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證券編號：0575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公 佈

並非供在或向任何受限制司法權區或任何刊發、登載或分派全部或

部分內容即構成違反該司法權區有關法律之其他司法權區刊發、登

載或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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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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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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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向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

提出要約：更新期始持倉披露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刊發的期始特倉披露，連

同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作出標題為「一致行動人士－修正」的公

佈。

繼於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五日作出的公佈以後，請參閱與以上公佈相

符，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今天向英國收購及合併委

員會作出以及在英國公佈之更新期始持倉披露，並在此附上作為附

錄。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四日（可能要約公佈）及二零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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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月十五日（確實要約公佈）所公佈，更新期始持倉披露乃就本公司已經建議對

其尚未擁有之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所有已發行及將予發行股本提出建議

收購全部股份要約而作出。

期始持倉披露須根據英國《城市收購及合併守則》規則第 8條作出。

代表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局

董事

Jamie Gibson

本公司董事：

James Mellon（聯席主席）*

Stephen Dattels（聯席主席）*

Jamie Gibson（行政總裁）

David Comba#

Julie Oates#

Mark Searle#

Jayne Sutcliffe*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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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表格 8（期始持倉披露）

要約當事人公開作出的期始持倉披露
收購守則（「守則」）規則第 8.1及 8.2條

1. 主要資料

(a) 披露方全稱：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b) 所披露權益及淡倉的擁有人或控制人（如與 1(a)不同）：
 只是指明代名人或工具公司的姓名╱名稱並不足夠。如為信

託，須指明受託人、財產授予人及受益人。
(c) 所持有關證券涉及本表的要約人╱受要約人姓名╱名稱
 要約人╱受要約人分開使用不同表格

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

(d) 披露方屬於要約人還是受要約人？ 要約人
(e) 持倉日期：
 作出披露前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f) 除上文 1(c)所述公司外，披露方是否正就任何其他要約當事
人作出披露？

 如為一項現金要約或可能現金要約，請註明「不適用」

是－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

2. 作出披露的要約當事人之持倉量

如需披露於 1(c)所指要約人或受要約人的一類以上有關證券的持倉量或認購權，披
露其他各類有關證券時可複製使用列表 2(a)或 (b)（如適用）。

(a) 於披露所涉要約人或受要約人的有關證券中持有的權益及淡倉

有關證券的類別： 普通股
權益 淡倉
數目 % 數目 %

(1) 所擁有及╱或控制的有關證券： 86,799,490 10.54 － －
(2) 以現金結算的衍生工具： － － － －
(3) 以股份結算的衍生工具（包括期權）及買╱賣

協議： － － － －
 總計： 86,799,490 10.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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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證券的類別： 二零一九年認股權證
權益 淡倉
數目 % 數目 %

(1) 所擁有及╱或控制的有關證券： 12,649,745 12.50 － －
(2) 以現金結算的衍生工具： － － － －
(3) 以股份結算的衍生工具（包括期權）及買╱賣

協議： － － － －
總計 12,649,745 12.50 － －

應披露所有權益及所有淡倉。

應在補充表格 8（開倉）中披露任何以股份結算的衍生工具之未平倉持倉（包括在交易
所買賣的期權）或買賣有關證券的協議之詳情。

應在補充表格 8（證券借貸）中披露任何證券借貸持倉或財務擔保安排之詳情。

(b) 認購新證券的權利

附有認購權的有關證券類別： －

詳情（包括相關權利的性質及有關百分比）： －

3. 與作出披露的要約當事人一致行動的人士之持倉量

與作出披露的要約當事人一致行動的人士之任何權益、淡倉及認購權（包括董事及

其他僱員的期權）的詳情：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的董事及彼等的一致行動人士於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中持有以下證券：

董事 以自身名義或透過
一致行動人士持有

1便士普通股的數目 附註

James Mellon 以自身名義 63,944,045 (7.77%) （登記持有人為Vidacos Nominees 

Limited）
以自身名義 1,250,000 (0.15%) 由 Jim Mellon退休賬戶 (Jim Mellon 

Retirement Account)持有。（登記持
有人為Pershing Nominee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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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動人士：
Galloway Limited

82,414,726 (10.01%) 為一家由授產安排（James Mellon為
受益人）全資擁有的公司。（登記持
有人為：Vidacos Nominees Limited 

(69,414,726)及 Pershing Nominees 

Limited (13,000,000))

一致行動人士：
Por t  E r in  B iopharma 

Investments Limited

7,750,000 (0.94%) James Mellon為持股 29%的股東，且
為Port Erin Biopharma Investments 

Limited的主席。（登記持有人為NY 

Nominees Limited）
一致行動人士：
Gregory Bailey

555,600 (0.07%) 以自身名義持有。

總計 157,514,371 (18.94%)

董事 以自身名義或透過
一致行動人士持有

1便士普通股的數目 附註

Mark Searle 以自身名義 300,000 (0.04%) 以自身名義持有。
以自身名義 1,000,000 (0.12%) 由Mark Searle的自營投資個人養老

金（Self Invested Personal Pension，
Mark Searle為唯一受益人）持有。

以自身名義 400,000 (0.05%) 由 Juliet Mary Druce Searle（Mark 

Searle的配偶）持有。
總計 1,700,000 (0.21%)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的董事及彼等的一致行動人士於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的證券中擁有以下認購權：

董事 以自身名義或透過一致
行動人士持有

1便士普通股數目 附註

James Mellon 以自身名義 1,000,000 (1.85%) 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的
長期激勵計劃 (Long Term Incentive 

Plan)項 下 的 權 利， 可 於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的控制權發生
變動時獲授股份。

一致行動人士：
Gregory Bailey

1,000,000 (1.85%) 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的
長期激勵計劃 (Long Term Incentive 

Plan)項 下 的 權 利， 可 於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的控制權發生
變動時獲授股份。

總計 2,000,000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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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以自身名義或透過一致
行動人士持有

1便士普通股數目 附註

Jamie Gibson 以自身名義 35,000,000 (64.58%) 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的
長期激勵計劃 (Long Term Incentive 

Plan)項 下 的 權 利， 可 於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的控制權發生
變動時獲授股份。

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的董事 James Mellon於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

中持有以下有關證券：

當事人 二零二零年可換股貸款

票據的數目

附註

James Mellon 17,000,000 (100.00%) 為數 340,000英鎊須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償還的可換股貸款，

附有選擇權可選擇按 2便士的價格以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

股份予以償還。

Galloway Limited（透過 James Mellon而成為勵晶太平洋集團有限公司的一致行

動人士）於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中持有以下有關證券：
當事人 二零二零年可換股貸款

票據的數目

附註

Galloway Limited 54,118,431 (100.00%) 可認購Plethora Solutions Holdings plc 5%全面攤薄股本的認股權

證，可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按 1.25便士的價格行使。

為一家由授產安排（James Mellon為受益人）全資擁有的公司。

應在補充表格 8（開倉）中披露任何以股份結算的衍生工具之未平倉持倉（包括在交易

所買賣的期權）或買賣有關證券的協議之詳情。

應在補充表格 8（證券借貸）中披露任何證券借貸持倉或財務擔保安排之詳情。

4. 其他資料

(a) 彌償保證及其他交易安排

作出披露的要約當事人或與之一致行動的人士所訂立的關乎有關證券的任何彌償

保證或期權安排，或正式或非正式的協議或諒解（而該等安排、協議或諒解有可能

誘發進行或不進行交易）之詳情：

不應載入不可撤回承諾及意向書。如無該等協議、安排或諒解，請註明「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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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關乎期權或衍生工具的協議、安排或諒解

作出披露的要約當事人或與之一致行動的人士與任何其他人士就以下各項所訂立

的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協議、安排或諒解之詳情：

(i) 任何期權下任何有關證券的投票權；或

(ii) 涉及任何衍生工具的任何有關證券的投票權或未來收購或處置：

如無該等協議、安排或諒解，請註明「無」。

無

(c) 附件

是否附有任何補充表格？

補充表格 8（開倉） 無

補充表格 8（證券借貸） 無

披露日期：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聯絡人姓名： 馮玉冰

電話號碼： +852 2514 6188

守則第 8條所規定的公開披露須向監管資料服務 (Regulatory Information Service)作

出，且須透過電子郵件發送至收購委員會（郵箱為monitoring@disclosure.org.uk）。

可向委員會市場監管部 (Market Surveillance Unit)諮詢守則的披露規定（電話為 

+44 (0)20 7638 0129)。

可透過委員會網站 (www.thetakeoverpanel.org.uk)瀏覽守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