本公司支付。於配售及認購完
成後每股新股份籌措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每股 0.263港元。配售及認購所得款項淨額約 14,200,000港元將會用於
購買生產電纜及電線所用之原材料（包括電解銅及 PVC粉）。

進行配售及認購之理由

董事認為，由於最近股票市場呈現復甦跡象，透過配售及認購籌措資金是適時的做法，而配售將可吸引潛在投
資者。董事認為，儘管配售及認購將導致本公司股東之現有股權遭攤薄，然而配售及認購乃供本公司進一步增
強本集團現有業務之良機，以及同時擴大本公司之股東基礎及資本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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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買賣電纜及電線、銅桿及接插件。根據本公司與聯交所上市公司星采控股有限公司
（「星采控股」）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聯合刊發的公佈，本公司有條件同意收購星采控股 75.5%股權，以及向星
采控股轉讓本集團有關製造及買賣銅桿之全部業務。

董事認為，配售協議及認購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認購股份於發行後將在
各方面與配發及發行認購股份當日之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利。

下表概述本公司緊接本公佈日期前 12個月之籌資活動：

於本公佈日期

較市價 所得款項 所得款項
折讓／ 所得款項 淨額擬定 淨額的實際

公佈日期 事件 承配人 溢價 淨額（概約） 用途（概約） 用途（概約）

二零零三年九月八日 按每股股份 不少於 6名 較二零零三年 18,600,000港元 一般營運資金 18,600,000港元
0.50港元配售 獨立投資者 九月八日 用於購買生產
37,900,000股 在聯交所所報之 電纜及電線所用
現有股份及 收市價每股 之原材料，符合
按每股新股份 股份 0.56港元 擬定用作一般
0.50港元認購 折讓約 10.71% 營運資金之用途
37,900,000股
新股份

二零零三年 按每股股份 不少於 6名 較二零零三年 24,000,000港元 一般營運資金 24,000,000港元
十一月二十日 0.55港元配售 獨立投資者 十一月二十日 用於購買生產

45,490,000股 在聯交所所報之 電纜及電線所用
現有股份以及 收市價每股 之原材料，符合
按每股新股份 股份 0.59港元 擬定用作一般
0.55港元認購 折讓約 6.78% 營運資金之用途
45,490,000股
新股份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有四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執行董事為周禮謙先生、周錦華先生、劉文德
先生及劉錦容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鍾錦光先生、駱國呈先生及羅偉明先生。

辭彙及釋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榮盛科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巿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巿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

「配售」 指 根據配售協議配售合共 54,000,000股由賣方擁有之股份

「配售代理」 指 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可經營第 1、 4、 6及 9類
受規管活動（證券交易、就證券提供意見、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及提供資產管理）之持牌法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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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協議」 指 賣方與配售代理就配售所訂立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七日之無條件配售協議

「配售價」 指 每股 0.27港元

「配售股份」 指 根據配售協議將予配售合共 54,000,000股由賣方實益擁有之股份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購」 指 根據認購協議認購認購股份

「認購協議」 指 本公司與賣方就認購所訂立日期為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七日之有條件認購協議

「認購價」 指 每股 0.27港元

「認購股份」 指 賣方根據認購協議將予認購之新股份合共 54,000,000股

「賣方」 指 Chau's Family 1996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以本公司主席兼董事
總經理周禮謙先生為全權受益人之全權信託－ Chau's Family Trust全資擁有，亦為本公司之
最大股東，於本公佈日期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20.42%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榮盛科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禮謙

香港，二零零四年六月十七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