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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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股份代號︰606）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訂立 (1) 中糧國際主協議及
(2)有關中糧貿易（廣東）的增資協議

及

關連交易

(3)不競爭契約之建議修訂
及

有關不競爭契約的若干事宜

本公司財務顧問

中糧國際主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2018年8月31日，獨立非執行董事決定行使部分中糧國際選
擇權。根據此決定，作為買方的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中昌盛、中糧油脂第
二公司及中糧油脂與作為賣方的中糧國際全資附屬公司COFCO International 

Singapore、Great Wall Investments、Sino Agri–Trade及香港明發訂立中糧國際主協
議，據此，中昌盛、中糧油脂第二公司及中糧油脂已有條件同意收購各中糧
國際目標公司的全部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1,341百萬元（約196.5百萬美元）
（受限於調整），以美元分兩期現金支付。於中糧國際主協議的交割後，中糧
國際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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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資協議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於2018年8月31日，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中糧（東莞）、
中糧貿易及中糧貿易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中糧貿易（廣東）訂立增資協議，據
此，中糧（東莞）有條件同意向中糧貿易（廣東）出資人民幣620百萬元以認購其
新增註冊資本約人民幣 598百萬元，相當於中糧貿易（廣東）於增資協議的交
割後經擴大註冊資本的75.264%。於增資協議的交割後，中糧貿易（廣東）將成
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涵義

COFCO International Singapore、Great Wall Investments、Sino Agri–Trade、香港明發
及中糧貿易（廣東）為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中糧的聯繫人，因此彼等構成本公
司關連人士，而中糧國際主協議及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則構成本公
司的關連交易。

鑒於賣方、中糧貿易（廣東）與日期為 2017年5月25日的中糧福臨門股權轉讓
協議項下交易的賣方均為中糧的聯繫人，中糧國際主協議、增資協議及中
糧福臨門股權轉讓協議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及14A.81條合併計算。由於根
據上市規則計算有關中糧國際主協議、增資協議及中糧福臨門股權轉讓協
議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所有該等適用百分比率低於25%，
故中糧國際主協議及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及
關連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及14A章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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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競爭契約之建議修訂及有關不競爭契約的若干事宜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2月19日的公告，內容有關中紡選擇權及中糧國
際選擇權。

不行使之最終明確決定

除行使部分中糧國際選擇權的決定外，獨立非執行董事已考慮是否行使中
紡選擇權並已作出最終明確決定：不行使選擇權以收購中紡選擇權下不行
使中紡保留權益之股權，其將按不競爭契約及補充契約的條款處置。由於
不行使有關不行使中紡保留權益的選擇權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少於
5%，不行使有關不行使中紡保留權益的選擇權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
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當中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補充契約

中糧、中糧香港及本公司於2007年2月16日訂立不競爭契約（於2017年10月23

日經修訂），據此，倘獨立非執行董事決定不行使有關任何保留權益的選擇
權，中糧及中糧香港各方已向本公司承諾，於有關決定生效日期後六 (6)個
月內處置保留權益。

不行使中紡保留權益中，除轉讓有關競爭業務外，保留權益可能以清算或類
似方式處置。於2018年8月31日，中糧、中糧香港及本公司訂立補充契約，據
此，釐清不競爭契約中「處置」一詞應詮釋為包括 (a)就適用於清算的任何實
體或其他有關資產而言，就該等資產正式進入清算程序；及 (b)中糧及╱或中
糧香港（視乎情況）不可撤銷的轉讓或放棄相關資產的控制權或所有權的任
何適當的行動或程序，以及基於中糧及中糧香港向本公司作出的承諾而進
一步規定有關建議以清算方式處置之事宜。

由於中糧根據上市規則的定義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而中糧香港為中糧的
全資附屬公司，中糧及中糧香港各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補充契約構成本公
司的關連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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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不行使餘下中紡保留權益及餘下中糧國際保留權益

獨立非執行董事進一步考慮是否就餘下中紡保留權益及餘下中糧國際保留
權益行使中紡選擇權及中糧國際選擇權。董事會宣佈，獨立非執行董事一
致決議，目前作出明確決定就中紡選擇權及中糧國際選擇權是否行使餘下
中紡保留權益及餘下中糧國際保留權益並不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
益。獨立非執行董事將繼續監察及審視餘下選擇權，而本公司將透過公告披
露是否行使該等選擇權的決定以及理由。

一般資料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並酌情批准中糧國際主協
議、增資協議及補充契約。股東特別大會的表決將以投票方式進行。中糧及
其聯繫人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中糧國際主協議、增資協議及補充契約放
棄投票。

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就中糧國際主協議、增資協議及補充契約向獨
立股東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且百德能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該等
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1)中糧國際主協議、增資協議及補充契約的進一步詳
情；(2)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推薦意見；(3)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
獨立股東的意見函；及 (4)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預期將於2018年9月
21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中糧國際主協議、增資協議及補充契約項下交易須待多項條件獲達成及獨

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批准（視情況而定）後方可作實。因此，中糧國際主協

議、增資協議及補充契約項下擬進行交易未必一定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或其他證券時務須謹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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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糧國際主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2018年8月31日，獨立非執行董事決定行使部分中糧國際選
擇權。根據此決定，作為買方的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中昌盛、中糧油脂第
二公司及中糧油脂與作為賣方的中糧國際全資附屬公司COFCO International 

Singapore、Great Wall Investments、Sino Agri–Trade及香港明發訂立中糧國際主
協議，據此，中昌盛、中糧油脂第二公司及中糧油脂有條件同意收購各中
糧國際目標公司的全部股權，總代價為人民幣 1,341百萬元（約 196.5百萬美
元）（受限於調整），以美元分兩期現金支付。中糧國際主協議的主要條款概
述如下：

日期

2018年8月31日

訂約方

(1) 買方；及

(2) 賣方

標的事項

受限於中糧國際主協議項下的先決條件，各賣方同意出售而各買方同意
購買賣方各自於相關中糧國際目標公司的股權：

賣方

中糧國際

目標公司 買方 待售股權

1. COFCO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欽州大洋 中昌盛 100%

2. Great Wall Investments 重慶新涪 中糧油脂第二公司 100%

3. Sino Agri-Trade 龍口新龍 中糧油脂 100%

4. 香港明發 明發國際 中糧油脂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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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買方及賣方各自將訂立中糧國際股權轉讓協議，以根據中糧國際主
協議的條款收購各中糧國際目標公司的股權。於中糧國際主協議的交割
後，各中糧國際目標公司將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以下為中糧國際目標公司緊隨中糧國際主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完成前後
的股權架構：

完成前

欽州大洋(2)

明發國際(2)

龍口新龍(2)

中糧南通

重慶新涪(2)

Sino Agri-Trade(3)

香港明發(3)

100% 100%

100%(1)

100% 100%

100%

100%100%

本公司

中糧香港

100%

Wide Smart 
Holdings Limited

50.99%

100%

6.94%

China Agri-Industries
Limited

中糧油脂(4)

100%

100%

中糧油脂第二公司(4)

100%(1)

100%(1)

100%(1)

中昌盛(4)

中糧國際 (5)

COFCO International
Singapore(3) 

Great Wall
Investments(3)

中糧

(1) 虛線表示間接股權

(2) 中糧國際目標公司

(3) 賣方

(4) 買方

(5) 中糧國際由中糧香港的一間附屬公司控股超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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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

欽州大洋(2)

明發國際(2)

龍口新龍(2)

中糧南通

重慶新涪(2)

Great Wall
Investments(3) Sino Agri-Trade(3)

香港明發(3)

100% 100%

100%(1)

100%
100%

100%

100%

100%

中糧

本公司

中糧香港  

100%

Wide Smart 
Holdings Limited

50.99%

100%

6.94%

China Agri-Industries
Limited

中糧油脂(4)

100%

100%

中糧油脂第二公司(4)

100%(1)

中昌盛(4)

100%(1)

中糧國際(5)

100%(1)

COFCO International
Singapore(3) 

(1) 虛線表示間接股權

(2) 中糧國際目標公司

(3) 賣方

(4) 買方

(5) 中糧國際由中糧香港的一間附屬公司控股超過50%

代價

根據中糧國際主協議，收購中糧國際目標公司股權的總代價為人民幣1,341

百萬元，將按照下文所載付款計劃以美元並以現金（約196.5百萬美元）支
付，匯率按中國人民銀行於中糧國際主協議簽署日期發佈的人民幣兌美
元中間價計算，並受限於下文「付款計劃」一節所載之調整機制的調整，款
項將以本公司自有資金撥付。

收購各相關中糧國際目標公司股權的代價乃參考不競爭契約的各方根據
不競爭契約條款共同委任的獨立估值師以2018年3月31日為基準日期並以
資產基礎法釐定的估值，經中糧國際主協議各方公平磋商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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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計劃

(1) 於下文「先決條件」一段所載中糧國際主協議項下的先決條件達成後
十 (10)個營業日內，各買方應將首次付款，減去根據中糧國際主協議
條款規定的代扣代繳稅款後，以美元分別匯至各相應賣方指定的銀
行帳戶。

(2) 受限於中糧國際主協議項下的所有先決條件獲達成，下段所載之專
項審計報告已出具且中糧國際主協議的交割發生後，於下文「交割後
事宜」一段所載中糧國際主協議項下所有交割後事宜完成後十 (10)個
營業日內，買方應將第二次付款，減去根据中糧國際主協議條款規定
的代扣代繳稅款後，以美元分別匯至各相應賣方指定的銀行帳戶。

中糧國際主協議訂約方須共同委聘合資格審計機構，在中糧國際主協議
簽署日起三十 (30)天內，按照中國會計準則就相關中糧國際目標公司於中
糧國際主協議簽署日期的財務及營運狀況出具專項審計報告。倘中糧國
際目標公司的所有者權益於中糧國際主協議簽署日期的合計經審計值低
於2018年3月31日中糧國際目標公司所有者權益的合計審計值，不足差額
須從中糧國際目標公司股權收購總代價中扣減，且各中糧國際目標公司
之相關股權收購代價將作相應調整。

先決條件

買方根據中糧國際主協議將支付的首次付款須待（其中包括）以下先決條
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

(1) 中糧國際主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已於股東特別大會獲獨立股東
正式批准；

(2) 中糧國際主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已獲中糧國際股東正式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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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糧已正式批准中糧國際主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

(4) 各中糧國際目標公司已從所有主要的第三方（包括但不限於債權人、
供應商、分銷商及客户）取得履行中糧國際主協議所有必要的同意及
通知回執，而賣方已向相關買方提供該等文件的副本；及

(5) 中糧國際主協議項下的所有陳述與保證持續有效，且未出現任何使
其失效或被撤銷的事項。

中糧國際主協議的交割

待先決條件達成後及於首次付款後五 (5)個營業日內，中糧國際主協議訂
約方須就中糧國際主協議項下的股權轉讓進行國有產權登記、商務備案
及工商變更登記。賣方須確保中糧南通於就轉讓任一中糧國際目標公司
股權作出工商變更登記完成前，悉數償還結欠龍口新龍、欽州大洋及重慶
新涪的貸款及其直至還款日之應計利息。

交割後事宜

(1) 於中糧國際主協議交割日後十 (10)個營業日內，各賣方（視情況而定）
須 (i) 協助相關買方取得與國有資產擁有權登記、工商變更登記及商
務備案有關的完整文件； (ii) 協助相關買方更新與相關中糧國際目標
公司的銀行賬戶有關的印章及印鑑，並向買方提供該等已更新印章
及印鑑的清單；及 (iii)協助將相關中糧國際目標公司的支票及電子支
付憑證交予買方；及

(2) 於中糧國際主協議交割日後七 (7)個自然日內，買方須促使相關中糧
國際目標公司償還欠付中糧國際及╱或其附屬公司（包括但不限於來
寶農業貿易（上海）有限公司）任何及所有未付款項，連同截至該還款
日（包括當日）應計之任何未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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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償保證

於中糧國際主協議交割日起計兩 (2)年內，由於或有關（其中包括）在中糧國
際主協議的交割前違反任何法律或合約產生的法律責任或任何未披露事
宜而招致的任何一切損失，賣方須向相關買方或中糧國際目標公司作出
彌償並使彼等免受損害，惟須遵守中糧國際主協議的條款及條件。

生效及終止

(1) 中糧國際主協議於中糧國際主協議 (i)其項下各訂約方的獲授權簽署
人正式簽立；及 (ii)獲中糧正式批准時生效。

(2) 倘嚴重違反根據中糧國際主協議有關賣方的任何陳述與保證或其他
義務，導致協議不能履行或未能達成協議目的，任一買方可終止中糧
國際主協議並由違約方作出賠償。

(3) 倘中糧國際主協議的交割未能在中糧國際主協議簽署日期起計六 (6)

個月內完成，除非中糧國際主協議任何訂約方另行以書面協定日期，
否則任何一訂約方有權終止中糧國際主協議。

(4) 倘獨立股東不批准中糧國際主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中糧國際
主協議將告終止。

(5) 倘任何中糧國際目標公司股權轉讓未能完成，中糧國際主協議將告
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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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糧國際目標公司的資料

中糧國際目標公司為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中糧國際的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旗下擁有四間油籽加工廠，分別位於重慶、山東省龍口、
江蘇省泰興及廣西壯族自治區欽州。中糧國際目標公司主要從事大豆壓
榨以及豆油精煉及貿易的業務，總年產能（假設每年運營300日）如下：

• 壓榨：約270萬噸╱年；及

• 精煉：約83萬噸╱年

於2018年3月31日，中糧國際目標公司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未經
審核合併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1,011百萬元。下文載列中糧國際目標公司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截至2016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未經審
核合併財務資料：

截至12 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7年

（約人民幣百萬元）（約人民幣百萬元）

收入 6,617 7,486

稅前淨（虧損）╱利潤 (128) 449

稅後淨（虧損）╱利潤 (145)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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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增資協議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於2018年 8月31日，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中糧（東
莞）、中糧貿易及中糧貿易（廣東）訂立增資協議，據此，中糧（東莞）有條件
同意向中糧貿易（廣東）出資人民幣620百萬元以認購其新增註冊資本約人
民幣598百萬元，相當於中糧貿易（廣東）於增資協議的交割後經擴大註冊
資本的75.264%。於增資協議的交割後，中糧貿易（廣東）將成為本公司的附
屬公司。增資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18年8月31日

訂約方

(1) 中糧（東莞）；

(2) 中糧貿易；及

(3) 中糧貿易（廣東）

建議增資

根據增資協議，中糧貿易（廣東）之註冊資本將由約人民幣 197百萬元增至
約人民幣 795百萬元，而中糧（東莞）已有條件地同意現金注資人民幣 620百
萬元（將以本公司自有資金支付）以認購中糧貿易（廣東）的新增註冊資本約
人民幣 598百萬元，相當於中糧貿易（廣東）於增資協議的交割後經擴大註
冊資本的75.264%。餘下款項約人民幣22百萬元將入賬列作中糧貿易（廣東）
的資本公積。

向中糧貿易（廣東）作出之建議注資總額乃由增資協議訂約方經公平磋商
後釐定，當中參考增資協議的交割後股權的合適水平、預計建設成本總額
及中糧貿易（廣東）以2018年3月31日為基準日期的估值約人民幣204百萬元
（根據獨立估值師所作評估）。基於該估值及建議注資總額人民幣為620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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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中糧（東莞）將擁有中糧貿易（廣東）75.264%股權。此擁有權百分比乃
按建議注資總額除以建議增資額與上述估值之和計算。

以下為中糧貿易（廣東）緊隨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完成前後的股權架
構：

完成前

中糧貿易（廣東）(2)

中糧

本公司

中糧香港

100%

Wide Smart 
Holdings Limited

50.99%

100%

6.94%

China Agri-Industries
Limited

中糧油脂

100%

100%

中糧貿易

100%

100%

100%(1)

中糧（東莞）

(1) 虛線表示間接股權

(2) 增資協議的目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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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後

100%

Wide Smart 
Holdings Limited

50.99%

100%

6.94%

China Agri-Industries
Limited

100%

100%

24.736%

100%(1)

75.264%

100%

中糧貿易（廣東）(2)

中糧

本公司

中糧香港

中糧油脂中糧貿易

中糧（東莞）

(1) 虛線表示間接股權

(2) 增資協議的目標公司

先決條件

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須待（其中包括）以下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
實：

(1) 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及批准所有必要決議案以批准增資
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2) 中糧已正式批准增資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建議增資；

(3) 商務部已正式批准建議增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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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糧貿易（廣東）已從所有主要第三方（包括但不限於債權人、供應商、
分銷商及客戶）取得履行增資協議所有必要的同意及通知回執，而中
糧貿易已向中糧（東莞）提供文件的副本；及

(5) 增資協議項下所有陳述與保證仍然生效，概無發生任何可能令陳述
與保證無效或可撤回的事件。

增資協議的交割

待先決條件達成後，在所有先決條件達成後五 (5)個營業日內，增資協議訂
約方須就中糧貿易（廣東）的增資進行國有產權登記及工商變更登記。

交割後事宜

於增資協議交割日後十 (10)個營業日內，中糧貿易須 (i)協助中糧（東莞）取
得與國有資產擁有權登記及工商變更登記有關的完整文件；及 (ii)協助中
糧（東莞）更新與中糧貿易（廣東）的銀行賬戶有關的印章及印鑑，並向中糧
（東莞）提供該等已更新印章及印鑑的清單。

付款計劃

待所有先決條件達成後，中糧（東莞）須於取得中糧貿易（廣東）最新營業執
照之日起計三 (3)個月內悉數支付代價以認購中糧貿易（廣東）新增註冊資
本。

生效及終止

(1) 增資協議於增資協議 (i)獲其項下各訂約方的獲授權簽署人正式簽立；
(ii)獲中糧正式批准；及 (iii)獲商務部正式批准時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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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倘中糧貿易（廣東）或中糧貿易嚴重違反增資協議的任何聲明、保證或
其他義務，導致不能履行或未能達成協議目的，中糧（東莞）可終止增
資協議並由違約方作出彌償。

(3) 倘中糧貿易（廣東）發生重大不利變化致使協議履行及其目標無法實
現，中糧（東莞）可終止增資協議。

中糧貿易（廣東）的資料

中糧貿易（廣東）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由中糧全資附屬公司
中糧貿易全資擁有，主要從事多種糧食、油籽、食用油脂的倉儲及接卸服
務，而有關港口碼頭設施正在建設中。

於2018年3月31日，中糧貿易（廣東）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未經審核
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199百萬元。以下為中糧貿易（廣東）根據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編製的截至 2016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未經審核財務資料：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6年 2017年

（約人民幣百萬元）（約人民幣百萬元）

收入 – –

稅前淨利潤╱（虧損） 2.95 (0.04)

稅後淨利潤╱（虧損） 2.21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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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交易之理由及裨益

(1) 中糧國際目標公司

(i)  交易背景

在本公司進行首次公開售股前，本公司、中糧及中糧香港訂立不
競爭契約，據此，中糧及中糧香港承諾於任何時間，其不會且將
促使其附屬公司（本公司除外）不會為其本身或作為任何人士的代
理以任何身份（直接或間接）受聘或以其他從事與於受限制領域的
受限制業務或其任何部分競爭的任何業務或於其中擁有權益，
不論其中有否涉及報酬或其他，惟該限制並不禁止中糧或中糧
香港 (i)直接或間接持有有關權益作為保留權益；或 (ii)持有任何競
爭公司（其股份於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買賣）已發行股本合共最
多5%之股份。於 2014年，中糧附屬公司中糧國際收購COFCO Agri 

Limited（前稱Noble Agri Limited）的股權及控股權，涉及的業務包括
5間油籽加工廠，構成不競爭契約項下的競爭業務，而完成相關
收購交易後，根據不競爭契約條款，該等股權及控股權其後成為
保留權益，有關業務詳情載列如下：

1. 欽州大洋的 100%股權

2. 明發國際的 100%股權

3. 龍口新龍的 100%股權

4. 重慶新涪的 100%股權

5. 中糧南通的 100%股權

除中糧南通外，上述為中糧國際目標公司，暫不行使有關中糧南
通的中糧國際選擇權。

根據不競爭契約，本公司於 2014年10月14日（即中糧收購COFCO 

Agri Limited（前稱Noble Agri Limited）的結算日）獲授可收購該等中糧
國際業務的選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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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行使部分中糧國際選擇權的理由

• 行業盈利能力在過去數年間復甦

2014年，中國大豆壓榨新產能集中釋放與生豬養殖利潤週期
性低點導致的需求低迷相疊加，行業利潤及開工水平因而
經歷困難局面。2015年以來，隨著蛋白需求增加消化過剩產
能，國內油籽加工行業盈利水準逐步恢復。

2015年之前，大豆融資性貿易活動普遍存在，對大豆行業壓
榨利潤造成負面影響。自2015年以來，隨著人民幣匯率改革
以及金融監管進一步完善，大豆融資性貿易業務顯著減少，
行業自律性逐步提升。本公司油籽加工資產業績水平在過去
3年間也持續向好。

（百萬港元）

(2,100)

(1,600)

(1,100)

(600)

(100)

400

900

1,400

2014年

(1,519)

2015年

(108)

2016年

1,046

2017年

1,178

本公司油籽加工分部溢利

資料來源：本公司於2014年、2015年、2016年及2017年的年報

• 下游需求持續增長

中糧國際目標公司的主要產品是豆油和豆粕。隨著中國經濟
的發展和國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國內的動物蛋白及食用油
的消費量日益增加，持續帶動國內動物飼料豆粕和豆油增長
需求。預期未來市場將持續進一步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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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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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2017年

68.6複合年均
增長率: 9.3%

（百萬噸）

中國豆粕消費量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014年

13.7

2015年

14.2

2016年

15.4

2017年

16.4
複合年均

增長率: 6.2%

（百萬噸）

中國豆油消費量

附註： 於每年9月30日

資料來源： 美國農業部

• 行業整合持續推進，大規模企業優勢凸顯

中國的油籽加工行業整合持續推進。隨著行業發展，缺乏穩
定原材料採購能力、風險管理體系、研發技術的小型加工企
業正被迫逐步撤出市場，規模化企業在競爭中佔據優勢。董
事相信，隨著中小企業的退出，行業集中度將進一步提高，
規模化企業優勢凸顯。

• 繼續推進本公司戰略規劃

本公司為中國領先油籽加工企業。截至 2017年12月31日，年
壓榨產能約1,293萬噸。繼 (a)2017年9月完成收購小包裝食用
油業務；(b)2017年12月完成出售飼料業務；及 (c)2017年12月完
成出售生化及生物燃料業務後，藉此次建議收購本公司可繼
續推展其企業發展戰略，鞏固其作為穀物及食用油加工及品
牌消費品業務的領先綜合企業的地位。

• 銷量持續高位增長，開工率達至歷史高位，進一步發展需要
產能規模支撐

目前，本公司2017年的產能利用率約為92%，需要新的產能以
抓住行業整合及發展帶來的新機遇。



– 20 –

本公司的油籽產能利用率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100%
95%
90%

64%

76% 74%

86%

92%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資料來源：本公司

• 解決競爭業務問題

為保護股東和本公司利益，切實可行的盡快解決中糧國際目
標公司所涉及競爭問題，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決定行使部分中
糧國際選擇權，以收購中糧國際旗下 5間油籽加工公司中的
4間公司（不包括中糧南通）。有關暫不行使有關中糧南通的
中糧國際選擇權的理由，請參閱本公告下文「不競爭契約之
建議修訂及有關不競爭契約的若干事宜」一節。

(iii)  交易的裨益

(a) 提升本公司的行業地位並鞏固其競爭優勢：該等交易完成
後，本公司的大豆年壓榨產能將從約 1,293萬噸大幅增至約
1,563萬噸，假設中糧國際目標公司的收購已於2017年12月31

日進行。與自建擴產相比，收購中糧國際目標公司，將使本
公司以更快方式、更低成本擴大產能，藉以提升行業地位，
鞏固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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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協助小包裝食用油業務的發展：交易將提升本公司的散油供
應能力，為高附加值小包裝產品提供多樣、穩定、優質的來
源。此外，交易將可在供應鏈以及倉儲設施等方面對小包裝
食用油銷售業務提供支撐，助力本公司實現2至4年內小包裝
食用油銷量翻倍的業務目標。有關該業務計劃更多資訊，請
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10月23日的通函。

(c) 完善產能佈局，縮短供貨半徑，提升客戶服務水平：交易將
完善本公司油籽加工產能的全國佈局，提升業務選擇靈活
性，更好把握市場機遇，創造貿易機會。本公司將藉交易在
重慶和山東省北部等區域增設壓榨產能，更好覆蓋周邊市場
區域，有效縮短銷售運距，節省物流成本。客戶需求和市場
訊息回饋也將更加迅速，提升產品新鮮度以及客服水平。

本公司
中糧國際目標公司
中糧貿易（廣東）

龍口

泰興

重慶

欽州
廣東

資料來源： 本公司

附註： 本公司目前在重慶僅限經營油脂精煉業務，並無任何壓榨產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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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釋放潛在協同效應：

(i) 共用運營能力：發揮本公司油籽加工業務在風險管控、
產業鏈運營等方面的優勢，在該等交易完成後預期著力
提升中糧國際目標公司競爭能力與業績水平，實現本集
團業務規模與回報能力的協調增長。

(ii) 提升中糧國際目標公司旗下工廠的產能利用率：中糧國
際目標公司旗下工廠2017年的產能利用率約為60%。在交
易完成後，管理層將著力提升這些工廠的經營能力、加
強其與本公司已有工廠的協同，以提升其產能利用率。

(iii) 共用物流資源：同一區域壓榨廠可合併運貨訂單並共用
輪渡等運輸設施，降低採購成本，令物流更為高效快捷。

(iv) 共用管理團隊，優化人力成本：同一管理團隊可於毗鄰
的工廠之間營運，優化行政成本及提高效率。

(v) 共用銷售渠道，增強市場影響力：可融合並擴大銷售渠
道，擴大市場佔有率。

(2) 中糧貿易（廣東）

中糧（東莞）將對中糧貿易（廣東）進行注資以取得控制權益。中糧貿易
（廣東）建設碼頭、筒倉及配套設施的總成本估計約為人民幣10億元，
而有關建設的資金將來自 (a)中糧貿易（廣東）現有約人民幣1.97億元註
冊股本；(b)中糧（東莞）出資人民幣6.2億元；及 (c)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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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糧貿易（廣東）成立於2015年，主要從事多種糧食、油籽、食用油脂的
倉儲及接卸服務，而有關港口碼頭設施正在建設中。該港口預計將於
2020年投入運營。完成建設後，該港口預計將擁有約290萬噸的年吞吐
能力以及約22萬噸的全年儲存容量。以下為本公司向中糧貿易（廣東）
注資的原因：

• 該港口屬於稀缺資產，擁有重大戰略價值，與本公司現有業務存

在協同潛力，對外市場開拓前景好：在建港口緊鄰本公司的附屬
公司中糧（東莞）及中糧（新沙），目前年壓榨產能為 1.62百萬噸。
2020年中糧（東莞）二期擴建項目投產後，整體年壓榨能力有望達
到約3.12百萬噸，為港口提供穩定的吞吐業務量。此外中糧貿易
（廣東）還將向第三方客戶開展接卸、中轉、倉儲等服務，從而增
加收入並提升盈利能力。

• 透過中糧貿易（廣東）收購該港口將降低本公司於廣東現有壓榨業

務的物流成本：目前，本公司在廣東區域的油籽壓榨工廠使用新
沙港口的公共碼頭服務。該港口建成後，本公司的油籽壓榨廠可
利用較新沙港口更近的該港口並使用傳送帶運輸，降低成本。通
過一體化整合港口碼頭和本公司工廠的業務運營，有利於安排最
優化生產計劃，減少運輸時間。同時，碼頭的配套筒倉設備可以
與本公司在周邊地區的工廠相配合，提供倉儲支撐服務。該港口
建成後仍有約126畝土地資源，也可支援未來業務進一步擴張的
需求。

D. 上市規則涵義

COFCO International Singapore、Great Wall Investments、Sino Agri–Trade、香港明
發及中糧貿易（廣東）為本公司最終控股股東中糧的聯繫人，因此彼等為本
公司關連人士。因此，中糧國際主協議及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
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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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賣方、中糧貿易（廣東）與日期為2017年5月25日的中糧福臨門股權轉讓
協議項下交易的賣方均為中糧的聯繫人，中糧國際主協議、增資協議及中
糧福臨門股權轉讓協議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及14A.81條合併計算。由於
根據上市規則計算有關中糧國際主協議、增資協議及中糧福臨門股權轉
讓協議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所有該等適用百分比率低於
25%，故中糧國際主協議及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
披露及關連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及14A章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
東批准的規定。

董事（除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見解及意見載於將向股東寄發之通函內）外）
認為，儘管中糧國際主協議及增資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並非在本公司一
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惟中糧國際主協議及增資協議項下相關代價
的釐定基準為公平合理，而該等協議的條款亦屬公平合理，為正常商業條
款，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本公司已成立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
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中糧國際主協議及增資協議向獨立股東提
供意見。獨立董事委員會經考慮獨立財務顧問的推薦建議後，將就上市規
則第14A.40條之事宜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僅獨立非執行董事可就是否批准中糧國際主
協議及增資協議表決，而概無獨立非執行董事在上述協議項下交易中擁
有重大權益。

E. 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

本集團為中國領先的農產品加工生產商和供應商。其主要業務為油籽加
工、大米加工及貿易、小麥加工及啤酒原料加工。

買方

中昌盛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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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糧油脂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中糧油脂第二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賣方

COFCO International Singapore為一家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公司及為中糧國際
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Great Wall Investments為一家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公司及為中糧國際的全資
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Sino Agri-Trade為一家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公司及為中糧國際的全資附屬
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香港明發為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及為中糧國際的全資附屬公司，
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中糧貿易

中糧貿易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及為中糧的直接全資附
屬公司，主要從事農業服務、食品原料及飼料原料的貿易、物流服務及糧
食電商交易。

中糧

中糧為中國國有企業，於農業商品貿易、農產品加工、食品及飲料、酒店
管理、房地產、物流及金融服務中擁有業務權益。

中糧香港

中糧香港為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東及中糧的直接
全資附屬公司，並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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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不競爭契約之建議修訂及有關不競爭契約的若干事宜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2月19日的公告，內容有關中紡選擇權及中糧
國際選擇權。

不行使的最終明確決定

除此次僅行使部分中糧國際選擇權的決定外，獨立非執行董事已考慮是
否行使中紡選擇權並已作出最終明確決定不行使收購中紡選擇權下不行
使中紡保留權益股權的選擇權，其將按不競爭契約及補充契約的條款處
置。該決定所依據理由及考慮如下：

(a) 由於若干不行使中紡保留權益的佈局缺陷、生產線及業務模式的限
制以及未能減低成本等多項因素，上述近年已錄得虧損，而管理層不
認為該等實體仍有任何扭轉局面的機會；

(b) 若干不行使中紡保留權益由於不再具備持續經營之所需營運資金且
恢復營運被視為商業上不可行，已終止營運；

(c) 若干不行使中紡保留權益截至目前錄得負資產值；及

(d) 由於不行使中紡保留權益與本公司現有業務一直未能相輔相成，未
能帶來戰略利益，被視為缺乏競爭力，而鑒於本集團的增長計劃及預
期市場發展，管理層不認為收購任何該等實體將對本集團目前的資
產組合帶來任何戰略價值。

由於不行使有關不行使中紡保留權益的選擇權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

但少於5%，不行使有關不行使中紡保留權益的選擇權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當中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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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契約

中糧、中糧香港及本公司於 2007年2月16日訂立不競爭契約（於 2017年10月
23日經修訂），據此，倘獨立非執行董事決定不行使有關任何保留權益的
選擇權，中糧及中糧香港各方已向本公司承諾，於有關決定生效日期後六
個月內處置保留權益。

不行使中紡保留權益中，除轉讓有關競爭業務外，保留權益可能以清算方
式或類似程序處置。考慮補充契約中規定的建議修訂時，董事會（不包括
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將於考慮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後提供意見）考慮下
列因素：(i)若干保留權益將透過轉讓股權或資產以外的交易以及日後可
能類似的交易處置，而不競爭契約的訂約方應同意適當解釋不競爭契約
項下「處置」的定義；(ii)於中國註冊成立公司的清算程序或類似程序一般
須六個月以上的長時間才完成；及 (iii)中糧及中糧香港以本公司為受益人
作出的有關承諾，確保履行不競爭契約項下的不競爭義務。

於2018年8月31日，中糧、中糧香港及本公司訂立補充契約，其主要條款概
述如下：

(1) 待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批准，「處置」一詞應詮釋為包括 (a)就適用
於清算或類似程序的任何實體或其他有關資產而言，就該等資產正
式進入，包括但不限於清算、清盤、破產、解散或任何類似程序（統稱
「清算」）；及 (b)任何其他行動或程序導致相關資產的控制權或所有權
由中糧及╱或中糧香港（視乎情況）不可撤銷地轉讓或放棄；

(2) 待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批准，不競爭契約規定在決定不行使相
關保留權益的選擇權生效之日起六個月內應向獨立第三方處置相關
保留權益的規定，如果該等保留權益在決定日期起六個月內正式啟
動清算程序，則可滿足前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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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待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批准，就建議根據不競爭契約處置任何
保留權益而言，自決定日期起的六個月的處置保留權益期間在獨立
非執行董事同意的情況下可以延長，但前提是中糧及中糧香港合理
說明在做出一切合理努力，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儘快（但不晚於六個
月期限內）執行該等處置的情況下仍需要額外時間進行該項處置；及

(4) 有關任何根據不競爭契約進行而涉及清算的處置程序，中糧及中糧
香港：

(i) 將定期或於本公司不時要求的情況下，向本公司提供或促使提供
所採取行動及進度之更新情況；及

(ii) 分別向本公司承諾促使任何有待建議清算而與受限制業務競爭
的保留權益之營運，由決定不行使有關選擇權當日（且於任何情
況下不得遲於該日期後六個月）於可行的情況下盡快終止。

補充契約須待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

董事的意見

鑑於上文「補充契約」一節所述理由，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
將於考慮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後提供意見）認為，雖然補充契約並非於本
公司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其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
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僅獨立非執行董事參與投票批准補充契約及
其規定的建議修訂，概無獨立非執行董事於補充契約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中持有重大權益。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中糧根據上市規則的定義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而中糧香港為中糧
的全資附屬公司，中糧及中糧香港各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補充契約構成
本公司的關連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
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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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不行使餘下中紡保留權益及餘下中糧國際保留權益

獨立非執行董事進一步考慮是否行使有關餘下中紡保留權益及餘下中糧
國際保留權益的中紡選擇權及中糧國際選擇權。董事會宣佈：獨立非執行
董事一致通過決議，目前作出是否行使有關餘下中紡保留權益及餘下中
糧國際保留權益的中紡選擇權及中糧國際選擇權的明確決定並不符合本
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獨立非執行董事基於以下因素作出有關決定：
(i)餘下中紡保留權益相關公司的所需重組尚未完成；(ii)餘下中糧國際保
留權益的業務存在營運的不明朗因素；(iii)需要更多時間評估該等業務與
本集團現有業務可能帶來的協同效益；及 (iv)餘下中紡保留權益及餘下中
糧國際保留權益的相關業務的盈利潛力等因素，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需
要額外時間，以供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內部項目團隊及相關專業顧問
對餘下中紡保留權益及餘下中糧國際保留權益的公司及業務作出進一步
的深入評估及透徹分析。獨立非執行董事將基於有關評估及分析結果，盡
快考慮是否行使有關餘下中紡保留權益及餘下中糧國際保留權益的中紡
選擇權及中糧國際選擇權，根據不競爭契約，無論如何不遲於中紡選擇權
及中糧國際選擇權下次年度審閱。

獨立非執行董事將繼續關注及審議是否行使中紡選擇權及中糧國際選擇
權，而本公司將發佈公告披露該等選擇權行使與否的決定及相關理由。

為避免存疑，董事會希望強調本公司並未作出是否將在未來行使餘下中
紡保留權益及╱或餘下中糧國際保留權益的最終明確決定。

G. 一般資料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供獨立股東考慮並酌情批准中糧國際主
協議、增資協議及補充契約。股東特別大會的表決將以投票方式進行。中
糧及其聯繫人將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中糧國際主協議、增資協議及補
充契約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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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成立，以就中糧國際主協議、增資協議及補充契約向
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及推薦建議，且百德能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
該等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1)中糧國際主協議、增資協議及補充契約的進一步詳
情；(2)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推薦意見；(3)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
獨立股東的意見函；及 (4)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的通函預期將於 2018年9

月21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中糧國際主協議、增資協議及補充契約項下交易須待多項條件獲達成及獨立

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批准（視情況而定）後方可作實。因此，中糧國際主協議、

增資協議及補充契約項下擬進行交易未必一定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

賣本公司股份或其他證券時務須謹慎行事。

H. 釋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相同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營業日」 指 明確適用於任何訂約方的英屬維爾京群島、
香港、新加坡及中國之銀行開門營業的任何
曆日（星期六、星期日和法定公眾假期除外）

「增資協議」 指 中糧（東莞）、中糧貿易及中糧貿易（廣東）訂
立日期為2018年8月31日的增資協議，內容有
關建議由中糧（東莞）向中糧貿易（廣東）注資
人民幣62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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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變更登記」 指 根據中國法律就中糧國際主協議及增資協議
項下擬進行交易向工商行政主管機關或中國
其他適用主管機關更改公司登記記錄

「中紡安徽」 指 中紡農業安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公司

「中紡東莞」 指 中紡糧油（東莞）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公司

「中紡福建」 指 中紡糧油（福建）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公司

「中紡廣元」 指 中紡糧油（廣元）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公司

「中紡湖北」 指 中紡農業湖北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公司

「中紡連王」 指 中紡糧油連王（大連）工業有限公司，一家於
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

「中紡選擇權」 指 本公司就收購中國中紡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在中國間接擁有的競爭業務的選擇
權，於2017年12月14日開始生效，詳情見本公
司日期為2017年12月19日的公告

「中紡日照」 指 中紡糧油（日照）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公司

「中紡瀋陽」 指 中紡糧油（瀋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公司

「中紡四川」 指 中紡糧油（四川）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公司

「中紡天津」 指 中紡油脂（天津）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公司

「中紡湛江」 指 中紡糧油（湛江）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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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紡（湛江）工業」 指 中紡糧油（湛江）工業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
註冊成立的公司

「重慶新涪」 指 重慶新涪食品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
立的公司，為中糧國際的全資附屬公司

「增資協議的交割」 指 完成中糧貿易（廣東）增資的工商變更登記

「增資協議交割日」 指 增資協議的交割日期

「中糧國際主協議 

的交割」
指 完成中糧國際目標公司股權轉讓的工商變更

登記

「中糧國際主協議 

交割日」
指 中糧國際主協議的交割日期

「中糧」 指 中糧集團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國有
企業，現時隸屬在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
管理委員會，並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

「中糧香港」 指 中糧集團（香港）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及中
糧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中糧（東莞）」 指 中糧（東莞）糧油工業有限公司，一間在中國
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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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糧福臨門股 

權轉讓協議」
指 由COFCO Fortune Holdings Limited（作為買方）與

中糧食品營銷有限公司（作為賣方）訂立日期
為2017年5月25日的股權轉讓協議，內容有關
收購中糧福臨門食品營銷有限公司的全部股
權

「中糧國際」 指 COFCO International Limited，一家於開曼群島
註冊成立的公司及為中糧的全資附屬公司

「中糧國際 

股權轉讓協議」
指 根據中糧國際主協議的條款就收購各中糧國

際目標公司以向中國適用主管機關存檔備案
的適用形式分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其條
款不得與中糧國際主協議的條款相抵觸

「中糧國際主協議」 指 中 昌 盛、中 糧 油 脂 第 二 公 司、中 糧 油 脂、
COFCO Internat ional Singapore、Great Wall 

Investments、Sino Agri-Trade及香港明發訂立的
日期為2018年8月31日的購股主協議，內容有
關收購中糧國際目標公司的股權

「中糧國際選擇權」 指 本 公 司 就 收 購COFCO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中糧附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在中國
間接擁有的競爭業務的選擇權（前稱COFCO 

Agri選擇權），於2014年10月14日開始生效，
詳情見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2月19日的公告

「COFCO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指 COFCO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Pte. Ltd. ，一間於

新加坡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為中糧國際的全
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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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糧國際目標公司」 指 COFCO Internat ional Singapore、Great Wall 

Investments、Sino Agri-Trade及香港明發持有的
相關實體（即欽州大洋、明發國際、龍口新龍
及重慶新涪），該等實體的股權將由中昌盛、
中糧油脂第二公司及中糧油脂根據中糧國際
主協議收購

「中糧南通」 指 中糧農業穀物蛋白南通有限公司，一家於中
國註冊成立的公司，並為中糧國際的全資附
屬公司

「中糧油脂第二公司」 指 中糧控股油脂（香港）第二有限公司，一家於
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
司

「中糧油脂」 指 COFCO Oils & Fats Holdings Limited，一家在英
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全資附
屬公司

「中糧貿易」 指 中糧貿易有限公司，一間在中國註冊成立的
公司，並為中糧的附屬公司

「中糧貿易（廣東）」 指 中糧貿易（廣東）有限公司，一間在中國註冊
成立的公司，並為中糧貿易的全資附屬公司

「中糧新沙」 指 中糧新沙糧油工業（東莞）有限公司，一間在
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
公司

「本公司」 指 中國糧油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及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板上市（股份代號：606）

「競爭業務」 指 與於受限制領域內受限制業務或其任何部分
競爭的任何業務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相同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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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予舉行以考慮及酌情批准根據中糧
國際主協議、增資協議及補充契約項下擬進
行交易的股東特別大會

「Great Wall Investments」指 Great Wall Investments Pte. Ltd.，一家於新加坡
註冊成立的公司及為中糧國際的全資附屬公
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明發」 指 香港明發國際油脂化工有限公司，一間於香
港註冊成立的公司，為中糧國際的全資附屬
公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獨立財務顧問」 
或「百德能」

指 百德能證券有限公司，一家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可從事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6類（就機構
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為
獲本公司委任以就中糧國際主協議、增資協
議、補充契約及其項下擬進行關連交易向獨
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的獨立財
務顧問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董事會就審閱根據中糧國際主協議、增資協
議及補充契約項下擬進行交易而成立的獨立
委員會

「獨立股東」 指 除中糧及其聯繫人以外的本公司股東

「獨立非執行董事」 指 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首次付款」 指 首次付款為相關中糧國際目標公司股權轉讓
代價的50%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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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口新龍」 指 龍口新龍食油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公司，為中糧國際的全資附屬公司

「明發國際」 指 明發國際油脂化工（泰興）有限公司，一家於
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中糧國際的全資附
屬公司

「商務部」 指 中國商務部

「畝」 指 中國土地面積之量度單位畝，相等於約667平
方米

「不競爭契約」 指 中糧、中糧香港及本公司訂立日期為2007年2

月16日及於 2017年10月23日修訂的不競爭契
約

「不行使中紡保留 

權益」
指 中紡安徽、中紡湖北、中紡東莞、中紡瀋陽及

中紡天津

「中昌盛」 指 中昌盛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
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百分比率」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4.07條賦予該詞的相同涵義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買方」 指 中昌盛、中糧油脂第二公司及中糧油脂

「欽州大洋」 指 欽州大洋糧油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
立的公司，為中糧國際的全資附屬公司

「餘下中紡保留權益」 指 中紡連王、中紡日照、中儲糧日照、中紡福
建、中紡湛江、中紡（湛江）工業、中紡四川及
中紡廣元的競爭業務權益，為中紡選擇權的
一部分

「餘下中糧國際 

保留權益」
指 中糧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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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制業務」 指 本集團從事的業務，包括油籽加工、大米加
工及貿易、啤酒原料加工及小麥加工

「受限制領域」 指 全球本集團不時從事業務的任何國家

「保留權益」 指 如不競爭契約所載，中糧及 /或中糧香港及彼
等各自附屬公司（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除外）
直接或間接持有於競爭業務的權益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第二次付款」 指 受限於本公告「付款計劃」一節所載列之調整
後的相關中糧國際目標公司股權對價扣除首
次付款後的差額

「股份」 指 本公司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Sino Agri-Trade」 指 Sino Agri-Trade Pte. Ltd.，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
立的公司，並為中糧國際的全資附屬公司

「中儲糧日照」 指 中儲糧油脂日照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補充契約」 指 由中糧、中糧香港及本公司就修訂不競爭契
約訂立日期為2018年8月31日的補充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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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CO Internat ional Singapore、Great Wall 

Investments、Sino Agri-Trade及香港明發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糧油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董巍

香港，2018年8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董巍先生；執行董事
王慶榮先生及楊紅女士；非執行董事賈鵬先生及孟慶國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林懷漢先生、Patrick Vincent VIZZONE先生及王德財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