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乃要件，請即處理。謹請細閱。

本通函由賢能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發出。　閣下如對本通函內容或應採取的行動有任何疑問，
應立即諮詢　閣下的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將所有透過The Central Depository (Pte) Limited in Singapore（「CDP」）持有的本
公司股本中的股份售出或轉讓，則由於CDP會安排一份獨立通函寄發予買主或承讓人，　閣下毋須
將本通函轉交買主或承讓人。

閣下如已將名下以實物股票代表的本公司股本中全部股份售出或轉讓，應立即將本通函連同相關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及隨附的代表委任表格轉交買主或承讓人或經手買賣的銀行、股票經紀或其他代
理，以便轉交買主或承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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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函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HN LIMITED
賢 能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 ：1730）
（新加坡股份代號 ：41O）

致股東的通函

內容有關

(1) 建議重選退任董事 ；

(2) 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 ；及

(3)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正假座10 Raeburn Park, #02-18, 
Singapore 088702舉行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召開大會的通告
載於本通函第25至27頁。 本通函隨附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適用的代表委任表格。

無法出席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但欲委任代表代其出席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務請
按照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隨附的代表委任表格所印備的指示將其填妥，並盡快及無論如
何須於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指定舉行時間前不少於72小時交回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
10 Raeburn Park, #02-18, Singapore 088702（就新加坡股東而言），或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
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就香港股東而言）。
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股東其後如決定親身出席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則
仍可如此行事，而股東出席大會則表示受委代表的委任將被視為已撤銷。

重要日期及時間

遞交代表委任表格的最後日期及時間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上午十時正

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及時間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上午十時正

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舉行地點 10 Raeburn Park, #02-18 
 Singapore 088702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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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通函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

「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召開的股東週年大會 

「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正假座
10 Raeburn Park, #02-18, Singapore 088702舉行的
股東週年大會

「審核委員會」 指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莊立林女士、
楊志雄先生及陳嘉樑先生組成，就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
交易授權向股東作出推薦建議而言被視為具有獨立性

「公司法」 指 新加坡法例第50章公司法（經不時修訂或修改）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年報」 指 本公司二零一七財政年度的年度報告 

「董事會」 指 於本通函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 

「英屬處女群島」 指 英屬處女群島

「凱利板」 指 新交所凱利板

「凱利板規則」 指 新交所上市手冊B節:凱利板規則（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修改）

「中央結算系統」 指 由香港結算設立及營運之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

「CDP」 指 The Central Depository (Pte) Limited

「通函」 指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寄發予股東的本通函

「本公司」 指 賢能集團有限公司（前稱為LHN Pte. Ltd.），一間於二零一四
年七月十日根據新加坡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在凱
利板及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控制權」 指 具有凱利板規則所賦予的涵義，即就本公司財務及經營政策
的決策制訂具有決定性影響的能力

「組織章程」 指 本公司組織章程（經不時修訂）

「董事」 指 於本通函日期之本公司董事 

「在險實體」 指 (a) 本公司 ：

(b) 未於新交所或經批准交易所上市的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
或

(c) 未於新交所或經批准交易所上市的本公司的新交所聯營
公司，惟以本公司及其有利益關係人士於該新交所聯營
公司擁有控制權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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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年度」 指 本公司截至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視情況而定）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財務主管」 指 當時主管財務部門的本公司財務人員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補充或
修改） 

「香港招股章程」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就在香港提呈發售股份刊
發的招股章程

「有利益關係人士」 指 (a) 本公司的董事、行政總裁或新加坡控股股東 ；或

(b) 任何該等董事、行政總裁或新加坡控股股東的新加坡聯
繫人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 指 指在險實體與有利益關係人士之間的交易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 指 具有本通函第3節所賦予的涵義

「林美珠」 指 林美珠女士，集團副董事總經理及本公司執行董事

「林隆田」 指 林隆田先生，執行主席、集團董事總經理及本公司執行董事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指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即本通函刊發前為確定其所載若
干資料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LHN Culinary」 指 LHN Culinary Concepts Pte. Ltd.，一間於二零一零年四
月二十六日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該公司為本公司
的有利益關係人士，由林賢能全資擁有，而林賢能又為新加
坡控股股東，並為林隆田及林美珠的父親

「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 指 具有本通函附錄二第II節所賦予該詞的涵義

「授權交易」 指 具有本通函附錄二第III節所賦予該詞的涵義

「有形資產淨值」 指 有形資產淨值

「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
交易授權」

指 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

「PJS Companies」 指 Café @ Phoenix Pte. Ltd.及DJ Culinary Concepts 
Pte. Ltd.，該兩間公司均由馮裕祥（各公司的唯一董事）全資
擁有，馮裕祥為林美珠的配偶，亦為林隆田的妹夫

「證券賬戶」 指 由存託人在CDP存置的證券賬戶（惟不包括證券子賬戶）

「證券及期貨法」 指 新加坡法例第289章證券及期貨法，經不時修訂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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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訂、修改或補
充

「新加坡聯繫人」 指 (a) 就任何董事、行政總裁、 新加坡主要股東或新加坡控股
股東（屬個人）而言，指 ：

(i) 其直系親屬 ；

(ii) 其本人或其直系親屬為受益人或（如屬全權信託）
全權託管對象的任何信託的受託人 ；及

(iii) 其本人及其直系親屬合共（直接或間接）擁有
30%或以上權益的任何公司 ； 

(b) 就新加坡主要股東或新加坡控股股東（屬公司）而言，
指作為其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或該控股公司的附屬公司
的任何其他公司，或其及╱或該等其他公司合共（直接
或間接）擁有30%或以上權益的公司

「新加坡聯營公司」 指 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持有其至少20％但不超過50％股份
的公司

「新加坡控股股東」 指 符合下列各項之人士 ：

(a) 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5%或以上 ；或

(b) 對本公司實際行使控制權

「新加坡主要股東」 指 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5%或以上的人士（包
括法團）

「新交所」 指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

「股東」 指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份登記持有人，惟當登記持有人為
CDP時，就有關股份而言及倘文義允許，「股東」一詞將指有
關股份被記入其證券賬戶的存託人 ；及當登記持有人為香港
結算時，就有關股份而言，「股東」一詞將指其證券賬戶由香
港結算或其他持牌證券交易商或註冊證券機構或託管銀行透
過中央結算系統存置的存託人，而「股東」一詞將按此詮釋

「新加坡元」或「新加坡仙」 分別指 新加坡元及新加坡仙

「%」或「百分比」 指 百分比

「存託人」、「存託代理」及「寄存登記冊」將分別具有證券及期貨法第81SF節所賦予該等詞彙的涵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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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一詞將具有公司法第5節或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該詞的相同涵義（視乎文義而定）。本公
司將遵守更嚴格的規定（若適用）。

凡對單數詞彙的提述（倘適用）須包含複數的涵義，反之亦然。凡對男性詞彙的提述（倘適用）須包
含女性及中性的涵義，反之亦然。凡對自然人的提述須包含法團。

於本通函內，凡提述任何成文法則均指當時經修訂或重新制訂的該項成文法則。除另有規定外，凡
公司法、證券及期貨法、凱利板規則、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上市規則或其任何法定修訂下界定的
任何詞語或詞彙（本通函並無另行界定）均須具有公司法、證券及期貨法、凱利板規則、證券及期貨
條例、香港上市規則或其任何修訂（視情況而定）所賦予的涵義。

除另有說明者外，於本通函內，凡提及時間及日期均指新加坡時間及日期。

本通函所列數額與其總額之間的差異乃由於約整所致。因此，本通函所示總計數字未必為其前列數
字的算術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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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N LIMITED
賢能集團有限公司*

（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 ：1730）
（新加坡股份代號 ：41O）

執行董事
林隆田先生（執行主席）
林美珠女士

註冊辦事處
10 Raeburn Park
#02-18
Singapore 088702

獨立非執行董事
莊立林女士 (首席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志雄先生
陳嘉樑先生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新界屯門
建榮街24-30號
建榮商業大廈
8樓802-804室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敬啟者 ：

(A)  建議重選退任董事 ；

(B) 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 ；及

(C)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1. 緒言

1.1 於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授予董事一般無條件授權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以根據授權有利
益關係人士交易的決議案所載的该授權條款訂立該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將於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屆滿，除非在該大會上獲更新。

1.2 本通函旨在於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向股東提供以下相關資料，並尋求股東批准以下事
項 ：

（a） 建議重選退任董事 ；及

（b） 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

該等決議案將於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並刊載於本通函所載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內。

1.3 凱利板規則載有規管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的規定。

重要提示 ：倘香港與新加坡適用的法律、規則及／或法規有所不同，應以更嚴格的法律、規
則及／或法規為準。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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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重選退任董事

為符合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規定及根據組織章程第99條，林美珠女士及楊志雄先生須於
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退任。

為符合香港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規定，根據組織章程第98條，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獲委任
的陳嘉樑先生將任職至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止。

所有上述退任董事均合資格並願意於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擬於二零一八年股
東週年大會上重選為董事的退任董事詳情（須根據香港上市規則予以披露）載於本通函附錄一。

3. 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

3.1 背景

凱利板規則第9章規管上市公司或其任何非上市附屬公司或非上市聯營公司與有利益關係人士
之間的交易。根據凱利板規則第920條，上市公司可獲得股東的授權，與有利益關係人士進行 
屬收入或交易性質的經常交易或日常營運所需的該等交易。此等交易或會不包括買賣資產、企
業或業務的交易。

3.2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的有效期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經更新後將自收到股東批准的日期起生效，並將（除非於股東大會上
被本公司撤銷或變更）持續有效至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本公司將就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
交易授權於其後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尋求股東批准直至按法律規定下屆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
為止，惟須待審核委員會對其持續應用於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的審閱滿意後，方可實行。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最後於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更新，並持續有效直至二零一八
年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止。因此，董事建議於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
易授權以保持有效至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擬更新的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的範圍及條款自
其上次更新以來並無變動。

3.3 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的理據及利益

預期本集團將於日常業務過程中繼續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訂立若干交易。此等交易或會以若
干程度的頻率發生，或在任何時候發生。鑑於商業交易的時間敏感性及／或經常性，在正常
業務過程中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以訂立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具有合理性，惟所有此等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均須按公平基準及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且不會損害本公司及其少數股東的
利益。

每年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將排除須（於及當與特定類別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進行潛在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時）不時另外召開股東大會以尋求股東批准的需要，故此將大幅減低召開
該股東大會的行政時間及開支，同時不會損害公司目標，且不會影響本集團的商機。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旨在促進正常業務過程中不時與特定類別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進行的
交易，惟此等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均按公平基準及正常商業條款進行，且不會損害本公司及其
少數股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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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附錄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的詳情，包括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的類別、授權交易的範圍、與授權有利
益關係人士的授權交易的審核程序及有關凱利板規則第9章的其他一般資料， 載於本通函附錄
二。

3.5 披露

根據凱利板規則第9章的規定，本公司須 ：

（a） 於年報（以及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持續生效的隨後財政年度的年報）內披露於本財
政年度根據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進行的交易總值 ；及

（b） 於有關公佈報告的規定時限內公佈於根據凱利板規則第705條須申報的有關財政期間根
據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進行的交易的總值。

根據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進行的超過100,000新加坡元的交易總
值，乃於年報內「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一節披露。

3.6 審核委員會聲明

審核委員會確認 ：

(a) 自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以來，釐定交易價格的方法或程序並無變動 ；及

(b) 上文（a）分段所提述的方法或程序乃充分有效，足以確保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的授權
交易乃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且不會損害本公司及其少數股東的利益。

倘在審核委員會進行審核的任何期間，審核委員會認為，倘因本集團或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所
進行的業務活動的性質或方式發生變化而導致授權交易的指引及審核程序亦成為不適當或不充
足，則本公司將根據新指引及審核程序向股東尋求新一般授權，以促使授權交易按公平基準及
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且不會損害本公司及其少數股東的利益。

3.7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香港刊發的招股章程。根據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
權將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進行的若干授權交易構成最低限額持續關連交易，獲豁免遵守香港
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有關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香
港招股章程「關連交易」一節。

倘該等交易將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及要求根據香港上市規則作此行動，則本
公司將確保就將不時根據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進行的授權交易遵守
香港上市規則，包括但不限於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有關申報、公告及╱或獨立股東批
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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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董事及／或主要股東的權益

4.1 新加坡法律及法規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及主要股東於股份中的權益載列如下 ：

直接權益 視作擁有的權益

股份數目 %(1) 股份數目 %(1)

董事

林隆田(2)(3)(4)(5)(6)(7) - - 275,000,000 68.33

林美珠(2)(3)(4)(5)(6)(7) - - 275,000,000 68.33

莊立林 - - - -

楊志雄 - - - -

陳嘉樑 - - - -

主要股東（董事除外）

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3) - - 275,000,000 68.33

LHN Capital Pte. Ltd.(4) - - 275,000,000 68.33

HN Capital Ltd.(5) - - 275,000,000 68.33

Hean Nerng Group Pte. Ltd.(6) - - 275,000,000 68.33

Fragrance Ltd.(7) 275,000,000 68.33 - -

林賢能(7) - - 275,000,000 68.33

符秀雲(7) - - 275,000,000 68.33

林筠恩(7) - - 275,000,000 68.33

林維湧(7) - - 275,000,000 68.33

林維翊(7) - - 275,000,000 68.33

林維宸(7) - - 275,000,000 68.33

林維慶(7) - - 275,000,000 68.33

林珏洋(7) - - 275,000,000 68.33

林美莉(8) - - 275,000,000 68.33

附註 ：

(1) 該百分比乃按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402,445,400股計算。

(2) 林隆田及林美珠為姊弟關係。因此，彼等被視為於彼此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持牌信託公司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作為英屬處女群島的
The Land Banking Trust的受託人，持有LHN Capital Pte. Ltd.的全部已發行及繳足股本。於新加坡註冊
成立的LHN Capital Pte. Ltd.乃新加坡The LHN Capital Trust的受託人。LHN Capital Pte. Ltd.持有於
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HN Capital Ltd.的全部已發行及繳足股本。The Land Banking Trust為全權目的
信託，主要目的為(a)促進由LHN Capital Pte. Ltd.直接或間接擁有的業務營運(「LHN Capital業務」) ；及
(b)使LHN Capital業務可按業務計劃條款營運。因此，The Land Banking Trust概無受益人。The LHN 
Capital Trust為全權不可撤銷信託，其受託人LHN Capital Pte. Ltd.就包括在The LHN Capital Trust的
資產作為有關資產的法定擁有人擁有一切權力，惟須受限於The LHN Capital Trust所載的任何明確限制。信
託基金資產的實益擁有人為The LHN Capital Trust 的受益人，其包括林賢能、符秀雲、林隆田及林隆田的
直系親屬(即林筠恩、林維湧、林維翊、林維宸、林維慶及林珏洋)(「LHN Capital Trust受益人」)。Trident 
Trust Company (Singapore) Pte. Limited為The LHN Capital Trust的信託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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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 Capital Ltd.、林美珠及林隆田分別持有Hean Nerng Group Pte. Ltd.全部已發行及繳足股本的
85.0%、10.0%及5.0%。林隆田及林美珠亦為Hean Nerng Group Pte. Ltd.的董事。

Hean Nerng Group Pte. Ltd.持有Fragrance Ltd.的全部已發行及繳足股本。林隆田及林美珠亦為
Fragrance Ltd.的董事。

Fragrance Ltd.擁有本公司275,000,000股普通股的直接權益。

由於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及其聯繫人LHN Capital Pte. Ltd.、HN Capital Ltd.及
Hean Nerng Group Pte. Ltd.有權控制Fragrance Ltd.中具投票權股份所附帶不少於20.0%的票數，因此
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被視為於由Fragrance Ltd.所持有的本公司的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中擁有權益。

(4) 林隆田及林美珠為LHN Capital Pte. Ltd.的董事。就上文腳註(3)而言，由於LHN Capital Pte. Ltd.及其聯
繫人，即HN Capital Ltd.及Hean Nerng Group Pte. Ltd.有權控制Fragrance Ltd.中具投票權股份所附帶
不少於20.0%的票數，故LHN Capital Pte. Ltd.被視為於由Fragrance Ltd.所持有的本公司的已發行及繳足
股本中擁有權益。

(5) 林隆田及林美珠均為HN Capital Ltd.的董事。就上文腳註(3)而言，由於HN Capital Ltd.及其聯繫人Hean 
Nerng Group Pte. Ltd.有權控制Fragrance Ltd.中具投票權股份所附帶不少於20.0%的票數，故HN 
Capital Ltd.被視為於Fragrance Ltd.所持有的本公司已發行及繳足股本中擁有權益。

(6) 林隆田及林美珠均為Hean Nerng Group Pte. Ltd.的董事。就上文腳註(3)而言，由於Hean Nerng Group 
Pte. Ltd.有權控制Fragrance Ltd.中具投票權股份所附帶不少於20.0%的票數，故Hean Nerng Group 
Pte. Ltd.被視為於Fragrance Ltd.所持有的本公司已發行及繳足股本中擁有權益。

(7) 新加坡證券及期貨法第4(3)節規定 ：「倘任何信託財產包括證券，且任何人士知悉或有合理理由相信彼擁有信
託利益，則彼應被視為於該等證券中擁有權益」。就上文腳註(3)而言，根據新加坡證券及期貨法第4(3)節的規
定，The LHN Capital Trust Beneficiaries被視為於Fragrance Ltd.所持有的本公司已發行及繳足股本中
擁有權益。

儘管林賢能、符秀雲及林隆田先生的直系親屬(即林筠恩、林維湧、林維翊、林維宸、林維慶及林珏洋)(即The 
LHN Capital Trust的受益人)各自被視為於本公司15.0%或以上的具投票權股份中擁有權益，彼等各自僅收到
The LHN Capital Trust項下的經濟利益，但對The LHN Capital Trust所包含的財產並無控制權，且實際
上亦並無擁有本公司的任何投票權或對本公司行使控制權。根據新加坡《證券與期貨(要約與投資/股份與債券)
條例2005》(「新加坡證券與期貨條例」)附表4，法團的控股股東指 ：(a)於法團的具投票權股份中擁有權益及
可對法團行使控制權的人士 ；或(b)於法團的具投票權股份中合共擁有該法團的全部具投票權股份所附帶不少於
30.0%的總票數的人士，惟彼並無對該法團行使控制權除外。因此，將彼等視為新加坡證券與期貨條例附表4
所指的本公司控股股東並無意義。

然而，由於林賢能乃為本集團的初始創辦人之一，並被視為透過The LHN Capital Trust於本公司15.0%或以
上的具投票權股份中擁有權益，故彼被認作新加坡控股股東。

然而，符秀雲及林隆田先生的各位直系親屬均被視為本公司的新加坡主要股東，此乃由於彼等被視為於
Fragrance Ltd.所持有的股份(即本公司的全部具投票權股份所附帶不少於5.0%的總票數)中擁有權益。

然而，林隆田（The LHN Capital Trust的受益人）亦為LHN Capital Pte. Ltd.、HN Capital Ltd.、Hean 
Nerng Group Pte. Ltd.、Fragrance Ltd.及本公司的董事。因此，彼被視為有能力對本公司行使控制權，
並被視作本公司的新加坡控股股東。

林美珠為林隆田的胞姐，亦為LHN Capital Pte. Ltd.、HN Capital Ltd.、Hean Nerng Group Pte. 
Ltd.、Fragrance Ltd.及本公司的董事。因此，彼被視為有能力對本公司行使控制權，並被視作新加坡控股股
東。

(8) 於本公司股份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起，林美莉被視為本公司在新加坡的新加坡控股股東。林美莉因身為新加
坡控股股東而被視為於Fragrance Ltd.所持有的本公司已發行及繳足股本中擁有權益。

除所披露者外，概無本公司董事及新加坡主要股東（彼作為本公司董事或股東的身份除外）以
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於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中擁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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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香港法例及規例

(A)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於本公司及
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
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記錄於該條例所述登記冊內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或根據香港上市
規則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
倉如下 ：

(I) 於本公司普通股及相關股份中的好倉

(i) 於本公司的權益

股東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所持／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於最後實際可
行日期所佔股
權概約百分比

林隆田先生(1)(2) 全權信託的創辦
人、信託受益人

275,000,000 68.33%

附註 ：

(1) 林隆田先生為The LHN Capital Trust及The Land Banking Trust的其中一名創辦
人。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作為The Land Banking Trust
的受託人）持有LHN Capital Pte. Lt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LHN Capital Pte. Ltd.

（作為The LHN Capital Trust的受託人）持有HN Capital Ltd.（持有Hean Nerng 
Group Pte. Ltd.已發行股本總額的85%）的全部已發行股本。Hean Nerng Group 
Pte. Ltd.持有Fragrance Lt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Fragrance Ltd.為275,000,000
股股份的實益擁有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林隆田先生被視為於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及LHN Capital Pte. Ltd.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被視為於LHN Capital 
Pte. Ltd.持有的權益中擁有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LHN Capital Pte. Ltd.被
視為於HN Capital Ltd.持有的權益中擁有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HN Capital 
Ltd.被視為於Hean Nerng Group Pte. Ltd.持有的權益中擁有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Hean Nerng Group Pte. Ltd.被視為於Fragrance Ltd.持有的權益中擁有權
益。

(2) 林隆田先生為The LHN Capital Trust的其中一名實益擁有人，而LHN Capital Pte. 
Ltd.為其受託人。LHN Capital Pte. Ltd.（作為受託人）持有HN Capital Ltd.（持有
Hean Nerng Group Pte. Ltd.全部已發行股本的85%）的全部已發行股本。Hean 
Nerng Group Pte. Ltd.持有Fragrance Lt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Fragrance Ltd.為
275,000,000股股份的實益擁有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林隆田先生被視為於LHN 
Capital Pte. Ltd.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LHN Capital Pte. 
Ltd.被視為於HN Capital Ltd.持有的權益中擁有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HN 
Capital Ltd.被視為於Hean Nerng Group Pte. Ltd.持有的權益中擁有權益。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Hean Nerng Group Pte. Ltd.被視為於Fragrance Ltd.持有的權益
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
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須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存置的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所載董事進行交易
的標準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的任何權益及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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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所擁有的權益及／或淡倉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以下人士／實體（並非作為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
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
或淡倉。

於本公司普通股及相關股份中的好倉

股東姓名／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持有／擁有權益的 

股份數目

於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持股 
概約百分比

Fragrance Ltd(1) 實益擁有人 275,000,000 68.33%

王佳祿(1)(3) 根據配偶所持權益
而視作擁有的權益

275,000,000 68.33%

Hean Nerng Group Pte. 
Ltd.(1)(2)

受控法團的權益 275,000,000 68.33%

HN Capital Ltd.(1)(2) 受控法團的權益 275,000,000 68.33%

LHN Capital Pte. Ltd.(1)(2) 受託人 275,000,000 68.33%

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1)(2)

受託人 275,000,000 68.33%

林賢能(1)(2) 全權信託的創辦人 275,000,000 68.33%

符秀雲(1)(2) 全權信託的創辦人 275,000,000 68.33%

附註 ：

1. Fragrance Ltd.(由Hean Nerng Group Pte. Ltd.全資擁有，而林隆田、林美珠及HN Capital Ltd.
則分別擁有Hean Nerng Group Pte. Ltd.5%、10%及85%的權益)為275,000,000股股份的實益擁
有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林隆田、王佳祿、Hean Nerng Group Pte. Ltd.、HN Capital Ltd.、
LHN Capital Pte. Ltd.、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林賢能及符秀雲被視為於
Fragrance Ltd.所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林賢能、符秀雲及林隆田為The LHN Capital Trust及The Land Banking Trust的創辦人。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作為The Land Banking Trust的受託人)持有LHN Capital Pte. 
Lt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LHN Capital Pte. Ltd.(作為The LHN Capital Trust的受託人)持有HN 
Capital Ltd.(持有Hean Nerng Group Pte. Ltd.已發行股本總數的85%)的全部已發行股本。Hean 
Nerng Group Pte. Ltd.持有Fragrance Ltd.的全部已發行股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林賢能、符
秀雲及林隆田被視為於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及LHN Capital Pte.Ltd.所持有
的股份中擁有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被視為於LHN 
Capital Pte. Ltd.所持有的權益中擁有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LHN Capital Pte. Ltd.被視為於
HN Capital Ltd.所持有的權益中擁有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HN Capital Ltd.被視為於Hean 
Nerng Group Pte. Ltd.所持有的權益中擁有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Hean Nerng Group Pte. 
Ltd.被視為於Fragrance Ltd.持有的權益中擁有權益。

3.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林隆田的配偶王佳祿被視為於林隆田所持有的權益中擁有權益。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並非作為本公
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任何股份中擁有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
向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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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放棄投票

林隆田及林美珠（均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彼等的新加坡聯繫人將就本通涵內二零一八年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有關批准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的第10項普通決議案放棄投
票。林隆田及林美珠亦將拒絕，並將確保彼等的新加坡聯繫人將拒絕接受委任為受委代表，以
就將在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有關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的第10項普
通決議案進行投票，惟相關股東已作出有關該投票事宜的具體指示除外。

6. 董事推薦意見

6.1 全體董事（除林美珠、楊志雄及陳嘉樑外（因彼等作為退任董事就建議重選退任董事放棄作出
任何建議））欣然建議退任董事（其詳情載於本通函附錄一）於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上重選
連任，並認為建議重選退任董事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並建議股東投票贊成本通
函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有關重選退任董事的決議案。

6.2 全體董事（除林隆田及林美珠外（因彼等各自作為有利益關係人士就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
授權放棄作出任何建議））認為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
體利益，並建議股東投票贊成本通函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有關建議更新有利益關
係人士交易授權的決議案。

6.3  獨立非執行董事就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被認為具有獨立性，經認真考慮有利益關
係人士交易授權的理由及裨益後，彼等認為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乃符合本公司及
其股東的整體利益，並建議股東投票贊成本通函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有關建議更
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的決議案。

7. 股東週年大會

  召開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的通告載於本通函第25至第27頁。於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
會上將提呈普通決議案，以批准（其中包括）重選退任董事及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
權。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39(4)條及凱利板規則，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須以投票方式表決。
因此，擬在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將以投票方式表決。

8. 股東將採取的行動

未能出席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如欲委任受委代表代其出席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
並於會上代其投票，務請按照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附的代表委任表格上印列的指
示填妥及簽署該表格，並盡快交回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為10 Raeburn Park, #02-18, 
Singapore 088702（就新加坡股東而言），或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就香港股東而言），惟無論如何須於二
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指定舉行時間72小時前交回。股東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仍可
依願親身出席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在此情況下，有關受委代表的委任將被
視作撤銷論。

除非其姓名╱名稱於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開始前至少72小時名列存託人名冊，否則存託
人不會被視為有權出席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發言及投票的本公司股東。

9. 在香港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在香港有權出席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身份，本公司將於二零一
八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三）至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天）在香港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期間將不會在香港進行任何股份的過戶登記。在香港的所有股份過戶
文件連同相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遞交本公司香港
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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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董事責任聲明

本通函旨在遵照凱利板規則及香港上市規則規定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願就本通函所載
資料的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
信，本通函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準確完備，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亦無遺漏其他事實，致
使本通函所載任何聲明有所誤導。

根據凱利板規則，董事共同及個別就本通函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責任。董事經作出所有合理
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通函構成所有有關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及建
議重選退任董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所有重大事實的全面及真實披露，且董事並不知悉本
通函遺漏任何事實致使其中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倘本通函所載資料乃摘錄自已發佈或其他公開來源或從具名來源獲得，則董事的唯一責任為確
保有關資料乃準確無誤地摘錄自該等來源及╱或以適當形式及內容在本通函轉載。

11. 檢查文件

下列文件於本通函日期起一般辦公時間內在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地址 ：10 Raeburn Park, 
#02-18, Singapore 088702）可供查閱，直至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包括該日）止 ：

(a) 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 ；

(b) 年報 ；及

(c) 本通函。

上述文件亦可透過本公司、新交所及香港聯交所網站查閱。

12. 一般資料

務請　閣下垂注本通函附錄一及附錄二所載的資料。

13. 其他事項

本通函具有中英文版本。中英文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此致

列位股東　台照

代表董事會
賢能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集團董事總經理及執行董事
林隆田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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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上市規則規定，下文乃建議於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重選的董事詳情 ：

1. 林美珠女士

林女士，43歲，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現為集團副董事總經理及
本集團多間附屬公司的董事。

林女士於業務及供應鏈管理方面擁有逾20年豐富多樣的經驗，包括於租賃及設施管理業務方
面擁有逾15年經驗，且於物流服務業務方面擁有逾十年經驗。加入本集團前，林美珠女士於
一九九六年至二零零二年為Hewlett Packard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的策劃人，負
責安排世界各地墨盒生產計劃。彼於二零零二年加入本集團，主要負責本集團的公司發展及整
體管理，並監督本集團的融資、人力資源、資訊系統及管理職能。

林女士於一九九六年八月自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獲授工商管理學士學位。彼亦於二零一五年
六月取得新加坡管理大學及新加坡董事學會的董事行政人員文憑。

與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的關係

林女士為林隆田（主席、執行董事、主要股東（定義見香港上市規則）及本公司控股股東（定義
見香港上市規則））的胞姐。林女士亦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林賢能及符秀雲的女兒、本公司主要
股東王佳祿的姑姐及本公司控股股東林美莉的胞姐。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林女士與任何董事、本公司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定義見香
港上市規則）概無任何關係。

服務年限

林女士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六日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自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起初步為期
三年，其後將一直有效，直至任何一方向對方發出不少於六個月書面通知終止為止。彼須根據
本公司組織章程輪值退任，並合資格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酬金數額

根據服務合約，林女士將收取年薪288,000新加坡元，另加一筆金額相等於根據林女士最後
一個月領取之薪金計算的年度定額花紅及獎勵花紅（將由董事會薪酬委員會批准）。其薪酬經
參考其職責及責任、本公司的薪酬政策及現行市況釐定，並將由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不
時參考其責任及年度表現每年檢討。林女士於二零一七財政年度的酬金約為300,000新加坡
元（包括董事袍金、津貼及實物利益、酌情花紅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如適用））。 

股份權益

根據新加坡法律法規，林女士被視為透過與其胞弟林隆田先生的關係而於275,000,000股股
份（約佔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份的68.33%）中擁有權益（定義見新加坡證券及期貨法）。林
女士亦為LHN Capital Pte. Ltd.、HN Capital Ltd.、Hean Nerng Group Pte. Ltd.、
Fragrance Ltd.及本公司的董事。因此，彼被視為能夠對本公司行使控制權。

然而，根據香港法律法規，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林女士並無亦不被視為於本公司的任何股
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最近三年，林女士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擔任
任何其他職務，亦無於香港或海外其他上市公眾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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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以下為林美珠女士為該公司董事時或彼不再為該公司董事後12個月內已被除名或申請除名的
公司名單 ：

公司名稱
註冊成
立地點 業務性質

不再為董事
日期 狀況日期 狀況

SRM Capital Pte. 
Ltd.

新加坡 業務及管理諮詢 
服務

二零一五年
二月十八日

二零一五年 
二月十八日(1)

除名

Luiz Fernando 
(Asia) Pte. Ltd.

新加坡 時裝（包括配飾） 
設計服務

二零一三年
七月八日

二零一三年 
七月八日(1)

除名

Competent 
Builders Pte. Ltd.

新加坡 一般承辦商（樓宇
建設（包括主要升
級工程））

二零一七年
六月五日

二零一七年 
六月五日(1)

除名

LHN Automobile 
Pte. Ltd.

新加坡 有關汽車的儲存、
付運前檢驗及付運
服務

二零一八年
一月八日

二零一八年
一月八日(1)

除名

附註﹕

(1) 公司除名日期。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任何有關林女士連任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且並無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
上市規則第13.51(2)(h)條至(v)條予以披露。

2. 楊志雄先生

楊志雄先生，64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楊先生現為提
名委員會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楊先生自二零一三年九月起一直為Equity & Land LLP的總合夥人，Equity & Land LLP為
一間提供股權及房地產投資顧問服務的有限合夥企業。彼於土地收購、規劃及發展、營銷及資
產管理等房地產業務方面擁有40年經驗。

彼於一九七七年七月至一九八五年二月在新加坡市區重建局展開其職業生涯，擔任土地主任及
中心經理，負責土地收購及物業管理 ；於一九八五年二月至一九八七年二月在房地產發展及投
資公司Tong Eng Brothers Group擔任物業及營銷經理，負責營銷、租賃及物業管理 ；於
一九八七年三月至一九九六年七月在房地產顧問公司Knight Frank Property Consultancy
先後擔任董事及合夥人。楊先生於一九九六年八月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期間擔任營銷及業務
發展主管職務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至二零零八年一月期間擔任副營運總監職務 ；於二零零八年
七月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期間擔任公司房地產業務集團營運總監及遠東機構執行董事職務 ；及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至二零一三年七月期間於遠東機構擔任投資物業執行董事職務。彼於二零零
八年七月至二零一二年四月亦為新交所上市公司Far East Orchard Limited（前稱Orchard 
Parade Holdings Limited）（新加坡股份代號:O10） 的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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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先生於一九九六年九月至二零一三年八月為新加坡復員技訓企業管理局的行業及發展委員會
副主席及理事會成員。彼於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九年為新加坡產業發展商公會的管理委員會會
員，擔任名譽司庫及名譽秘書等多個職務。楊志雄先生於二零一零年因其對社會的貢獻而獲授
公共服務獎章(Pingat Bakti Masyarakat)。

楊先生於一九九二年三月獲授新加坡國立大學的物業及維修管理理碩士學位，並於一九八三年
七月獲授英國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前稱Liverpool Polytechnic）的城市
房地產管理榮譽理學士學位。彼自一九八六年及一九九四年起分別擁有新加坡測量師及估值師
協會及Institute of Real Estate Management (USA)的專業資格。

服務年限

楊先生於二零一五年三月十日與本公司訂立委任函（經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增補
協議修訂），自二零一五年三月十日起初步為期三年，其後將一直有效，直至任何一方向對方
發出不少於三個月書面通知終止為止。彼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輪值退任，並合資格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酬金數額

根據委任函，楊先生將每年收取董事袍金52,500新加坡元。其薪酬經參考其職責及責任、本
公司的薪酬政策及現行市況釐定，並將由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不時參考其責任及年度表
現每年檢討。楊先生於二零一七財政年度的酬金約為60,000新加坡元（包括董事袍金、津貼
及實物利益、酌情花紅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若適用））。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最近三年，楊先生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擔任
任何其他職務，亦無於香港或海外其他上市公眾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

與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的關係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楊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或控股股東（定義見香港上
市規則）概無任何關係。

股份權益

此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楊先生並無亦不被視為於本公司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其他資料

以下為楊志雄先生為該公司董事時或彼不再為該公司董事後12個月內已被除名或申請除名的
公司名單 ：

公司名稱
註冊成
立地點 業務性質

不再為董事
日期 狀況日期 狀況

Kzones.com  
Pte Ltd

新加坡 目錄及郵寄名單出
版、軟件開發及程
式設計

二零一四年
八月一日

二零一五年四
月二十一日(1)

除名

附註﹕

(1) 公司除名日期。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任何有關楊先生連任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且並無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
上市規則第13.51(2)(h)條至(v)條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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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嘉樑先生

陳嘉樑先生，45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
以及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彼為一名經驗豐富的財務行政人員及企業家。彼為各行各業

（包括消費品及服務、金融服務、餐飲、物流、媒體、可再生能源、招聘服務及技術）的公司提供
諮詢服務。於二零一四年，彼加入由The CFO Centre Group Limited持證的公司CFO (HK) 
Limited，為大中華地區的客戶公司提供兼職財務總監服務，目前為大中華行政總裁。彼現時亦
為香港聯交所上市公司Tomo Holdings Limited（香港股份代號 ：8463）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先生於二零一五年四月至二零一七年二月亦為總部位於香港的金融科技公司TNG (Asia) 
Limited的企業融資總監。彼曾協助公司成功向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管局」）申請儲值支付工
具牌照，該牌照於二零一六年八月獲授。過程中，陳先生已監督履行香港金管局所制定之一切必
要業務規定的過程，包括內部監控及設置高級管理層團隊。

於二零零九年八月至二零一三年八月，陳先生為專注於私募股權投資的公司科瑞資本有限公司（「科
瑞」）的合夥人。於其任期內，陳先生向董事會匯報及參與創建科瑞之企業顧問及企業融資交易。

陳先生於一九九八年在加拿大多倫多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房地產實務下展開其職業生涯。於二
零零一年一月，彼加入香港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重組服務部擔任會計師，而彼於二零零五年
六月至二零零七年三月轉至德勤企業財務顧問有限公司（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服務公司）出
任經理前，彼擔任的最後職位為經理。於二零零七年三月至二零零九年二月，陳先生於香港高盛

（亞洲）有限責任公司的固定收入、貨幣及商品部擔任聯繫人職位。

陳先生於一九九八年五月獲加拿大安大略滑鐵盧大學頒授數學學士學位，並於一九九八年十月獲
該大學頒授會計學碩士學位。彼於二零零零年在加拿大取得特許會計師資格。

服務年限

陳先生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與本公司訂立委任函（經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增補協
議修訂），自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起初步為期三年，其後將一直有效，直至任何一方向對方發出
不少於三個月書面通知終止為止。彼須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輪值退任，並合資格於股東週年大會
上膺選連任。

酬金數額

根據委任函，陳先生將每年收取董事袍金59,500新加坡元。其薪酬經參考其職責及責任、本公
司的薪酬政策及現行市況釐定，並將由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不時參考其責任及年度表現每
年檢討。陳先生於二零一七財政年度的酬金約為21,000新加坡元（包括董事袍金、津貼及實物利
益、酌情花紅及以股份為基礎的付款（若適用））。

其他董事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前最近三年，陳先生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擔任任
何其他職務，亦無於香港或海外其他上市公眾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

與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的關係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陳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或控股股東（定義見香港上市
規則）概無任何關係。

股份權益

此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陳先生並無亦不被視為於本公司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中擁有權益或淡倉。

其他資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任何有關陳先生連任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及並無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上
市規則第13.51(2)(h)條至(v)條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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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

I. 與凱利版規則第9章有關的一般資料

範圍

凱利板第9章適用於一間上市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獲批准證券交易所上市的附屬公司除
外）或聯營公司（於獲批准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聯營公司或上市集團及／或有利益關係人士並無
控制權的聯營公司除外）建議與一位該上市公司的有利益關係人士訂立的交易。

釋義

「有利益關係人士」指上市公司的董事、行政總裁或控股股東或該等董事、行政總裁或控股股
東的聯繫人。

「聯繫人」指 ：

(a) 就任何董事、行政總裁、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屬個人）而言，指 ：

(i) 其直系親屬 ；

(ii) 其本人或其直系親屬為受益人或（如屬全權信託）全權託管對象的任何信託的受託
人 ；及

(iii) 其本人及其直系親屬合共（直接或間接）擁有30%或以上權益的任何公司 ；

(b) 就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屬公司）而言，指作為其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或該控股公司的
附屬公司的任何其他公司，或其及╱或該等其他公司合共（直接或間接）擁有30%或以
上權益的公司。

「聯營公司」指由上市公司或集團擁有其至少20%但不超過50%股份的公司。

「控股股東」指直接或間接持有上市公司所有具投票權股份面值15%或以上的人士或實際上對
其上市公司行使控制權的人士。

一般規定

除鑑於性質使然，對有利益關係人士而言若干交易並未被視為會使上市公司面臨風險及因此被
排除在凱利板第9章範圍外，倘達致或超過若干限額（根據交易價值與上市公司的最近期經審
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的比較值計算），則須就與有利益關係人士的交易作出即時通告，或須作
出即時通告並同時獲得股東批准。 尤其是，倘發生下列情況，須獲得股東批准 ：

(a) 有關交易的價值相等於或超過集團的最近期經審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百分之五（5%）；
或

(b) 有關交易的價值與之前於集團的同一財政年度與相同有利益關係人士訂立的所有其他交
易的價值合計計算等於或超過集團最近期經審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的百分之五（5%）。 
然而，已獲得股東批准或待股東批准的交易毋需進入後續的合計計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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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發生下列情況，須作出交易即時公告 ：

(a) 有關交易的價值相等於或超過集團的最近期經審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百分之三（3%）；
或

(b) 有關交易的價值與之前於集團的同一財政年度與相同有利益關係人士訂立的所有其他交
易的價值合計計算等於或超過集團最近期經審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的百分之三（3%）。

上述有關即時公告及股東批准的規定不適用於任何低於100,000新加坡元的交易。

一般授權

上市公司可能會就與有利益關係人士的具經營額或交易性質的經常交易或對日常營運所必須的
交易（如買賣供應品及原料但不涉及買賣資產、企業或業務）向其股東尋求一般授權。 一般授
權可每年重續。

II. 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的分類

於二零一六財政年度，LHN Culinary由Hean Nerng Group Pte. Ltd.轉讓予林賢能先生
（本集團的初始創辦人之一）。 我們的執行董事及彼等的直系親屬透過 HN Capital Ltd.及
The LHN Capital Trust直接及間接於 Hean Nerng Group Pte. Ltd.的全部已發行及繳足
股本中擁有權益。 LHN Culinary的附屬公司Alkaff Mansion Ristorante Pte. Ltd.從事餐
飲業務。

LHN Capital Trust的受益人包括林賢能、符秀雲、林隆田及及林隆田的直系親屬（即林筠
恩、林維湧、林維翊、林維宸、林維慶及林珏洋）。 Trident Trust Company (Singapore) 
Pte. Limited是The LHN Capital Trust的信託管理人。 Trident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及其聯繫人有權行使Hean Nerng Group Pte. Ltd.的控制權。

PJS Companies由Cafe@Phoenix Pte. Ltd.及DJ Culinary Concepts Pte. Ltd.組成，
該兩間公司均由馮裕祥（各公司的唯一董事）全資擁有，馮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集團副董
事總經理林美珠女士的配偶。

因此，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及／或聯營公司與LHN Culinary及其附屬公司、The LHN 
Capital Trust 的受益人以及PJS Companies訂立的若干交易構成凱利板規則第9章下的有
利益關係人士交易。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將適用於與下列分類的有利益關係人士訂立的交易 ：

(a) 林氏家族的若干成員（統稱為「林氏家族」）為或可能不時為或成為The LHN Capital 
Trust的受益人 ；

(b) 執行董事、林隆田及林美珠 ；

(c) LHN Culinary、其附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 ；

(d) PJS Companies、彼等各自的附屬公司及彼等各自的新加坡聯營公司 ；及

(e) 上文第(a)及(b)段所列出的相關方各自的聯繫人（定義見凱利板規則），

（統稱為「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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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目前並非所有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與本集團有正在進行中的交易，但本集團已將該等相關
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納入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因為本集團預測彼等日後可能會與授權有
利益關係人士訂立交易。 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與本集團之間訂立的交易並不屬於有利益關係
人士交易授權範圍，須遵守凱利版規則第9條的相關規定。 尤其是，倘該等交易的合共價值等
於或超過本集團最近期經審核有形資產淨值的5.0%，則未來該等性質的交易須在訂立前獲得
股東批准。

III. 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分類

預期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可能會不時發生下列本集團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訂立的交易 ：

(a) 向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提供或自彼等獲得商業空間、工業空間、住宅空間及／或土地的
租賃或分租 ；

(b) 向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提供本集團設施管理業務下的設施管理服務（例如樓宇保養服
務、保安服務及除蟲服務）；

(c) 向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提供翻新及相關服務（例如項目管理服務、裝修工程、加建及改
建工程以及更換機器或電氣安裝）；

(d) 向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購買餐飲產品及服務 ；及

(e) 提供獲得上述(a) 至 (d)項所述交易附帶或與其相關的其他產品及／或服務，

（統稱為「授權交易」）。

未免產生疑問，在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範圍內將不會進行任何買賣資產、企業或業務
的交易。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亦不包含本集團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訂立的價值低於
100,000新加坡元的任何交易，因為凱利版規則第9章載列的限額及合計規定並不適用於該等
交易。

與其他有利益關係人士（分類為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除外）不屬於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範
圍內，該等交易須遵守凱利版第9章的規定及／或凱利版規則的適用規定及／或任何適用法
律。根據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進行的交易毋需遵守凱利版第9章第905及906條有關限額
及合計的規定。

IV. 檢討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的授權交易的程序

本集團已制定內部控制系統並檢討已制定的程序以確保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的授權交易乃
按公平基準及一般商業條款、由獨立估值支持（如適用）作出，並符合本集團的日常政策及慣
例，且並無損害本公司及少數股東權益。

(a) 尤其是，已制定下列檢討程序 ：

(i) 向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提供服務或銷售產品

aa. 總之，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訂立的所有合約或交易乃根據本集團的日常
業務政策及慣例進行，該等合約或交易符合通常的保證金規定或按獲提供
的相同或基本類似的服務或產品的現行市價或按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獲授
並非較無關聯第三方獲授的條款更優惠的條款（包括給予公司客戶或就批量
採購提供的優惠比率／價格／折扣）或根據適用行業慣例以其他方式訂立。 
在可能及可行情況下，本集團將會合理儘量與至少兩（2）項其他合約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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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或基本類似交易向無關聯第三方出具的發票進行比較。 倘由於將予提
供的服務或將出售的產品性質而無法獲得現行市場費率或價格，財務主管
及審核委員會指派的本公司高級行政人員（均須並無於有關交易中擁有直接
或間接權益）將在下述批准限額的規限下釐定是否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獲提
供的價格及條款屬公平合理，經計及（包括但不限於）本集團當時的產能及
資源、服務的性質及範圍、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合約或服務的期限、
規定及規格、行業條款及慣例（倘適用）及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的信用情況
等因素。

bb. 除上文第(i)(aa)項外，提供物業租賃或分租，關於向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
提供物業租賃或分租，諸如（包括但不限於）服務成本、類似或可比較地點
或設施附近的其他物業的當時市場租金、租賃年期、租賃物業面積等因素
及可能影響租金或租賃條款的任何其他因素將會被考慮在內。 授權有利益
關係人士應付租金金額不應較無關聯第三方就類似物業（按（其中包括）面
積、位置、物業質素及信貸條款計）應付租金更為優惠。

cc. 提供設施管理服務

除上文第(i)(aa)項外，關於提供設施管理服務，諸如（包括但不限於）服務
成本、工程範圍及根據客戶規定進行的預算評估等因素會考慮在內並加算
毛利率，而上述因素對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而言不會較無關聯第三方而言
更為優惠，此乃符合本公司的日常業務及定價政策。

dd. 提供翻新及相關服務

翻新及相關服務主要提供予本集團內部實體作為就本集團的業務及營運提
供的內部支持。 儘管本集團可能會按要求向無關聯第三方（例如租戶）提供
相關服務，而過往就向租戶提供該等翻新及相關服務產生的收入貢獻並不
重大。 倘本集團向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提供任何翻新及相關服務，諸如（包
括但不限於）所提供服務的成本、工程範圍及翻新期限等因素將被考慮在內
並加算毛利率，而該等因素對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而言不會較對無關聯第
三方而言更為優惠。 此外，財務主管及審核委員會指派的本公司高級行政
人員（均須並無於有關交易中擁有直接或間接權益）將在下述批准限額的規
限下釐定是否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獲提供的價格及條款屬公平合理，並會
在向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提供任何翻新及相關服務前計及（包括但不限於）
本集團當時的產能及資源、服務的性質及範圍、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服務的期限及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的信用情況等因素。

(ii) 獲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提供服務或向彼等採購產品

aa. 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訂立所有合約或交易須獲得至少兩（2）名其他無關
聯第三方供應商就相同或基本類似數量及／或品質的服務或產品給出的報
價（倘可能或可獲得）後方作實，在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訂立合約或交易
前，按照比較基準釐定是否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提供的價格及條款屬公平
合理及可否與其他無關聯第三方就相同或基本類似的服務或產品所提供的
價格及條款相比。 在釐定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提供的價格及條款是否公平
合理時，諸如（包括但不限於）規定及規格、質量、聲譽、經驗及專長以及
就批量採購給予的優惠比率、回扣或折扣（倘適用）等因素亦會考慮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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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倘無法獲得相關具競爭力的報價（例如，倘並無類似產品或服務的無關聯第
三方賣方，或倘產品屬專利品）， 財務主管及審核委員會指派的本公司高級
行政人員（均須並無於有關交易中擁有直接或間接權益）將在下述批准限額
的規限下釐定是否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所提供的價格及條款屬公平合理，
經計及諸如（包括但不限於）訂立交易的成本及裨益以及授權有利益關係人
士向無關聯第三方支付的價格等因素。

cc. 除上文第(ii)(aa)項外，關於自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獲得的物業租賃或分
租，諸如（包括但不限於）類似或可比較地點及設施附近的其他物業的當時
市場租金、獨立估值師釐定的市場租金、租賃期限、租賃物業面積等因素
及可能影響租金或租賃條款的任何其他因素將會被考慮在內。

(b) 除上述檢討程序外，以下批准程序及限額將應用於授權交易 ：

(i) 有關提供或取得低於或等於物業租賃撥款限額（定義見下文）的物業租賃或分租的
授權交易以及並非有關提供或取得低於或等於第一類撥款限額（定義見下文）的物
業租賃或分租的授權交易，其各自的金額將由財務主管及審核委員會不時就此目
的所指定的一名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均須概無於授權交易擁有直接或間接權益）
檢討及批准，並按年提交供審核委員會檢討 ；

(ii) 有關提供或取得高於物業租賃撥款限額（定義見下文）的物業租賃或分租的授權交
易以及並非有關提供或取得高於第一類撥款限額（定義見下文）的物業租賃或分租
的授權交易，其各自的金額將由審核委員會檢討及批准 ；

(iii) 倘不涉及提供或取得物業租賃或分租的授權交易的金額與任何特定財政年度過往
同類授權交易合計等於或超過第二類撥款限額（定義見下文），有關授權交易以及
該特定財政年度所有日後同類授權交易將由審核委員會檢討及批准 ；及

(iv) 財務主管及審核委員會不時就此目的所指定的一名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可酌情要
求取得獨立資料來源或顧問所檢討的有關交易的額外資料，包括取得獨立專業估
值師的估值。

就上文b(i)及b(ii)分段而言，對於涉及向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提供物業租賃及分租或自
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取得物業租賃及分租的授權交易，各授權交易的撥款限額將為當
時本集團經審核綜合有形資產淨值5.0%的等值金額（「物業租賃撥款限額」），乃經參考
本集團最近期公佈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最近期有形資產淨值」）釐定。就上文b(i)
及b(ii)分段而言，並非有關提供或取得物業租賃或分租的各項授權交易的撥款限額將
為300,000新加坡元（「第一類撥款限額」）；而就上文b(iii)分段而言，並非有關提供或
取得物業租賃或分租的授權交易合計金額的撥款限額將為本集團最近期有形資產淨值
3.0%的等值金額（「第二類撥款限額」）。

(c) 以下各項將應用於所有類別授權交易的檢討及批准程序 ：

(i) 倘財務主管於授權交易擁有權益或為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當時的代名人，有關檢
討及批准程序將由審核委員會指定的本公司有關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及審核委員會
主席進行 ；

(ii) 倘財務主管及所委任的高級管理人員於授權交易擁有權益或為授權有利益關係人
士當時的代名人，有關檢討及批准程序將由審核委員會主席或審核委員會主席不
時就此目的所指定的審核委員會其他成員（並非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的代名人且
概無於授權交易擁有權益）進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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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倘審核委員會成員於任何授權交易擁有權益或為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當時的代名
人，彼須放棄參與審核委員會就授權交易所進行的審核及批准程序 ；及

(iv) 倘審核委員會成員（並非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的代名人且概無於授權交易擁有權
益）亦擔任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董事會或（視情況而定）審核或其他董事委員會獨
立非執行董事，且彼參與審核委員會就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進行的授權交易所
進行的審核及批准程序，彼將放棄參與就有關授權交易向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董
事會或委員會提交任何決策。

(d) 本公司亦已實施以下程序，以識別有利益關係人士及記錄所有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包
括授權交易）：

(i) 本公司將備存一份經更新的有利益關係人士名單，並將向本集團內的相關主要人
員披露該名單（包括名單經更新後內容），以便於識別有利益關係人士。該有利益
關係總名單將由審核委員會每半年予以檢討 ；

(ii) 本公司將就主要管理人員及董事於與本集團進行的任何交易中的權益按年自彼等
取得經簽署的確認函 ；及

(iii) 本公司將備存一份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登記冊（「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登記冊」），
當中載有與授權有利益關係人士進行的授權交易。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登記冊將
載列與所有授權交易有關的資料，如（但不限於）聯繫人名單、授權交易性質、授
權交易金額、釐定交易價格的基準及理由、主要條款及條件以及有關基準所依據
的證據及引證。未免生疑，所有授權交易（包括100,000新加坡元以下者）將記
錄於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登記冊內。

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登記冊將由財務主管編製、備存及監察，彼不得於任何授權
交易擁有權益及乃經審核委員會正式授權如此行事。

有利益關係總名單、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登記冊及授權交易內部核數報告等任何隨附報
告將由內部核數師或審核委員會每半年予以檢討，以確定妥為遵守就監察授權交易所訂
定的相關程序。

(e) 董事會亦將確保妥為遵守有關授權交易的所有公告、披露、申報、批准及其他規定，包
括適用法律、凱利板規則、香港上市規則及相關會計準則所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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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HN Limited 
賢能集團有限公司*

（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 ：1730）
（新加坡股份代號 ：41O）

茲通告賢能集團有限公司謹訂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一） 上午十時正假座10 Raeburn 
Park, #02-18, Singapore 088702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以處理下列事項 ：

作為普通事項

1. 省覽及採納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董事會報告及經審核財務報表，連同其獨
立核數師報告。 （第1項決議案）

2. 宣佈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免稅（一級）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股份0.2新加坡
仙（0.002新加坡元）。 （第2項決議案）

3. 根據本公司组织章程细则第98條重選退任董事陳嘉樑先生為本公司董事，彼合資格並已參選
連任董事。 （第3項決議案）

根據二零一二年企業管治守則指南第4.7條所建議有關陳嘉樑先生的詳細資料及彼須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上市規則」）第13.74條規定提供的資料乃載於本年
報「董事會」及「企業管治報告」两節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的通函。 
[參見說明附註(i)]
 

4. 根據本公司组织章程第99條重選下列退任董事為本公司董事，彼等合資格並已參選連任董事 ：

林美珠女士 （第4項決議案）
楊志雄先生 （第5項決議案）

根據二零一二年企業管治守則指南第4.7條所建議有關上述董事的詳細資料及彼須根據香港上
市規則第13.74條的規定的資料乃載於本年報「董事會」及「企業管治報告」两節以及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的通函。 
[參見說明附註(ii)]

5. 批准支付截至二零一八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董事袍金168,000新加坡元（按季度隨後支
付）（二零一七財政年度 ：168,000新加坡元）。 （第6項決議案）

6. 批准支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董事會議津貼25,176新加坡元。
[參見說明附註(iii)]  （第7項決議案）

7. 批准支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的差旅津貼2,000新加坡元。
[參見說明附註(iii)]  （第8項決議案）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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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續聘普華古柏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合夥為本公司獨立核數師，任職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止，並授權本公司董事釐定其酬金。 （第9項決議案）

9. 辦理可能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妥為辦理的其他普通事項。

作為特別事項

考慮並酌情通過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議案（無論有否修訂）：

10. 建議更新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股東授權

動議 ：

（a） 根據新加坡證劵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上市手冊B節第9章（「第9章」）：凱利板規
則（「凱利板規則」）的規定，謹此批准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屬於「在險實體」（該詞彙
用於第9章）的關聯公司或其中任何一項，以與任何屬於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的通函（「通函」）所述有利益人士類別的任何方訂立任何與屬於通函所述的有利益關係
人士交易類型的任何交易，惟此等交易乃按正常商業條件並根據此等有利益關係人士交
易的審查程序而達致者 ；

（b） 除非由本公司在股東大會上撤銷或修改，否則上文（a）項所作的批准（「有利益關係人士
交易授權」）將持續有效，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止 ；

（c） 謹此授權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就程序及╱或考慮因新交所不時可能規定對凱利派規則
第9章的任何修訂屬必要的修改或實施此等程序而採取其認為適當的行動 ；及

（d） 謹此授權本公司董事完成及作出其認為適當或必要或符合本公司利益的所有該等行為及
事項（包括簽署所有可能需要的文件），以使有利益關係人士交易授權及╱或本決議案
生效。 
[參見說明附註(iv)]  （第10項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聯席公司秘書
梁志明

新加坡，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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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附註 ：

(i) 陳嘉樑先生於膺選連任為本公司董事後將繼續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以及提名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及董事會
（不包括陳嘉樑先生）認為，就凱利板上市手冊第704(7)條及香港上市規則第3.13條而言，彼將被視為獨立。

(ii) 林美珠女士於膺選連任為本公司董事後將繼續擔任本集團副董事總經理。

楊志雄先生於膺選連任為本公司董事後將繼續為本公司提名委員會主席以及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及董事會
（不包括楊志雄先生）認為，就凱利板上市手冊第704(7)條及香港上市規則第3.13條而言，彼將被視為獨立。

(iii) 董事會會議津貼款項乃用於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出席額外及特別董事會會議。董事的差旅津貼
乃用於董事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評估本公司將進行的海外潛在項目而進行的海外差旅。

(iv) 上文第10項提呈的第10項普通決議案（倘獲通過）將許可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與有利益關係人士（定義見凱利板規則
第9章）訂立交易。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的通函。

附註 ：

1. (a) 非身為相關中間人的股東有權委任一位或兩位受委代表出席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b) 身為相關中間人的股東有權委任兩名以上受委代表出席本公司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惟每名受委代表必須獲委任以
行使該股東持有的不同股份所附帶的權利。

「相關中間人」具有新加坡公司法第181條所賦予的涵義。

2. 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3. 身為法團的本公司股東有權委任其授權代表或受委代表代其投票。

4. 委任代表的文據最遲須於大會指定舉行時間七十二（72）小時前送交本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地址為10 Raeburn 
Park, #02-18, Singapore 088702（就新加坡股東而言），或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就香港股東而言）。填妥及交回委任代表表格後，股東仍可依願親身
出席大會並投票。在此情況下，該委任代表表格則被視為已撤銷。

個人資料私隱 ：

一經呈交委任受委代表及╱或代表出席大會及╱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發言及投票，即表示本公司股東 ：

(i) 同意本公司（或其代理）收集、使用及披露股東的個人資料供本公司（或其代理）處理及管理就大會（包括其任何續會）
而獲委任的受委代表及代表，以及編製及編撰與大會（包括其任何續會）有關的出席名單、會議記錄及其他文件，並供
本公司（或其代理）遵守任何適用法律、上市規則、規例及╱或指引（統稱「該等用途」）；

(ii) 保證當股東向本公司（或其代理）披露該股東的受委代表及╱或代表的個人資料時，該股東已就本公司（或其代理）收
集、使用及披露有關受委代表及╱或代表的個人資料用於該等用途而取得有關受委代表及╱或代表的事先同意 ；及

(iii) 同意股東將就該股東違反保證而引致的任何罰款、責任、索賠、索求、損失及損害向本公司作出彌償保證。

就確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而暫停辦理香港股份過戶登記通告

為確定有權出席二零一八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香港股東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三）至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星期一）（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香港股份過戶登記，期間不會辦理任何香港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上述大會，所有香港股份過戶文據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日（星期二）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交回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林隆田先生及林美珠女士 ；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莊立林女士、楊志
雄先生及陳嘉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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