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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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只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CHINASOFT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中 軟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54）

股份交易

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北京中軟與賣方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二日訂立該協
議，並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一日訂立其補充協議。根據該等協議，北京中軟
有條件同意向賣方購買目標股份，相當於目標公司之51%股本權益，收購事項
之總代價最多為人民幣23,020,000元。根據補充協議，上述總代價中的人民幣
11,120,000元須以本公司向賣方發行9,208,126股代價股份的方式支付。

代價股份相當於本公司之現有已發行股本約0.877%，亦相當於本公司經發行代
價股份後之已發行股本約0.87%。代價股份將會根據一般授權發行。代價股份彼
此之間及與發行代價股份時之所有其他已發行股份將會享有同等權益。

由於補充協議規定，收購事項的部分代價將以代價股份支付，因此，根據上市
規則第十四章，該等協議構成本公司之股份交易（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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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協議

日期 ： 該協議之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二日，而補充
協議之日期則為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一日

有關各方 ： (a) 買方：北京中軟

  (b) 賣方：鄒鴻及葉明

以各董事所知所信，並經過所有合理查詢，賣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是本公
司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以外的獨立第三者。

將予收購的資產

根據該等協議，北京中軟同意購買而賣方同意出售目標股份，相當於目標公司之
51%股本權益（其中25.5%購自鄒鴻，25.5%購自葉明）。

代價

根據該等協議，收購事項之總代價最多為人民幣23,020,000元，包括以下批次：

(1) 北京中軟將會於(i)就收購事項簽立所有確定文件；(ii)有關各方簽立股東協議；
(iii)目標公司與其主要僱員簽立僱傭合同（為期3年）及保密協議；及(iv)該協
議內所規定的所有完成事宜均已經處理妥當後10天內以現金向賣方支付總額
人民幣900,000元；

(2) 北京中軟將會於目標公司的51%股本權益由賣方轉讓予北京中軟後10天內以
現金向賣方支付總額人民幣1,000,000元；

(3) 在根據該協議履行若干非財務及財務條件的規限下，北京中軟將會以現金向
賣方支付獲利能力付款最多人民幣10,000,000元。非財務條件包括留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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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現有客戶及若干主要僱員。財務條件包括目標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二
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達成以下財務目標：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收入 人民幣60,000,000元 人民幣75,000,000元 人民幣100,000,000元
淨利潤（除稅後） 人民幣2,200,000元 人民幣4,650,000元 人民幣10,250,000元

(4) 根據補充協議，餘額人民幣11,120,000元須以本公司向賣方（及╱或其一組代
名人）發行9,208,126股代價股份的方式支付。

總代價乃由該等協議有關各方經參考(i)目標公司的潛在前景；(ii)目標公司經驗豐
富的顧問及管理專業人員，而其所有主要僱員均已經同意與本集團訂立固定時期
僱傭合同；及(iii)可為本集團產生策略性配比及潛在協同效應後，按公平原則磋商
而釐定。其中現金付款人民款11,900,000元是本公司擬以本集團的內部資源撥付的。
董事認為，收購事項的代價屬公平合理。

代價股份

完成時將會發行9,208,126股每股面值0.05港元之代價股份，相當於本公司之現有
已發行股本約0.877%，亦相當於本公司經發行代價股份後之已發行股本約0.87%。

發行價每股代價股份1.377港元乃按二零一零年五月十日前最後四十個交易日在聯
交所所報之平均收市價而釐定。其較：

(1) 股份於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一日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每股股份1.62港元折讓
約15%；

(2) 股份於緊接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一日前最後五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平均 

收市價每股股份1.698港元折讓約18.9%；及

(3) 股份於緊接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一日前最後十個交易日在聯交所所報之平均 

收市價每股股份1.702港元折讓約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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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八日舉行的上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授予董事一
般授權，授權董事會發行最多201,455,737股股份。代價股份將會根據該一般授權
發行。有關授權自授予日期以來未曾動用。因此，發行代價股份無須獲得股東批准。

代價股份於發行及繳足股款時，彼此之間及與發行代價股份時之所有其他已發行
股份將會享有同等權益。

雙方約定，收購事項的完成日為代價股份發行日。

先決條件

根據該等協議，有關事項須待以下條件獲履行後，方可完成：

(1) 北京中軟對目標公司的盡職審查之結果感到滿意；

(2) 取得目標公司董事會的批准；

(3) 取得目標公司股東的書面豁免，就收購事項豁免彼等的優先購買權；

(4) 有關情況及目標公司的業務前景並無任何重大不利轉變；

(5) 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代價股份上市及買賣；

(6) 賣方協助完成目標公司股權變更手續；及

(7) 完成對目標公司董事會的改選，且完成對目標公司的章程及其他相關文件的
修改。

禁售

該等協議並無載有任何條文限制本公司進一步發行證券的能力。根據補充協議，
代價股份有以下禁售限制：

(1) 三分之一的代價股份不得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出售或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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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分之一的代價股份不得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出售或轉讓；及

(3) 其餘代價股份不得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出售或轉讓。

有關目標公司的資料

主要業務

目標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提供以下服務：

(1) 就業務流程重組、財務、人力資源及供應鏈管理等提供運營諮詢服務；

(2) IT戰略規劃、需求分析、架構設計、技術選型等信息技術和應用系統規劃；
及

(3) 基於SAP╱Oracle軟件套件的信息系統開發及實施服務。

財務資料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目標公司之經審核資產賬面淨
值約為人民幣9,608,824.30元。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
目標公司之經審核淨損失約為人民幣16,841,270.15元（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前）及人
民幣16,949,856.33元（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後）。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內，目標公司之經審核淨利潤約為人民幣117,361.73元（除稅及非經常
項目前）及人民幣38,263.09元（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後）。

進行收購事項的原因

董事會相信， 收購事項將可讓本集團多元化發展其業務組合，並擴大其客戶基礎。 
收購事項將會為本集團企業策略的實施作出貢獻，並產生協同效應。目標公司與
本集團的服務範圍是高度互補的，收購事項可帶動本集團現有的業務保持持續互
動，目標公司優秀的顧問團隊和多年的諮詢服務經驗積累以及廣泛的行業和客戶
基礎，收購事項可以增强本集團的高端諮詢能力，可拓展本集團的行業範圍和擴
大本集團的服務目錄，從而進一步深化與客戶的戰略合作紐帶，以期實現端到端
戰略的落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收購事項可以增强本集團管理諮詢、SAP和Oracle的實施服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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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以融和目標公司基于設備製造業的MES系統，以擴展本集團MES解決方案
的行業應用； 及

3、 目標公司可為本集團的客戶提供更為專業的ERP諮詢和實施服務，同時本集
團可為目標公司的客戶提供更為全面的解決方案和服務，目標公司的客戶可
為本集團帶來潛在的ITO和BPO機會。 

發行代價股份亦將會擴大本公司的股東基礎。

董事會認為，收購事項之條款乃屬公平合理，並且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對股權架構的影響

假設本公司的股權架構於緊接完成前並無變動，本公司於緊接完成前及緊隨其後
的股權架構將會如下：

股東 於緊接完成前 於緊隨完成後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中國軟件與技術服務 

　（香港）有限公司     245,315,173 23.38     245,315,173    23.17

遠東控股國際有限公司     138,989,822 13.24 138,989,822 13.13

Greater Pacific Capital

　Partners, LP      119,268,639 11.37 119,268,639 11.27

陳宇紅博士 67,387,608  6.42   67,387,608    6.37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 30,000,000  2.86   30,000,000 2.83

崔輝博士 20,000,000  1.91   20,000,000 1.89

唐振明博士 11,747,765  1.12   11,747,765 1.11

王暉先生 9,837,838  0.94 9,837,838 0.93

賣方 – – 9,208,126 0.87

其他公眾股東     406,829,343 38.76 406,829,343 38.43
    

合計 1,049,376,188 100 1,058,584,31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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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去12個月內進行的集資活動

於緊接本公告日期前過去12個月期間內，本公司並無進行任何股本集資活動。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補充協議規定，收購事項的部分代價將以代價股份支付，因此，根據上市規
則第十四章，該等協議構成本公司之股份交易（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

本公司將會向聯交所申請批准代價股份上市及買賣。

一般事項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提供以諮詢為驅動的解決方案、以專業化為準則的信息技術
外包服務(ITO)和業務流程外包服務(BPO)和以人才供應鏈為導向的培訓服務，包
括諮詢服務、軟件發展、系統集成、軟件測試、軟件本地化、企業應用平台建設
與維護、IT服務外包以及業務流程外包。

釋義

「收購事項」 指 建議由北京中軟根據該等協議收購目標股份；

「該協議」 指 北京中軟與賣方就收購事項於二零一零年四月
十二日訂立之買賣協議；

「該等協議」 指 該協議及補充協議；

「北京中軟」 指 北京中軟國際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
立之外商獨資企業，並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軟國際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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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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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指 收購事項完成；

「關連人士」 指 上市規則所界定的涵義；

「代價股份」 指 將就收購事項向賣方（及其一組代名人）發行的
9,208,126股新股份；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一般授權」 指 根據股東在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六月十八日舉
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的普通決議案授予董
事的一般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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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價」 指 每股代價股份1.377港元之視作發行價；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補充協議」 指 北京中軟與賣方就收購事項於二零一零年五月
十一日訂立之補充協議；

「目標公司」 指 漢普管理諮詢（中國）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
立之外商投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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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股份」 指 目標公司的註冊資本人民幣55,026,671元中的
51%權益；及

「賣方」 指 鄒鴻及葉明。

承董事會命
中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陳宇紅博士

香港，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本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陳宇紅博士（董事總經理）
唐振明博士
王暉先生

非執行董事：
崔輝博士（主席）
邱達根先生
劉征先生
張亞勤博士
方軍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徐澤善先生
曾之杰先生
梁永賢博士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