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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

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只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股份的邀請或要約。

（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91）

關連、須予披露及股份交易
收購華潤萬家業務及蘇果的權益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董事宣佈，本公司已與華潤控股及華潤股份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三日訂立一項有條件收購協議，以代價港幣660,300,000元收購華潤控股擁有的三家  BVI
公司的全部100%股權。有關的收購代價將由本公司向華潤控股發行57,971,905股新股（「代
價股份」）方式支付。三家  BVI 公司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分別與華潤股份集團
相關成員簽訂有條件收購合同，在該等收購合同完成後，三家  BVI 公司將會擁有：
(i)華潤萬家業務的 35%權益； (ii)相關股東貸款人民幣 35,000,000元（約相當於港幣
32,900,000元）；及(iii)蘇果的11.5%權益。收購事項後，華潤萬家業務將由本集團全資擁
有，而蘇果將由本集團擁有85%，其餘15%由江蘇果品食雜所擁有。江蘇果品食雜除因
於蘇果持有15%權益而屬於本集團主要股東外是獨立第三方。

按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華創股份於香港交易所之收市價為港幣11.5元計算，代價股份
之總市值約為港幣666,700,000元。

由於華潤控股為本公司控股股東，而華潤股份公司為華潤控股的控股股東，故此，收購
事項根據上市規則乃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須於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取得獨立股東
的批准，方可作實。本公司已組成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收購事項一事向獨立股東提供意
見。本公司將會委任獨立財務顧問，負責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意見。

本集團於蘇果之73.5%權益是於兩年內收購得來，首先是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從江蘇果
品食雜收購39.25%權益，之後，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從一獨立第三方再收購10%。另外，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再從江蘇果品食雜完成收購得24.25%權益。上述24.25%權益的收購屬
本公司的一項關連交易，且已就簽訂的有關協議由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作出公
告。如收購事項與上述24.25%權益收購的關連交易（作為過去12個月內的一系列關連交
易）一併計算，則收購事項亦同時為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本公司將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出通函，其中載有（其中包括）收購事項詳情、獨
立財務顧問的意見、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推薦建議、為批准收購事項而召開的股東特別大
會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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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訂立的收購協議

賣方 ： 華潤控股

買方 ： 本公司

保證方 ： 華潤股份公司

將予收購資產 ： 三家  BVI 公司的100%股權，及間接地，目標權益

代價 ： 港幣660,300,000元

代價乃由買賣雙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已計及（其中包括）香港
及中國連鎖店業內可資比較公司及交易的成交倍數，以及華潤萬
家業務及蘇果集團的業務前景。代價亦同時代表華潤股份集團於
華潤萬家業務及蘇果當中的權益（將由本公司透過收購協議所間接
取得）的總投資成本。

根據華潤萬家業務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
日未經審計合併淨資產值約人民幣407,900,000元（約相當於港幣
383,400,000元）計算，並包括增資項目，及華潤萬家尚欠的免息股
東貸款人民幣100,000,000元（約相當於港幣94,000,000元），華潤萬
家業務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的經調整未經審計的合併淨資產
值約為人民幣967,900,000元（約相當於港幣910,000,000元）。蘇果於
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的未經審計綜合淨資產值約為人民幣
445,900,000元（約相當於港幣419,100,000元）。根據目標權益應佔華
潤萬家業務與蘇果集團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的經調整合併
淨資產值約人民幣387,400,000元（約相當於港幣364,200,000元），代
價較於目標權益應佔合併淨資產值溢價約港幣296,100,000元，即溢
價約81.3%。

根據華潤萬家業務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的未經審計合併營業額約人民幣3,835,000,000元（約相
當於港幣3,604,900,000元）及蘇果按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截至二零
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經審計綜合營業額約人民幣3,258,300,000
元（約相當於港幣3,062,800,000元），以目標權益應佔華潤萬家業務
及蘇果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合併營業額約為人
民幣1,716,900,000元（約相當於港幣1,613,900,000元）計算，代價所
代表的市值兌銷售比率約為0.41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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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華潤萬家業務的業務前景，於香港及中國連鎖店業內可資比
較公司的成交倍數，收購事項完成後本集團的超市業務進一步的
整合及合作所產生的營運及財務方面的協同效應，本公司的董事
認為（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意見，其意見將會在取得獨立財務
顧問的意見後才作出），收購協議是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其條
款為公平合理且對本公司的整體股東而言是有利。

付款安排 ： 收購事項的代價將以發行代價股份形式支付。

根據收購協議，代價股份將會以每股發行價港幣11.39元發行，該
發行價為華創股份於收購協議當日及之前四個交易日的平均收市
價。代價股份的發行價約相等於華創股份截至及包括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日止五個交易日於香港交易所的平均收市價，並根據華
創股份截至及包括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止十個交易日於香港交
易所的平均收市價，有1.0%溢價，而根據華創股份於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三日於香港交易所的收市價，則有1.0%折讓。代價股份代
表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的已發行股本或本公司於發行
代價股份後的經擴大股本的2.7%。

按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華創股份於香港交易所之收市價為港幣
11.5元計算，代價股份之總市值約為港幣666,700,000元。

代價股份在發行後將會在各方面相等於本公司其他已發行股份。
代價股份發行後，華潤控股及其聯系人於本公司所佔的權益將從
約55.1%增加至56.3%。

本公司將會向香港交易所申請批准代價股份上市及買賣。

先決條件 ： 收購協議的完成須取決於下述先決條件：

(1) 獨立股東於本公司的特別股東大會上批准通過收購協議，獨
立股東是指本公司的股東，但不包括華潤控股及其聯系人（按
上市規則定義）；

(2) 國內協議已獲審批機關批准並有效地完成，且三家  BVI 公
司已全部履行其在該等國內協議下的義務；及

(3) 香港交易所批准（或同意批准）代價股份於香港交易所上市及
買賣。

截止日期 ： 收購協議規定，倘先決條件未能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前達成，
收購協議將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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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潤萬家業務的資料

華潤萬家業務包含了華潤萬家集團及華潤萬佳集團。由於本集團現時分別於華潤萬家及
華潤萬佳擁有65%權益，華潤萬家集團及華潤萬佳集團均同時由華潤萬家管理。華潤萬家
業務主要於廣東省從事經營連鎖店的業務。

根據中國商務部編製之二零零三年最大三十家連鎖企業及其他業內資料，本公司董事相
信華潤萬家業務是廣東省現時最大的超市連鎖店的經營商。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華潤萬家業務已於（包括但不限於）深圳、中山、珠海、廣州等地設有18間大賣場，22間
綜合超市，及72間標準超市。

本集團原於華潤萬佳集團的權益為50%，後來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向一獨立第三方進行收購
而將權益增加至65%。本公司亦於二零零二年七月首次從華潤股份集團取得華潤萬家的
65%權益。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財政年度，華潤萬家業務的未經審計合併營業額、
除稅及非經常性項目前及後的純利（按各公司的審計報告計算），與及分別截至二零零三
年九月三十日止及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的九個月未經審計的合併營業額、除稅及非
經常性項目前及後的純利如下。該等華潤萬家業務未經審計的業績是按中國會計准則編
備：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至二零零三年 至二零零二年 至二零零四年 至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人民幣 相當於港幣 人民幣 相當於港幣 人民幣 相當於港幣 人民幣 相當於港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營業額 3,835.0 3,604.9 3,064.5 2,880.6 3,018.1 2,837.0 2,863.3 2,619.5

綜合稅前及非經常
　項目前的純利／
　（虧損） (257.0) (241.6) 28.1 26.4 (107.6) (101.1) (201.4) (189.3)

股東應佔純利／（虧損） (256.5) (241.1) 20.6 19.4 (106.5) (100.1) (201.1) (189.0)

註： 以上華潤萬家業務未經審計的財務數據乃是根據中國會計准則所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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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華潤萬家業務的業績已在根據香港普通採納之會計准則作出調整後綜合於本集團的
財務賬上，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及分別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
日止及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的九個月，華潤萬家業務按香港普通採納之會計准則編
製的業績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 3,625.2 2,859.1 2,705.5

綜合稅前及非經常項目前的
　純利／（虧損） (209.0) (83.8) (177.8)

股東應佔純利／（虧損） (156.5) (61.5) (132.1)

註： 以上華潤萬家業務的財務數據乃是根據中國會計准則所編製，並已計入根據香港普通採納之會計准則須作出

的調整。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華潤萬家業務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未經審計合併淨資產
值（按各公司的審計報告）約為人民幣509,900,000（約相當於港幣479,300,000元）。

華潤萬家有若干免息股東貸款，當中的人民幣280,000,000元（約相當於港幣263,200,000元）
已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轉為註冊資本。這項轉資後，華潤萬家現時尚有人民幣100,000,000
元的免息股東貸款（約相當於港幣94,000,000元），當中欠本公司的貸款約為港幣61,100,000
元（約相當於人民幣65,000,000元），欠華潤股份公司的貸款為人民幣35,000,000元（約相當
於港幣32,900,000元）。華潤萬佳的註冊資本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增加了人民幣180,000,000
元（約相當於港幣169,200,000元），以作為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向一獨立第三者購買由華潤萬
家業務用作為其大賣場的一所物業的部分資金來源。經計及並包括了增資項目及華潤萬
家尚有人民幣100,000,000元（約相當於港幣94,000,000元）的免息股東貸款，於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華潤萬家業務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經調整未經審計合併淨資產值約為人民
幣960,400,000元（約相當於港幣902,800,000元）。

有關蘇果的資料

根據中國商務部編製之二零零三年最大三十家連鎖企業及其他業內資料，本公司董事相
信，蘇果為現時中國江蘇省的最大的超市連鎖店的經營商。蘇果是於一九九六年七月成
立，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在江蘇省南京經營79間綜合超市、989間超級市場及225間便
利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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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首次收購蘇果39.25權益，其後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將其所持權
益增至49.25%，並再於二零零四年九月增持至73.5%權益。

蘇果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財政年度的經審計綜合營業額、除稅及非經
常項目前及後的純利，及分別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及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的九個月未經審計綜合營業額、除稅及非常性項目前及後的純利如下。這些經審計及未
經審計的蘇果業績是按中國會計准則編製：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 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至二零零三年 至二零零二年 至二零零四年 至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經審計 經審計 經審計 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人民幣 相當於港幣 人民幣 相當於港幣 人民幣 相當於港幣 人民幣 相當於港幣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營業額 3,258.3 3,062.8 2,604.5 2,448.2 3,194.5 3,002.8 2,383.8 2,240.8

綜合稅前及非經常
　項目前的純利／
　（虧損） 73.9 69.5 61.1 57.4 70.3 66.1 42.2 39.7

股東應佔純利／（虧損） 46.8 44.0 40.9 38.4 45.2 42.5 26.7 25.1

註： 以上蘇果集團的財務數據乃是根據中國會計准則所編製。

自蘇果於二零零三年十月成為本集團的附屬公司後，蘇果的業績在作出按香港普通採納
之會計准則的若干調整後已綜合到本集團的財務賬上。根據香港普通採納之會計准則，
蘇果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分別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及二零
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業績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一月一日至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九月三十日 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未經審計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 3,105.9 3,121.8 2,240.8

綜合稅前及非經常項目前的
　純利／（虧損） 63.0 82.0 39.7

股東應佔純利／（虧損） 38.3 58.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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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上有關蘇果集團的財務數據乃根據中國會計准則編製，但已計入根據香港普通採納之會計准則須作出的調

整。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蘇果按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經審計綜合淨資產值約為人
民幣400,700,000元（約相當於港幣376,700,000元）。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蘇果按中國
會計準則編製的未經審計的綜合淨資產值約為人民幣 445,900,000元（約相當於港幣
419,100,000元）。

收購事項的理由

本集團目前於中國的超市業務主要透過兩間附屬公司華潤萬家及蘇果管理。本公司董事
認為本集團乃中國最大型的超市經營商之一，並於廣東省及江蘇省擁有具有領導地位的
市場份額。華潤萬家業務一直專注於中國南部，而蘇果集團則集中於華東地區。

雖然華潤萬家業務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當年及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有虧損，但經過若干成本控制措施、低效益店舖的關閉及來自供應商回饋收
益的增加，盈利能力在過去每年及本年度頭九個月均有可觀增長。考慮到中國法律將從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起放寬並容許非中國實體持有中國零售連鎖店100%權益，本公
司董事相信現時為本公司從華潤股份集團收購華潤萬家業務及蘇果集團餘下的權益的良
好時機，並可從而優化其超市業務的股權結構。於收購項目完成前後，本集團於華潤萬
家業務及蘇果集團的權益如下：

於收購事項前本集團於華潤萬家業務及蘇果的股權

華潤萬家業務

華潤股份有限公司

華潤控股

本公司*

蘇果

江蘇果品
食雜公眾人士

100.0%

55.1%

35% 65%

44.7%

73.5% 11.5% 15%

於收購事項後本集團於華潤萬家業務及蘇果的股權

華潤萬家業務

華潤股份有限公司

華潤控股

本公司*

蘇果

江蘇果品
食雜公眾人士

100.0%

56.3%

100%

43.6%

85% 15%

註： 包括直接或間接權益

* 餘下權益由本公司董事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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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項目後，本集團將可進一步統一管理職能、減低行政費用、按業態加強管理，及強
化與供應商之關係。收購項目亦可加快華潤萬家業務及蘇果集團的整合，使本集團於廣
東省及江蘇省的供應鎖變得更有效率，銷售網絡亦可隨之擴大及更有效地得以運用。本
公司董事認為就此可產生的協同效應最終可產生更高的盈利能力。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乃一間於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業務重心在於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分銷業務。本
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內地的業務組合多元化，其中計有零售、飲品、食品加工及分銷、紡
織品、石油及化工產品分銷、物業以及其他投資。

一般資料

由於華潤控股為本公司控股股東，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5.1%，而華潤股份公司為華潤
控股的控股股東，收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關連交易，須經獨立股東於
本公司的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華潤集團及其聯系人（定義見上市規則）將不
會在該股東大會上投票）。本公司已組成獨立董事委員會，就收購事項一事向獨立股東提
供意見。本公司將會委任獨立財務顧問，負責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意見。

本集團於蘇果之73.5%權益是於兩年內收購得來，首先是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從江蘇果品
食雜收購39.25%權益，之後，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從一獨立第三方再收購10%。另外 ,於二
零零四年九月再從江蘇果品食雜完成收購得24.25%權益。上述24.25%權益的收購屬本公司
的關連交易，且已就所簽訂的有關協議由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作出公告。如收
購事項與上述24.25%權益收購的關連交易（作為過去12個月內的一系列關連交易）一併計
算，則收購事項亦同時為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本公司將在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出通函，其中載有（其中包括）收購事項詳情，獨立
財務顧問的意見、獨立董事委員會的推薦建議、為批准收購事項而召開的股東特別大會
的通告。

定義

「收購事項」 指 收購協議下所指有關致力投資、彩裕投資及穩信投資100%股
權的收購項目

「收購協議」 指 本公佈所指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簽訂的收購協議

「審批機關」 指 所有相關就審批國內協議的中國政府機關（包括中國商務部）
或其授權機關

「致力投資」 指 致力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維京群島成立的公司，為華
潤控股的全資附屬公司

「三家  BVI 公司」 指 致力投資、彩裕投資及穩信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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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資事項」 指 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華潤萬佳註冊資本增加人民幣180,000,000
元（約相當於港幣169,200,000元），該增資已由華潤萬佳所有股
東按股本比例全數支付到位；及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華潤
萬家中有人民幣280,000,000元（約相當於港幣263,200,000元的
免息股東貸款轉為股本；並根據此等增資，華潤萬佳的註冊
資本為港幣226,200,000元，全數資本已到位，而華潤萬家的註
冊資本為人民幣712,500,000元（約相當於港幣670,000,000元），
全數資本已到位

「華潤股份公司」 指 華潤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為華
潤控股的控股股東，並為華潤股份集團的控股公司

「華潤股份集團」 指 華潤股份公司及其附屬企業（但不包括本集團）

「華潤控股」 指 華潤（集團）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5.1%的控股
股東，為一家於香港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華潤集團的控股
公司

「華潤集團」 指 華潤控股及其附屬公司

「華潤萬家」 指 華潤萬家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公司，為本集團所擁
有的65%子公司，其餘35%由華潤股份公司擁有

「華潤萬家業務」 指 華潤萬家集團及華潤萬佳集團

「華潤萬家集團」 指 華潤萬家及其附屬公司

「華潤萬佳」 指 深圳華潤萬佳超級市場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公司，
為本集團擁有65%的子公司，其餘35%由華潤股份公司所擁有

「華潤萬佳集團」 指 華潤萬佳及其附屬公司

「本公司」 指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並於香港交易所上
市的公司

「先決條件」 指 收購協議進行成交前的先決條件

「代價股份」 指 本公司將就收購事項發行予華潤控股57,971,905股的新華創股
份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江蘇果品食雜」 指 江蘇果品食雜總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集體企業，持有蘇
果15%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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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卷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內協議」 指 由三家  BVI 公司就有關目標權益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
與華潤股份集團相關成員所簽訂的若干有條件收購合同

「中國會計准則」 指 中國「企業會計准則」及「企業會計制度」

「蘇果」 指 蘇果超市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公司，為本集團擁有
73.5%的子公司，其餘15%由江蘇果品食雜擁有

「蘇果集團」 指 蘇果及其子公司

「穩信投資」 指 穩信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維京群島成立的公司，為華
潤控股的全資子公司

「華創股份」 指 本公司的股本中面值港幣1元的股份

「香港交易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權益」 指 由華潤股份公司所持有華潤萬家業務的35%權益連同相關股東
貸款人民幣35,000,000元（約相當於港幣32,900,000元）；及由華
潤股份公司集團所持有蘇果11.5%的權益

「彩裕投資」 指 彩裕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維京群島成立的公司，為華
潤控股的全資子公司

承董事會命
華潤創業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李業華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

於本公佈刊載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寧高寧先生（主席）、宋林先生（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陳樹林先生（副董事

總經理）、喬世波先生（副董事總經理）、閻 先生（副董事總經理）、姜智宏先生（副董事總經理）、劉百成先生、

王群先生、鍾義先生及鄺文謙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蔣偉先生及謝勝喜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陳普芬博士、黃

大寧先生及李家祥博士。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