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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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KINGBOARD CHEMICAL KINGBOARD LAMINATES
HOLDINGS LIMITED HOLDINGS LIMITED
建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8） （股份代號：1888）

聯合公告

有關延長授權使用生產設施
之公告

本公告乃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之規定作出，
僅供參考。

Kingboard Copper Foil Holdings Limited（「建滔銅箔」）為一間由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
公司（「建滔積層板」）間接擁有65.50% 權益之附屬公司，而建滔積層板為建滔化
工集團有限公司（「建滔化工」）擁有 74.59%權益之附屬公司。建滔化工及建滔積
層板均為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之公司。

以下轉載建滔銅箔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就建滔銅箔全資附屬公司香港銅
箔有限公司延長授權使用生產設施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sgx.com
刊發之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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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BOARD COPPER FOIL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公司登記號碼26998）

延長授權使用生產設施

Kingboard Copper Foi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述日期
為二零一一年八月三日、二零一一年八月八日、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及二
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香港銅箔有限公
司（「授權人」）與威擘投資有限公司（「威擘投資」或「獲授權人」）於二零一一年八
月三日訂立授權使用協議。

1. 延長授權使用協議

1.1 屆滿。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授權使用協議（經日期為
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日延長函件及修訂所修訂）（「授權使用協議」）將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屆滿。本公司管理層（「管理層」）正就現有
授權使用協議屆滿考慮多個可行選擇，包括但不限於延長授權使用
協議。

由於股東現時並無批准授權，允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與
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建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建滔化工」）及其聯繫人
（定義見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訂立有利益關係人士
交易，延長與威擘投資訂立的授權使用協議或與新獨立第三方訂立
相類的授權使用安排（「建議授權使用安排」）將為本公司最合適的臨時
措施，以確保本集團獲取穩定收入來源。

除建議授權使用安排外，董事會將繼續就長線安排積極考慮其他可
行選擇，包括多元化發展本公司業務之機會。

1.2 投標程序。有見授權使用協議即將屆滿，本公司發起投標程序，邀請
潛在獲授權人就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期間獲授權使用佛岡建滔實業有限公司及建滔（連州）銅箔有限公司
之工廠物業（「物業」）、存貨及機器（統稱「資產」）提交投標文件。

本公司主席林家寶先生根據其廣泛的業務網絡及行業知識（在電子行
業積逾20年工作經驗），已識別五名潛在獲授權人，包括威擘投資。本
公司與該等潛在獲授權人就（其中包括）與本公司訂立授權使用安排
的意願進行初步討論。根據該等討論，本公司已接獲該五名潛在獲授
權人的投標文件（由授權人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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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已按以下基準評估由潛在獲授權人提交之建議書：

(a) 潛在獲授權人就授權使用安排建議之商業條款及其吸引力；

(b) 潛在獲授權人是否合適及是否具備專業知識營運設施；及

(c) 潛在獲授權人是否獨立於建滔化工及其附屬公司，

基於上述條件，董事會選擇威擘投資按授權使用協議所載相同條款
及條件延續授權使用協議（延長授權使用協議項下授權使用安排之必
要更新除外）。

董事會認為威擘投資之建議具有吸引力乃基於多項因素。威擘投資
準備按相同授權使用月費10,000,000港元（「授權使用費」）延續授權使用
協議，有關費用為五名潛在獲授權人之中所提供最高的授權使用費
金額，儘管面對競爭激烈之營商環境，且預期電子產品的需求較為波
動。

此外，董事會對威擘投資在現行授權使用協議下之表現感滿意。威擘
投資已遵守其於授權使用協議之責任，包括準時支付授權使用費，且
並無未償還款項或逾期欠付款項。另者，威擘投資將資產維持於良好
狀況，並於授權使用協議之年期期間進行維修。為此，本公司進行物
業實地視察，核實反映於本公司固定資產登記冊的所有固定資產，本
公司概無為威擘投資持有存貨。

2. 延長授權使用協議之主要條款

授權人於今日訂立延長函件及修訂，以（其中包括）延長授權使用期間兩年
至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授權使用期間」）。除上文所述者外，所有授
權使用協議之條款及條件維持不變及具十足效力及作用。

2.1 授權使用費。授權使用費須於授權使用期間各曆月首日預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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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按金。先前於訂立授權使用協議時由獲授權人支付的按金20,000,000港
元（「按金」）於授權使用期間將繼續由授權人為獲授權人保留，不計利
息，以確保獲授權人妥善履行及遵守延長授權使用協議。

倘獲授權人違反或不遵守或不履行授權使用協議內所提及任何協議、
規定或條件，則授權人將有權終止授權使用協議，在此情況下，授權
人或會沒收按金。

根據授權使用協議之條款，除非依照上段所述或下文2.3段所述情況
沒收按金，否則授權人應不計任何利息將按金（或作出授權人有權作
出之扣除後餘額）退還獲授權人。

2.3 終止及重收。授權使用期間首十二個月內，授權人或獲授權人可透過
事先向另一方發出不少於一個月之書面通知，並向另一方支付1,000,000
港元或訂約各方互相協定之其他金額，全權酌情終止授權使用協議。
於授權使用期間首十二個月屆滿後，授權人可透過事先向獲授權人
發出不少於一個月之書面通知，全權酌情終止授權使用協議。

授權人及獲授權人均同意，於任何時間，倘：

(i) 授權使用費或其任何部分於到期後十四日內尚未支付（無論是否
有正式提出之要求）；

(ii) 獲授權人嚴重違反授權使用協議中之條款；

(iii) 獲授權人將破產或進行清盤（視情況而定），或倘獲授權人遭呈請
破產或清盤（視情況而定）；

(iv) 獲授權人將與債權人簽立任何補償或安排；或

(v) 獲授權人之貨品現時或將會因法庭命令而遭扣押，

則在不損害授權人或獲授權人可能應有之任何權利之情況下，且基於
獲授權人或授權人先前違反授權使用協議項下任何責任之理由，授
權人將有權重收物業，且授權使用將予終止。授權人亦將沒收按金，
惟授權人有權就授權人已經或可能蒙受之進一步損害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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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僱員借調。本公司將繼續借調所有本公司僱員（不包括管理層主要成
員）（「僱員」）至威擘投資，以降低本公司營運成本，僱員工資屆時將會
由威擘投資支付。在支付安排方面，威擘投資將於每月特定日期先轉
賬薪金金額予本公司用以支付僱員薪金，其後，本公司會向僱員發放
薪金。

2.5 違約追索。倘威擘投資拖欠授權人每月之匯款，授權人有權終止授權
使用協議及沒收按金。

3. 董事及控股股東於授權使用協議之權益

3.1 董事及控股股東權益。本公司董事及控股股東概無於授權使用協議
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3.2 與威擘投資之關係。本公司董事及控股股東並無直接或間接與威擘
投資、其董事及╱或其股東有任何關係。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家寶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承董事會命
建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羅家亮

承董事會命
建滔積層板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蔡建龍

香港，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建滔化工之董事會（「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國榮先生、鄭永耀
先生、張廣軍先生、何燕生先生、張偉連女士、張家成先生及陳茂盛先生以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黎忠榮先生、鄭維志先生、謝錦洪先生及鄧竟成先生組成。

於本公告日期，建滔積層板之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張國華先生、張國強先生、張
國平先生、林家寶先生、張家豪先生、劉敏先生及周培峰先生；非執行董事羅
家亮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體超先生、葉澍堃先生、張魯夫先生及劉炳章
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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