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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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banner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千百度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28）

有關HAMLEYS的最新業務進展及與南京新街口之間可能的合作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3.09(2) (a )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
文作出（香港法律第 571章）。

有關HAMLEYS的最新業務進展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布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發
布的關於收購Hamleys的通函。

董事會謹此提供關於Hamleys的最新業務進展。

本公司擬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中旬在南京設立Hamleys的第一家旗艦店並正與House of Fraser 

Group Limited（其為南京新街口（一家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600682.SH）
之附屬公司）就探尋與東方福來德百貨合作之安排進行磋商。據此，東方福來德百貨將提供場
地予本公司於南京核心商圈運營Hamleys的第一家旗艦店，並提供綜合管理服務，同時收取特
許經營費作為回報。

合作安排之條款須待雙方進一步磋商。於本公告日期，雙方概無就此事訂立任何協議。

本公司將致力把Hamleys在南京的第一家旗艦店打造成為未來拓展Hamleys中國業務的一個範
本，為中國客戶複製並帶來Hamleys獨特的店內體驗並為兒童及其家庭提供更豐富產品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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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南京新街口之間可能的合作

本公司正與南京新街口就探尋與Highland Group相關的合作機會進行磋商。Highland Group，
作為南京新街口的附屬公司，主要在英國及愛爾蘭地區運營極具代表性及領先的英國零售百貨
品牌之一「House of Fraser」。南京新街口經營著中國領先的、專注於時尚及飾品業務的奢侈品
零售百貨商店。

根據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發布的通函，作為鞋履行業之領軍零售商，本公司認為強
大的品牌乃取得推廣及銷售產品方面競爭優勢之有力資源，這在千百度、伊伴、太陽舞及米奧
等自有品牌便可見一斑。因此，本公司擬制訂新的全球品牌策略及業務多元化發展計劃，並認
為憑藉全球知名品牌之品牌認知效應，本公司可進一步發展及多元化其業務。與南京新街口的
可能戰略合作，將是本公司在近期收購全球最知名之玩具零售品牌之一Hamleys後進一步實施
本公司全球品牌策略的重要舉措。

可能的戰略合作可能導致本公司（作為潛在買方）向南京新街口（作為潛在賣方）收購High l and 

Gr oup中的權益（可能交易事項）。倘本公司進行可能交易事項，本公司將與南京新街口及其他
相關人士（如適用）訂立正式及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本公司與南京新街口正探尋可能的合作形
式且概無就本公司收購Highland Group中的權益訂立任何協議。

可能交易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概無就可能交易事項訂立任何正式
協議。本公司在需要時將就可能交易事項遵循上市規則及其他適用法律法規的相關披露及監管
要求。

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2)(a)條以及香港法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
消息條文作出。

有關HAMLEYS的最新業務進展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布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發布的關於
收購Hamleys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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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提供關於Hamleys的最新業務進展。

本公司擬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中旬在南京設立Hamleys的第一家旗艦店並正與House of Fraser Group 

L imi t ed（其為南京新街口（一家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600682.SH）之附屬公
司）就探尋與東方福來德百貨合作之安排進行磋商。據此，東方福來德百貨將提供場地予本公司於
南京核心商圈運營Hamleys的第一家旗艦店，並提供綜合管理服務，同時收取特許經營費作為回
報。

合作安排之條款須待雙方進一步磋商。於本公告日期，雙方概無就此事訂立任何協議。

本公司將致力把Hamleys在南京的第一家旗艦店打造成為未來拓展Hamleys中國業務的一個範本，
為中國客戶複製並帶來包括互動遊戲時間、活動及特別展示的Hamleys獨特的店內體驗並為兒童
及其家庭提供更豐富產品組合。

與南京新街口之間可能的合作

本公司正與南京新街口就探尋與Highland Group相關的合作機會進行磋商。Highland Group，作
為南京新街口的附屬公司，主要在英國及愛爾蘭地區運營極具代表性及領先的英國零售百貨品牌
之一「House of Fraser」。南京新街口經營著中國領先的、專注於時尚及飾品業務的奢侈品零售百
貨商店。

根據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發布的通函，作為鞋履行業之領軍零售商，本公司認為強大
的品牌乃取得推廣及銷售產品方面競爭優勢之有力資源，這在千百度、伊伴、太陽舞及米奧等自
有品牌便可見一斑。因此，本公司擬制訂新的全球品牌策略及業務多元化發展計劃，並認為憑藉
全球知名品牌之品牌認知效應，本公司可進一步發展及多元化其業務。與南京新街口的可能戰略
合作，將是本公司在近期收購全球最知名之玩具零售品牌之一Hamleys後進一步實施本公司全球
品牌策略的重要舉措。

可能的戰略合作可能導致本公司（作為潛在買方）向南京新街口（作為潛在賣方）收購High l and 

Gr oup中的權益（可能交易事項）。本公司和南京新街口之間尚未就可能交易事項的條款或架構訂
立協議或約定。倘本公司進行可能交易事項，本公司將與南京新街口及其他相關人士（如適用）訂
立正式及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本公司與南京新街口正探尋可能的合作形式且概無就本公司收購 

Highland Group中的權益與訂立任何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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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HIGHLAND GROUP及南京新街口的資料

Highland Group為一家於英格蘭及威爾士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在英國及愛爾蘭地區運營高
端零售百貨業務。Highland Group以其代表性的House of Fraser百貨品牌運營共 59間投資完善
的商店及近年來迅速發展日趨完善的網絡銷售平台。以商店數量及地理位置分布作為評估標準，
House of Fraser是英國及愛爾蘭領先的零售百貨公司品牌之一，在多個渠道開展其極具競爭力的
高端多品牌業務並主要專注於服裝及美妝業務。

南京新街口為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及其附屬公司是國內專注於時尚及飾
品的奢侈品零售百貨商店。成立於一九五二年，南京新街口為南京第一家公開發行股份的商業企
業。南京新街口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600682.SH）。

HIGHLAND GROUP的財務信息

根據Highland Group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三日發布的截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三十日止 13個星期的季
度報告，以下載列其財務資料。

（百萬元英鎊）

截至二零一五年
一月三十一日之

財政年度

截至二零一六年
一月三十日之

財政年度

交易總金額 1 1,273.2 1,312.4

營業額 784.9 826.6

經調整EBITDA2 64.4 66.3

稅收及特殊項目前利潤（損失） (1.6) 1.3

稅收及特殊項目後利潤（損失） (2.5) (18.4)

（百萬元英鎊）
於二零一五年
一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三十日

總資產 906.4 922.4

淨資產 53.7 73.5

1. 交易總金額指商品及服務之交易應收款項的公允價值，減去增值稅、折扣以及預計回報，並加上Highland Group

作為中介所作出的銷售之全部銷售金額（包括通過許可品牌合作人作出的銷售）。

2. 經調整EBITDA指特殊項目、終止經營業務、利息、稅收以及無形資產折舊及攤銷前之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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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戰略合作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通過該可能戰略合作事項，本公司將憑藉其於零售業之地位及經驗以及新增的「Hamleys」品牌，
積極就與High l and Group現有業務加深合作關係探尋各種方案，以致力發揮公司間的協同效應
及創立一個全球高端生活化產品零售平台。值得關注的是，本公司將致力於從以下方面加深與
Highland Group的合作：

(a) 借助Highland Group零售平台提高本公司銷售潛力，進一步提升及發展本公司在不同零售形
態及銷售渠道的品牌供應能力，

(b) 為高收入消費者提供更豐富的品牌組合供應及更廣闊銷售網絡，加強本公司的競爭優勢，

(c) 利用潛在品牌的收購、授權的機會，以及建立戰略聯盟和╱或與其他零售品牌公司設立合資
企業，特別是在本公司未涉足的業務板塊及產品領域，

(d) 共享本公司及Highland Group所在地區市場的強大運營能力以發現新的零售店和百貨商店戰
略擴張機會，

(e) 共同與現有及新的供應商及業主進行談判，從而增強議價能力，及

(f) 通過節省成本措施（包括共享服務及後台組合）改善資訊科技支出及企業職能效率。

因此，若可能戰略合作事項落實，預計本公司將可擴闊其收益來源，擴大自有品牌組合併將為
Highland Group的業務帶來協同效應。

上市規則下之可能的影響

如果可能交易事項落實，取決於本公司和南京新街口可能約定的條款和架構，這可能構成上市規
則第14章下須予公布的交易。本公司在需要時將就可能交易事項遵循上市規則的相關披露要求（以
及股東批准要求，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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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交易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概無就可能交易事項訂立任何正式協
議。本公司在需要時將就可能交易事項遵循相關上市規則和其他適用法律法規的相關披露及監管
要求。

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千百度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Hamleys」 指 Hamleys Global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Hamleys是一家於英格蘭及威爾士成立的公司，與其附屬公司一
起，為以世界知名品牌「Hamleys」銷售高端玩具的零售商；

「House of Fraser

 Group Limited」
指 一家於英格蘭及威爾士成立的公司，是一家間接持有High l and 

Group約 89%之權益及東方福來德百貨之 100%權益的投資控股公
司。House of Fraser Group Limited為南京新街口之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

「Highland Group」 指 Highland Group Holdings Limited，一家於英格蘭及威爾士成立的
公司，主要於英國及愛爾蘭運營極具代表性及領先的英國零售百貨
品牌之一「House of Fraser」。Highland Group為南京新街口擁有約
89%權益之間接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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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街口」 指 南京新街口百貨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及於上海
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公司（股份代號：600682.SH），經營專注於時裝
及飾品的奢侈品中國百貨商店；

「東方福來德百貨」 指 南京東方福來德百貨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公司，主要於中
國運營高級時裝、美容及家庭用品的零售百貨公司。東方福來德百
貨為House of Fraser Group Limited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能交易事項」 指 本公司可能收購Highland Group中的權益；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50美金的股份；

「股東」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持有人；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千百度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奕熙

香港，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奕熙先生、趙偉先生、霍力先生及徐庭裕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繆炳文先生及吳廣澤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鄺偉信先生、李心丹先生、張志勇先生及
鄭紅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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