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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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 

 
 董事局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本公司(i)與申萬證券就申萬證券交易簽訂二零一三年申萬證券備忘錄，以取代二零一零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及(ii)與申萬研究所就申萬研究所交易簽訂二零一三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以取代二零一零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二零一三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及二零一三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於獲得獨立股東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由二零一三年六月一日起生效，並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屆滿。 

 由於申萬證券被視為實益擁有本公司 50.94%之已發行股本，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而申萬研究所則為申萬證券擁有 90%權益之附屬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申萬證券及申萬研究所均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因此，申萬證券交易及申萬研究所交易均屬於上市規則第 14A 章所指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考慮到申萬證券及申萬研究所互為聯繫人士，故申萬證券交易及申萬研究所交易已予一併處理。由於申萬證券交易及申萬研究所交易之合計最高年度上限所涉及之資產比率、收益比率及代價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各自超過 5%兼且涉及金額超逾一千萬港元，二零一三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及二零一三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 章有關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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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成立，就持續關連交易是否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以及持續關連交易之條款及年度上限就獨立股東而言是否公平合理及是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獨立董事委員會將於考慮獨立財務顧問之推薦建議後，就如何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涉及持續關連交易以及年度上限之決議案投票，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本公司預期於 2013 年 4 月 23 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i)持續關連交易之其他詳情；(ii)獨立財務顧問就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之函件；(iii)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之推薦建議；及(iv)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謹此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刋發之公告及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九日刋發之通函。 

 根據二零一零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及二零一零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擬進行之持續關連交易已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四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經當時之獨立股東批准。二零一零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及二零一零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屆滿。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本公司(i)與申萬證券就申萬證券交易簽訂二零一三年申萬證券備忘錄，以取代經二零一零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及(ii)與申萬研究所就申萬研究所交易簽訂二零一三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以取代經二零一零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二零一三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及二零一三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於獲得獨立股東在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後由二零一三年六月一日起生效，並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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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二零一三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年申萬證券備忘錄 

 日期 ：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立約方 ： (1)本公司 

(2)申萬證券 

    有效期 ： 由二零一三年六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服務 ： 服務範圍包括下列各項： 

 

  (i) 申萬證券集團向本集團提供中國資本市場的經紀服務，涵蓋包括但不限於 B 股買賣服務及預期在未來引入的境外投資者計劃(包括但不限於
QFII2計劃及 RQFII2計劃)所引致之證券買賣服務； 

    

  (ii) 申萬證券集團向本集團提供發展中國市場的支持服務，主要涉及客户推薦、業務與市場諮詢及員工培訓等服務，以支持本集團發展及營運包括但不限於已推出及預期推出的境外投資者計劃(如 QFII 計劃、QFII2 計劃、RQFII計劃、RQFII2計劃、 中港基金互認計劃及境外商品期貨等）； 

    

  (iii) 本集團向申萬證券集團提供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的經紀服務，涵蓋包括但不限於因應已推出及當獲相關當局批準而推出的境內投資者計劃(包括但不限於 QDII計劃及 QDII2計劃) 所引致之證券買賣服務； 

    

  (iv) 本集團向申萬證券集團提供發展香港及海外市場的支持服務，主要涉及客户推薦、業務與市場諮詢及員工培訓等服務，以支持申萬證券集團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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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及營運。服務包括但不限於已推出及未來可能推出的境內投資者計劃
(如 QDII計劃、QDII2計劃、中港基金互認計劃及境外商品期貨等）以至已推出及未來可能推出的境外投資者計劃(如 QFII 計劃、QFII2 計劃等)；  

    

  (v) 本集團就企業融資業務向申萬證券集團提供支持服務，其中包括但不限於信息提供及客户推薦，業務範疇包括但不限於融資項目、併購業務及財務顧問；及 

    

  (vi) 申萬證券集團就企業融資業務向本集團提供支持服務，其中包括但不限於信息提供及客户推薦，業務範疇包括但不限於融資項目、併購業務及財務顧問。 

    服務費 ： (i) 申萬證券集團就提供中國資本市場的經紀服務向本集團收取之費用將參考申萬證券集團向其現有客戶收取之現行巿場收費率後釐定。 

    

  (ii) 申萬證券集團就提供發展中國市場的支持服務向本集團收取之費用將參考現行市場收費率及因提供此等服務所產生之估計成本後釐定。 

    

  (iii) 本集團就提供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的經紀服務向申萬證券集團收取之費用將參考本集團向其現有客戶收取之現行巿場收費率後釐定。 

    

  (iv) 本集團就提供發展香港及海外市場的支持服務向申萬證券集團收取之費用將參考現行市場收費率及因提供此等服務所產生之估計成本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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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本集團就企業融資業務提供支持服務向申萬證券集團收取之費用將按一般商業條款(包括參考市場慣例及按實際情況)釐定。 

    

  (vi) 申萬證券集團就企業融資業務提供支持服務向本集團收取之費用將按一般商業條款(包括參考市場慣例及按實際情況)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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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三三三三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 

 日期 ：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立約方 ： (1)  本公司 

(2)  申萬研究所 

   有效期 ： 由二零一三年六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服務 ： 服務範圍包括下列各項： 

 

  (i) 申萬研究所向本集團提供不同研究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香港及中國上市公司研究報告、行業報告、固定收益產品研究報告、衍生產品研究報告、投資策略報告及經濟分析報告。此外，申萬研究所亦會為本集團所主辦之投資者會議提供支持服務；及 

    

  (ii) 就企業融資業務申萬研究所向本集團提供支持服務， 其中包括但不限於信息提供及客户推薦，業務範疇包括但不限於融資項目、併購業務及財務顧問。 

    服務費 ： (i) 申萬研究所就提供研究資料及研究支持服務向本集團收取之費用將按一般商業條款，並參考現行市場收費率及提供有關研究資料及服務所產生之估計經營成本後釐定。 

    

  (ii) 申萬研究所就企業融資業務提供支持服務向本集團收取之費用將按一般商業條款(包括參考市場慣例及按實際情況)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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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以以往年度上限往年度上限往年度上限往年度上限 

 下文載列以往年度上限：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十一日止三十一日止三十一日止 七個月七個月七個月七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五月五月五月五月 三十一日止三十一日止三十一日止三十一日止 五個月五個月五個月五個月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與申萬證券交易與申萬證券交易與申萬證券交易與申萬證券交易*有關服務之建有關服務之建有關服務之建有關服務之建議上限金額包括議上限金額包括議上限金額包括議上限金額包括：：：： 

23,310,000 46,142,000  53,135,200 25,543,300 

      

(i) 申萬證券股票買賣交易* 

 

11,620,000 21,912,000  24,103,200 11,047,300 

(ii) 申萬證券支持服務* 

 

1,050,000 2,160,000  2,592,000 1,296,000 

(iii) 申萬香港股票買賣交易* 

 

6,040,000 12,440,000  14,880,000 7,420,000 

(iv) 企業融資交易* 

(a) 本集團提供之服務 

 

(b) 本集團獲得之服務 

 

4,000,000 

 

600,000 

 

8,400,000 

 

1,230,000 

  

10,080,000 

 

1,480,000 

 

5,040,000 

 

740,000 

      與申萬研究所交易與申萬研究所交易與申萬研究所交易與申萬研究所交易*有關服務之有關服務之有關服務之有關服務之建議上限金額建議上限金額建議上限金額建議上限金額 

7,058,000 19,360,000  30,976,000 20,650,000 

      以以以以往往往往年度上限年度上限年度上限年度上限 30,368,000 65,502,000  84,111,200 46,193,300 

 

* 本節所指的「申萬證券交易」、「申萬證券股票買賣交易」、「申萬證券支持服務」、「申萬香港股票買賣交易」、「企業融資交易」及「申萬研究所交易」，其含義與本公司於 2010年 3月 29日的公告所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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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交易金額歷史交易金額歷史交易金額歷史交易金額 

 下文載列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七個月、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兩個月，本集團有關申萬證券交易及申萬研究所交易之歷史交易金額概要：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十一日止三十一日止三十一日止 七個月七個月七個月七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日止日止日止日止兩兩兩兩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與申萬證券交易與申萬證券交易與申萬證券交易與申萬證券交易*有關服務之有關服務之有關服務之有關服務之實實實實際際際際金額包括金額包括金額包括金額包括：：：： 

1,652,183 1,818,132  1,313,157 993,626 

      

(i) 申萬證券股票買賣交易* 

 

1,652,183 1,818,132  1,313,157 993,626 

(ii) 申萬證券支持服務* 

 

- -  - - 

(iii) 申萬香港股票買賣交易* 

 

- -  - - 

(iv) 企業融資交易* 

(a) 本集團提供之服務 

 

(b) 本集團獲得之服務 

 

- 

 

- 

 

- 

 

- 

  

- 

 

- 

 

- 

 

- 

      與申萬研究所交易與申萬研究所交易與申萬研究所交易與申萬研究所交易*有關服務之有關服務之有關服務之有關服務之實際金額實際金額實際金額實際金額 

5,833,333 12,330,000  7,650,000 1,700,000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交易交易交易交易總總總總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7,485,516 14,148,132  8,963,157 2,693,626 

 

* 本節所指的「申萬證券交易」、「申萬證券股票買賣交易」、「申萬證券支持服務」、「申萬香港股票買賣交易」、「企業融資交易」及「申萬研究所交易」，其含義與本公司於 2010年 3月 29日的公告所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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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年度上限年度上限年度上限 

 下文載列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七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有關持續關連交易之建議年度上限金額概要：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三三三三年年年年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十一日止三十一日止三十一日止 七個月七個月七個月七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截至二零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五月五月五月五月 三十一日止三十一日止三十一日止三十一日止 五個月五個月五個月五個月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四四四四年年年年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五五五五年年年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與申萬證券與申萬證券與申萬證券與申萬證券交交交交易有關服務之建議上限易有關服務之建議上限易有關服務之建議上限易有關服務之建議上限金額包括金額包括金額包括金額包括：：：： 

130,459,000 268,731,000  322,978,000 161,478,000 

      

(i) 申萬證券集團向本集團提供中國資本市場經紀服務 

 

23,920,000 49,200,000  59,040,000 29,520,000 

(ii) 申萬證券集團向本集團提供中國市場支持服務 

 

3,960,000 8,148,000  9,777,600 4,890,000 

(iii) 本集團向申萬證券集團提供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經紀服務 

 

25,300,000 52,400,000  63,360,000 31,680,000 

(iv) 本集團向申萬證券集團提供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支持服務 

 

65,590,000 134,937,000  161,944,400 80,960,000 

(v) 本集團向申萬證券集團提供企業融資業務之支持服務 

 

6,789,000 

 

 

13,966,000 

 

 

 16,760,000 

 

 

8,380,000 

 

 

(vi) 申萬證券集團向本集團提供企業融資業務之支持服務  

 

4,900,000 10,080,000  12,096,000 6,048,000 

      與申萬研究所與申萬研究所與申萬研究所與申萬研究所交交交交易易易易有關服務之建議上有關服務之建議上有關服務之建議上有關服務之建議上限金額限金額限金額限金額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19,600,000 40,320,000  48,384,000 24,190,000 

      

(i) 申萬研究所向本集團提供研究支持服務 

  

17,500,000 36,000,000  43,200,000 21,600,000 

 2,100,000 4,320,000  5,184,000 2,590,000 

(ii) 申萬研究所向本集團提供企業融資業務之支持服務 

 

     年度上限年度上限年度上限年度上限 150,059,000 309,051,000  371,362,000 185,6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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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持續關連交易年度上限之基準釐定持續關連交易年度上限之基準釐定持續關連交易年度上限之基準釐定持續關連交易年度上限之基準 

 申萬證券申萬證券申萬證券申萬證券集團向本集團提供集團向本集團提供集團向本集團提供集團向本集團提供中國資本市場經紀服務中國資本市場經紀服務中國資本市場經紀服務中國資本市場經紀服務 

 申萬證券中國資本市場經紀服務主要關於因應 B 股及預期內的境外投資者計劃(包括但不限於 QFII2計劃及 RQFII2計劃)所引致之證券買賣服務。有關申萬中國資本市場經紀服務之年度上限乃參考下列因素釐定：(i)申萬證券集團向本集團提供之 B 股買賣服務之歷史交易金額及 B 轉 H 上市對有關經紀服務需求之潛在升幅；(ii) 預期內的境外投資者計劃對有關經紀服務需求之潛在升幅；及(iii)經考慮中國資本市場之預計增長，估計服務費增長率每年約達 20%。 
 申萬證券申萬證券申萬證券申萬證券集團向本集團提供集團向本集團提供集團向本集團提供集團向本集團提供中國市場支持服務中國市場支持服務中國市場支持服務中國市場支持服務 

 隨著國內經濟發展，更多容許境外投資者投資中國資本市場的政策推出或在醞釀，包括但不限於 QFII2計劃、RQFII2計劃及中港基金互認計劃。此外，有見於中央政府正發展深圳前海特區跨境金融業務，本集團相信未來將有更多容許兩地投資者直接投資彼此市場的機會。董事認為委聘申萬證券集團提供若干支持服務（主要涉及客户推薦、業務與市場諮詢及員工培訓等服務）有利開拓市場兼具有成本效益，且較為省時。有關中國市場支持服務之年度上限乃基於下列因素釐定：(i) 現行市場收費率及提供支持服務所產生之估計成本費用；及(ii)經考慮預期本集團對有關服務需求之增長及因通脹導致成本上升，估計服務費增長率每年約達 20%。 

 本本本本集集集集團團團團向申萬證券集團提向申萬證券集團提向申萬證券集團提向申萬證券集團提供供供供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經紀服務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經紀服務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經紀服務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經紀服務 

 本集團提供的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經紀服務涵蓋包括但不限於因應已推出及預期內的境內投資者計劃(包括但不限於 QDII 計劃及 QDII2 計劃) 所引致之證券買賣服務。有關經紀服務之年度上限乃參考下列因素釐定：(i)本集團將於申萬證券及其聯繫人士推出有關 QDII及QDII2 計劃之預期境外投資業務後向彼等提供之證券買賣服務之需求之潛在升幅；及(ii)經考慮預期對有關服務需求之增長，估計服務費增長率每年約達 20%。 
 本本本本集集集集團團團團向申萬證券集團提向申萬證券集團提向申萬證券集團提向申萬證券集團提供供供供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支持服務支持服務支持服務支持服務 

 隨著國內經濟發展，更多容許境內投資者投資境外或境外投資者投資境內的政策推出或在醞釀，包括但不限於 QDII計劃、QDII2計劃、QFII或 QFII2計劃。無論有關措施在計劃籌備或實行階段，本集團將可在包括客户推薦、業務與市場諮詢及員工培訓等方面供申萬證券集團予以協助支持，因此預計相關服務費用會有所増加。有關本集團支持服務之年度上限乃基於下列因素釐定：(i)參與 QFII 及 QFII2 等計劃之客户及相關佣金收入之潛在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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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現行市場收費率及提供支持服務所產生之估計成本費用；及(iii)經考慮預期對有關服務需求之增長及因通脹導致成本上升，估計服務費增長率每年約達 20%。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向向向向申萬證券集團申萬證券集團申萬證券集團申萬證券集團提供提供提供提供企業融資業務企業融資業務企業融資業務企業融資業務之之之之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及及及及申萬證券申萬證券申萬證券申萬證券集集集集團團團團向向向向本集團提供本集團提供本集團提供本集團提供企業融企業融企業融企業融資業務資業務資業務資業務之之之之支持服務支持服務支持服務支持服務 

 鑑於跨境上市業務增加，本集團與申萬證券集團可於提供企業融資服務方面進一步擴大合作，範圍包括但不限於信息提供及客户推薦。有關企業融資支持服務之年度上限乃經參考下列因素釐定：(i)估計本集團與申萬證券集團各自提供之服務水平；及(ii)經考慮近年於香港及中國市場上市之中國公司的集資額，以及預期兩地市場之增長，估計服務費增長率每年約達 20%。 

 申萬研究所申萬研究所申萬研究所申萬研究所向本集團提供向本集團提供向本集團提供向本集團提供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支持服務支持服務支持服務支持服務 

 鑑於同時於香港及中國市場上市之雙重上市中國公司數目不斷增加，加上本集團外國客戶對中國相關證券投資之興趣與日俱增，董事預計涵蓋香港及中國市場之研究資料之需求會繼續增長。此外，本集團現正積極發展機構客戶業務，相信可吸引更多海外機構客戶投資於香港股票市場，從而帶動對涵蓋中國公司之研究資料之需求上升。申萬研究所以中國上海為總部，主要從事證券研究業務，以覆蓋中國上市公司為主。董事認為，憑藉申萬研究所既有之強大雄厚研究能力，本集團自然而然可運用該等資源提高服務水平，因而委聘申萬研究所提供有關產品。申萬研究所研究支持服務之年度上限乃經參考下列因素釐定：(i) 相關交易之歷史交易金額；及(ii) 經考慮預期本集團對服務需求之增長及因通脹導致成本上升，估計服務費增長率每年約達20%。 

 申萬申萬申萬申萬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向向向向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提供提供提供提供企業融資業務企業融資業務企業融資業務企業融資業務之之之之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鑑於跨境上市業務增加，申萬研究所將向本集團提供企業融資業務支持服務，主要範圍包括但不限於信息提供及客户推薦。有關企業融資支持服務之年度上限乃經參考下列因素釐定：(i)估計申萬研究所承擔的工作及所提供之服務水平；及(ii)經考慮近年於香港市場上市之中國公司的集資額，以及預期香港市場之增長，估計服務費增長率每年約達 20%。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持續關連交易之理由及利益之理由及利益之理由及利益之理由及利益 

 董事相信，簽訂二零一三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及二零一三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可作為與申萬證券集團及申萬研究所擴大合作之平台。本集團、申萬證券集團及申萬研究所可透過更有效地運用各自之客源及資源而受惠，並且預期會由於合作而發揮相得益彰之協同效應。董事亦相信，提供跨境金融中介服務可為本集團客戶提供更優質之服務。因此，董事認為簽



 12 

訂二零一三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及簽訂二零一三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二零一三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及二零一三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之條款由本公司及申萬證券或申萬研究所（視情況而定）經公平磋商釐定。董事認為持續關連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而持續關連交易之條款及年度上限就獨立股東而言均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申萬證券申萬證券申萬證券申萬證券及及及及申萬研究所申萬研究所申萬研究所申萬研究所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本集團主要提供證券經紀服務、證券融資服務、企業融資服務、證券研究服務及資產管理服務。 

 申萬證券主要在中國經營證券買賣、證券經紀及交易、提供投資銀行及融資顧問服務。 

 申萬研究所主要經營涵蓋中國及香港市場之證券研究業務。 

 

 上市規則及其涵義上市規則及其涵義上市規則及其涵義上市規則及其涵義 

 由於申萬證券被視為實益擁有本公司 50.94%之已發行股本，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而申萬研究所則為申萬證券擁有 90%權益之附屬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申萬證券及申萬研究所均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此，申萬證券交易及申萬研究所交易均屬於上市規則第 14A 章所指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考慮到申萬證券及申萬研究所互為聯繫人士，故申萬證券交易及申萬研究所交易已予一併處理。由於申萬證券交易及申萬研究所交易之合計最高年度上限所涉及之資產比率、收益比率及代價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各自超過 5%兼且涉及金額超逾一千萬港元，因此，二零一三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及二零一三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有關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儲曉明先生、陸文清先生和郭純先生於申萬證券交易及申萬研究所交易擁有利益，原因是彼等各人均為本公司和申萬證券集團若干成員的共同董事。因此，儲曉明先生、陸文清先生和郭純先生就批准二零一三年申萬證券備忘錄、二零一三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及連帶事宜的相關董事局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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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一般資料 

 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成立，就持續關連交易是否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以及持續關連交易之條款及年度上限就獨立股東而言是否公平合理及是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獨立董事委員會將於考慮獨立財務顧問之推薦建議後，就如何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之決議案投票，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本公司預期於 2013年 4月 23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i)持續關連交易之其他詳情；(ii)獨立財務顧問就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之函件；(iii)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之推薦建議；及(iv)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股東特別大會上將以點票表決方式進行投票。申萬證券及其聯繫人士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就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上限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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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二零一零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 

指 本公司與申萬研究所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訂立之合作備忘錄，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公告內披露 

 「二零一零年申萬證券備忘錄」 

指 本公司與申萬證券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訂立之合作備忘錄，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公告內披露 

 「二零一三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 

指 本公司與申萬研究所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簽訂之合作備忘錄 

 「二零一三年申萬證券備忘錄」 

指 本公司與申萬證券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簽訂之合作備忘錄 

 

 「年度上限」 指 如「年度上限」一段所載，持續關連交易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七個月、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及截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止五個月之建議年度上限數額 

 「聯繫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局」 指 本公司董事局 

 「B 轉 H上市」 指 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將其Ｂ股 (即以人民幣標明面值、以外幣認購和買賣、並在中國交易所交易的股票) 轉為 H股 (即在中國註冊及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買賣的外資股票)上市 
 「本公司」 指 申銀萬國（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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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持續關連交易」 指 申萬證券交易及申萬研究所交易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即將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大會旨在（其中包括）批准二零一三年申萬證券備忘錄、二零一三年申 萬研究所備忘錄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以及年度上限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本公司成立之獨立董事委員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吳永鏗先生、郭琳廣先生及卓福民先生，負責就二零一三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及二零一三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之條款以及年度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股東」 指 任何無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放棄就相關事宜投票之股東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港基金互認計劃」 指 開展內地與香港兩地基金產品互認安排（如獲相關當局批准） 

 「境外投資者計劃」 指 境外投資者獲准直接投資於中國資本市場之計劃（如獲相關當局批准） 

 「境內投資者計劃」 指 中國境內投資者獲准直接投資於香港及海外資本市場之計劃（如獲相關當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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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年度上限」 指 根據二零一零年申萬證券備忘錄及二零一零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進行之持續關連交易而應收或應付予申萬證券及／或申萬研究所之所有交易款項年度總和上限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QDII計劃」 指 中國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計劃 

 「QDII2計劃」 指 新一代中國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計劃（如獲相關當局批准） 

 「QFII計劃」 指 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計劃 

 「QFII2計劃」 

 

指 新一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計劃（如獲相關當局批准）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RQFII計劃」 指 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計劃  「RQFII2計劃」 指 新一代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計劃（如獲相關當局批准）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主要股東」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申萬研究所」 指 上海申銀萬國證券研究所有限公司 

 「申萬研究所交易」 指 按二零一三年申萬研究所備忘錄，申萬研究所與本集團合作之交易 

 「申萬證券」 指 申銀萬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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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萬證券集團」 指 申萬證券及其附屬公司 

 「申萬證券交易」 指 按二零一三年申萬證券備忘錄，申萬證券集團與本集團合作之交易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局命 申銀萬國申銀萬國申銀萬國申銀萬國（（（（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儲曉明儲曉明儲曉明儲曉明    主席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九位董事，其中儲曉明先生、陸文清先生、郭純先生及李萬全先生為執行董事，張平沼先生及張磊先生為非執行董事，而吳永鏗先生、郭琳廣先生及卓福民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