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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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不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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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本公告所載資料不得直接或間接於美國境內分發、刊發或傳閱或分發、刊發或傳閱至美國境內。 
 
本公告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出售證券的要約或購買證券的邀請。
本公告所述的證券並無且將不會根據美國 1933 年證券法（「美國證券法」）或美國任何州或
其他司法權區的任何證券法登記。除非獲豁免登記，並已符合美國任何州或其他司法權區的證
券法，否則本公告所述的證券不得在美國境內或為美籍人士利益（定義見美國證券法 S 規例）
直接或間接出售、要約出售、轉售、轉讓或交付。本公告所述的證券不會在美國進行公開發售
或出售。 
 

 

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 

YANZHOU COAL MINING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立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 1171) 
 

公告 

（1）須予披露的交易—視作出售兗煤澳洲 

（2）海外監管公告—發行招股說明書 
 

 

須予披露的交易 - 視作出售兗煤澳洲 

 

於2017年8月1日，本公司簽訂認購承諾書，並與兗煤澳洲簽訂SCN轉換函。據此，（1）兗煤

澳洲同意配發和發行，及本公司同意以每股0.1美元認購兗煤澳洲100億股作為兗煤澳洲供股的

一部分；（2）本公司同意轉換其持有的所有SCN而轉股數量將為本公司對兗煤澳洲的投票權

在轉股後不超過78%的情況下可轉換的最大數量；及（3）如果本公司持有的任何SCN由於兗

煤澳洲供股的承銷商或相關配售的投資者終止或不履行其認購新兗煤澳洲股份的義務而無法轉

換，則根據SCN發行條款放棄將剩餘SCN轉為兗煤澳洲普通股的任何可能權利。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根據香港上市規則計算的最高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視作出售構成本公司之須予

披露的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 章項下的申報和公告規定。 

 

發行招股說明書 

 

兗煤澳洲已於澳洲證券交易所發佈關於兗煤澳洲供股的招股說明書。就招股說明書全文，請參

閱澳洲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asx.com.au/asx/statistics）。 

 

http://www.asx.com.au/asx/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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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7年 1 月 24 日之公告、日期為 2017

年 5 月 24 日之公告、日期為 2017年 6 月 11 日之公告、日期為 2017年 6 月 12 日之公告、日

期為 2017 年 6 月 20 日之公告、日期為 2017年 6 月 27 日之公告、日期為 2017 年 7 月 27日之

公告（合稱「該等公告」）及日期為 2017 年 6 月 2 日之通函（由日期為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

補充通函所補充）（「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兗州煤業澳大利亞有限公司（「兗

煤澳洲」）向 Rio Tinto 集團收購 C&A 全部已發行股本。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使用

詞彙與該等公告及通函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須予披露的交易 - 視作出售兗煤澳洲 

 

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11月9日、2014年11月12日、2014年12月22日、2014年12月23日、

2014年12月30日及2014年12月31日的公告以及日期為2014年11月27日的關於SCN（定義如下）

的通函。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總計持有1,800,003,100美元SCN。 

 

如通函所述，兗煤澳洲有意通過兗煤澳洲供股為收購事項募集資金，本公司則有意認購其於兗

煤澳洲供股大約10億美元的配額。由於本公司有意於兗煤澳洲維持最少51%股權，本公司擬於

其認購兗煤澳洲供股之時轉換其持有的兗煤澳洲於2014年12月31日發行的可轉換混合債券

（「SCN」）的若干數量，該等SCN能夠轉換至最大限度以使本公司在兗煤澳洲的投票權不超

過78%。 

 

兗煤澳洲於 2017 年 8 月 1 日開始供股，募集資金約達 24.96 億美元。根據下文詳述的 SCN 轉

換函，兗煤澳洲向本公司確認其將確保兗煤澳洲供股之結構可使得在结算認購事項、兗煤澳洲

供股其餘部分以及本公司持有的 SCN 的任何轉換之後，本公司仍至少持有兗煤澳洲 51%的普

通股。因此，兗煤澳洲已告知本公司，當兗煤澳洲根據兗煤澳洲供股發行股份可能使得本公司

持有的兗煤澳洲股權減至 51%以下時，兗煤澳洲將在必要的範圍内，向承銷商發行更少的兗

煤澳洲股份，使得本公司持有的兗煤澳洲股權不少於 51%。 

 

於2017年8月1日，本公司簽訂認購承諾書，並與兗煤澳洲簽訂SCN轉換函。據此，（1）兗煤

澳洲同意配發和發行，及本公司同意以每股0.1美元認購兗煤澳洲100億股作為兗煤澳洲供股的

一部分；（2）本公司同意轉換其持有的所有SCN而轉股數量將為本公司對兗煤澳洲的投票權

在轉股後不超過78%的情況下可轉換的最大數量；及（3）如果本公司持有的任何SCN由於兗

煤澳洲供股的承銷商或相關配售的投資者終止或不履行其認購新兗煤澳洲股份的義務而無法轉

換，則根據SCN發行條款放棄將剩餘SCN轉為兗煤澳洲普通股的任何可能權利。 

 

認購承諾書與 SCN 轉換函 
 

日期：2017年8月1日（交易時間后） 

 

認購承諾書簽字人： 

 

本公司 

 

SCN轉換函訂約方： 

 

（1）本公司 

（2）兗煤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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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物 

 

根據本認購承諾書及 SCN 轉換函，（1）兗煤澳洲同意配發和發行，及本公司同意以每股 0.1

美元認購兗煤澳洲 100 億股作為兗煤澳洲供股的一部分；（2）本公司同意轉換其持有的所有

SCN 而轉股數量將為本公司對兗煤澳洲的投票權在轉股後不超過 78%的情況下可轉換的最大

數量；及（3）如果本公司持有的任何 SCN 由於兗煤澳洲供股的承銷商或相關配售的投資者終

止或不履行其認購新兗煤澳洲股份的義務而無法轉換，則根據 SCN 發行條款放棄將剩餘 SCN

轉為兗煤澳洲普通股的任何可能權利。  

 

認購價  

 

兗煤澳洲供股（包括認購事項）之認購價為每股兗煤澳洲股份0.1美元，由兗煤澳洲獨立董事

委員會根據兗煤澳洲財務顧問就兗煤澳洲供股提供的意見確定。認購價相當於兗煤澳洲股份於

澳洲證券交易所2017年7月31日的最終收盤價每股0.39澳元的67.9％折減（基於美元/澳元匯率

0.80）。 

 

先決條件 

 

認購事項完成尚待（其中包括）以下條件滿足方可作實， 

 

1. 兗煤澳洲決定進行兗煤澳洲供股至少21億美元； 

2. 股東批准收購事項； 

3. 收購事項完成之每個先決條件均按照買賣協議獲得滿足或豁免；及 

4. 兗煤澳洲供股順利完成且未被終止或撤回。 

 

除上述認購事項的先決條件之外，SCN轉換亦須待（其中包括）認購事項順利完成且未被終止

或撤回方可作實。 

 

完成 

 

根據SCN轉換函，兗煤澳洲確認： 

 

1. 如果股東已批准收購事項，並且收購事項完成之每個先決條件均已按照買賣協議獲得滿足或

豁免，則不會終止買賣協議，並將盡快完成收購事項； 

2. 認購事項的結算將與兗煤澳洲供股其餘部分的結算以及本公司持有的SCN的任何轉換同時進

行；及 

3. 將確保兗煤澳洲供股之結構可使得在結算認購事項、兗煤澳洲供股其餘部分以及本公司持有

的SCN的任何轉換之後，本公司仍至少持有兗煤澳洲51%的普通股。 

 

兗煤澳洲的資料 

 

兗煤澳洲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本公司透過兗煤澳洲於澳洲進行煤炭業務。於本公告日期，兗

煤澳洲營運四個礦場，擁有Middlemount合資企業近50％的份額並管理五個於澳洲的操作平台。  

 

兗煤澳洲的股權結構  

 

除認購承諾書外，兗煤澳洲已與其他投資者就兗煤澳洲供股總額約14.5億美元（包括總配售額

約1.5億美元和總承銷額約13億美元）訂立具約束力的配售承諾書和承銷承諾書。據此，兗煤

澳洲供股（包括本公司認購事項）的總承諾金額約為24.5億美元。剩餘約0.5億美元的兗煤澳洲

供股不受任何有約束力的認購或承銷承諾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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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銷商終止其承銷承諾，或承銷商或配售投資者不履行其承諾，或（如適用）其承諾條件

（包括監管條件）並未滿足或被豁免，或如兗煤澳洲無法確保其對剩餘的不受任何有約束力的

認購或承銷承諾約束的約0.5億美元的認購承諾，兗煤澳洲供股可能不會募集24.96億美元全數。

例如，兗煤澳洲供股最大的承銷承諾為約7.5億美元。如果該承銷承諾終止，且兗煤澳洲無法

對兗煤澳洲供股項下的普通股確保任何額外認購（除目前已具有的承諾外），則兗煤澳洲供股

只能募集17億美元。 

 

如兗煤澳洲供股募集資金約24.96億美元，本公司將獲許轉換其持有的所有SCN。於兗煤澳洲

根據兗煤澳洲供股（包括認購事項）發行約250億兗煤澳洲股份，及根據SCN轉換發行約180億

兗煤澳洲股份之時，共計約430億兗煤澳洲股份將被發行，約占兗煤澳洲現有已發行股本總額

的4,425%及經本次股份發行擴大後兗煤澳洲所有已發行股本總額的97.74%。 

 

如兗煤澳洲供股僅將募集資金17億美元，本公司僅將獲許轉換其持有的SCN中的345,017,010.2

美元。於兗煤澳洲根據兗煤澳洲供股（包括認購事項）發行170億兗煤澳洲股份，及根據SCN

轉換發行約34.5億兗煤澳洲股份之時，共計約204.5億兗煤澳洲股份將被發行，約占兗煤澳洲現

有已發行股本總額的2,057%及經本次股份發行擴大後兗煤澳洲所有已發行股本總額的95.36%。 

 

下表列示（1）於本公告日期；（2）緊隨兗煤澳洲根據兗煤澳洲供股（包括認購事項）和SCN

轉換發行了兗煤澳洲股份後，如兗煤澳洲供股募集資金約24.96億美元；（3）緊隨兗煤澳洲根

據兗煤澳洲供股（包括認購事項）和SCN轉換發行了17億美元兗煤澳洲股份後，如兗煤澳洲供

股募集資金17億美元，兗煤澳洲的股權結構。 

 

 

兗煤澳洲

的股東 

 

於本公告日期 

緊隨兗煤澳洲根據兗煤澳

洲供股（包括認購事項）

和SCN轉換發行了兗煤澳

洲股份後，如兗煤澳洲供

股募集資金約24.96億美

元 

緊隨兗煤澳洲根據兗煤

澳洲供股（包括認購事

項）和SCN轉換發行了

兗煤澳洲股份後，如兗

煤澳洲供股募集資金17

億美元 

 兗煤澳洲股份數

量 

約占% 兗煤澳洲股份數

量 

約占% 兗煤澳洲股份數

量 

約占% 

本公司 775,488,994 78.0  28,775,519,994 65.5 14,225,659,096 66.3 

其他兗煤

澳洲股東 
218,787,665 22.0 15,183,716,817 34.5 7,218,787,665  33.7 

總計 994,276,659 100.0 43,959,236,811 100.0 21,444,446,761  100.0 

 

兗煤澳洲的財務資料 

 

下表載列兗煤澳洲於2015及2016年度依照澳大利亞會計準則编制的經審計的綜合財務資料。 

 

 年度 

 2015 

（百萬澳元） 

2016 

（百萬澳元） 

除稅項及非經常項目前

利潤（虧損）淨額 
(353.8) (311.8) 

除稅項及非經常項目後

利潤（虧損）淨額 
(291.2) (227.1) 

 

根據澳大利亞會計準則编制的兗煤澳洲於2016年12月31日的淨資產的帳面價值為13.518億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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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事項及SCN轉換的理由及裨益 

 

兗煤澳洲供股乃由兗煤澳洲實施以為收購事項提供資金。兗煤澳洲已確定，通過兗煤澳洲供股

來為收購事項提供資金是為收購事項提供資金的最佳方式，其亦將協助兗煤澳洲建立可持續的

資本結構。 
 

本公司實施認購事項是為了支持兗煤澳洲發展并維持其在兗煤澳洲的控股地位。進行SCN轉換

的目的在於簡化兗煤澳洲的資本結構及平衡本公司不按比例認購兗煤澳洲供股所帶來的攤薄效

應。 

 

董事認為認購事項及SCN轉換之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

股東之整體利益。 

 

視作出售的財務影響 

 

於視作出售後，本公司於兗煤澳洲所持有的權益將由78%攤薄低至65.5%（如兗煤澳洲供股將

募集24.96億美元全數）。兗煤澳洲仍將繼續作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其賬目將繼續於本集團

賬目內綜合入帳。 

 

本集團的總資產和總負債並不會因此受到任何影響。由於視作出售根據本集團會計政策將作為

股本交易入賬，預期本集團不會因視作出售而錄得任何收益或虧損。 

 

視作出售的確切財務影響尚有待本公司核數師審查。  

 

本集團的資料 
 

本公司為於中國和澳洲之主要煤炭生產商之一。本公司目前經營四個主要分部，即煤炭業務、

煤化工業務、裝備製造業務及電力及熱力業務。由於本公司是中國和澳洲主要的煤炭生產商和

銷售商之一，主要煤炭業務包括煤炭開採、洗選加工、銷售。產品主要包括動力煤、半硬焦煤、

半軟焦煤、噴吹煤，適用於電力、冶金及化工等行業。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根據香港上市規則計算的最高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視作出售構成本公司之須予

披露的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 章項下的申報和公告規定。 

 

本公司將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發行招股說明書 
 

兗煤澳洲於 2017 年 8月 1 日在澳洲證券交易所發佈關於兗煤澳洲供股的招股說明書（“招股

說明書”）。就招股說明書全文，請參閱澳洲證券交易所網站

（http://www.asx.com.au/asx/statistics）。 
 

  

http://www.asx.com.au/asx/statistics


 

6 

 

定義 

 

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通函中所定義者具有相同含義。此外，除文義另

有所指外，以下詞彙於本公告內具有以下涵義： 

 

「視作出售」 由於認購事項及SCN轉換（如有）導致的對於兗煤澳洲的視作出售 

 

「SCN轉換」 本公司根據SCN轉換函轉換SCN 

 

「SCN轉換函」 本公司與兗煤澳洲於2017年8月1日就本公司SCN轉換簽署的函件 
 

「認購承諾書」 本公司於2017年8月1日簽署的認購承諾書 

 

「認購事項」 本公司根據兗煤澳洲供股認購100億股兗煤澳洲股份 

 

「兗煤澳洲股份」 兗煤澳洲的普通股股份 

 

 

承董事會命 

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希勇 

 

中國山東省鄒城市 

2017年 8 月 1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李希勇先生、李偉先生、吳向前先生、吳玉祥先生、郭德
春先生、趙青春先生及郭軍先生，而本公司的獨立非執行董事爲孔祥國先生、賈紹華先
生、潘昭國先生及戚安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