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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有關於古雷化工園區興建新工廠
之建造及設備採購協議

中怡化工已與三名獨立第三方就該項目訂立為期自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日起至二零一
八年八月三日止的該等協議。董事注意到，各協議按獨立基準及╱或合併基準將根據
上市規則第14章構成須予披露交易。

由於適用的百分比超過5%但少於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設備採購協議(1)、建
造協議(1)、建造協議(2)及建造協議(4)各自按獨立基準構成須予披露交易。此外，由
於適用的百分比超過5%但少於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承建商（B）協議及承建商
（C）協議各自按合併基準構成須予披露交易。

董事會已採取若干補救行動及程序，以避免日後發生不遵守上市規則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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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協議

1. 與承建商(A)的設備採購協議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日，中怡化工已與承建商(A)訂立設備採購協議(1)，據此，
承建商(A)（作為賣方）同意供應，及中怡化工（作為買方）同意就該項目採購若干安
裝材料和建築設備。設備採購協議(1)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訂約方： 買方：中怡化工
賣方：承建商(A)

標的事項： 承建商(A)（作為賣方）同意供應，及中怡化工（作為
買方）同意就該項目採購若干安裝材料和建築設備。

代價及支付條款： 設 備 採 購 協 議 ( 1 ) 項 下 的 總 代 價 為 人 民 幣
70,000,000.00元（相當於約78,944,000港元）且代價
須按以下方式支付：

(i) 代價之50%須於設備採購協議(1)的生效日期後
七個營業日內支付；

(ii) 代價之30%須於根據設備採購協議(1)交付設備
前支付；

(iii) 代價之15%須於根據設備採購協議(1)驗收設備
及接獲承建商(A)的發票後15個營業日內支付；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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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代價之5%須於根據設備採購協議(1)保修期屆
滿後15個營業日內支付。

設備採購協議(1)項下的代價乃由訂約方基於公平合
理原則基礎之上磋商釐定。

2. 與承建商(B)的建造協議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日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日，中怡
化工已與承建商(B)分別訂立建造協議(1)、建造協議(2)及建造協議(3)。根據承建商
(B)協議，中怡化工（作為委託人）同意委聘承建商(B)（作為承建商）提供該項目的建
造服務。承建商(B)協議各自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建造協議(1)：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建造協議(2)：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日

建造協議(3)：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日

訂約方： 委托人：中怡化工
承建商：承建商(B)

標的事項： 建造協議(1)：
中怡化工（作為委託人）同意委聘承建商(B)（作為承
建商）提供該項目的建造服務，包括土建及鋼結構工
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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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協議(2)：
中怡化工（作為委託人）同意委聘承建商(B)（作為承
建商）提供該項目的建造服務，包括鋼結構及安裝工
程等。

建造協議(3)：
中怡化工（作為委託人）同意委聘承建商(B)（作為承
建商）提供該項目的建造服務，包括土建及鋼結構工
程等。

建造期限: 建造協議(1)：
建造協議（1）項下的工程須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動工，並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五日竣工。

建造協議(2)：
建造協議（2）項下的工程須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動工，並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五日竣工。

建造協議(3)：
建造協議（3）項下的工程須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動
工，並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日竣工。

代價及支付條款： 建造協議(1)：
估計建造協議（1）的總代價為人民幣51,542,600.00元
（相當於約60,649,000港元）且須按以下方式支付：

（i） 代價之25%須根據建造協議（1）於工程動工後
15個營業日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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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代價之50%須根據建造協議（1）於工程動工後
15個營業日內支付；

(iii) 代價之20%須根據建造協議（1）於工程驗收及
接獲承建商（B）的發票後20個營業日內支付；
及

（iv）代價之餘下5%須根據建造協議（1）自工程驗收
之日起計一年後10個營業日內支付。

建造協議(2)：
估計建造協議(2)的總代價為人民幣72,870,000.00元
（相當於約86,147,000港元）且須按以下方式支付：

（i） 代價之25%須於建造協議（2）生效之日後15個
營業日內支付；

（ii）代價之50%須根據建造協議（2）於工程竣工後
15個營業日內支付；

（iii）代價之20%須根據建造協議（2）於工程驗收及
接獲承建商（B）的發票後20個營業日內支付；
及

（iv）代價之5%須根據建造協議（2）自工程驗收之日
起計一年後10個營業日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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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協議(3)：
估計建造協議（3）的總代價為人民幣35,000,000.00元
（相當於約42,854,000港元）且須按以下方式支付：

（i） 代價之20%須根據建造協議（3）於工程動工後
15個營業日內支付；

（ii）代價之最多80%須根據建造協議（3）於接獲承
建商（B）的發票後20個營業日內支付；

（iii）代價之最多95%須根據建造協議（3）於工程驗
收及接獲承建商（B）的發票後20個營業日內支
付；及

（iv）代價之餘下5%須根據建造協議（3）自工程驗收
之日起計一年後10個營業日內支付。

各項承建商（B）協議之有關代價乃由訂約方根據建
築設計及工程之標準框架公平磋商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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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承建商（C）的設備採購及建造協議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日，中怡化工與承建商（C）訂立設備採購協議（2），據此，承
建商（C）（作為賣方）同意供應，及中怡化工（作為買方）同意採購該項目的若干建造
設備。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日，中怡化工與承建商（C）訂立建造協議（4），據此，
中怡化工（作為委託人）同意委聘承建商（C）（作為承建商）提供該項目的建造服務。
承建商（C）協議各自之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設備採購協議(2)：
二零一八年八月三日

建造協議(4)：
二零一八年八月三日

訂約方: 設備採購協議(2)：
買方：中怡化工
賣方：承建商（C）

建造協議(4)：
委託人：中怡化工
承建商：承建商（C）

標的事項: 設備採購協議(2)：
承建商（C）（作為賣方）同意供應，及中怡化工（作為
買方）同意於該項目的建造及安裝工程中採購若干工
程材料及設備。

建造協議（4）：
中怡化工（作為委託人）同意委聘承建商（C）（作為承
建商）提供該項目的建造服務，包括土建及鋼結構工
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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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期限： 建造協議(4)：
建造協議(4)項下的工程須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日動
工，並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竣工。

代價及支付條款： 設備採購協議(2):

設備採購協議(2)的總代價為人民幣36,294,457.50元
（相當於約41,713,000港元）且須按以下方式支付：

(i) 代價之15%須於簽署設備採購協議(2)後15個營
業日內支付；

(ii) 代價之最多95%須於根據設備採購協議(2)驗收
設備及接獲承建商(C)的發票後十個營業日內支
付；及

(iii) 代價之餘下5%須於驗收後12個月內或設備交付
後18個月內（以較早發生者為準）支付。

設備採購協議(2)項下的代價乃由訂約方基於公平合
理原則基礎之上磋商釐定。

建造協議(4)：
建造協議(4)的總代價估計為人民幣98,459,749.50元
（相當於約113,160,000港元）且須按以下方式支付：

(i) 代價之15%須於簽署建造協議(4)後15個營業日
內支付；

– 8 –



(ii) 代價之最多70%須於根據建造協議(4)接獲承建
商(C)的發票後20個營業日內支付；

(iii) 代價之最多85%須於根據建造協議(4)完成建造
後15個營業日內支付；

(iv) 代價之最多97%須於根據建造協議(4)驗收工程
及接獲承建商(C)的發票後15個營業日內支付；
及

(v) 代價之餘下3%須於根據建造協議(4)自工程驗
收之日起計一年後支付。

建造協議(4)的代價乃由訂約方根據建築設計及工程
之標準框架公平磋商釐定。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買賣精細化學品，以用於芳香化學品、
特殊化學品及醫藥產品。

承建商(A)乃於中國主要從事銷售及製造機器及設備之有限公司。承建商(B)乃於中國主
要從事房屋興建業務之有限公司。承建商(C)乃於中國主要從事銷售及製造機器及設備之
有限公司。

董事確認，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承建商(A)、承建商(B)及承建
商(C)以及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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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該等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董事認為，該項目及訂立該等協議對本集團有利。本集團在古雷化工園區的佈局，因應
了全球未來經濟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國大陸環保新政的要求，充分利用了大型石化園區
煉化一體化的供應鏈優勢，結合技術的進步和行業需求的變化，優化國際與內銷市場產
品結構組合，突出了集團在天然基資源與石油基資源供應鏈協同下的「香原料產業與功能
材料產業的發展戰略」。古雷化工園區一期，重點是增加了新的「功能材料」，多功能車
間的建造則包括了以「香原料」為主的功能化學品的產品組合。由於資源協同的多產業整
合發展計劃終於在古雷逐步實現，古雷廠區將建造成為集團未來業務倍增的核心產業基
地。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各項協議的相關條款屬公平合理，符合本集團及股東
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適用的百分比超過5%但少於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設備採購協議(1)、建造協
議(1)、建造協議(2)及建造協議(4)各自按獨立基準構成須予披露交易。此外，由於適用的
百分比超過5%但少於25%，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承建商（B）協議及承建商（C）協議各
自按合併基準構成須予披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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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救行動

為確保本集團將繼續嚴格及全面遵守上市規則（包括（其中包括）有關須予公佈交易的規
定）經營，本公司已採取以下措施以防止再次發生違規事件：

(i) 提醒管理層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的有關規定；

(ii) 財務部門應監督本公司的所有合約。倘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有任何屬非收入性
質的合約，財務部門將計算規模測試，以確定該合約是否構成本公司之須予公佈交
易。財務部門亦將維護一個載有本集團所訂立合約詳情的數據庫。財務部門將對照
數據庫進行檢查，以查看於計算規模測試時是否需要任何彙集；

(iii) 當任何交易被釐定為可能須予公佈交易時，財務部門須立即將其調查結果報告予公
司秘書部，屆時公司秘書部應立即對有關交易及其上市規則之涵義進行全面評估。
如有疑問，公司秘書部應諮詢本公司的專業顧問；及

(iv) 評估結果應報告董事會以供審議並尋求進一步指示。倘本集團的任何交易須遵守上
市規則第14章的規定，本公司將相應地妥為遵守有關規定。

董事認為，上述措施能有效防止日後發生類似違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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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該等協議」 指 設備採購協議（1）、設備採購協議（2）、建造協議
（1）、建造協議（2）、建造協議（3）及建造協議（4）之
統稱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
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及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承建商（A）」 指 廣州博林機械製造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

「承建商（B）」 指 中國化學工程第四建設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

「承建商（B）協議」 指 建造協議（1）、建造協議（2）及建造協議（3）之統稱

「承建商（C）」 指 中建三局第三建設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中國
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承建商（C）協議」 指 設備採購協議（2）及建造協議（4）之統稱

「建造協議(1)」 指 中怡化工（作為委託人）與承建商（B）（作為承建商）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就該項目訂立的建造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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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協議(2)」 指 中怡化工（作為委託人）與承建商（B）（作為承建商）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日就該項目訂立的建造協議

「建造協議(3)」 指 中怡化工（作為委託人）與承建商（B）（作為承建商）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日就該項目訂立的建造協議

「建造協議(4)」 指 中怡化工（作為委託人）與承建商（C）（作為承建商）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三日就該項目訂立的建造協議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中怡化工」 指 中怡化工(漳州)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中國成立之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

「設備採購協議(1)」 指 中怡化工（作為買方）與承建商（A）（作為賣方）於二
零一七年三月二十日就買賣該項目的設備訂立的設
備採購協議

「設備採購協議(2)」 指 中怡化工（作為買方）與承建商（C）（作為賣方）於二
零一八年八月三日就買賣該項目的設備訂立的設備
採購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之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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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目」 指 於古雷化工園區建造本集團用於生產香原料產品及
功能材料的新廠房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之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林國健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包括六位執行董事，分別為楊毅融先生（主席）、龔雄輝
先生、盧家華女士、林英宗博士、韓歡光先生及林志剛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名字為丘褔全先生、向明先生及黃翼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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