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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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40）

HUISHENG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惠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及出售事項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已進行下列收購及出售事項：

(i)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本公司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收購
20,000,000股汛和股份，總購買價為港幣3,242,000元（不包括印花稅及相
關開支）。

(ii)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六月七日及六月八日，本公司分別透過聯交所
於公開市場上出售1,000,000股、8,000,000股及1,000,000股汛和股份，總代
價分別為港幣167,000元、港幣1,376,000元及港幣168,000元（不包括印花稅
及相關開支）。

(iii)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及七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分別透過聯交所於
公開市場上收購3,728,000股及4,200,000股欣融股份，購買價分別為港幣
2,418,920.26元及港幣3,229,598.40元（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支）。

(iv)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本公司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出售5,196,000
股欣融股份，總代價為港幣3,481,320元（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支）。

(v)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本公司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收購
1,134,000股泓盈股份，總購買價為港幣1,701,000元（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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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五日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期間，本公司
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收購6,428,000股泓盈股份，總購買價為港幣
11,175,482.60元（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支）。

(vii)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本公司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出售
3,134,000股泓盈股份，總代價為港幣4,387,600元（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
支）。

(viii)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五日至二零一八年一月四日期間，本公司透過聯
交所於公開市場上收購144,076,000股壹家壹品股份，總購買價為港幣
13,708,282元（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支）。

(ix)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十四日期間，本公司透過
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出售合共172,280,000股壹家壹品股份，總代價為港
幣22,143,269.20元（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支）。

(x)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期間，本公司透
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收購124,000,000股修身堂股份，總購買價為港幣
7,941,098元（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支）。

(xi)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本公司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收購23,340,000
股樹熊金融股份，總購買價為港幣3,300,276元（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
支）。

上市規則之涵義

有關汛和股份的各交易事項與本公司於其各自日期前12個月期間內的汛和股
份收購或出售事項（視乎情況而定）合併計算時，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
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其項下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進行之5,196,000股
欣融股份出售事項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
守其項下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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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及七月二十七日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收
購合共7,928,000股欣融股份之各收購事項，按其各自日期前12個月期間合併
計算時，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其項下
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進行之1,134,000
股泓盈股份收購事項，以及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透過聯交所於
公開市場上進行之3,134,000股泓盈股份出售事項分別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
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其項下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五日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透過聯交所於公
開市場上收購合共6,428,000股泓盈股份之各收購事項，與本公司於其各自日
期前12個月期間內的泓盈股份收購事項合併計算時，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
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其項下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五日至二零一八年一月四日期間透過聯交所於公開
市場上收購合共144,076,000股壹家壹品股份之各收購事項，以及本集團於二
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十四日期間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
上出售合共172,280,000股壹家壹品股份之各出售事項，與本公司於其各自日
期前12個月期間內的壹家壹品股份收購或出售事項（視乎情況而定）合併計算
時，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其項下之通
知及公佈規定。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期間透過聯交所
於公開市場上收購合共124,000,000股修身堂股份之各收購事項，與本公司於
其各自日期前12個月期間內的修身堂股份收購事項合併計算時，構成上市規
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其項下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進行之23,340,000股
樹熊金融股份收購事項，與本集團於緊接該收購事項日期前12個月期間內透
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收購合共140,428,000股樹熊金融股份之收購事項合併
計算時，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其項下
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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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及出售事項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已進行下列收購及出售事項：

收購事項

交易日期
目標公司
名稱

已收購的
目標公司

普通股數目 每股平均價格 代價
（附註1） （附註2）

1.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汛和 20,000,000股
（附註3）

港幣0.1621元 港幣3,242,000元

2.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及 
二十七日

欣融 7,928,000股
（附註4）

港幣0.7125元 港幣5,648,518.66元

3.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泓盈 1,134,000股 港幣1.5元 港幣1,701,000元

4.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五日至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泓盈 6,428,000股 港幣1.739元 港幣11,175,482.60元

5. 二零一七年七月五日至 
二零一八年一月四日

壹家壹品 144,076,000股
（附註5）

港幣0.0951元 港幣13,708,282元

6.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至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修身堂 124,000,000股
（附註6）

港幣0.0640元 港幣7,941,098元

7.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 樹熊金融 23,340,000股
（附註7）

港幣0.1414元 港幣3,300,2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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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由於收購事項乃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作出，本公司並不知悉已收購股份賣方之身份，
因此，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已收購股份之賣方均為獨
立第三方。

2. 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支。

3. 於緊接收購事項前12個月期間內，本集團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收購合共12,000,000
股汛和股份，總代價約為港幣1,251,541.90元（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支），每股平均價格
約為港幣0.1043元。

4. 於緊接收購事項前12個月期間內，本集團以認講方式收購1,468,000股欣融股份，代價為
港幣1,101,000元（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支），每股認講股份的認購價為港幣0.75元。

5. 於緊接二零一七年七月五日的首次收購事項前12個月期間內，本集團透過聯交所於公
開市場上收購合共125,604,000股壹家壹品股份，總代價約為港幣14,554,101.14元（不包括
印花稅及相關開支），每股平均價格約為港幣0.1159元。

6. 於緊接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的首次收購事項前12個月期間內，本集團透過聯交所於
公開市場上收購合共196,840,000股修身堂股份，總代價約為港幣19,385,680元（不包括印
花稅及相關開支），每股平均價格約為港幣0.0985元。

7. 於緊接收購事項前12個月期間內，本集團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收購合共140,428,000
股樹熊金融股份，總代價約為港幣20,224,112元（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支），每股平均
價格約為港幣0.14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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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

交易日期
目標公司
名稱

已出售的
目標公司

普通股數目 每股平均價格 代價
（附註1） （附註2）

1. 二零一八年六月六日、 
六月七日及六月八日

汛和 10,000,000股
（附註3）

港幣0.1711元 港幣1,711,000元

2.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欣融 5,196,000股 港幣0.67元 港幣3,481,320元

3.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泓盈 3,134,000股 港幣1.40元 港幣4,387,600元

4.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壹家壹品 172,280,000股
（附註4）

港幣0.1285元 港幣22,143,269.20元

附註：

1. 由於出售事項乃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作出，本公司並不知悉已出售股份買方之身份，
因此，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已出售股份之買方均為獨
立第三方。

2. 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支。

3. 於緊接出售事項前12個月期間內，本集團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出售合共36,000,000
股汛和股份，總代價約為港幣3,890,800元（不包括印花稅及相關開支），每股平均價格約
為港幣0.1081元。

4. 於緊接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的首次出售事項前12個月期間內，本集團透過聯交所
於公開市場上出售合共43,928,000股壹家壹品股份，總代價約為港幣4,934,709.94元（不包
括印花稅及相關開支），每股平均價格約為港幣0.11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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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汛和集團之資料

汛和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
份代號：1591）。汛和集團主要於香港從事地基工程業務，於香港地基工程行
業有逾20年歷史，專注挖掘及側向承托工程、嵌岩工字椿及迷你椿工程及椿帽
建設工程。

下文載列汛和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兩個年度之若干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概要（摘自汛和的二零一八年度報告）：

截至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131,781 218,648
除所得稅前溢利 6,561 24,081
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及全面收益總額 5,562 18,158

汛和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經審計綜合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分別
約為港幣185,763,000元及港幣162,37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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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欣融集團之資料

欣融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
份代號：1587）。欣融集團為食品原料及添加劑分銷行業的分銷商，專注於向
中國食品生產商提供食品原料及食品添加劑。

下文載列欣融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若干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概要（摘自欣融的招股章程）：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收益 527,935 501,286
除稅前溢利 38,499 40,334
除稅後溢利 27,290 29,884

欣融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審計綜合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分
別約為人民幣242,862,000元及人民幣143,813,000元。

有關泓盈集團之資料

泓盈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
份代號：1735）。泓盈集團為一間香港承建商，承接(i)地基工程，包括樁柱工程、
挖掘與側向承托工程及樁帽工程；(ii)上蓋建築工程，包括涉及地面以上結構
部分的樓宇工程；及(iii)其他建築工程，例如拆卸工程、地盤平整工程、地盤
勘測工程、小型工程、圍板工程、改建及加建工程以及裝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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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載列泓盈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兩個年度之若干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概要（摘自泓盈的二零一八年度報告）：

截至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15,692 184,363
除所得稅前溢利 17,082 32,480
除稅後溢利 10,728 26,956

泓盈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經審計綜合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分別
約為港幣225,531,000元及港幣187,153,000元。

有關壹家壹品集團之資料

壹家壹品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GEM上
市（股份代號：8101）。壹家壹品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床具及傢俱業務。

下文載列壹家壹品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若干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概要（摘自壹家壹品的二零
一八年度報告）：

截至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135,524 52,830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378,838) 144,720
除稅後溢利╱（虧損） (369,587) 116,667

壹家壹品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經審計綜合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
分別約為港幣668,370,000元及港幣334,20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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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修身堂之資料

修身堂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GEM上市（股
份代號：8200）。修身堂集團通過推出一系列保健美容療程及產品，成為香港
及中國內地的主要美容及纖體服務商之一。

下文載列修身堂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若干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概要（摘自修身堂的二零一八
年度報告）：

截至
二零一八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607,987 2,228,417
除稅前溢利 32,877 62,696
除稅後溢利 19,106 37,553

修身堂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經審計綜合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分
別約為港幣1,326,690,000元及港幣991,02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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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樹熊金融集團之資料

樹熊金融乃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GEM上
市（股份代號：8226）。樹熊集團主要從事證券經紀、股份配售、包銷服務、放
債及證券投資。

下文載列樹熊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若干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概要（摘自樹熊金融的二零
一七年度報告）：

截至
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止年度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15,960 63,906
除稅前虧損 (15,853) (56,880)
除稅後虧損 (14,523) (78,359)

樹熊集團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審計綜合資產總值及資產淨值分
別約為港幣499,322,000元及港幣201,190,000元。

進行交易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豬肉產品生產及銷售，其業務主要包括生豬屠宰以及生豬繁
殖及飼養。

雖然證券買賣並非本公司的業務分部，董事會認為收購事項為本集團提供以
優質資產擴大投資組合的投資良機。董事亦相信收購事項將相當於為本公司
帶來短期回報的投資機會。另一方面，出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已用於支援本
集團的資金需求。

由於交易事項乃按當時市價作出，董事認為交易事項屬公平合理、按正常商業
條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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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自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起，本公司開始買賣於香港上
市的股本證券作投資用途。經獲取聯交所的指引及澄清後，本公司注意到在此
方面的部分收購及出售事項分別屬於上市規則所界定的「須予披露交易」。

有關汛和股份的各交易事項與本公司於其各自日期前12個月期間內的汛和股
份收購或出售事項（視乎情況而定）合併計算時，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
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其項下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進行之5,196,000股欣
融股份出售事項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其
項下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日及七月二十七日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收
購合共7,928,000股欣融股份之各收購事項，按其各自日期前12個月期間合併計
算時，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其項下之通
知及公佈規定。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進行之1,134,000股
泓盈股份收購事項，以及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透過聯交所於公
開市場上進行之3,134,000股泓盈股份出售事項分別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
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其項下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五日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透過聯交所於公
開市場上收購合共6,428,000股泓盈股份之各收購事項，與本公司於其各自日期
前12個月期間內的泓盈股份收購事項合併計算時，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
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其項下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 13 –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五日至二零一八年一月四日期間透過聯交所於公開
市場上收購合共144,076,000股壹家壹品股份之各收購事項，以及本集團於二零
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六月十四日期間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
出售合共172,280,000股壹家壹品股份之各出售事項，與本公司於其各自日期前
12個月期間內的壹家壹品股份收購或出售事項（視乎情況而定）合併計算時，
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其項下之通知及公
佈規定。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期間透過聯交所
於公開市場上收購合共124,000,000股修身堂股份之各收購事項，與本公司於其
各自日期前12個月期間內的修身堂股份收購事項合併計算時，構成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其項下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日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上進行之23,340,000股樹
熊金融股份收購事項，與本集團於緊接該收購事項日期前12個月期間內透過聯
交所於公開市場上收購合共140,428,000股樹熊金融股份之收購事項合併計算時，
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其項下之通知及公
佈規定。

為避免日後出現涉及買賣上市證券的類似不合規事宜並遵守適用上市規則規定，
本公司已採取或將採取以下行動：

(i) 本公司已刊發本公告以知會本公司股東有關交易事項詳情；及

(ii) 本公司將成立委員會，並由董事會授權以處理本公司的證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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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本公告所載列本集團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
上進行的收購事項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惠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本公告所載列本集團透過聯交所於公開市場
上進行的出售事項

「壹家壹品」 指 壹家壹品（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GEM
上市，股份代號為8101

「壹家壹品集團」 指 壹家壹品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幣」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彼等概無關
連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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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熊金融」 指 樹熊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GEM上市，
股份代號為8226

「樹熊集團」 指 樹熊金融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欣融」 指 欣融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號為1587

「欣融集團」 指 欣融及其附屬公司

「修身堂」 指 修身堂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香港聯交所GEM上
市，股份代號為8200

「修身堂集團」 指 修身堂及其附屬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汛和」 指 汛和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號為1591

「汛和集團」 指 汛和及其附屬公司

「交易事項」 指 收購及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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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盈」 指 泓盈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
代號為1735

「泓盈集團」 指 泓盈及其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惠生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陳始正

香港，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始正先生、劉大貝博士、林珈莉女士及
孫文峯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黃玉麟先生、鄧近平先生及黃景兆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