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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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7）

關於出售長沙中聯重科環境產業有限公司 8 0 %股權的
主要交易

本公司財務顧問

售股交易

2017年5月21日，本公司已與買方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根據
《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和條件出售、而買方亦已有條件同意根據該等條款和條件購買
目標公司合共80%的股權，現金對價為人民幣11,600,000,000元（相等於約13,033,707,865
港元），其中51%的目標公司股權由盈峰控股受讓，價格為人民幣7,395,000,000元（相等
於約8,308,988,764港元）；4%的目標公司股權由粵民投受讓，價格為人民幣580,000,000
元（相等於約651,685,393港元）；21.5517%的目標公司股權由弘創投資受讓，價格為人民
幣3,125,000,000元（相等於約3,511,235,955港元）；及3.4483%的目標公司股權由綠聯君和
受讓，價格為人民幣500,000,000元（相等於約561,797,753港元）。根據《股權轉讓協議》，
買方獲授予一項出售期權，可在發生若干事件時，要求本公司購買買方所持有的目標
公司全部或部份註冊資本及對應的股權。

《上市規則》的影響

由於售股交易在《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載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有一個或多個超過25%
但少於75%，因此售股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章所指本公司的主要交易，並須遵
守申報、公告和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出售期權的行使並非本公司決定，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74條的規定，授予該
出售期權的交易將被分類，如同該期權已被行使一樣。由於出售期權行使價的實際幣
值將按照售股交易中目標公司的估值，加上每年10%的回報率（複利）釐定，根據《上市
規則》第14.76(1)條的規定，授予出售期權的交易構成本公司一宗主要交易，因此須遵
守申報、公告和股東批准的規定。本公司預計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售股交易的其他詳
情和《上市規則》所要求的其他資料的通函，將於2017年6月12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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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售股交易須待本公告內題為「《股權轉讓協議》的先決條件」一節所載的條件達成或（如
適用）豁免後，方告交割。因此，售股交易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因此，股東和潛在
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背景

董事會欣然宣佈，2017年5月21日，本公司（作為賣家）已與買方（作為買家）訂立《股權
轉讓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根據《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和條件出售、而買
方亦已有條件同意根據該等條款和條件購買目標公司合共80%的股權，現金對價為人
民幣11,600,000,000元（相等於約13,033,707,865港元），其中51%的目標公司股權由盈峰控
股受讓，價格為人民幣7,395,000,000元（相等於約8,308,988,764港元）；4%的目標公司股
權由粵民投受讓，價格為人民幣580,000,000元（相等於約651,685,393港元）；21.5517%的
目標公司股權由弘創投資受讓，價格為人民幣3,125,000,000元（相等於約3,511,235,955港
元）；及3.4483%的目標公司股權由綠聯君和受讓，價格為人民幣500,000,000元（相等於約
561,797,753港元）。

售股交易

《股權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載述如下：

日期

2017年5月21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

(2) 目標公司；以及

(3) 買方。

盈峰控股是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對各類行業進行投資（不含法律、
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決定禁止或應經許可經營的專案）；投資管理、投資資詢、資產管理；
企業管理、諮詢服務；開發、研製：日用電器、電子產品、電子元器件、耐高溫冷媒絕
緣漆包線、通風機、空調設備、環保設備、製冷、速凍設備；承接環境工程；利用粉末
冶金技術開發研製各類硬質合金、新型合金、鑄鍛製品；製造：精密、精沖模具。國內
商業、物資供銷業（不含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決定禁止或應經許可的專案）；經營和
代理各類商品及技術的進出口業務（國家限定經營或禁止進出口的商品及技術除外，涉
及許可證的必須憑有效許可證經營）。

粵民投是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投資管理服務、股權投資、企業自
有資金投資及創業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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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聯君和是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股權投資管理及股權投資。

弘創投資是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主要從事投資管理、股權投資及投資諮
詢。本公司董事趙令歡先生在弘創投資有限合夥人之一弘毅致遠（深圳）股權投資基金
中心（有限合夥）的最終控制人中持有49%的權益。但由於弘創投資日常經營管理的決策
權由其執行事務合夥人弘毅投資（深圳）有限公司（獨立第三方）全權控制，趙令歡先生
本身並沒有對弘創投資有任何決策權、控制權及管理權，所以弘創投資不會被視為本公
司的關連人士。

董事經所有合理查詢後，除上述披露外，盡其所知所信及所悉，買方和其分別的最終實
益擁有人各自都是獨立第三方。

售股交易的主要內容

本公司擬將本公司環衛業務部門的業務和資產注入目標公司，並出售目標公司80%股權。

買方已有條件同意購買、而本公司亦已有條件同意出售包含本集團環境業務的目標公
司80%股權，其中51%的目標公司股權由盈峰控股受讓，4%的目標公司股權由粵民投受
讓，21.5517%的目標公司股權由弘創投資受讓及3.4483%的目標公司股權由綠聯君和受
讓。

《股權轉讓協議》自各方董事會或股東會等有權機構批准售股交易之日起生效，但買方
支付首期款項的義務自《股權轉讓協議》簽署之日起生效。

購股價

售股交易的購股價為人民幣11,600,000,000元（相等於約13,033,707,865港元），買方以現金
方式支付。

在董事會批准售股交易後15個工作日，買方應向本公司支付人民幣1,160,000,000元（相等
於約1,303,370,787港元）購股價首期款項（「首期款項」）；在本公司股東大會批准售股交
易後3個工作日內，買方應向本公司支付人民幣4,640,000,000元（相等於約5,213,483,146港
元）購股價二期款項（「二期款項」）；於交割日，買方應向本公司支付人民幣5,800,000,000
元（相等於約6,516,853,933港元）購股價餘款（「餘款」）。

購股價由本公司與買方在參考目標公司的過往盈利情況及行業前景等因素後，按照公
平磋商的原則釐定。本次出售目標公司80%股權，交易對價為人民幣116億元，對應目標
公司整體估值水平為人民幣145億元，較目標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日經審計的模擬淨
資產人民幣30.9億元增值幅度為369.3%，對應目標公司2016年模擬淨利潤的19.2倍。

如任何買方未能根據《股權轉讓協議》向本公司及時、足額支付其首期款項、二期款項以
及餘款之部份，則每逾期一日，該買方應向本公司另行支付相當於欠繳金額0.02%的滯
納金，但對於首期款項，在逾期超過5個工作日時，方開始計算滯納金。



4

先決條件

本公司完成售股交易的義務，應以下列先決條件達成（或（如適用）豁免）為前提，但下列
第(e)和(f)段的條件無權獲豁免（如根據適用法律需要進行的）：

(a) 買方在《股權轉讓協議》所作的陳述和保證在《股權轉讓協議》簽署之日和交割日在所
有方面均是真實和準確的，並具有如同在交割日作出的同等效力和效果（但明確說
明僅在其他日期作出的聲明和保證除外），以及《股權轉讓協議》所載的買方於交割
日或之前履行的所有承諾和約定均已得到履行；

(b) 任何政府部門均未制定、發佈、頒佈、實施或通過會導致《股權轉讓協議》所擬議的
任何交易不合法、或另外限制或禁止該等交易的任何法律或政府命令；

(c) 不存在針對目標公司或本公司或目標集團業務的已發生或可能發生的訴求，並且該
等訴求旨在限制《股權轉讓協議》所擬議的交易、或對該等交易的條款造成重大改
變，而可能致使該等交易的完成無法實現或不合法，或不宜繼續進行該等交易；

(d) 買方已經簽署並向目標公司和本公司交付了其作為一方的每一份交易文件原件；

(e) 根據本公司《章程》及適用法律，本公司於股東大會取得股東對《股權轉讓協議》的條
款及條件的批准；及

(f) 買方已就售股交易取得中國商務部反壟斷審查的審批。

買方完成售股交易的義務，應以下列先決條件達成（或（如適用）豁免）為前提，但下列第
(j)和(k)段的條件無權獲豁免（如根據適用法律需要進行的）：

(a) 本公司及目標公司在《股權轉讓協議》所作的陳述和保證在《股權轉讓協議》簽署之日
和交割日在所有重大方面均是真實和準確的，並具有如同在交割日作出的同等效力
和效果（但明確說明僅在其他日期作出的聲明和保證除外），以及《股權轉讓協議》所
載的應由本公司及目標公司於交割日或之前履行的所有承諾和約定均已得到履行；

(b) 任何政府部門均未制定、發佈、頒佈、實施或通過會導致《股權轉讓協議》所擬議的
任何交易不合法、或另外限制或禁止該等交易的任何法律或政府命令；

(c) 不存在針對目標公司或本公司或目標集團業務的已發生或可能發生的訴求，並且該
等訴求旨在限制《股權轉讓協議》所擬議的交易、或對該等交易的條款造成重大改
變，而可能致使該等交易的完成無法實現或不合法，或不宜繼續進行該等交易；

(d) 本公司和目標公司已經簽署並向買方交付了其作為一方的每一份交易文件原件；

(e) 目標公司核心管理人員已與目標公司簽署保密及競業禁止協議，本公司、本公司的
董事、內部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長沙合盛科技投資有限公司、長沙一方科技投資
有限公司、佳卓集團有限公司已向目標公司提供不競爭承諾函；

(f) 不少於70%的目標公司員工已與目標公司簽署勞動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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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土地使用權證編號為《長國用[2013]第098634號》的土地已轉讓至目標公司並完成過
戶；

(h) 本公司及目標公司已就本公司將涉及環境業務的重要知識財產權轉讓或許可給目標
公司簽署相關協議，並向相關政府機構提交備案申請，其中本公司所有的、經營環
境業務所需的商標應在十年內（如有需要，可展期）無償許可給目標公司（且該等知
識產權不得許可給與目標公司存在業務競爭關係的第三方）；

(i) 本公司環境業務可比較的財務報表範圍內包含的涉及環境業務的合同、應收賬款、
應付賬款、預付款項、預收款項等轉移至目標公司；但是，如果部分合同因為合同
相對方不同意而無法轉讓，則本公司應將該等合同項下的應收賬款質押給目標公司；

(j) 根據本公司《章程》及適用法律，本公司於股東大會取得股東對《股權轉讓協議》的條
款及條件的批准；及

(k) 買方已就售股交易取得中國商務部反壟斷審查的審批。

終止協議

在下列任一情況下，《股權轉讓協議》可以在交割前的任何時候終止：

(a) 如任何政府部門發佈命令、法令或裁定、或已採取任何其他行動，以限制、阻止或
以其他方式禁止《股權轉讓協議》擬議的交易，而且該等命令、法令、裁定或其他行
動均為最終的並且不可申請覆議、起訴或上訴，則本公司或買方均有權終止《股權
轉讓協議》；

(b) 如本公司因《股權轉讓協議》所指的不可抗力事件而無法履行其在《股權轉讓協議》的
任何重大義務，且該不可抗力事件已經持續至少六十(60)日，則協議任一方可終止
《股權轉讓協議》，並且在該情況下本公司無需承擔任何違約責任（不可抗力事件是
指受影響一方無法控制的任何行為或事件，包括但不限於地震、颱風、水災、其他
自然災害、火災、戰爭、暴動、恐怖行為、中央政府行為（包括法律變更）、連續48
小時的罷工，或依國際商業慣例被公認為不可抗力行為或事件的任何其他不可預見
或難以避免的行為或事件）；

(c) 買方未根據《股權轉讓協議》規定的期限向本公司及時、足額支付首期款項、二期款
項或餘款則本公司有權終止《股權轉讓協議》（為避免疑義，本公司根據本款規定終
止《股權轉讓協議》並不影響買方在《股權轉讓協議》項下的其他救濟方式）；

(d) 2017年6月30日前未能獲得本公司股東大會對售股交易的批准，則買方有權在7日內
書面通知本公司，其將終止《股權轉讓協議》；

(e) 如需進行中國商務部反壟斷審查，但未能就售股交易完成中國商務部反壟斷審查；
或

(f) 協議各方書面一致同意終止《股權轉讓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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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

售股交易須於《股權轉讓協議》的各項條件獲達成或豁免後五個工作日內完成交割。

緊隨交割後，本公司將出售其所持的目標公司80%股權，而目標公司屆時不再是本公司
的附屬公司。

《股東協議》

2017年5月21日，本公司亦與目標公司及買方訂立《股東協議》，主要內容包括：

(a) 售股交易完成後，目標公司董事會由7名董事組成，經目標公司股東會選舉產生，盈
峰控股提名4名董事，本公司提名1名董事，弘創投資提名1名董事，粵民投提名1名
董事；

(b) 售股交易完成後，目標公司監事由3名監事組成。其中盈峰控股提名1名監事並擔任
監事會主席及綠聯君和提名1名監事，經目標公司股東會選舉產生；另設1名職工監
事，經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及

(c) 《股東協議》將在本公司股東大會批准售股交易後生效並對各方具有約束力。

售股交易相關的其他安排

本公司負責環衛業務部門業務經營的高級總裁張建國先生、副總裁陳培亮先生及監事
劉權先生將辭去其在本公司擔任的職務。

在交割前，目標公司將向本公司宣佈進行一次許可分紅，金額相當於自2017年1月1日至
2017年6月30日目標公司的可分配淨利潤。

出售期權

若目標公司未能在2018年6月30日前獲得必要的業務資質，各買方可以在目標公司獲得
上述業務資質前，要求本公司按照售股交易中目標公司的估值，加上每年10%的回報率
（複利，逐日計算）的價格購買其所持有的目標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註冊資本及對應的股
權。

轉讓

未經其他方事先書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轉讓其在《股權轉讓協議》項下的權利或義務，
未經同意進行的任何轉讓應為無效。儘管有上述規定(1)盈峰控股可以將其在《股權轉讓
協議》項下的部份權利義務轉讓給其關聯方或關聯方管理層控制的實體；(2)經各買方一
致認可，各買方均可將其在《股權轉讓協議》項下的部份權利義務轉讓給第三方。

有關目標集團的資料

目標公司主要從事研究、開發、生產和銷售環衛設備，並提供環境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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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出具的編號為畢馬威華振審字第1702178號的
審計報告，假設重組已經於2015年1月1日完成，目標集團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頒
佈的《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截至2015年12月31日和2016年12月31日止兩財年的模擬匯總
財務資料如下：

截至2015年
12月31日止年度

（經審計）

截至2016年
12月31日止年度

（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業績

營業額 4,532,347.63 5,606,714.11
稅前收益 811,538.08 889,801.30
稅後收益 691,732.02 755,498.92

截至2016年
12月31日
（經審計）
人民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總資產 9,247,832.39
淨資產 3,086,727.88

或有事項

目標公司的某些客戶通過中聯重科融資租賃（中國）有限公司提供的融資租賃服務來為
其購買的本公司的環衛機械產品進行融資。根據融資租賃安排，本公司為該租賃公司提
供擔保，若客戶違約，本公司將被要求向租賃公司賠付客戶所欠的租賃款。同時，本公
司有權收回並變賣作為出租標的物的環衛機械設備，並保留任何變賣收入超過償付該租
賃公司擔保款之餘額。本公司於2016年12月31日對該等擔保的最大敞口為人民幣1.18億
元。擔保期限和租賃合同的年限一致，通常為二至五年。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根據擔保協議公司未發生因終端使用者違約而支付設備回購款的情況。重組完成後，上
述擔保項下的義務將由目標公司承擔。

售股交易的財務影響

於交割時，本公司將出售其所持的目標公司80%股權，而目標公司的業績將不再合併入
本公司的合併財務報表。交割時，目標公司將不再是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就此，本公司將收取現金款項合共人民幣116億元（相等於約130億港元）。若不考慮期權
的公允價值，且不考慮剩餘股權公允價值的調整，同時假設營運資本維持在2016年12月
31日的水平，經初步估算，預計本集團將會就出售事項錄得約人民幣91.31億元（相等於
約102.59億港元）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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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收益用途

董事會有意將售股交易所得淨收益的非常重大部份用作補充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償還
債務及未來業務發展。

有關本集團和剩餘的集團的資料及進行售股交易的原因

本公司和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研究、開發、生產和銷售工程機械、環衛機械和農業機
械，並提供環境解決方案以及融資租賃服務。

售股交易的目的

(1) 實現產業協同、推動環境業務板塊進一步發展

近年來，隨著國家政策支持力度提升，資本、資源和人才向環境產業聚集，環境產
業保持較快增長勢頭。從國際經驗來看，實現環境裝備製造和環境服務的產業協同
是環境產業公司戰略發展的必然趨勢。全球領先的環境產業公司均以裝備製造作為
競爭優勢、以環境運營作為收入主要來源，實現產業協同。

本公司在環境裝備領域佔據市場領先地位，主導產品市場佔有率長期位居首位，競
爭優勢明顯。為進一步取得業務突破，公司必須進行產業鏈延伸，向環境運營等領
域拓展。相比環衛裝備製造，環境運營要求服務提供方具有豐富的運營經驗、雄厚
的資金實力、強有力的落地資源與豐富的異地擴張經驗。本公司在製造領域經驗豐
富，但在環衛運營領域起步相對較晚，僅依靠公司自身積累，短期內難以為環境運
營業務的快速發展提供充足的支援。

過去十餘年間，目標公司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通過引入運營經驗豐富、資金實力雄
厚以及項目資源廣泛的新股東，可以更加有效的發揮在環境裝備製造方面既有的領
先優勢，產生明顯的協同效應，確保目標公司繼續保持高速發展，實現在新形勢下
的第二次騰飛，成為國內領先的環境裝備製造商和環境項目的投資和運營商。

(2) 聚焦工程機械和農用機械領域、做優做強核心業務

售股交易也將有利於本公司聚焦於其他核心業務。從工程機械板塊來看，隨著我國
繼續加強對重大項目、農村公共設施建設的投入以及「一帶一路」項目啟動，加上存
量設備進入更新反覆運算高峰期，工程機械行業將持續回暖。同時，從農業機械板
塊來看，隨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和農村土地流轉的加快，農業全程
機械化水準將進一步提高，帶動農機行業規模的持續提升。

售股交易將大大增強本公司的資金實力，為公司未來的業務發展提供充足的資金儲
備。本公司將更加聚焦工程機械和農業機械的業務發展，有利於進一步做大做強工
程機械和農業機械業務，並逐步實現國際化發展戰略。

(3) 有助於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

售股交易也是本公司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的舉措。受工程機械行業週期影響，目前
本公司整體經營業績處於近年來的相對低點，本公司市值水準也降至階段低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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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背景下，雖然環境板塊目前經營狀況和增長前景較好，但其應有的估值水準未能
充分體現。售股交易將充分發掘本公司內部潛在價值，有助於實現本公司股東價值
的最大化。同時，交割後，本公司將繼續持有目標公司20%股權，將繼續獲得未來業
務發展的收益。

(4) 改善本公司財務狀況

售股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將持有目標公司20%股權，目標公司不再納入公司合併報
表範圍，剩餘股權預計將通過權益法核算。目標公司未來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及
現金流量將不再納入本公司合併報表範圍。

從財務指標角度來看，通過售股交易，本公司將取得人民幣116億元的現金，本公司
的資產流動性將大大得到改善。若不考慮期權的公允價值計算，且不考慮剩餘股權
公允價值的調整，同時假設營運資本維持在2016年12月31日的水準，經初步估算，
售股交易將實現人民幣91.31億元稅前利潤。同時，本公司資產負債率將明顯下降，
財務槓桿率將得到改善，公司財務穩健性將大大提高，本公司持續發展能力更強。

基於上述原因，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股權轉讓協議》的條款按照正常商
業條款訂立，是公平合理的，並符合本公司和其股東整體的利益。董事認為，交割
後，剩餘的集團將仍可維持充份程度的營運，以確保維持股份繼續上市。

《上市規則》的影響

由於售股交易在《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載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有一個或多個超過25%但
少於75%，因此售股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章所指本公司的主要交易，並須遵守申
報、公告和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出售期權的行使並非本公司決定，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74條的規定，授予該出
售期權的交易將被分類，如同該期權已被行使一樣。由於出售期權行使價的實際幣值將
按照售股交易中目標公司的估值，加上每年10%的回報率（複利）釐定，根據《上市規則》
第14.76(1)條的規定，授予出售期權的交易構成本公司一宗主要交易，因此須遵守申報、
公告和股東批准的規定。本公司預計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售股交易的其他詳情和《上市
規則》所要求的其他資料的通函，將於2017年6月12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

警告

售股交易須待本公告內題為「《股權轉讓協議》的先決條件」一節所載的條件達成或（如適
用）豁免後，方告交割。因此，售股交易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因此，股東和潛在投
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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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規定外，以下詞彙在本公告使用時具有以下涵義：

「A股」 指 本公司於中國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內資股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工作日」 指 除星期六、星期日或中國法定假日以外的任何一日

「目標集團業務」 指 目標公司和本公司的環衛業務部門從事環境裝備製造和
環境工程業務

「本公司」 指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157），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已發行H股在聯交所上市

「交割」 指 完成售股交易

「交割日」 指 交割之日

「關連人士」 指 《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售股交易」 指 本集團出售目標公司80%股權的交易

「《股權轉讓協議》」 指 買方與本公司於2017年5月21日就售股交易訂立的買賣
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和其附屬公司

「粵民投」 指 廣州粵民投盈聯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根據中國法
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境外上市外資股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弘創投資」 指 弘創（深圳）投資中心（有限合夥），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
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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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第三方」 指 董事經所有合理查詢後，盡其所知所信及所悉，為本公
司和其關連人士的獨立第三方的人士或公司和其各自的
最終實益擁有人

「盈峰控股」 指 盈峰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綠聯君和」 指 綠聯君和產業併購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根據中國法
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企業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購股價」 指 人民幣11,600,000,000元

「買方」 指 盈峰控股、粵民投、弘創投資及綠聯君和

「出售期權」 指 《股權轉讓協議》所規定的、可由買方酌情行使的出售期
權，可要求本公司購買買方所持有的目標公司的全部或
部份註冊資本及對應的股權，詳情載於本公告「售股交
易相關的其他安排」一段內

「剩餘的集團」 指 緊隨交割後的本公司和其附屬公司

「重組」 指 就本公司環衛業務部門的業務和資產注入目標公司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協議》」 指 買方與本公司於2017年5月21日就售股交易訂立的股東
協議

「股份」 指 A股和H股的統稱，或（按文義所指）其中一類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長沙中聯重科環境產業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

「目標集團」 指 目標公司和其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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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公告而言，除文義另有規定外，否則人民幣根據人民幣0.89元兌1.00港元的概約匯
率兌換為港元。該匯率僅供說明之用，並不構成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已經、可能已經
或可能會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甚或完全不能兌換。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中國長沙，2017年5月21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非執行董事為胡新保先生及趙令歡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趙嵩正先生、黎建強先生、劉桂良女士及楊昌伯先生。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