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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 予披露交易
出售上市證券

董事會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之須予披露交易公佈，內容有
關出售若干DVP股份（前稱VXR股份）。董事會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
一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及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之通函，內容有關日後根據將
向股東尋求批准的出售授權項下出售DVP股份而構成之可能主要交易。

董事會欣然宣佈，透過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起直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
（包括該日）之一系列交易，本公司已透過獨立經紀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之公開
市場上向獨立第三方（定義見上市規則）出售合共 995,016股出售股份，佔現
有已發行DVP股份約0.65%（不包括DVP配售及配額要約項下任何已發行
或將發行的DVP股份），扣除開支前之現金總代價約為3,450,000澳元（或約
2,510,000美元或19,580,000港元，按當時之適用匯率計算）。

於出售事項前，本公司持有合共4,314,318股DVP股份（包括出售股份），
佔DVP現有已發行總股本約 2.84%（不包括DVP配售及配額要約項下任何已
發行或將發行的DVP股份）。緊隨出售事項後，且不包括本公司持有的任何
DVP期權，本公司於DVP之權益已減少至 3,319,302股DVP股份，佔DVP
現有已發行總股本約2.18%（不包括DVP配售及配額要約項下任何已發行或將
發行的DVP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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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及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之通函，董事會將繼續以上述公佈及通函載列的相同條款及條件，就有關本公
司於出售事項後持有餘下的DVP股份，包括該等於行使DVP期權後可發行的
股份（即截至本公佈日期合共3,813,993股DVP股份），向股東尋求批准出售
授權。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出售的DVP股份（按獨立基準）並不構成本公司的須予
披露交易。構成出售事項之交易全為出售自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
之須予披露交易公佈起直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包括該日）之DVP股份，而
且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及 14.23條，須作為一系列的交易合併計算。根據
合併基準，由於出售事項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於25%，因此，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起直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
（包括該日），出售事項（按合併基準）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本公司須予
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佈規定。當與所有
之前在過去十二個月內出售的DVP股份合併計算時，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
出售事項所包含的每項交易不會構成本公司的主要交易或更高級別的交易。

董事會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之須予披露交易公佈，內容有
關出售若干DVP股份（前稱VXR股份）。董事會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
一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及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之通函，內容有關日後根據將
向股東尋求批准的出售授權項下出售DVP股份而構成之可能主要交易。

董事會欣然宣佈，透過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起直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包括
該日）之一系列交易，本公司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之公開市場上出售合共995,016
股出售股份，佔現有已發行DVP股份約 0.65%（不包括DVP配售及配額要約項
下任何已發行或將發行的DVP股份），扣除開支前之現金總代價約為3,450,000
澳元（或約2,510,000美元或19,580,000港元，按當時之適用匯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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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股份已以每股出售股份平均價約 3.47澳元（或約 2.52美元或 19.66港元，
按當時之適用匯率計算）售出，其將以T+2基準透過獨立經紀向獨立第三方（定
義見上市規則）結付。

貫徹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及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之通函，董事會將繼續以上述公佈及通函載列的相同條款及條件，就有關本公
司於出售事項後持有餘下的DVP股份，包括該等於行使DVP期權後可發行的股
份（即截至本公佈日期合共3,813,993股DVP股份），向股東尋求批准出售授權。

財務影響

(1) 就出售DVP股份：

本集團預期將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產生已確認收益淨額
約 1,190,000美元（或約9,280,000港元），其乃透過從563,016股DVP股份
所得款項總額（扣除開支前）約1,450,000美元（或約11,310,000港元），扣
減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63,016股DVP股份之賬面值約260,000
美元（或約2,030,000港元）連同於二零二一年間之認購及收購配額股份成本
而計算得出，其將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
績中確認。

此外，本集團預期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已確認虧損淨
額約 140,000美元（或約1,090,000港元），其乃透過從 432,000股DVP股
份所得款項總額（扣除開支前）約1,060,000美元（或約8,270,000港元），扣
減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432,000股DVP股份之賬面值約 1,200,000
美元（或約9,360,000港元）而計算得出，其將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中確認。

(2) 就日後出售餘下的所有DVP股份，包括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二月
二十五日之通函尋求批准之授權行使DVP期權後可發行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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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預期將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已變現虧損淨
額約 1,740,000美元（或約13,570,000港元），其乃透過從出售股份估計
所得款項總額（扣除開支前）約 12,400,000澳元（或約 8,990,000美元或
70,120,000港元），扣減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售股份之賬面值約
10,490,000美元（或約81,820,000港元）連同DVP期權總行使價240,000
美元（或約1,870,000港元）而計算得出，其將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
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中確認。然而，倘本集團能夠以高於或相等
於每股DVP股份 3.88澳元的售價出售其DVP股份，本集團預期將於截至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產生已變現收益淨額（任何有關已變現收益
淨額的金額將取決於已達成的售價）。

所得款項之最終金額將取決於 3,813,993股DVP股份之當時市價、澳元兌
美元之匯率及於實際出售日期設定售價所提供之折讓（如有），其可能會有
別於緊接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公佈日期前。因此，出售
DVP股份之（虧損）╱收益或會相應變動。

然而，股東務請注意有關日後行使出售授權之實際所得款項金額、會計
（虧損）╱收益及對本集團淨資產及盈利之影響將取決於將由本集團出售本公
司之DVP股份之實際售價。

(3) 就上述 (1)及 (2)的情況：

DVP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持續經營業務虧損淨額約為
89,880,000澳元（或約65,180,000美元或508,400,000港元）；及DVP截至
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持續經營業務虧損淨額約 3,900,000澳
元（或約2,830,000美元或 22,070,000港元），上述兩項金額均為除稅前及
後亦未計非經常性項目的金額。

誠如DVP最近期刊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之年報所
載，DVP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資產淨值約為 35,600,000澳元（或約
25,820,000美元或 201,400,000港元）。DVP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之市值
約為524,950,000澳元（或約380,690,000美元或2,969,38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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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代價之基準

出售事項乃透過一系列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之場內交易進行，因此交易之代價乃
按標準場內交易之一般商業條款釐定，並完全公平地進行。出售股份之平均
出售價約為每股出售股份 3.47澳元（或約 2.52美元或 19.66港元，按當時之適
用匯率計算），為本集團帶來現金總代價（扣除開支前）約3,450,000澳元（或約
2,510,000美元或 19,580,000港元，按當時之適用匯率計算），較DVP股份於
執行指令日期之收市價溢價約0.58%，及較DVP股份就該等交易之五天成交量
加權平均價格（成交量加權平均價格）溢價約2.06%。

進行出售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誠如本公司近年之年報及中期報告所述，本公司之策略為監察及加強策略持股
（倘合適），及隨後視當時股價及市場氣氛於適當時機將非核心DVP之投資變
現。

於出售事項前，本公司持有合共 4,314,318股DVP股份（包括出售股份），佔
DVP現有已發行總股本約 2.84%（不包括DVP配售及配額要約項下任何已發行
或將發行的DVP股份）。緊隨出售事項後，且不包括本公司持有的任何DVP期
權，本公司於DVP之權益已減少至3,319,302股DVP股份，佔DVP現有已發行
總股本約 2.18%（不包括DVP配售及配額要約項下任何已發行或將發行的DVP
股份）。

出售事項與本集團出售非核心資產之既定策略一致，鑑於本集團已完全解除先
前澳洲稅項訴訟之和解項下之責任（如先前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之公佈），本
集團藉此良機以DVP股份歷史性更高估值變現更多DVP股份，同時進一步增加
本集團之營運資金及現金流。

緊接本公佈日期前，DVP股份於過去十二個月在澳洲證券交易所所報的最低及
最高收市價分別約為1.38澳元及4.29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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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出售事項乃改善本公司流動現金狀況及降低負
債水平之大好機會，可令本公司處於更佳及更靈活的財務狀況以把握日後出現
之任何投資機遇。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出售事項屬正常商業條款，且在本公司日常及
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董事相信出售事項之條款均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
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所得款項之擬定用途

董事認為售出出售股份並非重大，亦不會對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二月
二十五日有關尋求出售授權之通函所披露的所得款項之擬定用途構成任何影響。

本公司擬將出售事項之所得款項用於為企業及營運資本開支提供資金，該等
開支主要包括薪酬、租金及辦公開支、專業及諮詢費用及其他一般及行政開
支；估計自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之成本約為
6,720,000美元（或約52,420,000港元）。

上市規則之含義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出售的DVP股份（按獨立基準）並不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
露交易。構成出售事項之交易全為出售自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之
須予披露交易公佈起直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包括該日）之DVP股份，而且根
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及 14.23條，須作為一系列的交易合併計算。根據合併
基準，由於出售事項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
但低於25%，因此，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起直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二日（包括
該日），出售事項（按合併基準）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本公司須予披露交
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佈規定。當與所有之前在過
去十二個月內出售的DVP股份合併計算時，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出售事項所
包含的每項交易不會構成本公司的主要交易或更高級別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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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乃透過獨立經紀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之場內交易進行，因此，本公司並
不知悉出售股份買方的身份。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
出售事項乃透過獨立經紀向獨立第三方（定義見上市規則）進行，即彼等各自的
實益擁有人及聯繫人為獨立於本公司的第三方，且並非本集團的關連人士。

貫徹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之公佈及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之通函，董事會將繼續以上述公佈及通函載列的相同條款及條件，就有關本公
司於出售事項後持有餘下的DVP股份，包括該等於行使DVP期權後可發行的股
份（即截至本公佈日期合共3,813,993股DVP股份），向股東尋求批准出售授權。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公司為一家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並在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公開市場 (Freiverkehr)買賣。本集團乃一家以香港為
基地之多元化投資集團，目前在醫療保健、健康及生命科學行業持有多項企業
及戰略投資。

有關DVP的資料

DVP（澳洲證券交易所：DVP），前稱VXR，一家於澳洲註冊成立及所在之澳洲
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DVP的主要業務為資源勘探（重點為基礎金屬）以及在發
展DVP的Sulphur Springs銅鋅項目（17百萬噸，銅含量 1.3%及鋅含量 4.2%）
下成為中等基礎金屬企業。

Sulphur Springs

Sulphur Springs項目位於黑德蘭港東南方144公里，並包括Sulphur Springs
及Kangaroo Caves礦床，連同沿27公里Panorama Trend的礦權，其中包含
六個重回商業級銅及鋅交叉點之先進目標。

DVP表示，一旦Sulphur Springs項目投入運營，其將集中於繼續沿Panorama 
Trend進行勘探，以開發新礦區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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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m Creek合營企業項目

Whim Creek銅鋅項目位於黑德蘭港西南方 115公里，包括Whim Creek、
Mons Cupri、Salt Creek及Evelyn礦床，該等礦床於具有歷史意義（近地表）的
氧化礦石生產 67,000噸銅。Whim Creek合營企業項目包括破碎及堆浸基礎設
施、辦公室、車間及已建立的水源供應，以及具有黃金及基礎金屬前景的區域
勘探計劃。

於二零二零年，DVP與Anax Metals Limited（澳洲證券交易所：ANX）執行
一家非註冊成立合營企業，以透過向DVP分期現金付款及額外收益支出收購
Whim Creek項目之80%權益。DVP保留20%權益，該權益可自由結轉至決定
開採為止。

合併 JORC合規庫存

符合 JORC標準之DVP Pilbara項目之資源庫存為24,400,000噸，銅品位為
1.2%、鋅品位為3.5%、鉛品位為0.3%及銀品位為 18.7克╱噸以及含有多於
300,000噸銅金屬及900,000噸鋅金屬。

DVP具有經驗豐富之董事會及管理團隊，於項目融資、項目發展及營運方面擁
有深厚經驗。

DVP之近期交易

誠如DVP於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七日所公佈，並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及
二十四日進一步公佈，DVP已同意以30,000,000澳元預付款（現金15,000,000
澳元及價值15,000,000澳元之DVP股份）購買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之
Woodlawn鋅銅礦和廣泛礦權，以及成功驅動之里程碑付款（最多達 70,000,000
澳元，DVP可選擇以現金或股份（或兩者之組合）收取）。根據公司安排契據
(DOCA)之條款，該收購事項須待購買Heron Resources Limited（已委任管理
人）後，方告作實。

DVP已披露Woodlawn：

‧ 擁有符合 JORC標準之資源量18,200,000噸，等量鋅品位為9.8%，包括高
品位地下資源量7,400,000噸，等量鋅品位為15.2%

‧ 擁有符合 JORC標準之資源量12,400,000噸，等量鋅品位為7.8%，包括高
品位地下資源量3,100,000噸，等量鋅品位為13.1%

‧ 擁有20年錄得盈利之營運記錄，產量達13,800,000噸，等量鋅品位為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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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P已經公開表示，收購Woodlawn符合DVP之所有戰略及主要投資準則，即
(i)在世界級地質之一級地點及擁有光明前景之金屬（銅和鋅）；(ii)火山成因塊狀
硫化物 (VMS)系統；(iii)過往生產活動表現強勁及產生盈利；(iv)增加庫存之龐
大潛力；以及 (v)物超所值。

待達成先決條件後，DVP預期將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完成該收購事項。

在收購Woodlawn之同時，DVP亦於二零二二年二月十七日宣佈，其將透過以
每股3.30澳元價格進行25,000,000澳元之股份配售，以及向機構和零售投資
者提出加快但不可放棄之配額要約，以相同價格進一步籌集 25,000,000澳元
（「DVP配售及配額要約」），以進行獲全數包銷之50,000,000澳元股權融資。股
權融資之要約價格較截至二零二二年二月十六日止期間之五天成交量加權平均
價格溢價5%。

此外，DVP計劃按DVP配售及配額要約下之相同發行價向DVP董事發行額外
最多1,000,000澳元之DVP股份，惟須獲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DVP宣佈其已收到有關配售以及配額要約機構部
分之企業承諾37,200,000澳元，預計其將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完成，
而相關DVP股份將在澳洲證券交易所發行及買賣。零售部分於二零二二年二月
二十四日開始發售，並預期將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七日結束。

有關DVP之更多資料，可於DVP網站 (www.develop.com.au)查閱。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指明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澳元」 指 澳元，澳洲之法定貨幣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界定之涵義

「澳洲證券交易所」 指 澳洲證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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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壽康集團有限公司 *，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並於法蘭
克福證券交易所公開市場 (Freiverkehr)買賣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4A章所界定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出售股份」 指 本集團根據出售事項出售995,016股DVP股
份，佔現有已發行DVP股份（不包括DVP期權
及DVP配售及配額要約項下任何已發行或將發
行的DVP股份）約0.65%

「出售事項」 指 本公司自二零二一年八月五日起直至二零二二年
三月二日（包括該日）透過獨立經紀向獨立第三
方於澳洲證券交易所進行一系列場內交易，售
出出售股份

「DVP」 指 DEVELOP Global Limited，一家於澳洲註冊
成立之上市公司，其股份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
市（澳洲證券交易所：DVP），前稱Venturex 
Resources Limited

「DVP配售及配額 指 具有本公佈載列之「有關DVP的資料」一節所賦
 要約」   予的涵義。

「DVP期權」 指 DVP股 份 之 非 上 市、 不 可 出 讓 期 權， 於
二零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屆滿日期或之前，每
份期權可按0.675澳元行使，一份DVP期權相
當於五份VXR期權，於DVP股東在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
以按五換一的基準於同日進行資本合併。DVP
期權並無進一步行使條件。本公司目前持有
494,691份DVP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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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P股份」 指 DVP股本中已繳足之普通股，一股DVP股份相
當於五股VXR股份，於DVP股東在二零二一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
以按五換一的基準於同日進行資本合併。本公
司目前持有3,319,302股DVP股份。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之法定
貨幣

「JORC」 指 澳大利亞聯合礦石儲量委員會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百萬噸」 指 百萬噸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之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元」 指 美元，美國之法定貨幣

「VXR」 指 Venturex Resources Limited， 一 家 於 澳
洲註冊成立之上市公司，其股份於澳洲證券
交易所上市（澳洲證券交易所：VXR），現稱
DEVELOP Global Limited

「VXR期權」 指 VXR股份之非上市期權，每份期權可按0.135
澳元行使，於二零二三年屆滿，於更改名稱及
資本合併後現已轉換為DVP期權

「VXR股份」 指 VXR股本中已繳足之普通股，於更改名稱及資
本合併後現已轉換為DVP股份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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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除文義另有指明外，(i)以澳元計值之款項，已按1.00澳元兌0.7252美
元之匯率，換算為美元（僅作說明用途）；及 (ii)以美元計值之款項，經已按 1.00
美元兌7.80港元之匯率換算為港元（僅作說明用途）。

承董事會命
壽康集團有限公司 *

執行董事
Jamie Gibson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董事：

執行董事：
Jamie Gibson（行政總裁）

非執行董事：
James Mellon（主席）
Jayne Sutcliffe

獨立非執行董事：
David Comba
Julie Oates
Mark Searle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