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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關連交易

涉及股份收購

股份收購

於 2008 年 1 月 31 日，本公司的一家間接附屬公司 CBL (CCBMH) 與 CCSAH 訂

立買賣合同，據此，其中包括，CBL (CCBMH) 將向 CCSAH 收購其持有 CCBMH

全部已發行股份的 21%。收購代價為人民幣 148,280,000 元。

關於股份收購的上市規則含義

‧ 可口可樂（亞洲）持有中糧飲料35%權益，因此為本公司其中一家附屬公司

的主要股東及關連人士。CCSAH為可口可樂（亞洲）的最終控股股東可口

可樂公司的聯繫人，因此為本公司關連人士。買賣合同構成本公司於上市

規則項下的一項關連交易。

‧ 由於買賣合同項下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高於2.5%，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

第14A章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 此外, 買賣合同項下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因此，該交易

亦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須予披露的交易。



‧ 假若本公司就批准買賣合同召開股東大會，將並無本公司之股東須要放棄

投票，基於獨立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3條規定發出書面批准，本公司

將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就批准買賣合同而召開股東大會之規定。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通函

‧ 本公司已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買賣合同向本公司獨立股東提供建議。

本公司將聘請獨立財務顧問就買賣合同是否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及是否

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

東提供獨立建議。

‧ 本公司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及無論如何在本公告日期起計21日內向股東寄

發一份載有（其中包括）買賣合同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有關買賣合同的

函件、獨立財務顧問有關買賣合同的推薦意見的通函。

買賣合同之主要條款

日期：2008 年 1 月 31 日

合同各方： CBL (CCBMH)

CCSAH

CBL (CCBMH) 將向 CCSAH 收購其持有 CCBMH 全部已發行股份的 21%。 收購

代價為人民幣 148,280,000 元，完成時支付。 買賣合同完成後，CBL (CCBMH)

將成為持有 CCBMH 已發行股份 21%的股東。

完成須待若干先決條件獲得滿足,包括獲得所需之批淮及滿足上市規則就有關

該買賣合同之要求。

完成將於滿足或該些適用的先決條件獲豁免後的三個營業日內或經雙方同意的

其他日期, 現預計完成日期為不遲於 2008 年 2 月 29 日或經雙方同意的其他日期。

釐定代價的基準

代價乃以 CCSAH 對 CCBMH(其主要投資為可口可樂（東莞）的全部股權權益)

所投入的資本支出及營運費用按比例總計人民幣 148,280,000 元為基準，並經公

平磋商後協定。本公司計劃通過內部資源以美元現金支付代價。



CCBMH截止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財務資料

根據2006年經審核   根據2007年管理賬目

財務報告

除稅及 除稅及 除稅及 除稅及

非經常項目 非經常項目 非經常項目 非經常項目

前純利 後純利 前純利 後純利 資產淨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CCBMH (121) (121) 73,672 73,636 821,048

財務資料為香港公認會計原則項下 CCBMH 綜合財務資料。 CCBMH 於 2006 年 5 月 3 日註冊成

立因此 2006 年度只有支出。 CCBMH 於 2007 年 7 月 1 日完成收購 CCBM Dongguan 80%股權權益

後取得控制權，並於 2007 年 12 月底完成收購餘下股權權益。

於買賣合同完成後， 本公司於 CCBMH21%權益投資將被視為對聯營公司的投

資。

訂立買賣合同的原因

自 2003 年起，可口可樂（東莞）製造及向中國境內的可口可樂飲料裝瓶集團包

括本公司的可口可樂飲料裝瓶集團供應可口可樂飲料非碳酸產品，主要是果汁、

果汁飲品及即飲茶。作為可口可樂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可口可樂（東莞）是國

內唯一的可口可樂飲料非碳酸產品的製造及供應商。 在國內的可口可樂飲料裝

瓶集團包括本公司的可口可樂飲料裝瓶集團受惠於國內只有一家可口可樂飲料

非碳酸產品製造及供應商，在成本結構方面具有競爭力。 為了使可口可樂公司

及國內主要可口可樂飲料裝瓶集團的利益相結合, 計劃讓該等可口可樂飲料裝

瓶集團透過 CCBMH 取得製造及供應可口可樂飲料非碳酸產品業務的股權權益。

買賣合同項下之交易將使本公司的可口可樂飲料裝瓶集團獲得可口可樂公司在

中國的可口可樂飲料非碳酸產品業務的利益。CBL(CCBMH) 於買賣合同完成後

將取得 CCBMH 21%權益。

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其意見將納入盡快寄發予股東的通函內）認為，

買賣合同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為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

益。

本公司、CBL (CCBMH)、CCSAH 及 CCBMH 的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本公司主要從事飲



料、酒類、糖果及小包裝食用油業務。

CBL (CCBMH) 為於 2007 年 11 月 21 日根據薩摩亞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及為本公司間接持有 65%的附屬公司。CBL (CCBMH) 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

CCSAH 為一間根據美國特拉華州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可口可樂公

司全資附屬公司。CCSAH 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

CCBMH 為一間根據香港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於 2008 年 1 月 31 日，

CCSAH 及其一個聯繫人擁有 CCBMH 的 59%權益, 而太古飲料有限公司擁有

CCBMH 的 41%權益。於買賣合同完成後, CBL (CCBMH)將擁有 CCBMH 的 21%

權益, 而 CCSAH 及其一個聯繫人將擁有 CCBMH 的 38%權益。CCBMH 為一間擁

有可口可樂（東莞）100%股權權益的投資控股公司。可口可樂（東莞）主要從

事生產貼有可口可樂公司及/其關聯公司商標的非碳酸飲料。

上市規則含義

於本公告日期，可口可樂（亞洲）持有中糧飲料 35%權益，因此為本公司其中一

家附屬公司之主要股東，從而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CCSAH 為可口可樂（亞洲）

的最終控股股東可口可樂公司的聯繫人，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買賣合同構

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項下的關連交易。

由於買賣合同項下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高於2.5%，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

章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此外, 買賣合同項下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因此，該交易亦構

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須予披露的交易。

獨立股東批准

本公司已成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就買賣合同向本公司獨立股東提供建議。本公司

將聘請獨立財務顧問就買賣合同是否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及是否公平合理及符

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獨立建議。

可口可樂公司及其聯繫人（包括 CCSAH）並非本公司股東。概無股東須就批准

買賣合同於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

基於獨立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3條規定發出書面批准，本公司將向聯交所申



請豁免嚴格遵守為批准該買賣合同而召開股東大會之規定。

本公司之控股股東Wide Smart Holdings Limited（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約68.87% 

之1,922,550,331股股份中擁有實益權益）已表示將會批准買賣合同，本公司將根

據上市規則第14A.43條規定促使獨立股東簽署書面批准，如不能簽署，則本公司

將召開股東大會以批准買賣合同。

一般資料

本公司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及無論如何在本公告日期起計 21 日內向股東寄發一

份載有（其中包括）買賣合同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有關買賣合同的函件、獨立

財務顧問有關買賣合同的推薦意見的通函。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意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語具以下含義：

「聯繫人士」  指  與上市規則界定的定義相同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營業日」  指  香港銀行開門辦理一般銀行業務的任何日子(不包

括星期六及星期日)

「中糧飲料」  指  中糧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持有 65%的附屬公

司

「CBL (CCBMH)」  指 COFCO Berverages (CCBMH) Limited，一家於薩摩

亞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中糧飲料全資附

屬公司

「可口可樂（東莞）」  指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東莞）有限公司，一家於

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 CCBMH 全資

附屬公司

「CCBMH」  指 Coca-Cola Bottlers Manufacturing Holdings Limited，

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於買賣合



同完成前為可口可樂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CCSAH」  指 Coca-Cola South Asia Holdings, Inc.，一家於美國特

拉華州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可口可樂公

司全資附屬公司

「可口可樂（亞洲）」  指  可口可樂控股（亞洲）有限公司，于英屬維爾京

群島註冊成立的一間有限責任公司，為可口可樂

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可口可樂飲料」  指  貼有可口可樂公司及/或其關聯公司商標的飲

 料

「本公司」  指  中國食品有限公司（前稱為中國糧油國際有限公

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並於香港聯交所主板

上市的有限責任公司

「關連人士」  指  與上市規則界定的定義相同

「關連交易」  指  與上市規則界定的定義相同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股東」  指  與上市規則界定的定義相同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比率」   指  上市規則第 14.07 條項下所規定之比率

「中國」或「國內」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買賣合同」  指 CBL (CCBMH)與 CCSAH 於 2008 年 1 月 31 日訂立

之買賣合同，（其中包括）CBL (CCBMH) 將向



CCSAH 收購其持有 CCBMH 全部已發行股份的

21%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中國食品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曲喆

北京，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寧高寧先生、曲喆先生、麥志榮先生、馬建

平先生、欒秀菊女士及張振濤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吳文婷女士；本公司

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祈立德先生(Mr. Stephen Edward Clark)、陳文裘先生及袁天凡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