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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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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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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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佈僅供參考之用，並不構成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提呈出售建議或招攬購買任何證券之邀

約或建議，倘未根據任何該等司法權區之證券法辦理登記或未獲批准而於上述地區進行上述建議、

招攬或出售即屬違法。本公佈提及之證券將不會根據證券法登記，且不得在美國發售或出售，惟獲

豁免遵守證券法登記規定或屬不受證券法登記規定規限之交易除外。於美國公開發售任何證券將須

以招股章程形式作出。該招股章程將載有關於提呈發售之公司以及其管理及財務報表之詳細資料。

本公司無意於美國進行證券公開發售。

SHIMAO PROPERTY HOLDINGS LIMITED
世茂房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3）

建議發行美元優先票據

本公司擬進行擔保優先票據之國際發售。

建議發行票據之完成須視乎市況及投資者興趣而定。票據擬由附屬公司擔保人擔

保。滙豐、渣打銀行、高盛及瑞銀作為建議發行票據之聯席全球協調人，及滙

豐、渣打銀行、高盛、瑞銀、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中信里昂證券（一家中信証

券公司）為建議發行票據之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本公司擬使用票據

所得款項為本集團現有債務再融資（包括部份或悉數贖回 2011年票據）、為其現有

及新增物業發展項目（包括土地出讓金及建築費用）提供資金及作其他一般企業用

途，以加強其流動資金狀況。本公司或會因應市況變化而調整上述計劃，並因而

重新調配所得款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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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已原則上獲准於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及報價。票據獲納入新加坡交易所正式名

單及票據在新加坡交易所報價不應被視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擔保人或票據之價值

指標。新加坡交易所對本公佈所作出的任何陳述或所發表的任何意見或所載的任

何報告之準確性概不負責。

由於截至本公佈日期並無就建議發行票據訂立具約束力協議，建議發行票據可能

會亦可能不會落實。本公司之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

倘簽訂購買協議，本公司將就建議發行票據另行發表公佈。

建議發行票據

緒言

本公司擬進行擔保優先票據之國際發售。

建議發行票據之完成須視乎市況及投資者興趣而定。票據擬由附屬公司擔保人擔

保。滙豐、渣打銀行、高盛及瑞銀作為建議發行票據之聯席全球協調人，及滙豐、

渣打銀行、高盛、瑞銀、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中信里昂證券（一家中信証券公

司）為建議發行票據之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於本公佈日期，建議發

行票據之金額、條款及條件尚未釐定。在落實票據條款後，滙豐、渣打銀行、高

盛、瑞銀、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中信里昂證券（一家中信証券公司）及本公司

（其中包括）將訂立購買協議。本公司將在簽訂購買協議後就建議發行票據另行發表

公佈。

票據及附屬公司擔保僅可根據S規例於離岸交易中發售、出售或交付予美國境外之

非美國籍人士（定義見證券法項下之S規例）。概無票據將向香港公眾人士發售，亦

無票據將配售予本公司任何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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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建議發行票據之原因

本集團為中國優質房地產項目之大型發展商及擁有者。本集團專注發展中高端住

宅、零售及辦公樓物業以作銷售，並發展具吸引力及處於優越位置之酒店、零售及

辦公樓物業以作長期投資。本集團在上海、北京、杭州、蘇州、南京、福州及其他

中國快速增長之城市擁有成功推廣房地產項目之往績。本集團相信，此等往績連同

其「世茂」品牌高度的認受性，令我們具備更佳條件繼續在中國各城市建造及推廣房

地產項目。於 2014年，本集團透過土地收購擴展至香港的房地產市場。本集團旨在

繼續於中國各主要城市及經濟區發展為一家領先物業發展商及投資者，透過持續提

升其「世茂」品牌、建造創新產品及發展市場領先物業、追求物業多元化及增加投資

物業及酒店之比例，以達致收益組合平衡，並以嚴謹之態度擴展其業務營運及土地

儲備。

進行建議發行票據乃為本集團現有債務再融資（包括部份或悉數贖回 2011年票據）、

為其現有及新增物業發展項目（包括土地出讓金及建築費用）提供資金及作其他一般

企業用途，以加強其流動資金狀況。本公司或會因應市況變化而調整上述計劃，並

因而重新調配所得款項用途。

上市及評級

票據已原則上獲准於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及報價。票據獲納入新加坡交易所正式名單

及票據在新加坡交易所報價不應被視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擔保人或票據之價值指

標。新加坡交易所對本公佈所作出的任何陳述或所發表的任何意見或所載的任何報

告之準確性概不負責。

本公司並無於香港尋求票據上市。

票據預期將獲標準普爾評級服務、惠譽及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分別評級為BB-、

BB+及Ba3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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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集團之最新資料

近期發展

合肥翡翠路項目

於 2014年 7月，本集團與中國相關土地機關訂立一份土地出讓合同，以收購位於安

徽省合肥市之一幅土地，代價約人民幣 1,546.2百萬元（249.2百萬美元）。該幅土地

包括地盤面積合共約 184,070平方米及規劃建築面積約 555,044平方米。該幅土地上

之發展項目預期發展為高層住宅樓宇。

廈門翔安區項目

於 2014年 7月，本集團與中國相關土地機關訂立一份土地出讓確認書，以收購位於

福建省廈門市之一幅土地，代價約人民幣 2,000.0百萬元 (322.4百萬美元 )。該幅土

地包括地盤面積合共約 90,981平方米及規劃建築面積約 225,100平方米。該幅土地

上之發展項目預期發展為高層住宅樓宇。本集團於該項目持有 51%股權。

上海周浦項目

於 2014年 9月，本集團與中國相關土地機關訂立一份土地出讓合同，以收購位於上

海市之一幅土地，代價約人民幣 1,535.0百萬元（247.4百萬美元）。該幅土地包括地

盤面積合共約 49,369平方米及規劃建築面積約 83,927平方米。該幅土地上之發展項

目預期發展為高層住宅樓宇。

北京通州項目

於 2014年 10月，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一份合營協議，以開發北京通州項目。

該項目位於北京市通州區，並預期包括高層商業及辦公室物業，地盤面積合共約

49,759平方米及規劃建築面積約 206,600平方米。本集團於合營公司持有 5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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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成華區項目

於 2014年 10月，本集團與中國相關土地機關訂立一份土地出讓確認書，以收購位

於四川省成都市之一幅土地，代價約人民幣 248.1百萬元（40.0百萬美元）。該幅土

地包括地盤面積合共約 18,799平方米及規劃建築面積約 93,994平方米。該幅土地上

之發展項目預期發展為商業物業。

香港東涌商業項目

於 2014年 11月，本集團與香港地政總署訂立一份土地出讓合同，以收購位於香港

東涌之一幅土地，代價約港幣 1,830.0百萬元（236.1百萬美元）。該幅土地包括地盤

面積合共約 12,902平方米及規劃建築面積約 56,715平方米。該幅土地上之發展項目

預期發展為一間酒店。本集團於合營公司持有 80%股權。

簡陽三岔湖項目

於 2014年 12月，本集團與中國相關土地機關訂立一份土地出讓合同，以收購位於

四川省簡陽市之一幅土地，代價約人民幣 80.0百萬元（12.9百萬美元）。該幅土地包

括地盤面積約 93,739平方米及規劃建築面積約 112,486平方米。該幅土地上之發展

項目預期發展為低層及高層住宅樓宇。

南京棲霞項目

於 2014年 12月，本集團與中國相關土地機關訂立一份土地出讓合同，以收購位於

南京市棲霞區之一幅土地，代價約人民幣 740.0百萬元（119.3百萬美元），並預期包

括低層及高層住宅物業，地盤面積合共約 56,357平方米及規劃建築面積約 67,628平

方米。本集團於該項目持有 51%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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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浦口項目

於 2014年 12月，本集團與中國相關土地機關訂立一份土地出讓合同，以收購位於

南京市浦口區之一幅土地，代價約人民幣 1,640.0百萬元（264.4百萬美元），並預

期包括低層及高層住宅物業，地盤面積合共約 137,437平方米及規劃建築面積約

264,552平方米。本集團於該項目持有 49%股權。

借款變動

於 2014年 6月 30日後，本集團悉數贖回 2010年票據及悉數提取 2014年銀團貸款融

資，以及不時訂立額外貸款協議，為物業發展項目提供資金，或作日常業務過程中

之一般企業用途。

一般事項

由於截至本公佈日期並無就建議發行票據訂立具約束力協議，建議發行票據可能會

亦可能不會落實。本公司之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謹慎行事。

倘簽訂購買協議，本公司將就建議發行票據另行發表公佈。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𢑥具有以下涵義：

「2010年票據」 指 本公司於 2010年 8月 3日發行於 2017年到期之

9.65%優先票據

「2011年票據」 指 本公司於 2011年 3月 8日發行於 2018年到期之

11%優先票據

「2014年銀團貸款融資」 指 多幣種定期貸款融資，包括本集團欠付一組貸

款人之一筆 665,000,000美元之融資及一筆港幣

555,000,000元之融資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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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中信里昂證券 指 中信里昂證券有限公司，為有關發售及銷售票據

 （一家中信証券  之聯席牽頭經辦人及聯席賬簿管理人之一

 公司）」

「本公司」 指 世茂房地產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證券於聯交所主板上

市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賦予其之涵義

「建築面積」 指 建築面積

「高盛」 指 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為有關發售及銷售票

據之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牽頭經辦人及聯席賬

簿管理人之一

「本集團」、「我們」及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我們的」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滙豐」 指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為有關發售及銷售

票據之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牽頭經辦人及聯席

賬簿管理人之一

「摩根大通」 指 J.P. Morgan Securities plc，為有關發售及銷售票

據之聯席牽頭經辦人及聯席賬簿管理人之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摩根士丹利」 指 摩根士丹利國際有限公司，為有關發售及銷售票

據之聯席牽頭經辦人及聯席賬簿管理人之一

「票據」 指 本公司將予發行之擔保優先票據

「建議發行票據」 指 本公司建議發行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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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協議」 指 由（其中包括）本公司、滙豐、渣打銀行、高盛、

瑞銀、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中信里昂證券（一

家中信証券公司）及附屬公司擔保人就建議發行票

據訂立之協議

「證券法」 指 經修訂之 1933年美國證券法

「新加坡交易所」 指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渣打銀行」 指 渣打銀行，為有關發售及銷售票據之聯席全球協

調人、聯席牽頭經辦人及聯席賬簿管理人之一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擔保」 指 附屬公司擔保人就票據提供之擔保

「附屬公司擔保人」 指 擔保票據之本公司附屬公司

「瑞銀」 指 UBS AG香港分行，為有關發售及銷售票據之聯

席全球協調人、聯席牽頭經辦人及聯席賬簿管理

人之一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美元」 指 美元

「%」 指 百分比

代表董事會

世茂房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許榮茂

香港，2015年 2月 3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五位執行董事許榮茂先生（主席）、許世壇先生（副主席）、許幼農先生、

湯沸女士及廖魯江先生；一位非執行董事劉賽飛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簡麗娟女士、呂紅

兵先生及林清錦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