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tes :

1. Please insert the number of ordinary shares registered in your name(s); if no number is inserted, this form of proxy will be 
deemed to relate to all the ordinary shares in th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registered in your name(s).

2. A member may appoint more than one proxy of his own choice. If such an appointment is made, delete the words “the 
chairman of the meeting”, and insert the name(s) of the person(s) appointed proxy in space provided. Any alteration made to 
this form of proxy must be initialled by the person who signs it.

3. Failure to tick “✓” or indicate the number of shares in a box will entitle your proxy to cast your vote at his/her discretion. Your 
proxy will also be entitled to vote at his/her discretion on any resolution properly put to the Meeting other than those referred 
to in the notice convening the Meeting.

4. If the appointor is a corporation, this form must be under common seal or under the hand of an officer, attorney, or other 
person duly authorised on that behalf.

5. In the case of joint holders, the signature of any one holder will be sufficient but the names of all the joint holders should be 
stated.

6. Where there are joint holders of any share of the Company, any one of such joint holders may vote at the Meeting, either in 
person or by proxy, in respect of such share as if he were solely entitled thereto, but if more than one of such joint holders 
be present at the Meeting, the vote of the senior who tenders a vote, whether in person or by proxy, will be accepted to the 
exclusion of the votes of the other joint holders, and for this purpose seniority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order in which the 
names stand in the register of members in respect of the joint holdings.

7. To be valid, this proxy form must be completed, signed and deposited at the Company’s branch share registrar and transfer 
office in Hong Kong, Computershare Hong Kong Investor Services Limited, at 17M Floor, Hopewell Centre, 183 Queen’s Road 
East, Wanchai, Hong Kong, together with the power of attorney or other authority (if any) under which it is signed (or a 
certified copy thereof), not less than 48 hours before the time for holding the Meeting (i.e. not later than 11:00 a.m. on 22 May 
2022 (Sunday)). Completion and return of the proxy form will not preclude you from attending and voting in person should you 
so wish. In the event that you attend the Meeting after having lodged this proxy form, this proxy from wi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revoked.

8. A proxy need not be a member of the Company.

9. Non-registered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whose shares are held through banks, broker, custodians or the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should consult directly with their banks or brokers or custodians (as the case may be) to 
assist them in the appointment of proxy.

10. References to time and dates in this notice are to Hong Kong time and dates.

11.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pandemic and to safeguard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the Company’s 
shareholders, the Company encourages that its shareholders to consider appointing the chairman of the Meeting as his/her 
proxy to vote on the relevant resolution at the Meeting, instead of attending the Meeting in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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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如對本通告或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閣下如對本通告或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將名下之陳唱國際有限公司股份全部售出或轉讓閣下如已將名下之陳唱國際有限公司股份全部售出或轉讓,應立即將本通告及隨附之授權書表格送交買主或承讓人或
經手買賣之銀行、股票經紀或其他代理商，以便轉交買主或承讓人。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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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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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 Ch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693)

發行與回購股份之一般授權提議發行與回購股份之一般授權提議
及及

重選卸任董事重選卸任董事

陳唱國際有限公司茲定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上午十一時正，假香港灣仔港灣道6-8號瑞安中心30樓3001

室，有關資料載於本通告第11頁至第14頁。隨附股東週年大會使用之授權書。此授權書公佈於香港交易所之網站（www.

hkexnews.hk）及本公司之網站（www.tanchong.com/en/investor_relations_c.aspx）。無論閣下能否出席大會及投票，務

請儘快及無論如何於大會舉行時間或其任何延期48小時前（即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正前）按照授

權書表格所印備之指示，將表格填妥並交回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17M樓合和中心。填妥及交回授權書表格後，股東仍可親身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為股東週年大會而設之預防措施為股東週年大會而設之預防措施

請參閱本通函第2頁了解股東週年大會上將採取對2019新冠肺炎疫情的預防管制措施，以便保障可能親自出席股東週年

大會的股東的健康和安全。

根據香港政府的現行規定，股東及/或其代表可能無法親臨股東週年大會地點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因此強烈鼓勵股東委根據香港政府的現行規定，股東及/或其代表可能無法親臨股東週年大會地點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因此強烈鼓勵股東委

任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作為他們的代理人，並在上述指定時間之前繳交他們的授權書,而非親自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視乎任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作為他們的代理人，並在上述指定時間之前繳交他們的授權書,而非親自出席股東週年大會。視乎

2019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及香港政府的要求，本公司將適時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公佈有關股東週年大會安排的進一步2019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及香港政府的要求，本公司將適時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公佈有關股東週年大會安排的進一步

更新。更新。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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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股東週年大會而設之預防措施為股東週年大會而設之預防措施

鑒於2019新冠肺炎疫情帶來之持續風險，強烈鼓勵股東透過提交授權書委任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作其委任代表，以代
替其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上行使其投票權。行使投票權毋須親自出席。
 
為促進2019新冠肺炎疫情之預防及控制並保障親自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股東之健康及安全，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實
施以下預防措施： 

(i) 股東週年大會上之座位數目將會減少以保持社交距離。本公司可在需要時限制股東週年大會上之出席者數
目，以避免過於擁擠。有意親自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或委派代表代為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已登記股東，務請於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四點整前透過以下網頁遞交申請以作預先登記。 

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預先登記：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預先登記：
http://tanchong.com/agm2022 

(ii) 於股東週年大會場地入口，將會對每名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之人士（包括股東或委任代表或公司代表）進行強
制性體温測量。任何人士體温高於攝氏37.4度或出現流感癥狀或其他身體不適者將不獲准進入股東週年大會
場地。 

(iii) 每名出席者（包括惟不限於股東或委任代表或公司代表）於股東週年大會場地內須時刻配戴外科口罩。

(iv) 本公司保留拒絕任何人士進入股東週年大會場地或要求任何人士離開股東週年大會場地的權利，以確保股東
週年大會其他出席者之健康及安全。

(v) 股東週年大會上不會給予贈品，亦不會提供食品或飲料。

(vi) 鑑於2019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根據香港政府的現行要求及/或指南採取的任何其他額外預防措施。

根據香港政府的現行規定，股東及/或其代表可能無法親臨股東週年大會地點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因此強烈鼓勵股東根據香港政府的現行規定，股東及/或其代表可能無法親臨股東週年大會地點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因此強烈鼓勵股東
委任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作為他們的代理人，並在上述指定時間之前繳交他們的授權書,而非親自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委任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作為他們的代理人，並在上述指定時間之前繳交他們的授權書,而非親自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視乎2019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及香港政府的要求，本公司將適時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公佈有關股東週年大會安排
的進一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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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釋義

在本通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備以下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正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細則 指 公司細則

CG守則 指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 指 陳唱國際有限公司（目前是上市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

公司法 指 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指 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即本通告刊行前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建議回購授權 指 於通過授予建議回購授權之有關决議案之日，建議於股東週年大
會上授予董事回購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10%之一般授權

證券與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與期貨條例》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50元之普通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守則 指 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

TCC 指 陳唱聯合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控權股東

元及仙 分別指 港元及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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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an Ch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Tan Ch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693)

董事：董事：

陳永順先生
陳駿鴻先生
陳慶良先生
孫樹發女士
王陽樂先生#

黄金德先生*

Azman Bin Badrillah先生*

Prechaya Ebrahim先生* 
張奕機先生*

鄭家勤先生*                                                

註冊辦事處：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主要營業地點：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灣仔港灣道6-8號

瑞安中心30樓3001室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致各股東，

先生/女士，

發行與回購股份之一般授權提議發行與回購股份之一般授權提議
及及

重選卸任董事重選卸任董事

緒言緒言

本通告旨在為您提供有關將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提議授予董事發行和回購股份、擴大發行股份授權及重選卸任董事。

發行股份之一般授權建議發行股份之一般授權建議

本公司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的年度大會授予董事發行及發配股份。這項授權將於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失效。現於

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第六(A)項普通决議案，授予董事分配和發行新股本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之20%之一般授權。

此項决議案一旦通過便生效。此外，如通過第六(C)項普通决議案，於第六(B)項普通决議案所購的股份將附加於第六(A)項

普通决議案所提的20%。董事表明並無立即根據此一般授權而發行任何股份的計劃。  

董事會致函董事會致函

5 Tan Ch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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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致函 (續)董事會致函 (續)

回購股份之一般授權建議回購股份之一般授權建議

另一項普通决議案是授予董事回購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之10%之一般授權，此項决議案一旦通過便生效。

上市規則就擬議中之回購股份授權要求寄送給股東之說明函件，列載於本通告附件之中。本說明函件內載有一切合
理需要之資料，以便股東能夠就投票贊成或反對批准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之有關决議案，作出知情之决定。

有關股東週年大會上卸任後膺選連任的董事資料有關股東週年大會上卸任後膺選連任的董事資料

根據公司細則第84(1)條規定，陳駿鴻先生、孫樹發女士和Prechaya Ebrahim先生將於本届股東週年大會輪流卸下董
事職務，並有資格自薦獲得重選。

董事會已檢討其架構，規模及組成，董事作出的確認及披露，退休董事的資格，技能及經驗，時間承諾及貢獻(其參
考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所載的提名原則及準則和公司的戰略)，以及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本公司認為
退任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是獨立的，符合上市規則所載的獨立指引，並將繼續為董事會帶來寶貴的業務經驗，知識及
專業精神，以確保其高效及有效的運作及多元化的性質。

為了讓您瞭解更多訊息，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我們將可能再次當選的卸任董事的詳細資料介紹如下：

陳駿鴻先生陳駿鴻先生（“陳先生”），四十四歲，分別於2018年9月以及2017年8月被任命為本公司副主席及董事總經理。陳
先生於2009年7月被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目前也是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的董事。他於2001年9月加入本集團,而在
加入董事會之前,他是本集團Subaru汽車銷售業務的行政總裁,包括新加坡,香港,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台灣,
越南和柬埔寨。他於2014年9月26日獲委任為東京證卷交易所上市公司ZERO Company Limited的董事。陳先生持有商
業管理學士學位,1998年畢業於美國聖塔克拉大學。陳先生是集團主席兼執行董事陳永順先生的兒子以及本公司一名
執行董事陳慶良的姪子。

除上文所披露,陳先生與本公司的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或控股股東沒有任何關係並且過去三年中,不曾在
其他上市於香港或國外的公司擔任其他任何董事職務。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為止,根據《證券與期貨條例》第
十五節的規定，陳先生享有個人權益為99,000股,代表0.0049%。

本公司與陳先生之間不存在任何服務合同，陳先生沒有固定的董事服務期限，但須按照公司細則的規定在公司週年
股東大會上輪流卸任后應選連任。董事會將根據他的職責、普遍的市場行情以及公司的業績及盈利情况决定其董事
薪酬。



4Tan Ch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Tan Ch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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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haya Ebrahim先生* 
張奕機先生*

鄭家勤先生*                                                

註冊辦事處：註冊辦事處：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主要營業地點：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灣仔港灣道6-8號

瑞安中心30樓3001室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致各股東，

先生/女士，

發行與回購股份之一般授權提議發行與回購股份之一般授權提議
及及

重選卸任董事重選卸任董事

緒言緒言

本通告旨在為您提供有關將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提議授予董事發行和回購股份、擴大發行股份授權及重選卸任董事。

發行股份之一般授權建議發行股份之一般授權建議

本公司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行的年度大會授予董事發行及發配股份。這項授權將於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失效。現於

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第六(A)項普通决議案，授予董事分配和發行新股本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之20%之一般授權。

此項决議案一旦通過便生效。此外，如通過第六(C)項普通决議案，於第六(B)項普通决議案所購的股份將附加於第六(A)項

普通决議案所提的20%。董事表明並無立即根據此一般授權而發行任何股份的計劃。  

董事會致函董事會致函

5 Tan Ch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董事會致函 (續)董事會致函 (續)

回購股份之一般授權建議回購股份之一般授權建議

另一項普通决議案是授予董事回購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之10%之一般授權，此項决議案一旦通過便生效。

上市規則就擬議中之回購股份授權要求寄送給股東之說明函件，列載於本通告附件之中。本說明函件內載有一切合
理需要之資料，以便股東能夠就投票贊成或反對批准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提呈之有關决議案，作出知情之决定。

有關股東週年大會上卸任後膺選連任的董事資料有關股東週年大會上卸任後膺選連任的董事資料

根據公司細則第84(1)條規定，陳駿鴻先生、孫樹發女士和Prechaya Ebrahim先生將於本届股東週年大會輪流卸下董
事職務，並有資格自薦獲得重選。

董事會已檢討其架構，規模及組成，董事作出的確認及披露，退休董事的資格，技能及經驗，時間承諾及貢獻(其參
考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所載的提名原則及準則和公司的戰略)，以及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本公司認為
退任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是獨立的，符合上市規則所載的獨立指引，並將繼續為董事會帶來寶貴的業務經驗，知識及
專業精神，以確保其高效及有效的運作及多元化的性質。

為了讓您瞭解更多訊息，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我們將可能再次當選的卸任董事的詳細資料介紹如下：

陳駿鴻先生陳駿鴻先生（“陳先生”），四十四歲，分別於2018年9月以及2017年8月被任命為本公司副主席及董事總經理。陳
先生於2009年7月被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目前也是本集團若干附屬公司的董事。他於2001年9月加入本集團,而在
加入董事會之前,他是本集團Subaru汽車銷售業務的行政總裁,包括新加坡,香港,中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台灣,
越南和柬埔寨。他於2014年9月26日獲委任為東京證卷交易所上市公司ZERO Company Limited的董事。陳先生持有商
業管理學士學位,1998年畢業於美國聖塔克拉大學。陳先生是集團主席兼執行董事陳永順先生的兒子以及本公司一名
執行董事陳慶良的姪子。

除上文所披露,陳先生與本公司的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或控股股東沒有任何關係並且過去三年中,不曾在
其他上市於香港或國外的公司擔任其他任何董事職務。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為止,根據《證券與期貨條例》第
十五節的規定，陳先生享有個人權益為99,000股,代表0.0049%。

本公司與陳先生之間不存在任何服務合同，陳先生沒有固定的董事服務期限，但須按照公司細則的規定在公司週年
股東大會上輪流卸任后應選連任。董事會將根據他的職責、普遍的市場行情以及公司的業績及盈利情况决定其董事
薪酬。



6Tan Ch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董事會致函 (續)董事會致函 (續)

孫樹發女士孫樹發女士（“孫女士”），七十四歲，1997年12月受委成為公司執行董事。自1998年7月公司上市以來,她一直擔
任公司的財務董事,同時也是集團屬下許多附屬公司的董事。孫女士1970年獲得新加坡大學會計學位,同年加盟特許
工業私人有限公司一直晉升至副總會計師;她在1974年加入新加坡磁磚有限公司出任總會計師。1977年,孫女士加入
本集團。1993年孫女士獲頒阿克拉荷馬城市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她是新加坡特許會計師協會的終身會員和澳洲
公共會計師公會及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的資深會員。

孫女士與公司的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或控股股東沒有任何關係,在過去三年中,不曾在其他上市於香港或
國外的公司擔任其他任何董事職務。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為止,根據《證券與期貨條例》第十五節的規定，她
享有個人權益為900,000股,代表0.04%。

本公司與孫女士之間不存在任何服務合同，孫女士沒有固定的董事服務期限，但須按照公司細則的規定在公司週年
股東大會上輪流卸任后應選連任。董事會將根據她的職責、普遍的市場行情以及公司的業績及盈利情况决定其董事
薪酬。

Prechaya Ebrahim 先生Prechaya Ebrahim 先生（“Prechaya先生”），六十歲，於2015年6月12日被委派為本集團獨立非執行董事，現為
泰國一家律師事務所 LS Horizon Limited之合夥人。其專長領域包括商業訴訟、爭端解決、勞工法律及僱員利益。
於加入LS Horizon Limited前,Prechaya先生自1983年起就職於Boonchoo International & Associates,並於1987年
成為該事務所之合夥人。他於1991年加入Baker & McKenzie並於1997年成為當地合夥人。

Prechaya先生在大型商業訴訟及勞工建設、銀行及金融、知識產權及涉及國際貿易等多個領域中代表跨國及當地企
業客戶。此外,他亦活躍於僱傭訴訟及仲裁事務領域。Prechaya先生為多家外資及當地銀行以及泰國大型製造企業提
供有關勞工及僱傭事宜方面的諮詢。Prechaya先生於1983年自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取得法律
學士(榮譽)學位。

除上文所披露，過去三年中，Prechaya先生不曾在其他上市於香港或國外的公司擔任其他任何董事職務。他與本公
司的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或控股股東沒有任何關係。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為止，Prechaya先生在
本公司中不持有《證券與期貨條例》第十五節所限定的任何股權。

本公司與Prechaya先生之間不存在任何服務合同，Prechaya先生沒有固定的董事服務期限，但須按照公司細則規定
在公司週年股東大會上輪流卸任后膺選連任。董事會將根據他的職責、普遍的市場行情以及公司的業績及盈利情况
等，决定其董事薪酬。

鄭家勤先生鄭家勤先生（“鄭先生”）, 七十歲，於2022年1月10日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先生現為馬來西亞全渠
道百貨新創公司Qra Sdn. Bhd的主席。鄭先生曾擔任全球化組織諮詢公司光輝國際(Korn Ferry International)的
前亞太區主席。他於2000年加入光輝國際擔任亞太區總裁，其後於2018年獲委任為亞太區主席，直至2020年11月退
休。在2000年加入光輝國際之前，鄭先生是曾擔任國際性獵人頭公司億康先達(Egon Zehnder)的東亞管理合夥人。
在此之前，鄭先生曾擔任馬來西亞Cold Storage(一間在東南亞領先的食品及零售公司)的集團總經理。鄭先生於福
特汽車公司開啟其職業生涯，在澳大利亞擔任製造工程師一職，其後就任福特亞洲地區的其他製造和營銷職位。

7 Tan Ch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董事會致函 (續)董事會致函 (續)

鄭先生自2013年至2020年6月擔任AEON Co. (M) Berhad（“AEON”）是一家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並於馬來西亞證券
交易所上市的公眾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擔任AEON提名委員會主席及審計委員會成員。鄭先生曾在禮來（Eli 
Lilly, 一間製藥公司）及佛吉亞（Faurecia, 一間全球汽車零部件製造商）的中國顧問委員會任職，並曾任沃頓亞
洲執行委員會主席。鄭先生擁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和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工程學一
級榮譽學位。

除上文所披露，過去三年中，鄭先生不曾在其他上市於香港或國外的公司擔任其他任何董事職務。他與本公司的任
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或控股股東沒有任何關係。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為止，鄭先生在本公司中不持
有《證券與期貨條例》第十五節所限定的任何股權。

本公司與鄭先生之間不存在任何服務合同，鄭先生沒有固定的董事服務期限，但須按照公司細則規定在公司週年股
東大會上輪流卸任后膺選連任。董事會將根據他的職責、普遍的市場行情以及公司的業績及盈利情况等，决定其董
事薪酬。

除上述已披露情況之外，不存在其他關於其參與重選並需要通知股東的任何事項，也不存有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條（2）款（h）至（v）項須披露之其他訊息。

授權書授權書

本通告隨附股東週年大會適用之授權書。無論股東能否出席大會，務請按照授權書所印備之指示，將表格填妥，並
於大會舉行時間或其任何延期48小時前（即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正前）交至本公司於香
港之主要辦事處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17M樓合和中
心。填妥及交回授權書後，股東仍可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推薦意見推薦意見

董事會認為，擬議中的董事卸任後膺選連任、授予董事發行及回購股份之决議案符合本集團的整體利益。因此，董事建議
股東投票贊成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上之所有决議案。

為/代表董事會
孫樹發女士 孫樹發女士 
財務董事

在本通知中提及的時間和日期為香港的時間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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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董事會致函 (續)董事會致函 (續)

鄭先生自2013年至2020年6月擔任AEON Co. (M) Berhad（“AEON”）是一家在馬來西亞註冊成立並於馬來西亞證券
交易所上市的公眾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擔任AEON提名委員會主席及審計委員會成員。鄭先生曾在禮來（Eli 
Lilly, 一間製藥公司）及佛吉亞（Faurecia, 一間全球汽車零部件製造商）的中國顧問委員會任職，並曾任沃頓亞
洲執行委員會主席。鄭先生擁有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和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工程學一
級榮譽學位。

除上文所披露，過去三年中，鄭先生不曾在其他上市於香港或國外的公司擔任其他任何董事職務。他與本公司的任
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或控股股東沒有任何關係。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為止，鄭先生在本公司中不持
有《證券與期貨條例》第十五節所限定的任何股權。

本公司與鄭先生之間不存在任何服務合同，鄭先生沒有固定的董事服務期限，但須按照公司細則規定在公司週年股
東大會上輪流卸任后膺選連任。董事會將根據他的職責、普遍的市場行情以及公司的業績及盈利情况等，决定其董
事薪酬。

除上述已披露情況之外，不存在其他關於其參與重選並需要通知股東的任何事項，也不存有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條（2）款（h）至（v）項須披露之其他訊息。

授權書授權書

本通告隨附股東週年大會適用之授權書。無論股東能否出席大會，務請按照授權書所印備之指示，將表格填妥，並
於大會舉行時間或其任何延期48小時前（即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正前）交至本公司於香
港之主要辦事處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17M樓合和中
心。填妥及交回授權書後，股東仍可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

推薦意見推薦意見

董事會認為，擬議中的董事卸任後膺選連任、授予董事發行及回購股份之决議案符合本集團的整體利益。因此，董事建議
股東投票贊成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上之所有决議案。

為/代表董事會
孫樹發女士 孫樹發女士 
財務董事

在本通知中提及的時間和日期為香港的時間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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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附件 － 說明函件附件 － 說明函件

以下是根據上市規則必須寄交所有股東有關回購股份之授權建議的說明函件。

股本股本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為2,013,309,000股的股份，待批准建議回購授權之决議獲通過後，及由
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前不再發行或回購股份，本公司可於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或根據法例規定本公司召開下屆股
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或决議案之授權經股東在大會上通過决議案予以撤消或修訂之日(以較早者為準)，回購最多達 
201,330,900 股（代表公司百分之十的已發行總股數）的股份。

進行回購之理由及資金來源 進行回購之理由及資金來源 

董事相信，向股東尋求批准一般授權令本公司可於聯交所回購其股份，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益，進行該
等回購行動可提高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值及/或本公司之每股盈利(視乎當時之市場情况及資金安排而定)，董事僅在
其相信回購行動將有利於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情况下方會進行回購，倘進行回購，董事建議使用本公司內部現金盈餘
支付該回購。

用以回購股本之資金將按照公司細則及百慕達適用法例從可合法撥作該用途之資金中支付，根據百慕達法例，公司
任何回購行動之資本額，僅可從有關股份已繳足股本或公司原可供派發股息或分派盈利之資金或就該目的而發行股
本之所得款項中支付，至於回購行動須支付之溢價，則可由公司原可供派發之股息或分派盈利之資金或公司之股份
溢價賬中支付。

董事現時並無意回購任何股份，董事僅會在彼等認為回購行動乃符合本公司之最佳利益之情况下行使回購權力，董
事認為，倘回購股份之一般授權按現時市值獲全面行使，與本公司截止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最近編製
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之日期)止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之狀况比較，行使一般授權以回購股份可能會對公司
之營運資金(而非資產與負債狀况)造成重大不利影響，考慮到該情况會對本公司所需營運資金或對董事不時認為適
合本公司之資產與負債水平造成重大不利影響之情况下，董事現不建議行使授權以回購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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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說明函件附件 － 說明函件

以下是根據上市規則必須寄交所有股東有關回購股份之授權建議的說明函件。

股本股本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為2,013,309,000股的股份，待批准建議回購授權之决議獲通過後，及由
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前不再發行或回購股份，本公司可於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或根據法例規定本公司召開下屆股
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或决議案之授權經股東在大會上通過决議案予以撤消或修訂之日(以較早者為準)，回購最多達 
201,330,900 股（代表公司百分之十的已發行總股數）的股份。

進行回購之理由及資金來源 進行回購之理由及資金來源 

董事相信，向股東尋求批准一般授權令本公司可於聯交所回購其股份，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最佳利益，進行該
等回購行動可提高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值及/或本公司之每股盈利(視乎當時之市場情况及資金安排而定)，董事僅在
其相信回購行動將有利於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情况下方會進行回購，倘進行回購，董事建議使用本公司內部現金盈餘
支付該回購。

用以回購股本之資金將按照公司細則及百慕達適用法例從可合法撥作該用途之資金中支付，根據百慕達法例，公司
任何回購行動之資本額，僅可從有關股份已繳足股本或公司原可供派發股息或分派盈利之資金或就該目的而發行股
本之所得款項中支付，至於回購行動須支付之溢價，則可由公司原可供派發之股息或分派盈利之資金或公司之股份
溢價賬中支付。

董事現時並無意回購任何股份，董事僅會在彼等認為回購行動乃符合本公司之最佳利益之情况下行使回購權力，董
事認為，倘回購股份之一般授權按現時市值獲全面行使，與本公司截止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最近編製
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之日期)止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披露之狀况比較，行使一般授權以回購股份可能會對公司
之營運資金(而非資產與負債狀况)造成重大不利影響，考慮到該情况會對本公司所需營運資金或對董事不時認為適
合本公司之資產與負債水平造成重大不利影響之情况下，董事現不建議行使授權以回購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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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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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說明函件（續）附件 － 說明函件（續）

股價股價

本公司股份於過去十二個月內每月在聯交所買賣之最高及最低成交價如下：

月份月份 最高最高
成交價成交價
港元港元

最低最低
成交價成交價
港元港元

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一年

三月 2.200 2.030

四月 2.050 2.020

五月 2.050 2.020

六月 2.050 2.000

七月 2.070 2.040

八月 2.040 2.040

九月 2.040 2.030

十月 2.030 2.010

十一月 2.030 2.000

十二月 2.030 2.000

二零二二年二零二二年

一月 2.030 2.000

二月 2.030 2.000

三月 2.030 1.990

四月（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2.000 2.000

資料來源: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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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說明函件（續）附件 － 說明函件（續）

一般資料一般資料

本公司各董事(就彼等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或彼等之任何密切聯繫人等（定義如《上市規則》所規定）目前並
無意將任何股份售予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

董事已向聯交所承諾，在適用情况下，彼等將根據上市規則及百慕達適用法例行使建議回購授權。

主要相關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知會本公司，其現擬將任何股份售予本公司，或已承諾不會將之售予本公司。

倘因回購股份導致股東在本公司投票權所佔之權益比例增加，則根據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第32條規定，該項增
加將被視作一項收購，而由此引起一位股東或多名一致行動之股東可能取得或共同取得對公司之控制權(視乎股東權
益增加之幅度而定)，則須依據守則第26條提出強制收購建議。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就董事所深知及確信TCC擁有或控制本公司中705,819,720的股份，約35.05%。倘董事全面行
使建議回購授權,TCC在公司擁有或控制的投票權，假設在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後的股權沒有任何改變，將增加至約
38.95%。就董事所深知及確信，根據守則，該增幅將因根據收購守則，強制性的導致TCC務必作出收購建議。目前，
本集團的董事當下沒計劃作出會觸發根據收購守則强制性的導致TCC務必作出收購建議的股票回購。

上市規則規定，倘回購行動將導致公眾人士所持之已發行股本少於25%(或根據聯交所規定之其他最低持有比率)，則
公司不得在聯交所進行回購。董事不建議作出將導致公衆持有股份的數量低於規定的股份最低百分比的股票回購行
動。

本公司回購之股份本公司回購之股份

在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之前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在聯交所或以其他方式回購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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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說明函件（續）附件 － 說明函件（續）

一般資料一般資料

本公司各董事(就彼等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或彼等之任何密切聯繫人等（定義如《上市規則》所規定）目前並
無意將任何股份售予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

董事已向聯交所承諾，在適用情况下，彼等將根據上市規則及百慕達適用法例行使建議回購授權。

主要相關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知會本公司，其現擬將任何股份售予本公司，或已承諾不會將之售予本公司。

倘因回購股份導致股東在本公司投票權所佔之權益比例增加，則根據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第32條規定，該項增
加將被視作一項收購，而由此引起一位股東或多名一致行動之股東可能取得或共同取得對公司之控制權(視乎股東權
益增加之幅度而定)，則須依據守則第26條提出強制收購建議。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就董事所深知及確信TCC擁有或控制本公司中705,819,720的股份，約35.05%。倘董事全面行
使建議回購授權,TCC在公司擁有或控制的投票權，假設在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後的股權沒有任何改變，將增加至約
38.95%。就董事所深知及確信，根據守則，該增幅將因根據收購守則，強制性的導致TCC務必作出收購建議。目前，
本集團的董事當下沒計劃作出會觸發根據收購守則强制性的導致TCC務必作出收購建議的股票回購。

上市規則規定，倘回購行動將導致公眾人士所持之已發行股本少於25%(或根據聯交所規定之其他最低持有比率)，則
公司不得在聯交所進行回購。董事不建議作出將導致公衆持有股份的數量低於規定的股份最低百分比的股票回購行
動。

本公司回購之股份本公司回購之股份

在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之前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在聯交所或以其他方式回購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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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告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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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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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 Ch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693)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謹此通知陳唱國際有限公司第二十五屆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上午十一時正，假香港灣仔

港灣道6-8號瑞安中心30樓3001室舉行。

一般事項一般事項

1. 省覽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過的綜合財務報表，董事會及核數師之報告。

2. 宣派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期末股息。

3.    (i) 重選陳駿鴻先生為公司執行董事。
      (ii) 重選孫樹發女士為公司執行董事。
      (iii) 重選Prechaya Ebrahim先生為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iv) 重選鄭家勤先生為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4. 授權公司董事會擬定董事袍金。

5. 重聘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公司核數師及授權公司董事會擬定其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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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續）

特殊事項特殊事項

6. 作為特殊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 有或無修改下列公司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A) “這包括 :-(A) “這包括 :-

(i) 在下文(iii)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內(定義見下文)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配

發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本公司股本中其他普通股份、或可轉換成股份的證券、或選擇權、憑單或認購該股份或

該可轉換證券的類似權利，並作出或授予可能須行使該項權力之建議，協議及/或購股權（包括債券、憑單及

可轉換成本公司股份的抵押債券）。

(ii) 上文(i)段所述之批准須加於本公司董事任何其他授權及須授權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內（定義見下文）作

出或授出可能須於有關期間結束後行使上述權力之建議，協定及/或購股權。

(iii) 本公司董事按照上述第(i)段在有關期間配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的本公司股數總額，或按照（1）“供

股”（定義見下文）或(2)根據公司認股權計劃或為向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職員和/或僱員授予或發行股份

或認股權而臨時採用的任何其他選擇權、方案或類似安排而授予或行使的任何認購權；或（3）按照不時修

訂之本公司細則以發放股份來代替全部或部份公司股息的以股代息或類似安排；或（4）行使認購權時發行

的任何本公司股份，或根據本公司發行之任何現有可轉換票據條款所進行的轉換，或帶有認購或可轉換成本

公司股份權利的任何現有本公司證券等，配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的本公司股本面值總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於决議案通過之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股數總額之20%，且該批准應據此受到限制。

(iv)  在通過本决議各段（i）、（ii）、（iii）之規限下，任何已授予董事及仍然有效的事先批准决議（i）、（ii）、（iii）

段，現撤銷; 及

(v) 就本决議案而言：

(a) “有關期間”乃指本决議案通過之日起，至以下三者中較早抵達日期止之期間：

(1)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2) 任何適用法律或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之日；及

(3)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以普通决議案撤銷或修訂本决議案所賦予之授權。

(b) “供股”乃指本公司董事會於指定記錄日期就向股東名冊中所列之股份持有人按彼等當時之持股比

例提呈發售本公司股本中股份之建議、或憑單獻議或發行、或在本公司董事會規定的開放期間內認

購本公司股份的其他證券(但須符合本公司董事會就零碎股權或本公司適用的任何管轄區之任何法

律的限制或責任、或任何被認可之監管機關或任何證券交易所的規定，或在根據該任何管轄區或任

何被認可之監管機關或任何證券交易所之法律或規定確定該任何限制或責任的存在或範圍時可能涉

及的任何費用而作出的其認為必要或可取的豁免或其他安排)。”

13 Tan Cho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B) “這包括 :-(B) “這包括 :-

(i) 在下文(ii)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在有關期間內(定義見下文)行使本公司的一切

權力，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或本公司股份可能上市之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回購本公司之普通

股份，並就此目的而言，依據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確認及符合與按照所有

適用法例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ii) 根據上文(i)段之規定，可回購的本公司股數總額不能超過於本决議案通過當日本公司股數總額的

10%，而上述批准亦須受此數額為限；

(iii) 待本决議案(i)及(ii)段各自獲得通過後，撤銷本决議案(i)及(ii)段內所提述之任何已授予各董事且仍

屬有效之事先批准；及

(iv) 就本决議而言：

“有關期限”乃指本决議案通過之日起至以下三者中較早日期止之期間：

(a)  本公司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b)  任何適用法律或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的期限屆滿之日；及

(c)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决議案撤銷或修訂本决議案所賦予之授權。”

(C)(C) “取决於本週年大會通告載列之第6（A）項和第6（B）項决議案獲得通告，授予本公司董事行使分配、發行

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本公司之額外股份之權力，以及根據本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第6（A）項普通决議案作出或

授予可能須行使是項權力之建議，協議及/或購股權之一般授權，茲因董事會可能按照該一般授權在本公司

股數總額中增加某一金額而擴大。該增加金額相當於本公司根據本週年大會通告載列之第6(B)項普通决議

案所授予之權力回購之本公司股數總額，惟該金額不得超過於本决議案通過之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數總額的

10%。

奉董事會命

張淑儀 女士張淑儀 女士

劉檳燕 女士劉檳燕 女士

聯席公司秘書

  

香港，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註冊辦事處：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香港的主要辦事處：香港灣仔港灣道6-8號瑞安中心30樓3001室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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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續）

特殊事項特殊事項

6. 作為特殊事項，考慮並酌情通過, 有或無修改下列公司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A) “這包括 :-(A) “這包括 :-

(i) 在下文(iii)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內(定義見下文)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以配

發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本公司股本中其他普通股份、或可轉換成股份的證券、或選擇權、憑單或認購該股份或

該可轉換證券的類似權利，並作出或授予可能須行使該項權力之建議，協議及/或購股權（包括債券、憑單及

可轉換成本公司股份的抵押債券）。

(ii) 上文(i)段所述之批准須加於本公司董事任何其他授權及須授權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內（定義見下文）作

出或授出可能須於有關期間結束後行使上述權力之建議，協定及/或購股權。

(iii) 本公司董事按照上述第(i)段在有關期間配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的本公司股數總額，或按照（1）“供

股”（定義見下文）或(2)根據公司認股權計劃或為向本公司及/或其附屬公司職員和/或僱員授予或發行股份

或認股權而臨時採用的任何其他選擇權、方案或類似安排而授予或行使的任何認購權；或（3）按照不時修

訂之本公司細則以發放股份來代替全部或部份公司股息的以股代息或類似安排；或（4）行使認購權時發行

的任何本公司股份，或根據本公司發行之任何現有可轉換票據條款所進行的轉換，或帶有認購或可轉換成本

公司股份權利的任何現有本公司證券等，配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配發的本公司股本面值總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於决議案通過之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股數總額之20%，且該批准應據此受到限制。

(iv)  在通過本决議各段（i）、（ii）、（iii）之規限下，任何已授予董事及仍然有效的事先批准决議（i）、（ii）、（iii）

段，現撤銷; 及

(v) 就本决議案而言：

(a) “有關期間”乃指本决議案通過之日起，至以下三者中較早抵達日期止之期間：

(1)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2) 任何適用法律或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之日；及

(3)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以普通决議案撤銷或修訂本决議案所賦予之授權。

(b) “供股”乃指本公司董事會於指定記錄日期就向股東名冊中所列之股份持有人按彼等當時之持股比

例提呈發售本公司股本中股份之建議、或憑單獻議或發行、或在本公司董事會規定的開放期間內認

購本公司股份的其他證券(但須符合本公司董事會就零碎股權或本公司適用的任何管轄區之任何法

律的限制或責任、或任何被認可之監管機關或任何證券交易所的規定，或在根據該任何管轄區或任

何被認可之監管機關或任何證券交易所之法律或規定確定該任何限制或責任的存在或範圍時可能涉

及的任何費用而作出的其認為必要或可取的豁免或其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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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這包括 :-(B) “這包括 :-

(i) 在下文(ii)段之規限下，一般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在有關期間內(定義見下文)行使本公司的一切

權力，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或本公司股份可能上市之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回購本公司之普通

股份，並就此目的而言，依據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確認及符合與按照所有

適用法例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ii) 根據上文(i)段之規定，可回購的本公司股數總額不能超過於本决議案通過當日本公司股數總額的

10%，而上述批准亦須受此數額為限；

(iii) 待本决議案(i)及(ii)段各自獲得通過後，撤銷本决議案(i)及(ii)段內所提述之任何已授予各董事且仍

屬有效之事先批准；及

(iv) 就本决議而言：

“有關期限”乃指本决議案通過之日起至以下三者中較早日期止之期間：

(a)  本公司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

(b)  任何適用法律或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的期限屆滿之日；及

(c)  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决議案撤銷或修訂本决議案所賦予之授權。”

(C)(C) “取决於本週年大會通告載列之第6（A）項和第6（B）項决議案獲得通告，授予本公司董事行使分配、發行

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本公司之額外股份之權力，以及根據本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第6（A）項普通决議案作出或

授予可能須行使是項權力之建議，協議及/或購股權之一般授權，茲因董事會可能按照該一般授權在本公司

股數總額中增加某一金額而擴大。該增加金額相當於本公司根據本週年大會通告載列之第6(B)項普通决議

案所授予之權力回購之本公司股數總額，惟該金額不得超過於本决議案通過之日本公司已發行股數總額的

10%。

奉董事會命

張淑儀 女士張淑儀 女士

劉檳燕 女士劉檳燕 女士

聯席公司秘書

  

香港，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註冊辦事處：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香港的主要辦事處：香港灣仔港灣道6-8號瑞安中心30樓3001室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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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續）

附註：

(i) 所有在會議上的决議，不包括程序和行政事項，將會採用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

 民調（“聯交所”）（“上市規則”）和根據上市規則的民意調查結果將公佈在交易所及本公司的網站。

(ii) 凡有權出席上述大會及於大會上投票之股東，均有權根據本公司細則委派一位或多位代表出席，代其投票，受委代

表不需為本公司成員。

(iii) 倘屬聯名登記股份持有人，則擁有優先權之一位人士可於會上投票(不論親身或委派代表)惟其他聯名持有人之投

票將不被採納，就此而言，優先權乃取决於股東名冊內有關聯名持有人之排名次序。

(iv)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檔(如有)或經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該等授權書或授權檔副本，必須於

上述大會或是其他任何展期召開的會議之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之前（即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午11時正前（星

期日））送達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17M

樓合和中心，方為有效。

(v) 本公司將在以下期間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a)  由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九日(星期四)至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首尾兩天包括在內)。其間不會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確定股東在對於上述會議的出席與投票權。擬出席上述會議與投票之人士，最遲

須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將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的過戶

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b)  由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二)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星期三)(首尾兩天包括在內)。其間不會辦理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以確定股東享有擬派期末股息的權利。擬獲享期末股息之人士，最遲須於二零二二年五

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之前，將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送交本公司的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

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如以上（a）項。

(vi) 被提議重新選舉之公司董事的個人資料及有關以上6（A）至6(C)的詳情將送發予各公司股東。

(vii) 各位股東應仔細閱讀上述會議通函“為股東週年大會而設之預防措施”一節，了解詳細的會議安排 。 

視乎2019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及香港政府的要求，本公司可能須在短時間內對會議安排作出進一步更改。建議會員

瀏覽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以了解有關上述會議的任何進一步公告及資料。

(viii) 在本通知中提及的時間和日期是香港的時間和日期。

 

截至此通告日期，執行董事包括陳永順先生，陳駿鴻先生，陳慶良先生和孫樹發女士。非執行董事是王陽樂先生。獨立非截至此通告日期，執行董事包括陳永順先生，陳駿鴻先生，陳慶良先生和孫樹發女士。非執行董事是王陽樂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包括黄金德先生，Azman Bin Badrillah先生，Prechaya Ebrahim先生和張奕機先生。執行董事包括黄金德先生，Azman Bin Badrillah先生，Prechaya Ebrahim先生和張奕機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