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適用於主板及創業板上市發行人 

 

 
 股份發行人的證券變動月報表股份發行人的證券變動月報表股份發行人的證券變動月報表股份發行人的證券變動月報表 

 截至月份截至月份截至月份截至月份（（（（日日日日／／／／月月月月／／／／年年年年）：）：）：）： 2013年年年年 5月月月月 31日日日日 

 致：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公司名稱 永保林業控股有限公司   呈交日期 2013年 6月 4日   

 

I. 法定股本變動 

 
1. 普通股 

(1) 股份代號： 00723 說明： 普通股  
 

   

 普通股數目 

面值 （請註明貨幣) 

法定股本 （請註明貨幣) 上月底結存 12,000,000,000  港幣 0.0533元  港幣 640,000,000元  增加／（減少） 無    無  

 (                               )       本月底結存 12,000,000,000  港幣 0.0533元  港幣 640,000,000元  

     

(2) 股份代號 不適用 說明： 不適用  
      

   

 普通股數目 

面值 （請註明貨幣) 

法定股本 （請註明貨幣) 上月底結存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增加／（減少） 不適用    不適用  

 (                               )       本月底結存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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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優先股 股份代號： 不適用 說明： 可換股優先股(非上市)  

   
   

 優先股數目 

面值 （請註明貨幣) 

法定股本 （請註明貨幣) 上月底結存 27,534,000,000  港幣 0.01元  港幣 275,340,000元  增加／（減少） 無    無  

 (                               )       本月底結存 27,534,000,000  港幣 0.01元  港幣 275,340,000元  

     

 

3. 其他類別股份 

  股份代號： 不適用 說明： 不適用  

  
   

 

其他類別股份數目 

面值 （請註明貨幣) 

法定股本 （請註明貨幣) 上月底結存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增加／（減少） 不適用    不適用  

 (                               )       本月底結存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本月底法定股本總額（請註明貨幣） 港港港港幣幣幣幣 915,340,000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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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已發行股本變動 

 普通股數目 優先股數目 

其他類別股份數目  (1) (2) 上月底結存 7,085,632,310  不適用  1,293,150,970  不適用 

 本月增加／（減少） 1,181,074,343  不適用  215,525,161  不適用 

 本月底結存 8,266,706,653  不適用  1,508,676,131  不適用 

 

  

 

III. 已發行股本變動詳情 

 股份期權（根據發行人的股份期權計劃） 股份期權計劃詳情，包括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及可發行股份類別 

本月內變動 

本月內因此發行的發行人新股份數目 

 

本月底因此可能發行的發行人新股份數目 

 授出 行使 註銷 失效 

 1. 購股權計劃             

              

              

              

   (27/11/2009)             

 普通股  無  無  無  (35,721,710)  無  2,605,194 

 (註 1)             

              

 2. 不適用             

              

              

              

   (    /    /        )             

 股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註 1)             

              

 3. 不適用             

              

              

              

   (    /    /        )             

 股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註 1)             

     總數 A.   (普通股)  無   

       (優先股)  無   

       (其他類別股份)  無   本月內因行使期權所得資金總額 (請註明貨幣)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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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發行將予上市的發行人股份的權證 權證說明 

(到期日 – 日/月/年) 面值貨幣 上月底面值 

本月內已行使 本月底面值 

本月內因此發行的發行人新股份數目 

 

本月底因此可能發行的發行人新股份數目 

 

 1. 普通股認股權證(非上市)              

               

   港幣  無  (7,242.37)  63,054,885.17  135,625   1,180,803,093 

 (06/05/2018 )   

 

 股份代號 (如已上市) 不適用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普通股  認購價 每股普通股港幣 0.0534元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如適用) 

(日/月/年) 不適用  

 

2. 可換股優先股認股權證 

    (非上市)            

 

 

               

   港幣  無  無  2,157,945.67  無   40,410,967 

 (06/05/2018)   

 

股份代號 (如已上市) 不適用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可換股優先股  認購價 每股可換股優先股港幣 0.0100125元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如適用) 

(日/月/年) 不適用  

 3.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     /            )   

 

股份代號 (如已上市)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認購價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如適用) 

(日/月/年) (    /    /        )  

 4.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     /            )   

 

股份代號 (如已上市)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認購價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如適用) 

(日/月/年) (    /    /        )  

    

 總數 B.      (普通股) 135,625   

  (優先股) 無   

  (其他類別股份) 無   

    



適用於主板及創業板上市發行人 

 

可換股票據（即可轉換為將予上市的發行人股份） 

類別及說明 發行貨幣 

上月底 已發行總額 

本月內已換股款額 

本月底 已發行總額 

本月內 因此發行的發行人 新股份數目 

 

本月底因此可能發行的發行人新股份數目 

 

 1. 可換股優先股(非上市)              

               

               

   港幣  12,931,509.70  無  12,931,509.70  無   242,465,806 股份代號 (如已上市) 不適用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普通股  認購價 港幣 0.055元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如適用) 

(日/月/年) ( 13 / 07 / 2009 )  

 2. 可換股優先股(非上市)              

               

               

   港幣  無  無  2,157,945.67  無   40,410,967 股份代號 (如已上市) 不適用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普通股  認購價 港幣 0.0534元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如適用) 

(日/月/年) 不適用  

 3.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股份代號 (如已上市)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認購價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如適用) 

(日/月/年) (    /    /        )  

 4.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股份代號 (如已上市)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認購價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如適用) 

(日/月/年) (    /    /        )  

 總數 C.  (普通股) 無   

  (優先股) 無   

  (其他類別股份)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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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發行將予上市的發行股份所訂立的任何其他協議或安排，包括期權（但不包括根據股份期權計劃發行的期權） 詳情，包括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如適用)及可發行股份類別 

本月內 因此發行的 發行人新股份數目 

 

本月底 因此可能發行的 發行人新股份數目 

 
 

1. 根據日期為 2011年 12月 19日訂立之股本融資協議(已分別於    

 日期為2011年12月21日及2012年1月19日的補充契約作    

 出修訂及補充)根據一般授權建議發行最多771,812,080股股 無  561,274,204 

 份。    

 有關詳情，請參閱於2011年12 月19 日、2011年12月21日及    

 2012年1月19日刊發之公告。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不適用                                    

 股份類別: 普通股                                                                    (註1)    

     

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    /        )    

 股 (註1)    

     
3.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    /        )    

 股 (註 1)    

     

 總數 D.     (普通股) 無   

 (優先股) 無   

 (其他類別股份)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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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發行股本的其他變動 

 發行類別     

 
 本月內 因此發行 的發行人 新股份 數目 

 
 本月底因此 可能發行 的發行人 新股份 數目 

1. 供股 價格： 請註明貨幣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不適用 

 
 

(   /   /       ) 
 
 

(   /   /       ) 

 

 不適用  不適用 

 

     

   

    

2. 公開招股 價格： 請註明貨幣 

 
 
 
 港幣 
0.0534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普通股 

 
(07/05/2013) 

 
 不適用 

 

 1,180,938,718  不適用 

 

     

   

    

3. 配售 價格： 請註明貨幣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不適用 

 
 

(   /   /       ) 
 
 

(   /   /       ) 

 

不適用  不適用 

 

     

   

    

4. 紅股發行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不適用 

 
 

(   /   /       ) 
 
 

(   /   /       )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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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類別     

 
 本月內 因此發行 的發行人 新股份 數目 

 
 本月底因此 可能發行 的發行人 新股份 數目 

5. 以股代息 價格： 

 請註明貨幣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不適用 

 
 

(   /   /       ) 
 
 

(   /   /       ) 

 

 不適用  不適用 

 

 

     

   

    

6. 購回股份     

 所購回股份類別 (註 1)  

 註銷日期：  

(日/月/年)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不適用 

 
 

(   /   /       ) 
 
 

(   /   /       ) 

 

 不適用  不適用 

 

7. 贖回股份     

 所贖回股份類別 (註 1)  

 贖回日期：  

(日/月/年)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不適用 

 
 

(   /   /       ) 
 
 

(   /   /       ) 

 

 不適用  不適用 

     

   

    

8. 代價發行 價格： 
請註明貨幣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不適用 

 
 

(   /   /       ) 
 
 

(   /   /       )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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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類別     

 
 本月內 因此發行 的發行人 新股份 數目 

 
 本月底因此 可能發行 的發行人 新股份 數目 

9. 資本重組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不適用 

 
(   /   /   ) 

 
 

(   /   /   ) 
 不適用  不適用 

     

   

    

10. 其他 

 (公開招股) 
價格： 

請註明貨幣 

 
 
 
 港幣 
0.0100125  

 可發行股份類別 (註 1)  

 發行及配發日期：  

(日/月/年) 

 股東特別大會通過日期： 

(日/月/年) 

 可換股優先股 

 
 

(07/05/2013) 
 
 不適用 

 

 215,525,161  40,410,967 

 

   

  總數 E.     (普通股) 1,180,938,718   

  (優先股) 215,525,161   

  (其他類別股份) 無   

 

 

 

 本月普通股增加／（減少）總額（即 A至 E項的總和）： (1) 1,181,074,343 

 (2) 無 本月優先股增加／（減少）總額（即 A至 E項的總和）： 215,525,161 本月其他類別股份增加／（減少）總額（即 A至 E項的總和）： 無 （此數目應相等於上文第 II項（「已發行股本變動」）內的相關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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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如有)： 兹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五月六日之售股章程及公告。根據公開發 售之條款已發行及配發 1,180,938,718股普通股、215,525,161股可換股優先股面值金額為港幣 

2,157,945.67元其每股普通股認購價為港幣 0.0534元、面值金額為港幣 63,062,127.54元的普通股認股權 證其每股普通股認購價為港幣 0.0534元及面值金額為港幣 2,157,945.67元的可換股優先股認股權證其每 股可換股優先股認購價為港幣 0.0100125元。發行及配發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七日完成。 

 

 

 

 

 

 

 呈交者：  鄭鎮昇      

 職銜：  公司秘書      

 (董事、秘書或其他獲正式授權的人員) 

 

 

 註： 

 

1. 請註明股份類別 (如普通股、優先股或其他類別股份) 。 

  

2. 如空位不敷應用，請附加指定的續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