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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通告 CIRCULAR 
 
事項 美維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3313)  
Subject: - 建議透過股息作出分派 
 
查詢           熱線 2979 7111 
Enquiry:    
 
 
根據美維控股有限公司（“該公司＂）於 2010 年 2 月 11 日有關建議透過股息作出分派之通函

( “通函＂)及公司於 2010 年 3 月 5 日發出之通告，待達成該通函內美維董事會函件之「建議分派

的條件」分節所載的先決條件後，美維將於分派日期就印刷線路板出售事項及覆銅面板出售事項

的總代價向股東作出建議分派。其建議分派予每股於記錄日期 2010 年 4 月 13 日 (根據公司通函之

定義) 持有之美維股份，將包含約 1.887 港元現金及 0.0185 股 TTM Technologies, Inc. (“TTM 股份”) 
(加上將於分派日期支付的承兌票據應計利息)。TTM 股份為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的上市公司，

而並非中央結算系統內之合資格證券。 
 
公司建議分派之現金部份 
 
建議分派現金組成部分包括: 
 
(a) 公司出售印刷線路板及覆銅面板業務所產生的現金，每股約港幣 1.887 元; 
 
(b) 承兌票據所得的應計利息;及 
 
(c) 售出廣東生益科技股份的售價高出廣東生益科技參考價的新增所得款項(如有)。 
 
承兌票據之應計利息，將會包含於分派日期分派予股東之現金部份。有關出售其廣東生益科技股

份之任何股權，公司將會以公布形式通知股東。若該項出售於完成日期(就印刷線路板出售事項及

覆銅面板出售事項而言)前所售出的廣東生益科技股份之平均售價高於廣東生益科技參考價，任何

新增所得款項淨額將會作為股息分派予股東。 
 
公司建議分派之股份部份 
 
有關由 TTM 股份組成的建議分派部份，股東於記錄日期 2010 年 4 月 13 日持有之每股公司股份，

將獲以最接近整數分派 0.0185TTM 非憑證式股份。股東將可享有以下其中一項選擇: 
 
(a) 透過 TTM 的轉讓代理的措施以電子形式收取 TTM 股份； 
 

(b) 透過該股東指定的美國證券賬戶收取 TTM 股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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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收取就出售 TTM 股份 (透過公司安排的買賣措施) 所得的現金款項淨額以代替該股東將有權取

得的 TTM 股份。(公司的指定選項) 
 
至於有意持有TTM 股份而非收取根據建議分派原應有權獲得的出售TTM股份的所得現金款項淨額

的股東，可選擇選項(a)或選項(b)。 
 
透過中央結算收取該建議分派之安排 
 
現金組成部份 
 
就現金組成部份分派之事宜，一項股份權益公佈(編號 A00110846)已於中央結算系統內設立。分

派日期為 2010 年 5 月 5 日或之前。 
 
該分派之確認分派率將隨後由公司公佈，其原因如下：(一)由於印刷線路板出售事項代價的現金

部分將由 TTM 以美元支付，該代價作為分派予股東部分之建議金額將按分派日期或之前之同等

港元金額計算；(二)承兌票據利息的實際數額僅可於分派日期釐定；及(三)廣東生益科技股份之銷

售於完成日期前平均售價高於廣東生益科技參考價之新增所得款項(如有)。待公司公佈該分派之

確實分派率後，中央結算將會更新有關公佈。 
 
設有選項之股份組成部份 
 
就由 TTM 股份組成的分派之事宜，另一項股份權益公佈(編號 A00110845 包括項目 01，02 及 03)
亦於中央結算系統內設立。股東於記錄日期 2010 年 4 月 13 日持有每股美維股份，將收取 0.0185
股 TTM 股份(向下調整至最接近的整數)。 
 
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參與者”)須注意中央結算就上述公司建議分派之股份部份已將選項(c)設定

為指定選項，即公佈編號 A00110845 內之項目 01，選項(a)即透過以電子形式收取 TTM 股份已設

定為項目 02 及選項(b)即透過該股東指定的美國證券賬戶收取 TTM 股份已於同一項公佈內被設定

為項目 03。 
 
閣下若對如何選擇股份選項有任何疑問，請諮詢專業顧問。 

 
選項(c) – 買賣措施:公司指定選項(項目 01) 
 
選擇或被視為選擇選項(c)的參與者，其將獲得之 TTM 股份在分派日期後會透過由公司安排之買

賣措施銷售。 
 
所得的現金款項扣除若干交易開支後將於部分 TTM 股份已售出後或於所有 TTM 股份已售出後，

盡快由公司寄發予中央結算。 
 
因此，由中央結算分派此選項之日期將完全取決於公司之買賣措施，並可能包含多於一次分派，

但不遲於 2010 年 7 月 20 日。該分派率暫被設定為 1，並根據買賣措施所分發之現金會有所更

新。中央結算將會對每項現金款項分派通知參與者。 
 
選項(a) – 以電子形式收取 TTM 股份 (項目 02) 
 
選擇選項(a)的參與者其下之客戶(即實益擁有人)之TTM股份將以入帳形式記錄於TTM股東名冊

內。各實益擁有人將會獲開啟一個TTM轉讓代理戶口，其TTM股份將由轉讓代理代表持有自該等

交易完成後起計三年。TTM轉讓代理將會向其寄發一份賬戶對賬單，當中載有其TTM股份及賬戶

號碼的詳情。 



 

 
在其三年內，實益擁有人可要求TTM轉讓代理將其TTM股份出售，或可指示其指定美國經紀將其

ＴＴＭ股份轉往其美國證券賬戶。倘於該等交易完成後三年屆滿前沒有出售其全部TTM股份，有

關實益擁有人可能無法於該等交易完成後三年屆滿後透過TTM轉讓代理出售其TTM股份。在選擇

表格中選擇選項(a)的實益擁有人需指示其美國經紀透過Depository Trust & Clearing Corporation向

TTM轉讓代理發出要求，將其TTM股份轉往其美國證券賬戶，以便於該等交易完成後三年期間屆

滿後出售其TTM股份。 
 
為確保參與者收取到有關賬戶對賬單，香港中央結算會從公司過戶處領取後再派發。 
 
選項(b) – 透過指定美國證券賬戶收取 TTM 股份 (項目 03) 
 
選擇選項(b)的參與者將會收到公司發出的函件(“函件”)，其中載有交易編號以及有關參與者如何

可以將其TTM股份過戶至其指定美國證券賬戶的指示。參與者如欲將其TTM股份過戶至其指定美

國 證 券 賬 戶 ， 必 須 於 分 派 日 期 起 計 一 個 月 內 指 示 其 美 國 經 紀 ， 要 求 將 其 TTM 股 份 通 過

Deposit/Withdrawal At Custodian system (DWAC) Depository Trust &Clearing Corporation，並引述公

司發出的函件所載的交易編號。任何參與者倘選擇選項(b)但並無於分派日期起計一個月內安排將

其TTM股份過戶至其指定美國證券賬戶，則其TTM股份將會以參與者名義根據選項(a)作為賬目記

入TTM的股份登記冊內。而參與者的賬戶對賬單將由TTM轉讓代理直接寄予給參與者。 
 

為確保參與者收取到有關函件，香港中央結算會從公司過戶處領取後再派發。 

 

參與者需就選擇選項(a) 及/ 或 (b)作出的行動 
 

參與者如代其客戶選擇選項(a)及/或選項(b)，均須於中央結算終端機輸入有關選擇指示。參與者

須填妥及簽署隨函的規定附加選擇表格(Supplementary Form of Election)(附件一) (只提供英文版

本)，並儲存相關資料於 3½＂磁碟/光碟內。於規定附加選擇表格上顯示的選擇股數(選項(a)及選

項(b)) 需與中央結算終端機選項(a)(即項目 02)及 / 或選項(b)(即項目 03)的選擇股數相同。 
 
就選項(a)而言，參與者須提供實益擁有人的個人資料以接納 TTM 股份；參與者在透過香港中央

結算提供該等資料予公司前，必須取得該實益擁有人的同意。所需的個人資料可參考隋函附上之

試算表檔案。參與者需儲存關於實益持有人(選項(a)) 及參與者(選項(b)) 的該等資料於沒有加密之

3½＂磁碟/光碟內，放在密封的信封於 2010 年 4 月 9 日下午 5 時前交回香港中央結算於香港中環

德輔道中 199 號維德廣埸 2 樓。請儲存有關檔案於同一隻 3½＂磁碟/光碟內，選項(a)之檔案名稱

為 a3313_B09999.xls (請以參與者編號代替 B09999)，選項(b)之檔案名稱為 b3313_B09999.xls，
(請以參與者編號代替 B09999)。請註明檔案名稱及參與者編號於 3½＂磁碟/光碟上。 
 

參與者須填妥及交回 “ Written Authorization Form” 以收取賬戶對賬單(選項(a))及公司發出的函件

(選項(b))，該表格可於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99 號維德廣埸 2 樓中央結算系統存管處索取。有關收

取日期，參與者請留意香港中央結算發放的廣播訊息。 
 
相關之稅務表格需於2010年4月12 日下午4:00或之前交回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28號金鐘匯中心26樓，方為有效。請參考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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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央結算將就應收權益作出調整 
 
例如:  

參與者A代3位實益擁有人選擇選項(a) (共6,000股)，權益報表將顯示該參與者應收到111股TTM 股

份(6,000 x 0.0185)。由於根據公司的公佈，實益擁有人可獲分派的TTM股份是向下調整至最接近的

整數。該參與者應收到的TTM股份將由 111 股TTM 股份調整至110 股TTM 股份。 

 
參與者 A 代 3 位實益擁有人輸入之指示 

 選擇之美維股數 確實收到的 TTM 股份 
實益擁有人 1 1,000 18 
實益擁有人 2 2,000 37 
實益擁有人 3 3,000 55 
總數 6,000 110 

 
未能提供選項(a)及選項(b)所需的完整及正確資料 

 

倘若選擇選項(a) 及選項(b)的參與者及實益擁有人提供的所需資料不完整或不準確，根據公司安

排，會被視為已選擇選項(c)，即該參與者或實益擁有人所得的TTM股份將透過買賣措施出售，而

該參與者或實益擁有人將收取出售的所得現金款項淨額。香港中央結算將不會就參與者遞交的儲

存於3½＂磁碟/光碟內的資料作任何核實，參與者需確保該等資料正確無誤。 
 

選擇期限及摘要 

 
參與者可透過股份權益公佈編號 A00110845 輸入選擇指示，期限為 2010 年 4 月 1 日至 2010 年 4
月 9 日正午 12 時。請參閱下表之摘要: 

 

選項 項目 交回稅務表格予公司過戶

處 

分派日期 附加選擇表格 試算表 

a 02 實益擁有人交回 

2010 年 4 月 12 日下午

4:00 或之前交回 

2010 年 5 月 5 日或之

前 

需遞交 

2010 年 4 月 9 日下午

5:00 或之前交回 

*如下 

2010 年 4 月 9 日
下午 5:00 或之前

交回 

b 03 參與者交回 

2010 年 4 月 12 日下午

4:00 或之前交回 

2010 年 5 月 5 日或之

前 

需遞交 

2010 年 4 月 9 日下午

5:00 或之前交回 

**如下 

2010 年 4 月 9 日
下午 5:00 或之前

交回 

c 01 不適用 2010 年 7 月 20 日 不適用 不適用 

 

*以試算表格式儲存實益擁有人之資料，資料包括該選項的選擇股數;姓名或公司名稱;聯名持有人

的姓名(如有);登記地址;電郵地址;日間聯絡電話號碼;美國社會保障碼(如適用)及美國個別納稅人身

份號碼(如適用)。 

 

**以試算表格式儲存參與者之資料，資料包括該選項的選擇股數; 參與者名稱;登記地址;電郵地址;

日間聯絡電話號碼;美國社會保障碼(如適用);美國個別納稅人身份號碼(如適用);參與者開立證券戶

口之美國經紀姓名及該美國經紀的預託及結算公司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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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盤建議 
 
美維建議於開曼群島撤銷註冊，並於英屬處女群島存續為一家英屬處女群島業務公司。考慮到擬

於作出建議分派後的實際可行情況下盡快將美維清盤，美維的董事不擬在美維根據英屬處女群島

公司法於英屬處女群島存續後向股東發行新股票。 

 

所有股東將有權按比例基準收取美維清盤時可供分派予股東的任何資產(經支付任何應付賬款、就

建議產生的費用及開支及清盤費用後)。然而，預期於建議分派後美維將不會剩下任何重大資產。

美 維 將 透 過 在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及 南 華 早 報 刊 登 付 費 公 布 以 及 同 時 在 美 維 的 網 站

(http://www.meadvillegroup.com)公布的方式知會股東及投資者有關清盤建議的建議時間表。 

 
若參與者不透過香港結算收取是次分派，可於公司指定之最後截止過戶期限2010年3月31日前，提

取有關股份並辦理相關之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該公司股份之最後交易日期為2010年3月26日。而於

公佈A00110845 及 A00110846中顯示的除淨日(2010年3月30日)並非作交易用途。 

 
鑑於建議分派之複雜性，參與者務請詳閱該公司於2010年2月11日及2010年3月5日在香港交易所網

頁(http://www.hkexnews.hk)發出之通函及有關表格。  
 
 
 
 
 
存管及代理人服務  
總監  
梁復興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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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plementary Form of Election                       附件一 

 
This form should be completed and returned to HKSCC by hand together with the details of instruction in a 
3½” Diskette / CD-ROM no later than 5:00 p.m. on 09 April 2010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and                                                          
HKSCC Nominees Limited                                                                     
2/F Vicwood Plaza         
19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Dear Sir/ Madam         
         
Re:  Meadville Holdings Limited (the “Company”) (Stock Code: 3313) - A00110845 
         Proposed Distribution – TTM Shares (0.0185 for every Meadville share held as at 31 March 

2010, the last registration date to qualify for the entitlements)  
 
     Option (a) – Receive TTM Shares in Electronic Form  
We wish to receive the TTM shares in electronic form through the facilities of the TTM Transfer agent in 
respect of _____________ shares of our Meadville holdings in CCASS involving ____ beneficial owners. 
Election instruction has been given through CCASS terminal with the instruction reference number     
_______________.  Enclosed is a sealed envelope with a * 3½” Diskette/ CD-ROM labeled option (a) 
and our Participant ID [(File Name e.g. a3313_ B09999.xls) (Please note B09999 refers to Participant ID) 
containing the details of our instruction and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for your processing. 
 
     Option (b) – Receive TTM Shares through Nominated U.S. Securities Account 
We wish to have the TTM shares transferred to our nominated U.S. securities account in respect of 
_____________ shares of our Meadville holdings in CCASS. Election instruction has been given through 
CCASS terminal with the instruction reference number _______________.  Enclosed is a sealed envelope 
with a * 3½” Diskette/ CD-ROM labeled option (b) and our Participant ID [(File Name 
e.g.b3313_B09999.xls) (Please note B09999 refers to Participant ID) containing the details of our 
instruction and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for your processing. 
        Name of CCASS Participa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icipant I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Per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ephone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ized Signature of CCASS Participant     
(with Company Chop) 
 
Notes: 
- Activities under CCASS are subject to the General Rules of CCASS and Operational Procedures in effect. 
- Participants are deemed to have sought the consent from the Beneficial Owners when releasing all necessary 

information. 
- Please delete any inappropriate items under *.  If you have two files, please save in one diskette or CD-ROM. 
- There will be no validation 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the 3½” Diskette/CD-ROM by HKSCC and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icipants to provide complete and correct information. 
- Participants are deemed to have elected the option (c)1, the default option if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this 

form is incomplete or inaccurate. 
- Election instructions have to be given through CCASS terminal before 12:00 noon on 09 April 2010. 

                                                 
1 Option (c) – Dealing Facility (Company’s Default option) 
TTM Shares dealt with the Dealing Facility provided by Meadville which is proposed to be sold by (a) placing agent(s) or (an) underwriter(s) 
after the distribution of TTM Shares to shareholders on the Distribution Date. The cash proceeds from the sale, net of certain transaction expenses 
will be remitted to the HKSCC as soon as practicable from the Company either as and when some of the TTM Shares have been sold or after all 
the TTM Shares have been sold.  

 



 

                                     

 
附件二 

 
交回稅務表格致股份過戶處 (選項(a)及選項(b)適用) 
 
選項(a) 
參與者務請提醒選擇選項(a)的實益擁有人填妥及簽署美國國稅局表格W-8BEN(英文版本)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00211/LTN20100211037.pdf(適用於非美國股東)
或美國國稅局表格W-9(英文版本)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00211/LTN20100211039.pdf(適用於美國股東)，
該稅務表格需於2010年4月12 日下午4:00或之前交回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

大道東28號金鐘匯中心26樓，方為有效。 
 
選項(b) 
參與者如代其客戶選擇選項(b)，該參與者需填妥，簽署 W-9 或 W-8BEN 及於 2010 年 4 月 12 日下

午 4:00 或之前交回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8 號金鐘匯中心 26 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