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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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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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s Flair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科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22）

須予披露交易
採購設備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交易時段後），買方（本公司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設備銷售協議，內容有關以代價6,318,905歐元
（或約57,186,090港元）採購設備。

由於有關設備銷售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在其中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
超過5%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訂立設備銷售協
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交易時段後），買方（本公司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設備銷售協議，內容有關以代價6,318,905歐元（或約
57,186,090港元）採購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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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銷售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賣方： ELMARCO s.r.o.，一間於捷克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買方： Nanoshields Technology Limited，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據董事作出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賣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
立第三方。

主體事項

四 (4)條單獨運作的獨立生產線，每條標準Nanospider™生產線由八組1600毫米長
的電極配置（「NS 8S1600U」）組成，當中應用了溶劑優化及Nanospider的向上紡絲
技術，可在一 (1)個NS 8S1600U紡絲單位內進行流水作業（「設備」）。

代價及支付條款

根據設備銷售協議條款應付的代價為 6,318,905歐元（或約 57,186,090港元），乃由
賣方與買方參考設備單一生產線的標準單價以及設備的規格及技術按一般商
業條款經公平磋商後釐定。

代價將由買方以下列方式支付予賣方：

(i) 1,895,672歐元（或約17,155,832港元），於設備銷售協議簽署後14天內支付；

(ii) 947,836歐元（或約8,577,916港元），於第一條生產線的初步驗收測試後 10天
內或（倘因買方造成延誤）準備裝運後的六個月內（以較早者為準）支付；

(iii) 1,579,726歐元（或約 14,296,520港元），於第二或三條生產線的初步驗收測試
後10天內或（倘因買方造成延誤）準備裝運後的六個月內（以較早者為準）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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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1,263,781歐元（或約11,437,218港元），於第四條生產線的初步驗收測試後10

日內或（倘因買方造成延誤）準備裝運後的六個月內（以較早者為準）支付；
及

(v) 餘額631,890歐元（或約5,718,604港元），於已交付第四條生產線的最終驗收
測試後14日內或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前（以較早者為準）支付。

代價將由本集團以內部資源支付，而毋須動用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一月完成
股份發售所得的所得款項淨額。

預計交付日期

設備將預計按以下時間表交付：

(i) 第一條生產線

第一條生產線的建設將於收到首期付款後26週內可接受初步驗收測試並
於收到首期付款後 29週內可發貨。

(ii) 第二及三條生產線

第二及三條生產線的建設將於第一條生產線的初步驗收測試後26週內（惟
不遲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可接受初步驗收測試並將於第一條生產
線接受初步驗收測試後 29週內可發貨。

(iii) 第四條生產線

買方須於付運前至少 13個月通知賣方有關第四條生產線的安裝詳情。

有關本集團及賣方的資料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主要附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廚具及家庭用品
買賣、零售、批發及分銷以及原材料買賣。買方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並為本公司為持有設備而設立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賣方為一間於捷克共和國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產品╱服務範圍包括納米技術（專注於納米纖維研究及
納米纖維應用開發；納米纖維產品的商業化；項目實施；大規模生產設備；實
驗室設備），且為業界第一的工業規模電紡設備供應商，其無針Nanospider ™技
術用於有效生產優質納米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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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採購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作為其增長戰略的一部分，本集團一直致力於原材料開發及應用以及產品技
術創新，以升級其現有產品的設計組合。設備為生產溶劑型靜電紡絲納米纖維
的領先商業設備，並使用Nanospider ™技術，此為一種可按各種工藝參數輕易調
節的多功能技術，以優化所生產的納米纖維的特定性能。

設備將提升本集團的供應鏈生產本集團產品組件的產能。由於本集團目前將整
個生產過程外包予獨立第三方生產廠房，故本集團有意選擇一間或多間適當
的生產廠房，以安裝設備。本集團將在選擇過程中考慮廠房規模、管理技巧、
財務穩定性及所在地等因素。由於設備的運作並非勞動密集型，倘符合本集團
最佳利益，本集團亦可探尋由自身運作設備的潛力。

因此，董事會相信，採購事項乃於本集團日常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進
行，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有關設備銷售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在其中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
過5%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訂立設備銷售協議及
其項下擬進行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文所載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科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代價」 指 買方根據設備銷售協議的條款應付賣方的代價，
即6,318,905歐元（或約 57,186,090港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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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 指 具有本公佈「設備銷售協議－主體事項」一節所賦
予該詞的相同涵義

「設備銷售協議」 指 賣方與買方就採購事項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
年十月十五日的設備銷售協議

「歐元」 指 歐元，由歐洲聯盟條約組成的歐盟的單一貨幣

「最終驗收測試」 指 最終驗收測試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不時的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與本公司並無關連（定義見上市規則）的個人或公
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初步驗收測試」 指 初步驗收測試

「百分比率」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4.07條所賦予該詞的涵義

「採購事項」 指 買方根據設備銷售協議的條款採購設備

「買方」 指 Nanoshields Technology Limited，一間於香港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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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 指 ELMARCO s.r.o.，一間於捷克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為獨立第三方

「%」 指 百分比

於本公佈內，歐元金額乃按 1.00歐元兌 9.05港元的匯率轉換。該匯率僅作（如適
用）說明之用，並不代表任何金額經已或可能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承董事會命
科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黃少華

香港，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黃少華先生及黃宓芝
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劉建德博士、Anthony Graeme Michaels先生及
梁慧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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