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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售 新 股 份
及

授 出 股 份 認 購 期 權

須 予 披 露 及 關 連 交 易
與 GENTING INTERNATIONAL P.L.C. 訂 立 合 營 企 業 安 排

及
須 予 披 露 交 易

收 購 MACAU L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
的 股 份

配售新股份及授出股份認購期權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七日，本公司與各相關認購方訂立股份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按每股2.29港元的認購價向認購方配發及發行合共255,000,000股新股份。於同日，本公司亦與各相關認購方訂立購股權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向認購方授出不可轉讓期權以認購合共255,000,000股股份。有
關期權將按每股期權股份0.28港元的期權金授出，而期權的總代價為71,400,000港元。每項期權可於完成購股權協議日期（即完成認購事項的同日）起計至購股權協議日期第二週年的期間內隨時按行使價每股3.00港元行使一次。於悉數行使期權時可予發行的股份數目為255,000,000股。

認購股份及期權股份合共佔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的現有已發行股本約7.52%及佔本公司經發行認購股份及期權股份擴大後的已發行股本約6.99%。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所得資料及所信，各認購方及（倘適用）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i)為獨立第三方；及(ii)獨立於賣方及彼等的最終實益擁有人。

認購事項及授出期權的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653,350,000港元。本公司擬將自認購事項及授出期權的所得款項淨額用於為發展聖淘沙綜合渡假勝地提供部分資金。

與GIPLC訂立合營企業安排、收購股份及該項目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本公司、SC Asia、GIPLC與Genting Star就管理及經營合營企業訂立股東協議。合營企業由SC Asia（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及Genting Star（GIPLC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分別擁有75%及25%權益。合營企業的目的在於進行收購事項及該項目（各於下文描述）。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合營企業與José Manuel dos Santos先生、World Arena及Silverland訂立買賣協議，以由賣方出售及由合營企業購入MLIC全部已發行股本的75%及由TIECL所欠的若干貸款，於買賣協議日期達59,223,500澳門元。收購事項的總代價達1,466,508,410.65港元，當中153,562,500
港元的不可退還按金已支付。MLIC間接擁有TIECL 100%權益。TIECL已就該土地獲澳門政府授予一項租賃（須待澳門憲報公佈獲授該項租賃方可作實）。在自澳門政府取得有關授權或批准的規限下，TIECL擬開發該土地並於其上興建一間酒店，而該酒店將設有（其中包括）一個賭場，將須於澳門
博彩作出申請時取得澳門政府的有關授權方可作實。於收購事項完成後，World Arena及Silverland將保留MLIC的25%權益，而MLIC的股東將就管理及經營MLIC訂立股東協議。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八日，本公司與澳門博彩訂立協議，據此，本公司已同意促使TIECL向澳門博彩授予權利使用將於該土地上  興建的酒店內的若干面積，以經營一個賭場（須待取得澳門政府的相關授權方可作實），而澳門博彩已同意委聘TIECL（於收購事項完成並自澳門政府授出所有相關授權
後）就賭場提供若干服務（包括其市場推廣、宣傳、公關、客戶開發及介紹、協調活動、賭場的室內設計及裝潢、保安及其他人力資源服務）。提供服務及使用物業的有關權利將僅於數項條件獲達成後方生效，該等條件分別為完成收購事項、TIECL於該土地獲正式權利、澳門政府就於物業設立賭
場及澳門博彩與本公司之間的協議授出的批准以及取得SC批准。澳門博彩將就使用賭場物業及就TIECL就賭場所提供的服務向TIECL支付月費。該等安排須待澳門政府授出批准後方可作實。

合營夥伴估計，將由合營企業注資該項目的總資金需求將為3,500,000,000港元，當中包括代價及合營企業就該項目的發展成本（包括迄今所產生的開支）所佔部份。該資金將由本公司與GIPLC按彼等各自於合營企業的股權比例提供。基於上文所述及受條件達成所限，本公司根據股東協議向合營企
業作出的最高資金承擔（包括由SC Asia所持有於合營企業的現有股權、支付按金的75%及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墊支予合營企業的股東貸款）將不會超逾2,625,000,000港元。

與GIPLC作出的合營企業安排及本公司履行其根據股東協議項下的責任，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而由於GIPLC及Genting Star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亦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按上市規則第14A章所載須遵守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發展該土地及於其上興建一間酒店的該項目（包括收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將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倘並無取得任何SC批准而GIPLC根據股東協議的解除條文收購SC Asia所持於合營企業的全部權益，則本公司將不再於合營企業及該項目擁有任何權益。

一份載有合營企業、關連交易及該項目的進一步詳情、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發出的函件及獨立財務顧問就關連交易發出的函件的通函，將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由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上午十時正（香港時間）暫停在聯交所買賣及於上午九時正暫停在CLOB International買賣，以待發表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香港時間）恢復股份買賣及由上午九時三十分（新加坡時間）撤銷股份於
CLOB International的暫停買賣。

A. 配售股份及授出期權

A1. 認購事項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七日，本公司與各相關認購方訂立股份認購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按
每股2.29港元的認購價向認購方配發及發行合共255,000,000股新股份。將配發及發行予各認
購方的認購股份數目及將由各認購方支付的代價如下：

認購方 認購股份數目 將予支付的金額

裕盛投資有限公司（附註1） 120,000,000 274,800,000港元
蔡傌友先生 42,500,000 97,325,000港元
梁安琪女士（附註2） 40,000,000 91,600,000港元
勝恆投資有限公司 40,000,000 91,600,000港元
Ideal Collection Assets Limited 12,500,000 28,625,000港元

總計 255,000,000 583,950,000港元

附註1： 裕盛投資有限公司由何鴻燊博士實益擁有100%。何鴻燊博士亦為澳門博彩的控股公司的
董事總經理及主要股東。

附註2： 梁女士為澳門博彩的股東，並為澳門博彩的控股公司的董事兼股東。

認購價已由本公司與認購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代表：

(i)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即緊接股份暫停買賣日期前股份的最後交易日）聯交所所報
的收市價每股2.29港元；

(ii)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即緊接股份認購協議日期前股份的最後交易日）聯交所所報
的收市價每股2.53港元折讓約9.49%（附註）；

(iii) 直至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包括該日）止最後五個交易日聯交所所報的平均收市價每
股2.286港元溢價約0.17%；及

(iv) 直至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包括該日）止最後十個交易日聯交所所報的平均收市價每
股2.252港元溢價約1.69%。

附註： 股份由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上午十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

認購價（扣除費用及開支）約為每股2.285港元。

認購事項有待聯交所批准認購股份上市及買賣方告完成，並將不遲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六日完
成。認購方各已承諾，其將不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前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任何其
認購股份。

本公司已與澳門博彩訂立若干協議，有關協議於下文進一步描述。除裕盛投資有限公司由何
鴻燊博士（澳門博彩的控股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及主要股東）實益擁有100%及梁安琪女士（澳門
博彩的股東）外，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概無認購方於股份持有任何權益或現時與本公司有業務
關係。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所得資料及所信，各認購方及（倘適用）彼等各
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i)為獨立第三方；及(ii)獨立於賣方及彼等的最終實益擁有人。

A2. 授出期權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七日，本公司與各相關認購方訂立購股權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向認
購方授出不可轉讓期權以認購合共255,000,000股股份。有關期權將按每股期權股份0.28港元
的期權金授出，而授出期權的總代價為71,400,000港元。每項期權僅可於完成購股權協議日
期（即完成認購事項（不遲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六日）的同日）起計至購股權協議日期第二週年的
期間內隨時按行使價每股3.00港元行使一次。於悉數行使期權時可予發行的股份數目為
255,000,000股。

於悉數行使期權時可予發行以授予各認購方的期權股份數目、各認購方就授出期權將予支付
的期權金以及將由各認購方向本公司支付的金額如下：

就授出期權 於行使期權時
認購方 期權股份數目 將予支付的期權金 將予支付的代價

裕盛投資有限公司 120,000,000 33,600,000港元 360,000,000港元
蔡傌友先生 42,500,000 11,900,000港元 127,500,000港元
梁安琪女士 40,000,000 11,200,000港元 120,000,000港元
勝恆投資有限公司 40,000,000 11,200,000港元 120,000,000港元
Ideal Collection Assets Limited 12,500,000 3,500,000港元 37,500,000港元

總計 255,000,000 71,400,000港元 765,000,000港元

行使價已由本公司與認購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代表：

(i)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聯交所所報的收市價每股2.29港元溢價約31.00%；

(ii)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聯交所所報的收市價每股2.53港元溢價約18.58%；

(iii) 直至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包括該日）止最後五個交易日聯交所所報的平均收市價每
股2.286港元溢價約31.23%；及

(iv) 直至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包括該日）止最後十個交易日聯交所所報的平均收市價每
股2.252港元溢價約33.21%。

授出期權有待聯交所批准期權股份上市及買賣及完成認購事項後，方告完成。倘配發期權股
份的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前，則認購方各已承諾其將不會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
或之前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任何期權股份。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根據上市規則第15章，本公司並無任何尚未行使的期權、認股權證或可
認購或購買本公司股本證券的類似權利。

A3. 認購股份及期權股份的地位

發行認購股份及期權股份將無附有留置權、押記、抵押權益、產權負擔及不利申索，而當繳
足時，將在所有方面與於配發日期的已發行股份享有同等權益，尤其將有十足資格享有於配
發日期後任何時間所宣派、派付或作出的一切股息及其他分派。

A.4 對股權架構的影響

認購股份及期權股份合共佔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的現有已發行股本約7.52%及本公司經
發行認購股份及期權股份擴大後的已發行股本約6.99%。

本公司的現有股權架構及緊隨認購事項完成後及期權獲悉數行使後的股權架構載列如下：

緊隨認購事項完成後及期權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 緊隨認購事項完成後 獲悉數行使後

所佔 所佔已 所佔已
已發行 已發行股本 已發行 發行股本 已發行 發行股本

股份持有人 股份數目 百分比(%) 股份數目 百分比(%) 股份數目 百分比(%)
（附註2及3） （附註2及3） （附註2及3） （附註2及3）

Golden Hope 2,511,827,344 37.02 2,511,827,344 35.68 2,511,827,344 34.44
RWL 2,442,959,180 36.01 2,442,959,180 34.70 2,442,959,180 33.49
GOHL 20,096,000 0.30 20,096,000 0.29 20,096,000 0.28
本集團成員公司的
　董事（附註1） 947,670,674 13.97 947,670,674 13.46 947,670,674 12.99
公眾人士：
　除認購方外的股份持有人 861,832,937 12.70 861,832,937 12.24 861,832,937 11.82
　認購方 － － 255,000,000 3.62 510,000,000 6.99

總計 6,784,386,135 100 7,039,386,135 100 7,294,386,135 100

附註1： 包括由Goldsfine（一家由丹斯里林國泰及其妻子擁有同等權益的公司）及 Joondalup （一家
由丹斯里林國泰全資擁有的公司）持有的股份。

附註2：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有發行於二零零八年到期尚未獲轉換的可換股債券，於悉數轉
換時可轉換為550,885,375股股份。「緊隨認購事項完成後」或「緊隨認購事項完成及悉數行
使期權後」的已發行股份數目及已發行股份百分比並不計及於該等可換股債券悉數轉換時
可能發行的任何股份。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及所信，其並不知悉於本公佈
刊發日期，本集團有任何關連人士為二零零八年到期的可換股債券的持有人。

附註3： 上述數字假設除認購股份及期權股份外，本公司概無發行或購回其他股份，而上表所列股
份持有人概無售出或購回任何股份，在任何情況下均指由本公佈刊發日期當日或之後起直
至所有尚未行使的期權獲悉數行使當日止。

A5. 發行新股的授權

認購股份及期權股份將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舉行的最後一次股東週年大會授
予董事配發及發行股份的一般授權（其中授權董事配發及發行最多達1,060,060,333股股份）而
配發及發行。

該項一般授權並未於訂立股份認購協議及購股權協議前動用。行使一般授權以及股份認購協
議及購股權協議的條款經已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獲董事會批准。

本公司將向聯交所上市委員會申請認購股份及期權股份上市及買賣。

A6. 本公司於緊接本公佈刊發前十二個月的集資活動

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八日、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及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刊發的公佈所披露，本公司已透過按每股供股股份1.08港元供股1,484,084,467股供股股份
（須按當時所持每25股股份獲發 7股供股股份的基準於接受時繳足）的方式，籌集約
1,587,000,000港元的所得款項淨額。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從供股的所得款項中約725,400,000
港元，已用於部分支付收購或建造船隻的款項。餘額約861,600,000港元已存放於本集團的銀
行賬戶，保留作日後分階段支付收購或建造船隻的款項。來自供股的所得款項用途已符合本
公司先前於有關公佈中所作出的披露。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緊接本公佈刊發日期前十二個內，本公司並無發行任何新股份或在任
何股本集資活動中發行任何其他證券。

A7. 進行認購事項及授出期權的原因及所得款項用途

鑑於目前有利的市場情況，董事認為，認購事項及授出期權為本公司進一步集資及擴大本公
司股東及資本基礎的良機。董事認為，股份認購協議及購股權協議的條款為公平合理及符合
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將自認購事項及授出期權籌得的所得款項總額將達655,350,000港元。經扣除認購事項及授出
期權的相關開支後，本公司自認購事項及授出期權將收取的所得款項淨額將約為653,350,000
港元。董事目前擬將全部所得款項淨額，用作為聖淘沙綜合渡假勝地的發展提供部分資金。
倘所得款項淨額並無即時用作該項用途，則所得款項淨額將存放於短期存款。

B. 與GIPLC成立的合營企業及股東協議

B1. 股東協議日期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

B2. 訂約方

(a) 本公司

(b) SC Asia，本公司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c) GIPLC

(d) Genting Star，GIPLC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B3. 融資承擔

合營企業於二零零四年註冊成立並由本公司全資擁有。於二零零七年一月，SC Asia將合營企
業的25股普通股（佔合營企業全部已發行股本的25%）轉讓予Genting Star，代價為25美元。於
該項轉讓後，合營企業由本公司擁有75%及由GIPLC擁有25%。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本
公司根據買賣協議，代表合營企業向賣方支付按金的75%（相當於其於合營企業權益的比
例）。除於合營企業的75股每股面值1美元普通股的認購款項、支付按金的75%以及合共
60,327,540港元的股東貸款外，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並無提供有關合營企業的任何形式
的融資。

合營夥伴估計，將由合營企業注資該項目的總資金需求將為3,500,000,000港元，當中包括代
價及合營企業就該項目的發展成本（包括迄今所產生的開支）所佔部份。該資金將由合營股東
按彼等各自於合營企業的股權比例提供。基於上文所述及受條件達成所限，本公司根據股東
協議向合營企業作出的最高資金承擔（包括於本公佈刊發日期由SC Asia所持有於合營企業的
現有股權、支付按金的75%及合營企業墊支的股東貸款）將不會超逾2,625,000,000港元。

合營股東已經及可以認購新股份或提供股東貸款或擔保等方式（於任何一種情況均按其各自
於合營企業的持股比例），向合營企業提供以下融資：

由SC Asia 由Genting Star
提供融資(75%) 提供融資(25%)
及提供融資日期 及提供融資日期 融資總額

（第一欄） （第二欄） （第一欄加第二欄）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所持股本 585港元 195港元 780港元
　的現有金額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一月九日提供 一月十六日提供

以股東貸款方式向合營企業 115,171,875港元 38,390,625港元 153,562,500港元
　墊款以支付按金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一月十六日提供 一月十六日提供

以股東貸款方式向合營企業墊款 60,327,540港元 20,109,180港元 80,436,720港元
　以主要用作支付與收購事項 於二零零七年 於二零零七年
　有關的費用及開支 一月十六日提供 一月十六日提供

結餘（包括代價（減按金）） 2,449,500,000港元 816,500,000港元 3,266,000,000港元
日期將予釐定 日期將予釐定

融資承擔總額 2,625,000,000港元 875,000,000港元 3,500,000,000港元

餘額最多達3,266,000,000港元的注資（即股本、股東貸款或擔保）的時間及方法將由合營夥伴
共同協定，惟向合營企業提供融資支持的任何金額均須由合營股東按彼等各自於合營企業的
持股比例提供。

本公司擬向合營企業履行最高融資承擔2,625,000,000港元，本公司擬動用內部資源、可動用
而尚未動用的信貸融資額及／或本公司將予籌集的額外股本撥支，惟有關詳情尚未確定。

B4. 條件

本公司及SC Asia根據股東協議的任何進一步注資或融資責任須待取得SC批准方可作實。同
樣地，GIPLC及Genting Star根據股東協議的任何進一步注資或融資責任亦須待取得GIPLC
批准方可作實。

倘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並無取得任何SC批准，則本公司及 SC Asia根據股東協議的責
任將終止及待取得GIPLC批准後，GIPLC及Genting Star(i)將會或將會促使一名第三方購買
(a)SC Asia於合營企業的全部股權（按每股股份的投資成本）；及 (b)SC Asia將所有股東貸款
（如有）按每元兌每元基準墊付予合營企業；及(ii)將盡力促使本公司及SC Asia不可撤回地解
除及付清本公司及／或SC Asia就給予合營企業的任何信貸額或就合營企業的任何責任而向
任何機構提供的所有擔保（如有）。

股東協議規定，倘任何GIPLC批准並無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前取得而有待取得SC批准，
則向GIPLC提供按上文所述相同條款的相應解除條文。倘並無取得GIPLC批准，本公司現擬
於股東協議將告終止時購入Genting Star於合營企業所持有的全部權益。在該情況下，本公
司將繼續完成收購事項，而合營企業將成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該項目的估計總資金需
求（包括代價）將由本公司透過合營企業（作為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注入，將為3,500,000,000港
元。為應付該資金需求，本公司擬動用內部資源、可動用而未動用的信貸融資額及／或本公
司將予籌集的額外股本，有關詳情尚未確定。

倘任何SC批准及任何GIPLC批准未能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前取得，則股東協議將自動終
止。倘合營企業選擇不完成收購事項，包括因任何原因無法取得任何SC批准或GIPLC批准，
則按金將被沒收，而買賣協議將終止，而合營企業毋須再承擔任何責任。本公司亦已透過合
營企業產生與收購事項有關的若干成本及開支約60,000,000港元。

倘及當 (i)任何SC批准或任何GIPLC批准並無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前取得；(ii)合營企業
選擇不完成收購事項；或 (iii)買賣協議終止，則本公司將發表進一步公佈。

C. 合營企業－New Orisol

C1.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的若干公司資料

(a) 註冊成立日期： 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b) 已發行股本： 100美元，分為100股每股面值1美元的普通股，其中75股普通股由
SC Asia持有而25股普通股則由Genting Star持有

(c) 董事會的組成： 共有四名董事，其中三名由SC Asia委任而一名由Genting Star委任，
或合營股東按彼等各自於New Orisol的持股比例協定的董事人數

C2. 主要業務

New Orisol乃一個特別目的機構，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於完成收購事項後（詳情載於下文），
New Orisol將擁有MLIC已發行股本75%權益，而MLIC間接擁有TIECL已發行股本100%權
益。TIECL的主要資產為持有該土地的的租賃（須待澳門憲報公佈獲授該的租賃方可作實）。
在取得澳門政府的有關授權或批准的規限下，TIECL擬開發該土地並於其上興建一間酒店，
而該酒店將設有（其中包括）一個賭場。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八日，本公司與澳門博彩訂立協議，據此，本公司已同意促使TIECL向
澳門博彩授予權利使用將於該土地上興建的酒店內的若干面積，以經營一個賭場（須待取得

澳門政府的相關授權方可作實），而澳門博彩已同意委聘TIECL（於收購事項完成並自澳門政
府授出所有相關授權後）就賭場提供若干服務（包括其市場推廣、宣傳、公關、客戶開發及介
紹、協調活動、賭場的室內設計及裝潢、保安及其他人力資源服務）。提供服務及使用物業
的有關權利將僅於數項條件獲達成後方生效，該等條件分別為完成收購事項、TIECL於該土
地獲正式權利、澳門政府就於物業設立賭場及澳門博彩與本公司之間的協議授出的批准及取
得SC批准。澳門博彩將就使用賭場物業及就TIECL就賭場所提供的服務向TIECL支付月費。
該等安排須待澳門政府授出批准後方可作實。

本集團擁有專業知識提供上述服務。

TIECL的業務將於香港以外地方進行並將不會受賭博條例（香港法例第148章）所規限。本公司
將在合理範圍內盡力確保在持有TIECL投資的整段期間內，TIECL的運作將符合有關司法權區
的適用法例。股東務須注意，根據聯交所對博彩業務發出的指引，倘TIECL的運作未能符合
有關司法權區的適用法例，則根據上市規則第8.04條本公司或其業務可能被視為不適宜上市。
聯交所可視乎情況，根據上市規則第6.01條指示本公司採取補救行動，及／或暫停股份買賣
或取銷股份上市。本公司將在合理範圍內盡力確保股份活躍買賣及維持股份的上市地位。

本公司已自其澳門法律的法律顧問取得法律意見，在澳門政府的批准／授權的規限下，上文
所述與澳門博彩作出的安排根據澳門的法律及規例為合法及並無違反有關法律及規例。此
外，根據澳門現時的博彩制度，本公司或TIECL履行其根據與澳門博彩訂立的協議時毋須取
得許可。然而，根據澳門行政程序法典，為授予該等批准／授權，澳門政府可按其酌情權，
向澳門博彩及本公司／TIECL施行條件或向該等各方要求索取額外資料。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所得資料及所信，澳門博彩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C3. 財務資料

自註冊成立日期以來，New Orisol尚未開始經營任何業務。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New Orisol的未經審核負債淨額約1,200美元而未經審核累計虧損就支付年度服務費用則錄得
約1,200美元。

C4. 綜合業績

合營企業為本公司間接擁有75%權益的附屬公司，而合營企業的業績將於本集團的財務報表
內綜合處理。

D. 收購事項

D1. Santos買賣協議及World Arena Silverland買賣協議議的日期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

D2. Santos買賣協議的訂約方

(a) 合營企業

(b) José Manuel dos Santos先生

D3. World Arena Silverland買賣協議的訂約方

(c) 合營企業

(d) World Arena

(e) Silverland

D4. Santos買賣協議下的買賣

根據Santos買賣協議，José Manuel dos Santos先生同意出售而合營企業同意購入MLIC全部
已發行股本的50%及Santos貸款。完成Santos買賣協議下的買賣並無受任何條件所限。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所得資料及所信，José Manuel dos Santos先生為一
名獨立第三方。

D5. 根據World Arena Silverland買賣協議下的買賣

根據World Arena Silverland買賣協議，World Arena與Silverland已同意出售而合營企業已
同意購入MLIC全部已發行股本合共25%及YK貸款。完成World Arena Silverland買賣協議下
的買賣須待根據Santos買賣協議下的買賣完成後方告作實。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所得資料及所信，World Arena、Silverland及彼等各
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各為獨立第三方。World Arena及Silverland由關恩賜先生及其胞弟關恩
明先生分別實益擁有100%。

D6. 代價

合營企業就收購事項須付的總代價為1,466,508,410.65港元。於簽立買賣協議時，合營企業已
自合營股東向其墊支的股東貸款中向賣方支付不可退還按金共153,562,500港元。倘合營企業
選擇不完成收購事項，包括但不限於因並無取得任何SC批准或GIPLC批准，則按金將會被沒
收。代價餘額須於完成時悉數繳足。

代價乃按合營企業與賣方經參考獨立物業估值師基於有關發展組合將擁有部份商用面積（供
賭場及零售用途）的假設，而就該幅未興建土地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的市值進行的初步
估值約2,300,000,000港元公平磋商後釐定。於本公佈刊發日期，除填土工程及地盤平整工程
外，尚未對該土地展開發展酒店的建築工程。

董事獲悉，倘收購事項並無完成，則按金乃不可退還。然而，經計及該土地具吸引力的位置
以及該項目的前景，董事相信，買賣協議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並鑑於上文所述，認為買
賣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MLIC由José Manuel dos Santos先生、World Arena及Silverland分別擁
有50%、35%及15%。於收購事項完成後，MLIC將由New Orisol、World Arena及Silverland
分別擁有75%、15%及10%。

本公司透過合營企業，亦已產生若干成本及開支，約為60,000,000港元，主要為支付予第三
方顧問的代理經紀佣金，以紹介本公司及賣方，並就收購事項的結構提供意見。於收購事項
完成後，該等費用及開支將組成收購事項的部份成本，並因而於合營企業的財務報表內資本
化作為於MLIC投資成本的部份。

D7. 完成

收購事項預期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九日（或合營企業與賣方可書面協定的其他日期）完成。

下圖載列緊隨收購事項完成後MLIC、其控股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簡化股權結構。

* MLIC透過兩家中介控股公司持有其於TIECL的權益。

D8. MLIC及TIECL的財務資料

MLIC自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起已開始經營其投資控股業務。MLIC尚未編製本身及其附屬公司
的綜合賬目。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MLIC的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為801澳門元。
MLIC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並無錄得任何溢利或產生任何虧損。截至二零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IECL的中介控股公司除持有TIECL外，並無經營任何業務，亦無錄
得任何溢利或產生任何虧損。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等中介控股公司各自的未經
審核資產淨值為8澳門元。

TIECL自其註冊成立日期以來，除於該土地上的填土工程及地盤平整工程外，並無經營其他
業務。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TIECL的未經審核負債淨額達931,270澳門元。截至二
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TIECL產生未經審核除稅前及除稅後虧損15,863澳門元。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TIECL產生未經審核除稅前虧損237,213澳門元及未
經審核除稅後虧損237,693澳門元。該等虧損主要為法律及專業費用的行政開支。



E. 合營企業及收購事項的理由

本集團其中一項主要業務範圍為於亞洲區內發展、投資及經營旅遊款待設施。

合營企業的目的在於進行收購事項而於收購事項完成後，繼續進行該項目以發展該土地及於其上興建一間酒店。於完成收購事項後，合營企
業將擁有MLIC已發行股本的75%，而MLIC則間接擁有TIECL的100%。TIECL已就該土地獲澳門政府授予一項租賃（須待澳門憲報公佈獲授
該租賃方可作實）。在自澳門政府取得有關授權或批准的規限下，TIECL擬開發該土地並於其上興建一間酒店，而該酒店將設有（其中包括）
一個賭場，將須受澳門博彩申請自澳門政府的授權方可作實。

本公司已與澳門博彩訂立協議，據此，本公司已同意促使TIECL向澳門博彩授予權利使用將於該土地上興建的酒店內的若干面積，以經營一
個賭場（須待取得澳門政府以相關授權方可作實），而澳門博彩已委聘TIECL（於收購事項完成及自澳門政府授出有關授權後）就賭場提供若干
服務。澳門博彩將就使用賭場物業及TIECL就賭場提供服務向TIECL支付月費。該項安排有待澳門政府授出批准及待數項條件獲達成方告作
實，該等條件分別為完成收購事項、TIECL於該土地獲正式權利、澳門政府就於物業設立賭場以及澳門博彩與本公司之間的協議授出的批准
以及取得SC批准。董事相信，從事該項目將配合本集團的現有業務並延續本集團於亞洲區的主要業務。

合營夥伴經計及該項目的估計總發展成本（目前由銀行或其他財務機構向MLIC作出的貸款以及由MLIC股東作出的貸款撥付，進一步詳情仍
未落實）後，估計由合營企業注資以發展酒店的總資金需求將為3,500,000,000港元，當中包括代價及合營企業就該項目的發展成本（包括迄今
所產生的開支）所佔部份。根據股東協議，本公司已承諾向合營企業提供最多至2,625,000,000港元以為該項目提供資金。連同與GIPLC的最
高資金金額875,000,000港元，合營企業將有資金總額3,500,000,000港元。在該項金額中，合營企業已支付按金及與收購事項有關的若干費用
及開支約80,000,000港元（已由本公司及GIPLC按彼等各自於合營企業的股權墊支予合營企業），並將動用餘下款項支付代價的餘額，以為該
項目的發展成本提供一般資金。向合營企業注入資金的詳細時間將由合營夥伴決定。

於收購事項完成後，MLIC及TIECL各將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而MLIC及TIECL的業績將於本集團的財務報表內綜合處理。

董事認為，股東協議及買賣協議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並認為股東協議及買賣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F.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郵輪及郵輪相關營運業務。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刊發的公佈及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九日致股東的相關通函所披露，本公司已開始透過其持有Resorts World at Sentosa Pte Ltd.的25%權益從事開發及經營位
於新加坡聖淘沙的綜合渡假勝地。根據建議書的規劃，聖淘沙綜合渡假勝地預期提供多元化的消閒及娛樂設施，當中包括如Universal Studios
Singapore、Quest Marine Life Park、Equarius Water Park及Maritime Xperiential Museum等家庭消閒主題景點、以及國際表演及演唱會場地
以及其他新穎的世界級設備與設施，包括六家提供約1,830間酒店客房的酒店、餐飲、高級餐廳及零售店舖、賭場、會議及活動設施。

SC Asia乃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附屬公司主要於亞太區從事郵輪及郵輪相關業務。

G. 有關GIPLC及GENTING STAR的資料

GIPLC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GIPLC的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包括發展及經營綜合渡假設施、經營賭場、進行投資、提供資訊科技應用相關
服務及為消閒及旅遊款待相關業務提供銷售及市場推廣服務。Genting Star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

H. 有關其他方的的資料

World Arena及Silverland的主要業務各為投資控股。

MLIC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於本公佈刊發日期，除於TIECL的間接股權外，MLIC並無擁有任何重大資產。

TIECL的主要業務包括發展及經營旅遊款待設施與賭場（須待取得澳門政府的有關授權後方告作實）。於本公佈刊發日期，除於該土地的租賃
所擁有的權益外，TIECL並無擁有任何重大資產。

澳門博彩為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可於澳門從事博彩業務的三家主要特許營辦商之一。

I.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合營企業的投資及與本公司履行其根據股東協議下的責任，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而由於GIPLC及
Genting Star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亦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按上市規則第14A章所載須遵守申報、公佈及獨立
股東批准的規定。

發展該土地及於其上興建一間酒店的該項目（包括收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將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倘並無取得任何SC批准而
GIPLC根據股東協議的解除條文收購SC Asia所持於合營企業的全部權益，則本公司將不再於合營企業及收購事項擁有任何權益。

一份載有合營企業、關連交易及該項目的進一步詳情、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發出的函件及獨立財務顧問就與GIPLC成立合營企業發出函件
的通函，將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將就考慮（及倘視為適當）批准關連交易而舉行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GIPLC、賣方、澳門博
彩及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以及前述所有訂約方的聯繫人士根據上市規則均須就關連交易放棄投票。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尋求批准關連交
易的表決將以投票方式表決。倘該項目的規模增加而本公司須向合營企業提供進一步資金，金額超過其根據股東協議的最高資金承擔，則本
公司將會遵守上市規則下的適用規定（倘有需要）。

J. 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由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二日上午十時正（香港時間）暫停在聯交所買賣及於上午九時正（新加坡時間）暫停在CLOB
International買賣，以待發表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香港時間）恢復股份買賣及由上午
九時三十分（新加坡時間）撤銷股份於CLOB International的暫停買賣。

釋義

「收購事項」 指 合營企業根據買賣協議收購MLIC 75%權益及承擔賣方貸款

「聯繫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指董事會

「CLOB International」 指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的Central Limit Order Book International

「本公司」 指 STAR CRUISES LIMITED（麗星郵輪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持續經營的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
聯交所主板上市，以及於CLOB International買賣

「條件」 指 取得SC批准及GIPLC批准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關連交易」 指 與GIPLC作出合營企業安排及本公司履行其根據股東協議的條款下的責任，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及第14A章
構成一項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代價」 指 收購事項的總代價，數額相等於New Orisol根據買賣協議應付予賣方的1,466,508,410.65港元

「按金」 指 合共153,562,500港元的不可退回按金，New Orisol在簽立買賣協議時支付予賣方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行使價」 指 每股期權股份3.00港元的行使價

「Genting Star」 指 Genting Star Limited，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為GIPLC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GIPLC」 指 Genting International P.L.C.，一家於馬恩島註冊成立的公司，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及盧森堡
證券交易所歐羅MTF市場上市，並為Genting Berhad（本公司的主要股東）的附屬公司

「GIPLC 批准」 指 GIPLC就與本公司作出合營企業安排所規定相關監管人的批准（如需要）

「GOHL」 指 Genting Overseas Holdings Limited，一家於馬恩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Genting Berhad的全資附
屬公司

「Golden Hope」 指 Golden Hope Limited，一家於馬恩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Golden Hope Unit Trust的受託人

「Goldsfine」 指 Goldsfine Investments Ltd.，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本公司主席、總裁兼行政總
裁丹斯里林國泰及其配偶擁有同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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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股東」 指 於關連交易、收購事項或與澳門博彩作出的安排中並無擁有重大權益的股東

「獨立第三方」 指 與本集團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董事、主要行政人員、主要股東或彼等任何各自的聯繫人並無關連的獨立
第三方

「Joondalup」 指 Joondalup Limited，一家於馬恩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本公司主席、總裁兼行政總裁丹斯里林國泰
全資擁有

「合營企業」或「New Orisol」 指 New Orisol Investments Limited，一家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本公司及GIPLC
分別擁有75%及25%權益

「合營夥伴」 指 本公司及GIPLC

「合營股東」 指 SC Asia及Genting Star

「該土地」 指 位於澳門「亞馬喇前地之填海土地（Terreno a aterrar junto à Praca de Ferreira do Amaral）」（一般稱為「澳門
南灣湖畔一號（1 Lago Nam Van, Macao）」），面積約為8,100平方米的一幅土地

「上市規則」 指 當時生效的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澳門」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MLIC」 指 Macau L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一家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間接擁有
TIECL全部已發行股本

「澳門元」 指 澳門法定貨幣澳門元

「期權價」 指 每股期權股份0.28港元的授出價

「期權股份」 指 認購方因悉數行使期權而將認購的合共255,000,000股股份

「期權」 指 根據購股權協議授出的不可轉讓期權，賦予認購方權利認購期權股份

「訂約方」 指 合營夥伴及合營股東

「該項目」 指 透過收購事項購入該土地以及合營企業開發該土地並於其上興建一間將設有（其中包括）一個賭場的酒店的建
議（須待取得澳門政府的相關授權，方可作實）

「RWL」 指 Resorts World Limited，一家於馬恩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Resorts World Bhd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

「買賣協議」 指 Santos買賣協議及World Arena Silverland買賣協議

「Santos貸款」 指 José Manuel dos Santos先生於Santos買賣協議日期向TIECL提供為數29,611,260澳門元的貸款，以及 José
Manuel dos Santos先生或會於完成收購事項前向TIECL提供的其他貸款

「Santos買賣協議」 指 New Orisol與José Manuel dos Santos先生就MLIC 已發行股本50%及Santos貸款而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
訂立的買賣協議

「SC批准」 指 就與GIPLC作出合營企業安排而言，獨立股東及（如適用）相關監管人的批准

「SC Asia」 指 Star Cruises Asia Holding Ltd.，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直接全資附屬
公司

「擔保」 指 就促成給予New Orisol的債務融資以任何第三方為受益人將予提供的一項擔保、一項彌償保證或其他形式的
抵押或財務資助

「聖淘沙綜合渡假勝地」 指 將於新加坡聖淘沙島上開發的綜合渡假勝地並將稱為「Resorts World at Sentosa」

「購股權協議」 指 本公司與各相關認購方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七日訂立的購股權協議

「股份認購協議」 指 本公司與各相關認購方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七日訂立的股份認購協議

「股東」 指 名列本公司百慕達主要股東名冊及本公司香港股東名冊分冊的股份持有人

「股東協議」 指 訂約方就New Orisol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訂立的股東協議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美元的普通股

「Silverland」 指 Silverland Concept Corporation，一家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澳門博彩」 指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澳門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購方」 指 裕盛投資有限公司、蔡傌友先生、梁安琪女士、勝恆投資有限公司及 Ideal Collection Assets Limited

「認購價」 指 每股認購股份2.29港元

「認購股份」 指 認購方根據股份認購協議將認購的合共255,000,000股股份

「認購事項」 指 根據股份認購協議認購該等認購股份

「TIECL」 指 金銀島娛樂廣場有限公司，一家於澳門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就該土地的用途持有若干權利（須待在澳
門憲報公佈授出有關權利方可作實）

「美元」 指 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美元

「賣方」 指 José Manuel dos Santos先生、Silverland及World Arena

「賣方貸款」 指 Santos貸款及YK貸款

「World Arena」 指 World Arena Corporation，一家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World Arena Silverland 指 New Orisol、World Arena及Silverland就MLIC已發行股本25%及YK貸款而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
　買賣協議」 訂立的買賣協議

「YK」 指 關恩賜先生

「YK貸款」 指 YK於World Arena Silverland買賣協議日期向TIECL提供為數29,612,240澳門元的貸款，以及YK或會於完成
收購事項前向TIECL提供的其他貸款

承董事會命
STAR CRUISES LIMITED
麗星郵輪有限公司

主席、總裁兼行政總裁
丹斯里林國泰

香港，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的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丹斯里林國泰、張志德先生、吳高賢先生及David Colin Sinclair Veitch先生）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即史亞倫先生、陳文生先生及林黎明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