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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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利和經銷集團有限公司(「利和」) (股份編號：2387) 

Subject: - 建議由利豐有限公司以私有化形式收購 (「該計劃」) 
 
查詢                  熱線電話：2979 7111 
Enquiry: 
 
根據利豐及利和於2010年9月14日發出之聯合公佈(「聯合公佈」)及計劃文件，計劃股東可就所持全

部計劃股份選取以下其中一項選擇作為註銷代價:- 

 
現金選擇 - 每股計劃股份換取現金港幣 21.00 元﹔或 

股份選擇 - 每股計劃股份換取 0.585 股利豐股份(股份編號：494) 

 
就利豐及利和於2010年9月28日發出之另一則聯合公佈所述，有關方面已成功作出安排，不論計劃

文件及聯合公佈所載任何相反之規定，自中央結算系統提取彼等之利和股份並非中央結算系統股

東選取股份選擇之唯一方法，除此之外，中央結算系統股東亦可透過彼等之經紀或託管人（須為

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向香港中央結算代理人有限公司 「香港結算」遞交選擇指示。此外，為使

計劃股東有更多時間安排選取現金選擇或股份選擇，遞交選擇表格之最後日期現已由2010年10月22

日延遲至10月29日。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通告所用詞彙與計劃文件具有相同涵義。 

 
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請留意以下資料及安排，同時若認為合適，可向其客戶提供相關之意見:- 
 
(1) 為方便查考，下列為若干重要事項的日期，撮錄自 2010 年 9 月 28 日發出的聯合公佈中所載的

預期時間表: 

 

                      2010 年 
  
- 公佈法院會議及利和股東特別大會之結果            不遲於10月7日下午7時正 

 

- 利和股份於聯交所之最後交易日              10 月 13 日 

 

- 遞交利和股份過戶表格以符合資格 

   參與計劃之最後時限              10 月 25 日下午 4 時 30 分 

 

- 記錄日期及 時間                        10 月 29 日下午 4 時 30 分 

 

- 生效日期                  10 月 29 日 

 

- 撤銷利和股份於聯交所之上市地位生效                            11月1日上午9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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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該計劃中央結算系統接受參與者存入利和股份的最後時限為2010年10月25日中午12時正，至

於提取該等股份的最後輸入指示時限則為2010年10月25日下午2時正。 

 

(2) 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若在截至記錄日期 (即 2010 年 10 月 29 日) 持有利和股份，可為其客戶(即

中央結算系統股東) 選取現金選擇、股份選擇或兩者之組合，並須於 2010 年 10 月 28 日下午

5 時前「截止日期」填妥選擇表格「表格」，及交回香港結算位於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199 號

維德廣埸 2 樓。有關表格請參閱隨函之附件一。每位相關的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必須就該計

劃之 選 擇 遞交 一 張 表格 。 如 需就 已 遞 交的 表 格 作出 任 何 修 正， 請 在 修正 表 格 上 註 明

「AMENDED」及附以修正日期以知識別。 

 

(3) 誠如計劃文件所載，計劃股東不可同時兼選現金選擇及股份選擇。因此，中央結算系統參與

者必須確保各中央結算系統股東沒有同時兼選收取現金選擇及股份選擇。 

 

(4) 此外，如未有(i)根據程序及截止日期前透過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遞交選擇指示﹔或(ii) 在利和

於 2010 年 9 月 28 日發出之公佈中之所述時間內(或利豐其後可能不時公佈之較後時間)，由中

央結算系統提取利和股份並將其利和股份登記在利和之登記股東名冊下，於該計劃生效後，

該中央結算系統股東將會透過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收取現金選擇。 

 

(5) 由於該計劃之記錄日期為 2010 年 10 月 29 日下午 4 時 30 分，中央結算系統將會根據相關中央

結算系統參與者於 2010 年 10 月 29 日晚持有之利和股份實際持股量及彼等在表格上之選擇而

決定其在計劃下之應享權益。因此，相關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於 2010 年 10 月 29 日晚在中央

結算系統內之股份結餘須與其交回香港結算的表格上所列之總持股量相同。 

 

(6) 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持有之利和股份將會於2010年10月29日晚從中央結算系統內移除，同時在

其2010年10月29日之權益報表上，其現金選擇及股份選擇應收數目將會顯示為「To Be 

Determined」。 

 

現金選擇及股份選擇之初步預計應收權益將會根據相關參與者交回之表格而釐定，並將會顯

示在 2010 年 11 月 1 日之權益報表上。 

 

(7) 因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選取股份選擇而衍生之零碎利豐股份將不會獲派發，香港結算將合計

該等利豐股份零碎權益並儘快安排以現行價格於市場上出售。當完成出售後，所得之淨額將

會按比例分派予相關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及更新其款項記帳戶口。 

 

有關該計劃之詳情，中央結算系統參與者請詳閱載於香港交易所網頁內之公司計劃文件及聯合公

佈(http://www.hkexnew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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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只供英文版本) 

Election Form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 
HKSCC Nominees Limited (“HKSCC”)                     
2/F, Vicwood Plaza 
199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 Kong 
 
Attention: Customer Service Centre 
 
Dear Sir, 
 
Re: Proposed Acquisition of Integrated Distribution Services Group Limited (“IDS”) (Stock  
       Code: 2387) by way of privatization (the “Scheme”)        
       (A) Cash Alternative: HKD 21.00 for every Scheme Share   
       (B) Share Alternative: 0.585 Li & Fung Shares (Stock code: 494) for every Scheme Share 
  
 
We wish to receive the Cancellation Consideration under the Scheme for the CCASS Shareholders in 
respect of their IDS Shares held in our CCASS stock account as at 29 Oct 2010 day-end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A) Cash Alternative  
 

                                     IDS Shares 

(B) Share Alternative   
 

                                     IDS Shares 

TOTAL                IDS Shares 
 

 
We understand and acknowledge that:  
 
(1) this form should reach HKSCC no later than 5:00 p.m. on 28 Oct 2010;  
(2) if HKSCC does not receive this form by the stated deadline, HKSCC is entitled (but not bound) 

to take such actions with respect to our securities as it may consider fit; and  
(3) our request and instructions will only be effected or accepted by HKSCC subject to the 

General Rules of CCASS and the CCASS Operational Procedures which are in force from 
time to ti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ized Signature of CCASS Participant 
(with Company Chop) 
 
Participant ID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icipant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Person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Tel. N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