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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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創燃氣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1430) 

 -建議以計劃安排方式進行私有化  

 （只適用於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查詢: 熱線電話：2979 7888 

  

根據2022年5月4日發出之文件（「計劃文件」），有關華潤燃氣（香港）投資有限公司（「要約

人」）以計劃安排方式建議私有化蘇創燃氣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私有化」），計劃股份

將予註銷，以換取下列其中一項： 

 

現金選擇 - 每股計劃股份收取2.50港元現金；或 

股份選擇 - 每股計劃股份收取 1股 Changjiangwei Limited（「控股公司」）新股份 

 

計劃股東可就其於生效日期持有的全部計劃股份選擇現金選擇或股份選擇作為註銷代價的方式（但

為避免疑問，不得同時選擇以上兩種方式）。倘計劃股東未作出選擇或其作出的選擇無效，則其將

收取現金選擇。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通告所用詞彙與計劃安排文件具有相同涵義。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請留意以下資料及安排:- 
 

I. 私有化建議之相關資料 

 

 請注意下列從計劃文件內預期時間表中所撮取部份重要事項日期： 

 

- 遞交股份過戶文件以符合資格享有計劃   2022年6月16日下午4時30分 

   項下權利之最後時限 

             

 編號 
Ref. No.: CD/DNS/CCASS/123/2022 

 日期 
Date: 20/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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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記錄日期        2022年6月17日 

 

- 生效日期         2022年7月12日 

 

- 預期撤銷股份於聯交所之上市地位生效           2022年7月14日上午9時正 

 

- 根據計劃寄發現金權利支票及股份權利股票之最後期限          2022年7月21日或之前 

 

II. 香港結算就私有化建議之安排 

 

 為符合資格經中央結算系統享有計劃安排項下權利，中央結算系統證券存管處將接受投資者戶口

持有人存入公司股份的最後時限為2022年6月16日中午12時正。如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無意經中

央結算系統享有計劃安排項下權利，中央結算系統證券存管處將接受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提取公司

股份的最後時限為2022年6月16日下午2時正。遞交股份過戶文件至股份過戶處的最後期限為

2022年6月16日下午4時30分。 

  

如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就其全部股份作出現金選擇，則無須採取任何行動。 

 

如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選取股份選擇，須填妥並簽署「Election Form for Share Alternative (For 

Investor Participants Only)」（附錄 1）（「表格」）於 2022年 6月 24日下午 5時（「截止

日期」）前送交香港結算，地址為香港中環康樂廣場 8 號交易廣場 1 及 2 期 1 樓。凡未能遞交

表格正本或填寫錯漏，有關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所持有之所有股份將獲取現金選擇。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就私有化建議之股份選擇只可遞交一份表格予香港結算。 

 

倘計劃安排生效，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所持有之公司股份將於 2022年 7月 13日晚於中央結算系

統中移除。 

 

III. 投資者戶口活動結單 

 

有關透過現金選擇獲發之現金權利，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於派發當日（預計為 2022 年 7 月 21

日）透過投資者戶口活動結單查核。控股公司股份將於香港結算從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收到確

認選擇股份數量及股票後派發至投資者戶口持有人之股份戶口。通知書將另發予該等已遞交有

效股份選擇表格之投資者戶口持有人。 

 

IV. 控股公司股份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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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計劃安排生效，所有經香港結算代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選擇股份選擇之控股公司股份股票將以

「HKSCC Nominees Limited」名義印發。控股公司並無於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亦將不會被

納入中央結算系統內成為合資格證券。因此，香港結算將不會提供任何代理人服務予持有控股

公司股份之投資者戶口持有人。有關投資者戶口持有人須於分派後從中央結算系統中提取控股

公司股份股票。待該等股票可供提取時，香港結算將再作通知。 

 

投資者戶口持有人亦應立即將控股公司股份股票重新註冊到其名下，以獲得發行人的公告、通

函及/或未來的權益分派 (如有)。 

 

控股公司股份之登記代理人為 Conyers Trust Company (BVI) Limited（「Conyers」）。投資

者戶口持有人可聯絡 Conyers(聯絡電話為+852 2842 9516，地址為香港中環康樂廣場八號交

易廣場一期 29樓)查詢有關股份過戶及登記之事宜。 

 

V. 賬戶持有人 1須採取的行動 

 

根據計劃文件，公司要求賬戶持有人(即閣下/貴公司)如欲選擇收取股份選擇則須直接遞交賬戶

持有人表格及 KYC文件(有關要求列載於 2022 年 5 月 4日之計劃文件)至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

處。如未能符合此要求，股份選擇將被視為無效。 

 

由於各投資人僅能選擇一種註銷代價，全部或部分計劃股份存入中央結算系統的賬戶持有人應

注意計劃文件中所載措施（「單一代價選擇措施」）。該措施旨在透過收取股份選擇識別選擇

股份選擇的實益擁有人及剔除同時選擇現金選擇及股份選擇的投資人獲得股份選擇的可能性。 

 

請注意，由於上述提交帳戶持有人表格及 KYC 文件的要求並不是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或香港

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之要求，因此，倘閣下對於計劃文件所載有關單一代價選擇措施與

KYC 文件涉及的規定及必要程序有任何疑問，請於星期一至星期五（不包括香港公眾假期）上

午 9 時正至下午 4 時 30 分之間撥打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的熱線+852 2980 

1333。 

 

 

 

除計劃文件或賬戶持有人表格另有規定者外，若賬戶持有人所擁有權益的計劃股份之全部或部

                                                 
1 指 (a)於計劃股份（全部或部分計劃股份存置於中央結算系統並以香港結算代理人名義登記）中擁有權益的人士且(b)於

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開戶以持有該等計劃股份或以中央結算系統投資者戶口持有人的身份於該等計劃股份中擁有權益的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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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透過中央結算系統持有且欲於 2022年 6月 17 日（「確認日期」）就賬戶持有人持有（或倘

賬戶持有人為代名人或託管商，則實益擁有人於其中擁有權益）的全部計劃股份選擇股份選擇

之賬戶持有人須就透過中央結算系統持有之該等計劃股份作出以下事項- 

 

1. 於中央結算截止時間之前，向中央結算提交其選擇指示，以選取股份選擇；及 

 

2. 不遲於 2022 年 6 月 28 日下午 4 時 30 分（「表格截止時間」）(i)填妥、簽署及以發送

電郵至 is-suchang_election@hk.tricorglobal.com 之方式交回賬戶持有人表格副本及

KYC 文件至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及(ii)填妥、簽署及交回賬戶持有人表格原件及 KYC

文件至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54樓）。 

 

賬戶持有人可從公司網站（http://www.suchuanggas.com/）或披露易網站

（https://www.hkexnews.hk/）下載賬戶持有人表格，並填寫賬戶持有人表格（或任何續頁）

打印版提交予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有關 KYC文件的要求可参考 2022年 5月 4日之計劃文

件。 
 
有關私有化的詳情，投資者戶口持有人可參閱載於披露易網站（https://www.hkexnews.hk/）

之公司計劃文件。 
 
 
 
 
 

 

存管及代理人服務  

副總裁  

鄧子恩謹啟 

 

 

 

 

 

本通告已以英文及另以中文譯本刊發。如本通告中文本的字義或詞義與英文本有所出入，概以英文本為準。 

 

http://www.suchuanggas.com/
http://www.hkexnews.hk/
http://www.hkexnews.hk/


  

 

 附錄 1 

(只提供英文版本) 
 

Election Form For Share Alternative 
  (For Investor Participants Only)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 
 
If you wish to receive the Cash Alternative under the Scheme of Arrangement, DO NOT complete 
this form. 
 
This form (in original) should be completed and returned to HKSCC by hand no later than 5:00 
p.m. on 24 June 2022 
                                                                                                                                                  (BY HAND) 
 
Depository and Nominee Services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HKSCC”)                                     
1/F, One & Two Exchange Square,  
8 Connaught Place,  
Central, Hong Kong 
 
Dear Sirs, 
 
Re: Suchuang Gas Corporation Limited (the “Company”) (Stock Code: 1430) 

Proposed take-private by way of a Scheme of Arrangement – Share Alternative: 1 New 
Share in Changjiangwei Limited (“HoldCo”) for every Scheme Share 

 
I / We wish to receive the Share Alternative in respect of my / our entire holdings of the Company held in 
my / our account as at the Latest time for lodging transfer of Shares i.e. 16 June 2022. I / We authorize 
HKSCC to arrange with the share registrar of the Company to issue one certificate of HoldCo Shares in 
respect of the Share Alternative. 
 
 
I/We understand and acknowledge that:  
(1) if HKSCC does not receive this form in original by the Stipulated Deadline, I/we will be deemed to have elected Cash 

Alternative for my/our entire holdings. 
(2) HoldCo Shares is a non-eligible security in CCASS, I/we will arrange to withdraw the HoldCo Shares certificates from 

my/our stock account in CCASS immediately after distribution. 
(3) my/our shareholding of the Company in respect of the Share Alternative will be kept in CCASS as at the Latest time for 

lodging transfer of Shares. Otherwise, I/we will be deemed to have elected Cash Alternative for my/our entire holdings. 
(4)  my/our request and instructions will only be effected or accepted by HKSCC subject to the General Rules of CCASS and 

the CCASS Operational Procedures as are in force from time to ti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uthorized Signature of Investor Participant 
(with company chop, ONLY applicable if it forms part of your signing instruction) 
 
Name of Investor Participan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articipant ID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Tel. No.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