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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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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閣下如對本通函任何方面或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持牌證券交易商、銀行
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and 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take no
閣下如已出售或轉讓名下所有德祥企業集團有限公司之證券，應立即將本通函及隨附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tents of this announcement, make no representation as to its accuracy or
之選擇表格送交買主或承讓人或經手買賣或轉讓之銀行經理、持牌證券交易商或其他
completeness
and expressly disclaim any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loss howsoever arising from or in
代理商，以便轉交買主或承讓人。
reliance upon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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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
之以股代息計劃

As at the date of this announcement,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comprises: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德祥企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
事會」
）公佈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為本公司已發行
Executive
Directors:
Independent Non-executive Directors:
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股份」）0.03港元，以及特別股息每股股份0.03
Dr.
Chan Kwok Keung, Charles (Chairman)
Mr. Chuck, Winston Calptor
港元（統稱「股息」）予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四）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股東名
Ms.
Chau
Mei
Wah,
Rosanna
Mr. Lee Kit Wah （「代息股份」）代替
冊之股份持有人（「股東」），附可選擇以配發入賬列作繳足之新股份
(Deputy Chairman and Managing
Director) ）。以股代息計劃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
Hon. Shek Lai Him, Abraham, GBS, JP
（「以股代息計劃」
現金收取全部或部分股息
Mr.
Chan
Kwok
Chuen,
Augustine
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通過。本公司由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星
Mr.
Chan
Fut Yan
期二）
至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
於該段期間不會登記任何股份之轉讓。
Mr.
Chan Yiu Lun, Alan
* *For僅供識別
identification purpos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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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函旨在說明以股代息計劃所適用之程序及條件，以及欲參與以股代息計劃之
股東應採取之行動。
以股代息計劃詳情
根據以股代息計劃，每名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記錄日期」）營業時間結束
時名列股東名冊之股東可選擇以下其中一種方式收取股息合共每股股份0.06港元：
(a)

現金；或

(b)

按每股代息股份0.5668港元（按下文所述計算）獲配發代息股份以代替現金，
惟按零碎股份作出調整除外；或

(c)

以部份現金與部份代息股份之合併方式。

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之公佈所述，計算根據上文(b)及(c)項
應予配發之代息股份數目時，每股代息股份之市值已訂為每股股份0.5668港元，乃經參
照截至及包括記錄日期止連續三個交易日每股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交易之平均收市價（「平均收市價」）減以此每股股份平均收市價百分之五之折讓，
或每股股份面值0.01港元（以較高者為準）而釐定。
算：

因此，每位股東根據以股代息計劃將可收取之代息股份數目，將按以下公式計

將收取之
代息股份數目

=

於記錄日期
選擇以配發代息股份收取
股息之股份數目

X

0.06港元
（每股股份之股息）
0.5668港元

倘所有股東選擇以代息股份之方式收取股息，根據於記錄日期已發行1,270,229,989
股股份計算，則根據以股代息計劃最多將發行134,463,301股代息股份。
每名股東獲發行之代息股份數目將下調至最接近之整數。代息股份之零碎配額將
不予配發，而有關利益將撥歸本公司所有。
代息股份一經發行，將在各方面與於其發行日期已有之股份享有同等權益，惟將
無權享有股息。代息股份可全數收取於代息股份發行日期後可能宣派、作出或派付之
股息及分派。
不論股東於記錄日期之居住所在地，現金股息將以港元支付。
代息選擇表格
茲隨附上選擇表格（「代息選擇表格」）。任何股東如欲僅以現金收取股息，則毋
須採取任何行動。代息選擇表格將不會寄予以往已遞交選擇永久收取現金股息之選擇
表格的股東。任何股東如欲以代息股份代替現金收取全部或部份股息，須根據代息選
擇表格所列印之指示將代息選擇表格填妥，最 遲須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下午四時
三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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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會就代息選擇表格發出收訖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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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遇上香港懸掛8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任何一項警告信號
均稱為「警告信號」），上文所述交回代息選擇表格之截止時間將按下文(a)或(b)項（視乎
情況而定）予以延長：
(a)

若有關警告信號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中午十二時正之前任何時間在香
港生效，並於中午十二時正後取消，在此情況下，交回代息選擇表格之截
止時間將延至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五時正；或

(b)

若有關警告信號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中午十二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期間任何時間在香港生效，在此情況下，交回代息選擇表格之截止時間將
延至下一個營業日（而該日於上午九時正至下午四時三十分期間概無任何警
告信號生效）下午四時三十分。

閣下如填妥代息選擇表格但未註明選擇以配發代息股份之方式收取股息之股份數
目，又或 閣下選擇收取代息股份之股份數目較於記錄日期 閣下名下登記持有者為
多，則在此任何一種情況下， 閣下將被視作已選擇就 閣下可享有之全 部股息收取
代息股份以代替現金。
為免混淆，代息股份不會向公眾人士提呈（於記錄日期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股東
名冊之股東除外），而代息選擇表格不得轉讓。
海外股東
根據於記錄日期營業時間結束時之股東名冊所載，除九名股東之登記地址為海外
司法權區（統稱「海外股東」），分別為加拿大（1名股東持有2,000股股份）、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國」）
（2名股東分別持有30股股份及7股股份）、英屬處女群島（1名股東持有3
股股份）、台灣（1名股東持有1股股份）、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
（1名股東持有
40股股份）、澳洲（2名股東分別持有3股股份及15股股份）及新加坡（1名股東持有7股股
份），合共持有2,106股股份外，所有股東之登記地址均位於香港。該等海外股東可享
有之股息總額約為126.36港元。
根據以股代息計劃，將發行予每位股東之代息股份數目將下調至最接近之整數。
代息股份之零碎配額將不會配發，而有關收益將撥歸本公司所有。假設所有該等海外
股東皆選擇以代息股份收取全數股息，由於登記地址為英屬處女群島、台灣及新加坡
之海外股東以及一名登記地址為中國（持有7股股份）之海外股東及一名登記地址為澳
洲（持有3股股份）之海外股東根據上文計算各自享有之股息低於代息股份之市價每股
0.5668港元，因此彼等將不獲發行任何代息股份，僅有四名分別位於加拿大、中國、
澳門及澳洲之海外股東將獲發行合共不多於219股代息股份。
為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36(2)條之規定，本公司已就
向位於上述司法權區之該等海外股東有關發行代息股份之加拿大、中國、澳門及澳洲
法律向其法律顧問作出查詢。董事獲告知，根據以股代息計劃向於記錄日期營業時間
結束時登記地址為澳洲之海外股東提呈要約須受澳洲法律之若干規則、規例及程序規
定所規限。董事認為，此並不符合成本效益，及對本公司而言並不適當。董事亦獲告
知，本公司毋須就向居於這些司法權區之海外股東發行代息股份而在加拿大、中國及
澳門遵守當地監管規定。
因此，除於記錄日期營業時間結束時在股東名冊上的登記地址為加拿大、中國及
澳門之海外股東外，所有海外股東將從以股代息計劃中被剔除，而該等海外股東將全
數以現金收取股息。該等海外股東將不獲寄發代息選擇表格。位於加拿大、中國及澳
門之海外股東將獲寄發代息選擇表格以及本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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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函及代息選擇表格將不會於香港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註冊。股份概不會根據
香港以外任何司法權區之證券法或對等法例註冊。海外股東參與以股代息計劃可能會
受其有關司法權區之法律所限制。於香港以外任何地區之股東如收到本通函及╱或代
息選擇表格，不可將其視作代息股份之要約或選擇代息股份之邀請，除非有關地區之
法律允許本公司可向該股東發出邀請而毋須取得任何註冊登記或遵照其他法例規定、
政府或監管程序或任何類似手續。居住於香港境外之股東如欲根據以股代息計劃收取
代息股份，須自行承擔責任，以遵守有關司法權區之法律規定，包括取得任何註冊登記
或批准或同意書或遵照其他法例規定、政府或監管程序或任何類似手續。收取代息股
份以代替現金之股東，亦必須遵守適用於在香港以外地區出售代息股份之任何限制。
登記地址在香港以外之股東應向其專業顧問諮詢彼等是否獲准以發行代息股份之形式
收取股息，或是否須取得任何政府或其他方面許可，或是否須遵守其他手續，以及日
後出售所收取之代息股份是否受到任何其他限制。居於參與以股代息計劃為不合法之
司法權區之海外股東，收取本通函及╱或代息選擇表格將被視為僅作參考之用。
聯交所上市及寄發股息支票╱股票
以股代息計劃之條件為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代息股份上市及買賣。本公司將
向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代息股份上市及買賣。待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上述申
請後，有關代息股份之股票及以現金收取股息之支票預期將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六日或
前後以郵遞方式寄予有關股東，郵誤風險概由彼等承擔。 閣下收到有關股票後，即
可買賣將向 閣下發行之代息股份。倘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六日前代息股份並未獲准上
市，以股代息計劃將不會生效，而正式填妥之代息選擇表格將被視為無效，及全數股
息將以現金派付。
股份僅於聯交所上市。本公司之股本或債務證券並無在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或買賣，現時亦無申請或建議申請在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或買賣。
預期代息股份將於二零一四年 十月七日於聯交所開始買賣。
以股代息計劃之優點
以股代息計劃將使股東有機會依據上述規定按低於市值之價格，增加在本公司
之投資，且毋須支付經紀佣金、印花稅及相關交易費用。以股代息計劃亦對本公司有
利，因為倘若股東選擇收取代息股份作為全部或部份股息，原應派付予該股東之現金
將可留待本公司使用。
推薦意見
選擇以現金或代息股份收取全部或部份股息是否對 閣下有利，將視乎 閣下本
身之情況而定，就此而作出之決定及由此而引致之後果均須由各股東自行承擔。 閣
下如對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持牌證券交易商、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
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此致
列位股東

台照
代表董事會
德祥企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國強博士
謹啟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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