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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莪

1.在 本铟刖内 9除井文羲另有所指 ,下表直排左方字橐之涵羲载於相封的右方 °

字鼻         涵蒌

「公司法」   ·  百慕建一九八一年公司法

「核敷肺」       琨峙本公司的核敷肺 ,可包括任何佃人或合夥人

「系田具刂」 本铟刖 (以琨峙形式或不峙艇捕充或修耔或取代之形式 )

「董事畲或董事」    本公司董事舍或在本公司有法定人敷的董事畲畲蓠中出席的

董事

「股本」        本公司不恃的股本

「整 日」        翮於通知期 ,孩通知期不包括蛩出或被祝扁暌出之 日及耔明

之蘩出 日期及生效 日期

「箱算所」       香港镫券及期货 (锚算所)僚例第2僚界定的韶可黯算所或本

公司股份上市或卦牌之镫券交易所所在司法管辖匾内法例之

韶可箱算所

「本公司」       Victory Group Limited(莘 多利集圄有限公司 )

「有踟孟管穰啪」    本公司股份上市或擀牌之橙券交易所所在地之有粥孟管裰酮

「僮券 「及」      分别包括偾券股及慎券之持有人       ˉ

慎券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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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惹券交易所」   就公司法指定的胬券交易所 ,本公司股份在核镫券交易所上

市或擀牌 ’而核镫券交易所祝该上市及卦牌扁本公司股份之

第一上市及卦牌

「元」 香港法定货带元

「勰辨事虎」  、  董事不峙决定作扁本公司主要辨事虎之本公司辨事虎

「股束」 本公司股本 中股份之不畸正式登靓持有人

「月」         厝月

「通知」 善面通知 ,除非本钿刖另有所指及作莛一步界定外

「辨事虎」       本公司瑰畸之盏栅辨事庭

「缴足」 徼足或入眼列作缴足

「登芤册」       根掾公司法规定存置的本公司股束主要遇卢登芤册及分册

「遇卢登靓虎」     翮於任何颊别股本 ,董事舍不峙决定就核簌刖股本存置股束

登芤分Ⅲ的地黠 ,及该叛别股本之遇F或其他所有槿文件之

登芤送建地黠或暹行登芤地黠

「印章」        在百慕建或百慕建以外任何地方使用的本公司法圄印章或任

何一佃或多佃禳裂印章 (包括镫券印章)

「秘善」        董事畲委聘之任何人士或公司 ,以履行本公司秘善皲矜 ,业

包括任何助理 、代秘善 、蹁峙或庭理秘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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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

「年」

猊正生效或影辔本公司、其粗锇章程大锏及/或本细则的的
公司法及百慕建法律的任何其他法令

厝年

2.在 本铟剡内 ,除非舆主题或文羲内之祠萧不符合下列静意 :

㈤ 罩敷字橐包括其禳数意羲 ,反之亦然 ;

lb) 表示某一性别之字橐包括两佃性刖及中性 ;

⑹ 表示人士之字橐包括公司 ,搦宫及不黼是否巳成立扁法圄的圉艘

(dl 下列字橐 :

⑴ 「可」虑羟释栩静可 ;

(ii) 「须」或「牌」瞧羟释扁必要 ;

⑹ 除井出瑰相反目的 ,提及謇面的祠静须萦榫扁包括印刷,石版印刷 9影印及其他以

可祝察方式表逵字或固形的方法 ;

⑶ 提及任何法令 、僚例 、法规或法定规定须被解耀扁踟於任何瑰畸生效之法定修耔

或重新制耔 ;

lgl 除上文所载外 ,在法规内界定之字橐及嗣静如舆文羲主题业井不符 ,须舆本铟刖

之字祠意羲相同 ;

lh) 倘以蝥出不少於(21)整 日的大宫通知列明 (在不掼及本钿刖内所载修耔獾力以修耔

本绷刖情况下)凝提呈决蓠案扁特别决蓠案之方式而召阙的股束大舍上 ,艇有榷
,投票的股束以不少於四份三投票率通遇的决蓠案须扁特别决蕺案 ,苡等股束须舰

自投票或如股束扁公司 ,刖以彼等正式授榷代表或钕卩准静以委任代表)以委任代

表投票 °惟在大畲 (除股束遇年大舍外)上如貘有榷出席及投票的大多敷股束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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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指等有股份不少於附有核獾利之股份赈面值(Ⅱ)%)9以 及倘扁股束遇年大

含 ,如貘有榷出席及投票的全部股束同意 ,可以蝥出少於(21)整 日的大含通知召

阴之大舍上提呈及通遇一顼决茜案扁特别决蓠案 ;

倘以蝥出不少於(14)整 日的大舍通知而召圃的股束大畲上 ,艇有榷投票的股束以

筒蕈大多敷投票通遍的决羲案须栩普通决蓠案 °该等股束须窥 自投票或如股束栩

公司 ,刖以彼等正式授榷代表或 钕日准静以委任代表)以委任代表投票 ;

如有根掾本铟剡或法规任何规定表明必//a取得普通决蓠案的情况 ,核等情况亦可

逋用特刖泱蓠案 °

股  本

3.⑴  在本锢刖生效之 日 ,本公司股本须分旖每股面值o.1o元 之股份 °

(2) 在公司法 、本公司之徂锇章程大锏及任何指定惹券交易所及/或任何有踟盂穰翮
之规例规限下 9本公司有丽媾夏或以其他方式媾入其本身股份之榷力须由董事含按其懿扁
逋营之僚款珥依掾其懿扁逋莒之僚件行使 。

⑶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不得直接或固接向将媾入或建蓠媾入本公司股份之人士
就其腈真提供财政耷助 ,煞肃在媾入畸或之後提供 ,J淮 本锎刖不得禁止公司法批准之交
易 °

更改资本

杂.本 公司可不峙按照公司法第 d·s僚以普通决蕺案 :

⑶ 增加在决蓠案内定明数颔的有圃金颔般本 ’血将分栩有踟鼓量股份 ;

lb) 合拼及拆分全部及任何股本 9使股份面值大於睨畸股份 ;      ˉ

⑹
’
将股份分扁篾佃颖别及在不掼及任何以往赋予琨有股份持有人之榷利下 9附加任

何傻先 、邈延 、合资格或等别榷利 、特槿 、傺件或蚀日井由本公司於股束大含上

决定)董事可能决定之孩等限制 9J淮倘本公司暌行不附投票榷股份 ,「缎投票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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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嗣须在指定核等股份暗加上 ,及如股本包括不同投票榷之股份 ,刖在指定每颊
刖股份畸除附有最傻惠投票獾股份外 ,必须加上「有限制投票」一祠 ;

ld) 拆铟其股份或任何部份栩面值少於徂触章程大胴所定金颔之股份 (惟 受公司法所
限),及可以孩决蠡案 9决定徙该分拆而畲使股份之持有入固畲有一股或以上附

有本公司有榷加静未蝥行或新股份之该等傻先榷 ,或 (舆其他股份比较)受到本公
司有榷加静未蛩行或新股份之该等限制 ;

⑶ 改燮其股本之货甯罩位 ;

lO 扁蛩行及分配不附投票椹股份而作搔铺 ;及

⑶ 封於在决蓠案通遇 日期未提取或未貘任何人士同意提取之股份准行敲蛸 ,及在股
本中减低去赶蛸股份敷目之金颔 °

5.如 韶栩榷宜需要 9董事畲可解决根橡上次定稿之铟刖莛行之合拼及拆分而廑生之任何
困鞋 ’及尤其 (但 不影辔上文之一般性)可蛩行碎股及安排出售碎股 9及按正碓比例分配出
售所得予原虑享有碎股之股束 9而就此董事畲可授榷若干人士将碎股樽藩予夏家 ,或羲决
将所得款填浮颔掇蹁本公司所有 °核真家毋须理畲媾真款填之逗用 9而彼封股份之所有榷
亦不舍受出售所得的不莒或艇效事件所影辔 °

6.本 公司可不峙以特别决蕺案 ,在任何法例规定之碓韶或同意限制下 ,以法例容静之任
何方式减低法定或巳蛩行股本或任何股份溢僚赈或其他不可分派储倩 。

7,除 蝥行僚件或本锢刖另有规定外 ,因增哉新股而篝集之任何股本须祝栩猫如本公司原

有股本之一部份 9而在支付催缴及分期款填 、撙禳及撙移 、没收 、留置獾 、盏销 、放蘖 、

投票豕其他方面 ’核等股份须受本细刖所载规定之规限 °

股 桎

8.在 赋予任何股份之持有人的任何特别榷利规限下 9本公司任何股份 (不黼耩成琨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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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部份舆否)之蛩行可附有本公司以普通决篱案决定或钕日缎该等决定或该决定业煞耔定

僚文)董事畲决定之孩等榷利或限制 ,不揄有圃股息 、投票 t资本回冁或其他事宜 °

9.在 公司法第妮及43僚之规限下 ,可蝥行任何傻先股份 9而核等傻先股份亦可撙换成股
份 (此等股份可於某一决定之日或在本公司或其徂锇章程大锏授槿之持有人趑挥下 9可按照

本公司於蝥行或撙换前以股束普通决蕺案决定之僚款及方式寝回)° 若本公司媾入可膻回股

份以作寝回 9刖 井艇市埸或投漂腈入之股份 9须限於本公司股束大畲可能不峙廑定一般或
针封佃别媾入股份之最高慎格 °若以投漂腈入股份 9剡全艘股束须貘参予投镖 。

更改股榷

10.在公司法规限及不影辔绷刖8之情况下 9莒其恃附於股份或任何颊别股份之所有或任

何特定榷利 ,若艇孩颊别已蛩行股份不少於四分三之持有人善面同意或该颖别股份持有人

於各刖大含上以通遇特刖决羲案方式批准 ,刖可不峙 (不揄本公司在清邂 中舆否)予 以更

改 、修耔或撤蛸 ,惟核’9g别 股份蛩行僚款另有规定者 9则营别黼 °此等钿刖有翮本公司股

束大含之一切僚文 ,须在加以必要燮通情形下 9方可逋用於上逋每佃各别大畲 ,以致 :

㈤ 所需之法定人鼓 (艘舍除外)须栩两名持有或以委任代表出席持有不少於核颊别已

蛩行股份面值之三分之一之人士 (或若股束扁法圉 ,刖属其正式授槿之代表),及
於上迹持有人之任何膻畲上 ,雨名韫身出席之持有人 (或若股束扁法圄 ,刖属其

正式授榷之代表)或 以委任代表出席 (不揄其所持有股数)均须耩成法定人敷 ;

lb) 核颊别股份之各持有人 ,须有槿以某所持一股该股股份可投一票方式参予表决 ;

及

⑹ 任何韫身或以委任代表代栩出席之核颊别股份持有人 ,可要求莛行表决 °

11.赋予任何股份或颊别股份持有人之特别椹利 ,不得祝作艇由崖生或蛩行舆该等股份享

有同等榷益之颌外股份而告更改 、修耔或撤蛸 ,惟该等股份之所附榷利或蝥行傺款另有明

文规定者 9刖营别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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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份

12.(l) 在公司法及此等铟则及 (若逋用)任何指定股票交易所规则规限及不影辔营其畴附

於任何股份或任何颊别股份之特别榷利或限制之情况下 9本公司未蛩行之股份 (不黼蜃原先

或任何已增资本之触成部份舆否),须供董事畲 自行虎置 ;而董事舍可按以本身筢封酌情槿

所廑定之畸阎 、代慎及僚款舆僚件 ,向 有翮人士要的出售 、配蛩孩等股份 、授予该等股份

之媾股槿或出售核等股份 9惟不得籽孩等股份按折扣慎蛩行 °本公司或董事畲於作出或授

予配蛩 、要的出售该等股份 、或有翮该等股份之媾股榷或出售孩等股份峙 ’概椠须向股束

或以任何一佃或多佃特定地匾作栩泣册地址之其他人等 ’提供或使之可提供任何上逑要的

出售核等股份 、或有翮孩等股份之媾股榷或股份 9而董事舍韶扁 ,就苡佃或多佃特定地匾
而言 ,若煞蔽栅睐迹善或未艇莛行其他特定手膻 ,刖作出上逋提供或使之可提供一事 9将

含或可能畲属井法或不切寅可行 。受上文影辔之股束 ,在各方面而言 ’不可属於或不可祝
作属於猸立颊别股束 °

(2) 董事畲可蛩行韶股槿澄 ,赋予其持有人按董事含可不峙廑定之傺款 ,韶媾本公司

股本中之任何颊别股份或磴券 。

13.本公司可因臆蛩行任何股份而行使艇公司法赋予或批准之有圃缴付佣金及艇能聋用之
一切榷力 。在公司法规限下 9有圃佣金可以瑰金支付或藉配蝥悉敷或部份徼足股份以作支

付或以琨金及股份兼倩方式支付 °

14.除法律所规定者外 ,任何人士均不受本公司碓懿栩艇信耗而持有任何股份 ,而本公司

更不受任何的束或任何方面规定而须碓韶 (甚至於在狴悉之情况下)所估任何股份或零碎股

份之公正 、待碓定 、日後或部份榷益或 (除此等铟刖另有规定者外)有踟任何股份之其他榷

利 (但不包括盏册持有人之全部筢封榷利)。

15.在公司法及此等钿刖规限下 ,董事含可於配蛩股份後 9但在任何人士已名列登芤册作

栩持有人之前 ’随畸碓韶承配蝥人放窠有翮配蝥股份以惠及若干其他人士之做法 ,业可籍

予股份之任何承配蝥人一填榷利 9即按董事舍韶栩逋合钉定之僚款及僚件 ’毽行上迹放蘖

镬配暌之做法 °

股  票

16.每振股票须盍上印章或以锓裂品形式癸行 9业须敲明相踟股份之数目 、’,g别 及谶别膈

虢 (如有),以及已镦金颔及按董事含可不畸廑定之形式印裂 。股票概不可因代表超出一颊

刖之股份而蝥行 °董事舍可就一般或任何一佃或多佃特定情况 ,决蓠任何孩等股票 (有 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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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镫券之股票)上之任何署名毋须属韫簟笈署 ,但可艇由一些穰械方法在股票上缀署 ,或可

,lg署 名印裂於股票上 ,或孩等股票毋须由任何人士笈署 。

17.⑴ 如属由多人璐名持有之股份 9本公司不受到须癸行一狼以上股票之规定所的束 ’

而交付一眼股票予多位骈名持有人之其中一人 ,得足以作栩交付所有持有人揄 °

(2) 若股份以雨位或以上人士名羲持有 ,则於名栅上名列首位之人士 ,就送逵通知窨

以及在此等铟剡僚文规限下 9所有或其他舆本公司有翮之菜貉 (股份蛑镶除外)而 言 ’须猊
扁覃一持有人 。

18.於配蛩股份之峙 9每位在登靓册上靓名舄股束之人士将可免寮就所有该等任可一颖别

股份猹得一振股票 9或按董事含不峙决定在第一眼股票後就每强股票徼交合理之寅徼聋用

後 9就孩等颊别之一股或以上股份攫得敷振股票 °

19.股票须於分配後 9或 (除本公司营恃有榷就一瑗鳟禳拒筢登芤或不作登懿外)在 向本公
司返交鳟禳表格後 ,在公司法静明或指定镫券交易所可不晴决定之有翮峙限内 (以较短峙固
栩辈)蛩出 °

⒛。 ⑴ 在每次撙禳股份畸 ,由辂禳人持有之股票须交遗以便拄蛸 ,业随即相臆盏蛸 ,业

畲就辂禳予受禳人之股份蛩行新股票 ’所收聋用巳戴於本铟刖第(2)段 °如交遗之股票中包

含之任何股份臆由撙禳人保留 9刖在徼交上逋须由蒋禳人缴付本公司之聋用後 9暌出一眼

新股票予彼 °

(2) 上文⑴段所逋之聋用不得超遇指定胬券交易所不畸决定的有翮最高聋用 ,惟董事

含可不峙决定一项较低的聋用 。

21.如股票有掼壤或污掼或馨程遣失 、失霜或全毁 ,在提出要求後及按指定澄券交易所决

定的聋用 (栩最高虑付聋用或董事畲决定的较低聋用)缴交款填後 9而倘遵照踟於想磴及辅

僚的傺款 钕日有)及支付本公司就查核该等愚澄及预侑董事畲韶扁逋营之祜馍而引起之成本

及合理的本公司寅缴黄用後 9如属掼壤或污掼 9刖在向本公司交回营股票後 ,可向有翮股

束癸出代表相同敷目股份的新股票 ,惟如曾蛩出懿股榷澄 ,除井董事碓信原有韶股椹澄巳

全毁 ,否剡不含蘩出新韶股榷惹以取代遣失之韶股榷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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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枉

22.本公司封每股股份:(业
非徼足股款股份)臆挤有第一及最高留置榷以取得催收的全部股

款 (不揄是否琨峙虑支付)或就孩股份而臆於一佃固定畸同内支付者 °本公司亦臆葑以一位
股束 (不揄是否舆其他股束骈名)名 羲登毳的每股股份挤有第一及最高留置槿 ,以取得琨畸
臆由孩股束或其资崖付予本公司的全部款填 ,而不肃鼓簟款填是否本公司猹知畲孩位股束
以外之任何人士之任何衡平或其他榷益之前或之後所招致者 ,以及不揄是否支付或蛩放该
簟款填的期限已碓寅静出 ,而傣管孩簟款顼乃孩位股束或其资廑及任何其他人士 (不肃其是
否扁本公司的股束)的共同偾瑗或夤偾 °本公司封股份的留置榷臆接大至股份或有圃其所胨
付之全部股息或其他款填 °董事畲可不峙 (不肃一般或就任何特别事例而言)豁免所廑生的
任何留置榷或宣柿任何股份免受 (全 部或部份)本铟刖的规定制的 °

23.根掾此等铟刖 9本公司可按董事畲所决定的方式出售本公司摊有留置槿的任何股份 ,

惟除井留置榷所存在的股份有嬲的若干款瑗瑰峙虑予支付 ,或留置槿所存在的股份有圃的
黄任或徇定须於瑰峙履行或解除 9或者是待至善面通知 (其 聱明及要求核簟款瑗瑰畸臆支
付 ’或特别指明孩黄任或钩定 ,亚且要求予以履行或解除及蛩出不予出售的意向善)送建莒
峙股份之登靛持有人或因其死亡或破廑而有榷挤有股份之人士之十四天足 日届浦後才得作
出出售 °   ~

24.出售的所得款项浮钣虑由本公司收取 ,业用於支付或解除留置禳存在之有圃值眉或黄
任 ,倘若上逋款填珥畸虑予支付 ,以及任何馀颔臆 (受制於琨峙不予支付之毽行出售箭股份
所存在的偾填或夤偾之同颊留置椹)支付予出售股份峙有槿搡有股份的人士 °扁寅行任何股
份出售 ,董事畲可授椹若干人士牌已售之股份鞯藩予其贾家 °贾家虑登芤扁已鞯禳股份之
持有人 ,业且其遇用媾股款填膘不受盂察 ,而其封股份之所有榷虑不受有圃出售遇程中出
琨的任何不依正式手艚或缎效性的任何影辔 °

催嫩股款

⒛。 根撩此等铟规及配蝥僚款 ,董事畲可不畸就股束之股份之任何未徼股款 (不黼是按股
份之面值静算或者是以溢慎方式)向股束催徼 ’而各股束臆 (受制於最少十四(14)佃 整 日前蛩
出指定付款峙固或地黠之通知)向 本公司徼付该通知所规定的向其股份催缴的金颔 °催缴可
因董事畲之决定而全部或部份延畏 、推握或取蛸 ,惟股束不畲得享苡等延畏 、推握或取
销 ,除井作扁竟限及艘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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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催缴虑被祝作营授榷董事舍催徼之决蕺案貘通遇峙作出 9以及可以一簟遇或分期方式

支付 。

27j 被催徼之人士臆缝艚承檐催镦黄任 ,盛管受催徼之有粥股份最佟已予撙攘 °股份之璐

名持有人膘共同及侗刖夤黄支付全部催徼款项及有踟股份之到期分期付款或有翮股份之其

他到期款项 °

28.倘有嬲股份之一擎催缴金颔未能於其指定付款 日期或之前缴付 9刖欠夤核簟到期款埂

之人士虑支付未缴款嗄所招致 的利息 ,业按董事畲廑定的息率 (不虑高於百分之二十(⒛%)
年率)由 指定付款 日期至寅除付款峙固静算 9惟童事舍有筢封酌情榷全部或部份豁免缴付孩
簟利息 °

29.除井股束欠夤本公司之全部催徼款填或到期之分期付款 (不黼罩蠲或舆任何其他人士

共同欠夤)建同利息及聋用 α日有)已狴缴付 ,否则孩股束概熊榷收取任何股息或钲利或出席
任何股束大畲 (不揄是舰身或由代表)及在含上投票 (作扁其他股束之代表除外),或被卦作

法定人敷 9或行使作扁股束之任何其他特榷 °

30.於毽行蕃肃或任何司法行勤或其他司法程序之聆韶舄任何催徼追封任何到期款填畸 9

其臆足以镫明被起新的有圃孩簟臆静值填之股份之股束 (或其中一位股束)名 列登靓册内 9

而作出催徼决蓠案已根掾此等铟则正式芤绿於畲蓠靓掾内 ,及该填催徼通知已正式送建被

起新的股束 ;且其毋须澄明作 出孩填催徼的董事的委任或不揄任何其他事宜 ,惟上逑事宜

的澄明臆栩债填之碓惹 。

31.根掾配蛩或按任何固定 日期之有踟股份之任何虑付金颔 (不黼是否有蹋面值或溢偾或

作舄催徼之分期付款)虑被祝扁正式作出的催缴及臆於稹定付款 日期支付 ’而倘未能支付 ’

刖此等钿刖之规定臆予操用 ,猫如核簟金颔已到期及因已正式作出及通知催徼而臆予支

付 。

32.於癸行股份晴 ,就催徼支付金颔及付款畸固而言 ,童事畲可按佃别承配人或持有人而

作不同庭理 o

33.董事畲可 (倘懿扁逋合)徙颖意顶付孩簟款填 (及不黼以金镄或金镄之慎值)之任何股束

收取孩簟款填 、未被催徼及全部或任何部份未付之款埂或营由其持有任何股份所虑付之分

期付款 9及按董事畲决定之息率 (如 有)扁蒗付 (直至孩簟款赝 (惟就预付而言)燹扁琨峙虑

付)之全部或任何款项支付利息 °董事畲可随峙就核方面向孩股束蝥出不少於一佃月的意向

通知 ,便付擐稹付的金颔 ,除井於孩填通知届浦峙 ’该簟蒗付之金颌已就典蒗付相豳之股

份作出催徼 °核簟预付之款填不臆赋予孩股份或孩等股份之持有人榷利以貘享就股份於其

後宣派之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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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股份

34.⑴ 催缴於其到期及虑付後倘依然未付 ,刖董事畲可铪予欠款人士不少於十四 (1⑶ 佃
整日之通知 :

㈤ 要求支付未付金颔 ,连同臆静之任何利息及可静至寅除支付日期之任何利息 ;及

lb) 表明倘未能遵徙核嗄通知 ,刖遭受催徼之股份籽被没收 °

⑺ 倘任何孩瑁通知的要求未镬遵徙 ,刖有翮蛩出该殒通知的任何股份其後随峙 (於
全部催镦崔得及就其虑带之到期利息攫支付前)按董事畲就孩目的作出的决蓠案予以没收 ,

而垓填没收虑包括扁被没收股份宣派的全部雄息及钲利 ,惟乃於没收前未寅除支付者 °

35.营任何股份被汶收 ,没收通知虑送建身扁未被没收前之股份之持有人之人士 。没收不
臆甲遣忘或疏忽而未能蛩出该填通知而燹成惩效 。

36.董事畲可接舾交出的下迹牌予没收之任何股份 ,雨在该情况下 ,此等铟刖所述的没收
籽包括孩琪交出 P

37.直到根掾公司法规定予以取销 ,否刖被诲收股份臆栩本公司的财廑 ,可售予 、重新配
蛩予或者出售予董事畲所决定之苡等人士 ,业按核等僚款及苡等方式 9以 及於销售 、重新
配蛩或出售前董事畲随畸按董事畲筐定的孩等傺款予以取蛸 。

38.其股份已被没收的人士就有圃被没收股份臆不再栩股束 ,惟依然有黄任付予本公司於
没收之日臆由其就核等股份付予本公司之全部款填 ,连同 (倘 董事酌情规定)按董事含筐莳
之息率 (不得高於百分之土十 Qo%)年率)由 没收之日起静至付款峙之利息 ,董事含倘懿祸
逋宜於强制孰行付款 ,及毋须於没收日期舄镫没收股份之僧值作出任何削减或折扣 9惟倘
及莒本公司就该等股份悉敷收到全部苡等款填 ,其黄任膘予佟止 °就本铟RlJ雨 言 ,按鹭行
股份之倏款 ,任何瞧於固定峙圃(於 没收日期之後)支付的金彀 (不萧按股份面值静算或以溢
儇方式)9傣管尚未到孩付款峙固 9慝被祝舄於没收之日鹰付 9及孩簟金额慝於没收峙即峙
到期及鹰付 ,惟其利息只瞧於介乎上逋固定埒固舆寅降付款日期之任何期F:i支付 °

39.由一位董事或秘善宣饰已於指定日期没收股份 9慝其针封宣稻有榷臃有股份之全部人
士之事寅之碓澄 ,而该项宣饰慝 (在需要畴艇本公司釜署蜉攘文艨 )耩成股份的有效所有
榷 ,而股份所售予之人士愿登靓舄股份之持有 9彼不必理畲代倡 (如有 )之厘用 ,其於有
翮股份之所有榷亦不受有丽股份没收 、销售或出售程序之任何不莒手镇或轹效性所影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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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任何股份被淙收 ,则宣饰通知虑蘩铪繁急没收前名列登韶册之股束 ,及慝即畴将没收一
事湟同溲收日期记镞於登记册内 9惟倘因任何遣忘或疏忽而未能蝥出该填通知或毽行葩傲
均不畲在任何情况下致使没收氟效 °

钥.掭 管毽行任何上筵孩等没收 9董事畲可随峙 (於被没收的任何股份已被售出 、重新配
蝥或者出售前)批准媾回已被没收的股份 9业按支付全部催徼之僚款及营利息到期及有粥股
份招致之壹用及其韶扁逋合之孩等其他僚款 蚀口有)°

41.没收股份臆不影辔本公司取得任何已催徼款填或胨付之分期付款之榷利 。

42.此等铟刖的规定乃豳於臆逋用於任何金靛之井付款事宜 (按蝥行股份之僚款),成栩臆
於一佃固定峙圃内支付 (不黼是按股份面值或是以溢儇方式),猫如孩簟款项已因正式作出
及通知催徼而臆予支付 。

股柬名Ⅲ

们。 ⑴ 本公司虑存置一本或多本登靓册 ,业列载以下勰钸 :

㈤ 每名股束的姓名和地址 、其持有的股份数目和簌别及已付金颔或已同意将予考虑
作扁封该等股份的付款 ;

lb)每位人士獾列入登匏册内的日期 ;及

⑹ 任何人士煞止作扁股束的 日期 °

(2) 根掾核公司法 ,本公司可於任何地匾存置海外或本地或其他股束居民登靓分册 9

而董事畲断定乃有阑存置任何苡等登芤栅及舆其有翮而保留一佃遇F登靓虎 ,刖可作出及
修改核等法规 。

铒。 登芤册及登懿分册 (祝情况而定)虑於每侗管桨 日上午十畸至中午十二畸围放免聋供股
束查圃 ,或供任何其他人士查圃 (按最高收聋百慕建元五元)根椽公司法在百慕建的辨事虎
及其他地方存置的登靓栅 ,或 (倘逋用)按最高收聋十元在遇F登靓庭查圃 。登靓栅包括任
何海外或本地或其他登祀分册 ,於在指定的冁章及 (倘逋用)根掾任何指定镫券交易所就孩
目的作出的规定所指定的任何其他冁章刊登度告作出通知後 ,可於董事畲决定 (针封-般股
份或就任何镢别的股份而言)的每年不超遇三十(3o)佃 整 日的畸Foa或 期圃内暂停辨理遇F登
靓手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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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绿日期

奶。 掭管存在本公司钿刖的任何其他规定 ,惟董事可定出任何日期作栩靓掾日期 ,以便 :

⑷ 碓定股束是否符合资格收取任何股息 、分派 、配蝥或蝥行 ,以及该懿掾日期可扁
宣派 、派付或作出核股息 、分派 、配蛩或蝥行 (或 扁其之前或之後的不超遇三十
(3o)天 的任何峙圃)之任何日期 ;

lb) 碓定股束是否符合资格收取本公司任何股束大含的通告及在含上投票 °

股份蓠裰

o·G.根 掾此等钿刖 ’任何股束可利用鳟藩文擦以渭常或普通方式或以董事畲批准的任何其
他方式或不公 围地及可 (倘蛑藩人或承禳人栩箱算所或其代理人)以人手或穰印缀名或以董
事舍可能不畸批准的任何其他缀署方式螅禳其全部或任何股份 °

47.蒋禳文掾臆由鳟禳人及承藩人或彼等之代表缀署 ,惟董事畲可根掾其酌情榷在懿扁逋
合的任何情况下豁免 由承藩人簇署鳟禳文璩 。在不影辔钿刖第娟僚的情况下 9董事畲亦可

膘蒋禳人或承禳人的要求 ’篱决 (不黼就一般或任何特定情况而言)接钢檄印缀名鳟静 蝉
禳人膘缝箱被祝作股份持有人直至承禳人的姓名载入登芤册内 °此等铟刖业椠僚文畲妨凝
董事畲碓懿受配人放蘖任何股份之配蛩或暂定配蝥予若干其他人士 :

0· B。 ⑴ 董事畲可 (按 筢封酌情槿)及毋须栩此籍予任何理 由便拒筢任何股份 (业 非徼足股
款股份)撙藩予董事畲不予批准之人士莛行撙禳登靓 ,或拒筢栩根掾任何偃具股份奥励萧劐
(目 前仍然存有鞯禳限制者)蝥行之任何股份毽行鳟藩登匏 ,以及亦可在不影辔上逋一般情

况下 9拒筢扁向超遇四⑷位骈名持有人辂禳任何股份或鳟禳本公司挤有留置槿之任何股份
(业 井徼足股款股份)毽行登靓 。

(2) 不虑向未年成人士或精神失常或法律上椠行扁能力的人士毽行蛑禳 ° ˉ

l3).董事舍在任何逋用法例可下 9可按其筢封酌情槿决定随峙及不峙籽登韶册上之任

何股份鳟移至任何登靓分栅或将任何登芤分册上之任何股份蝉移至登靓栅 °就任何核等鳟
移而言 ,寻求蒋禳之股份持有人臆承檐毽行蒋移的聋用 ,除井董事含另有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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妁

井

⑷ 除非董事畲另外同意 (其搦羲可按董事畲不峙根璩其筢封酌情槿廑静之该等僚款
及受制於孩等僚件 ’以及董事畲得就搦蓠 (毋须就此耠予任何理由)根攘其筢封酌情槿籍予
或不铪予),否刖登芤栅上的股份概不得鞯移往任何登靓分册及任何登匏分栅上的股份亦不
得蜂移往登靓册或任何其他登茕分栅 ’业臆提交所有撙移及其他所有槿文件以便莛行登
懿 ,以及於 (就於遇卢登芤分虎之任何股份而言)有踟遇尸登懿虎登靓及於 (就於登懿册上之
任何股份而言)核虎或百慕建其他地黠 (其根檬公司法存置登祀栅)毽行登芤 °

毋须受上迹最後一填锢刖的一般情况所限制 ,董事畲可拒筢碓韶任何鳟禳文攘 ,除

⑶ 指定橙券交易所廑耔的收寮之最高金馥牌予支付或董事含不峙规定的较少金锺已
就此付予本公司 ;

(b) 箨禳文擦馑踟於一槿舨别的股份 ;

㈦ 撙镶文檬提交辨事庭或根檬公司法存置登芤册之百慕建其他地黠或遇F登匏虎
(祝情况而定),莛同有蒴股票及董事畲可能合理地要求提交之用於鬏示撙禳人有
榷莛行韩藩之其他镫擦 (以 及 ’倘鳟藩文檬是由若干其他人士代表其矮署 ,刖该
人士所攫之授槿);及

ld) (如 逋用)鳟禳文檬猹正式及正碓盍印 。

50.倘董事宫拒筢任何股份毽行尊禳登靓 ,臆於撙禳提交本公司之日起静的雨(2)侗 月内分
刖向蛑禳人及承禳人寄蝥拒筢通知善 °

51.股份或任何镢别的股份之撙攘登靓 ,可以在指定辍章及 钕日逋用)根擦指定澄券交易所
就孩目的而规定的任何其他冁章 ,刊登度告以蛩出通知後 ,於董事畲廑耔之孩等畸圃及该
等期固内 (不得超遇任何一年的三十(3o)佃 整日)暂停辨理 °

股份霄移

52.倘股束逝世 ,刖舆逝世者骈名持有股份的尚存者及其合法佃人代表 (其乃唯一或馑存
之持有人)籽猹本公司承韶茄掾有其股份槿益之任何所有槿之唯一人士 ;惟本铟刖任何僚文
均不能使逝世股束 (不黼猸估或骈名持有)的遣廑解除有踟由其罩猸或骈名持有之任何股份
所承檐的任何黄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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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根橼公司法第52僚 ,可能因股束逝世或破廑或清磐而臆得股份之任何人士可在以其名
羲提交董事舍罘求之澄檬後 9邋挥成掏股份持有人或提名若干人士登韶扁股份承攘人 °倘
彼攫挥成掏持有人彼须以瞢面知舍本公司之遇尸登靓虎或辨事虎 (祝乎情况而定)以镫明其
邃挥 °倘彼援捍以其他人士之名羲登靓彼须向该人士莛行股份撙禳 °此等细刖有翮辑攘槿
及登靓股份蒋藩之规定耨逋用於前迹孩等通知或蟀藩 ,猫如业鳃蝥生股束逝世或破廑 ,而
孩通知或撙镶扁孩股束矮署之鞯禳 °

5壬。 可能因股束逝世或破廑或清邂而臆得股份之任何人士籽享有猹如彼栩股份登靓持有人
所享有之相同股息及其他傻惠 ,惟於核人士未登懿栩股束业最佟獾辚禳孩等股份前 ,董事
畲可酌情虿扣任何臆付股息或其他傻惠之支付 ,惟根橼铟则75(2)傺之规定 ,孩位人士可於
大舍上投票 °

熙法接媚之股束

55.(l) 根璩本铟剡第(zl段在不影辔本公司榷利之原刖下 9倘股息槿益之支票或股息罩连
膻丽次未猹兑瑰 9刖本公司可能停止鄞寄该等支票或股息覃 °然而 ,本公司在孩等支票或
股息革首次未能送建而遭退回後刖可行使榷力停止寄派股息榷益之支票及股息革 °

(2) 本公司摊有槿力出售 (董事畲酌情通遇之此等方式)煞法接镯之股束之任何股份 ,

惟除井 :

㈡ 於有翮期丙按本公司铟刖所指定之方式寄予苡等股份持有人之一切以瑰金虑付予
彼等之任何数颔之有粥股票之股息之支票或韶股榷莆 (即锶数不少於三辗)仍未镬
兑瑰 ;

lb)在知悉之情况下 ,於有蹋期内届浦峙 ,本公司於有圃期内之任何畸固业缌得悉任
何资料颖示存在扁孩等股份持有人之股束惑存在由於逝世 、破崖或法律之孰行而
有槿享有核等股份之人士 ;及

⑹ 倘如指定胬券交易所之股份上市规则所规定 ,本公司已向指定澄券交易所蝥出通

,知业已根掾指定镫券交易所之规定於冁章刊登癀告表示有意根橼指定橙券交易所
规定之方式出售核等股份 ,及 自核癀告之 日期起肃之三(3l佃 月或指定镫券交易所
容静之孩等较短之期固艇已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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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文而言 ,「有踟期固」指此锎刖⑹段所逋度告刊登日期前十二年起萧之期圃业於核
段所迹之期固届浦栩止 °

⑶ 扁寅行苡等出售 ,董事舍可指定若干人士蒋禳所逋股份及由孩人士或其代表笈署
或其他方式矮立蒋禳文掾臆如同由登芤持有人或因蛑移而享有该等股份之人士所缀立者有
效 ,而媾厦人不必理舍媾真款赝之用途而其於股份之所有槿亦不舍因出售遇程之任何不莒
手箱或煞效而受影譬 °~出 售所得款填浮颔将焘本公司所有及待本公司收取该等所得款填浮
颌後 ,籽以相等於苡等所得熬埂浮颔之金颔俏擐予前度股束 °核等镇貉不得敲立信耗及不
须就该偾膀支付利息 ,以及本公司毋须涯冁徙核等所得款填浮颔所嫌取之任何金镄 ,其可
能用於本公司之荑狳或其懿扁逋营的方面 。儒管持有股份之股束逝世 、破廑或属任何法律
上丧失资格或能力 ,根檬此填镧刖之任何出售须扁有效及生效 。

股束大宫

56.本公司虑每年於董事舍廑定之峙固 (除井较畏之峙圃不畲遵反指定交易所之规刖 (如
有),否刖须於上届搴行股束遛年大畲後不超遇十五 (15)佃 月之期 FRl内 )及地黠搴行股束魍
年大舍 ,惟本公司召围法定畲蓠之年度除外 °

57.股束遇年大畲以外之各佃股束大畲均程扁股束特别大舍 °股束大畲可於董事畲决定之
世界任何圃家睾行 °

58.董事畲可酌情召围股束特别大舍 ,而股束於呈交善面薷求之 日持有附有本公司股束大
畲投票槿之本公司已蛩行股本不少於十份之一 ,可随峙向董事宫或本公司秘善呈交耆面要
求 ,要求董事畲就核善面要求内指定毽行之任何事填召围股束特别大窨 ;而孩大畲绠於该
謇面要求呈交後雨⑺佃月内搴行 °倘董事畲於收到孩等要求後二十一⑿1)天 内未能召阙有镝
大畲 ,申薷要求人士剡可根掾公司法第 74(3)章之规定 自行召麂大畲 °

股衷大宫通告

59.(l) 考虑是否通遇特刖决藩案之股束大含及任何股束特刖大舍须以不少於二十一卩l)

佃整 日之通告下召围 :所有其他股束特别大舍可以不少於十四(14)侗 整 日数之通告召圃而倘
下列事厦镬得同意 9股束大畲刖可以较短之通告召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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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所有有槿出席及於畲上投票之股束召围之股束遇年大舍 ;及

lb) 由大多敷有槿出席及於畲上投票之股束 9即持有具孩填槿利之已癸行股份面
值不少於百份之九十五(gs%)之 大多敷股束召粥之任何其他畲蓠 °

⒅) 通告须列明搴行大舍之峙Foi和 地黠 ,及倘事瑗特殊剡须列明事填性箕 。召阴股束
遛年大畲之通告亦臆列明睾行大窨之峙圊和地黠 °每次搴行股束超年大畲之通告须送呈所
有股束 (裉璩核等钿刖或蝥行彼等所持股份之癸行僚款 ,椠槿收取苡等本公司蝥出之通告之
股束除外)、 因股束逝世或破廑或清盥而享有股份之所有人士及各董事舆核数抑 °

60.因意外遣漏而尊致有槿收取大畲通告人士未有猹蝥大舍通告或 (倘代表委任文檬逗同
通告寄出)寄 出核等代表委任表文檬 、或收不到孩等通告或核等委任代表文檬 ,均不畲使已
通遇之任何决蓠案或孩大畲之程序失效 °

股束大宫羲事程序

61.⑴ 所有於股束特刖大宫上虎理之事瑗均祝作特殊事填 ’且亦包括所有於股束遇年大
舍上毽行之事填 ,惟批准股息 、宣藿 、考虑及揉舾舍卦眼目及资廑夤偾表及自资崖夤偾表
之其他文件 、推邋董事及委任核数肺及其他代替退任董事之人邃 、廑定核敷肺酬金及就董
事酬金或颔外酬金投票等事填除外 。

(2) 除井於事瑗围始畸有宫蓠法定人数出席 ’否刖除委任大畲主席外 ,於任何股束大
畲上不得毽行任何事填 °两(⑷位有椹韫身 (或如股束扁公司 9则其正式授槿代表)或 以委任
代表投票及出席之股束可就各方面而言艇成畲篱法定人敷 。

62.倘於大合指定睾行峙固後三十(3o)分僮 (或大畲主席可决定等候不超遇一小峙之较畏峙
圃)内 ,仍未建到舍赣法定人敷 ,核大畲 (倘栩臆股束要求而召围)刖须予解散 。在任何其他
情况下 ,大舍籽於下一星期之同日 ,同 畸同地或董事舍筐定之该等峙固和地黠搴行艚畲 。

倘於核貘畲上 ,大畲指定睾行峙 Foi後半小畸内仍未有足绚含篱法定人敷 ’刖大舍将予解
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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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本公司之勰裁或主席耨於每次股束大畲上以主席身份主持各股束大畲 。倘於任何畲
蓠 9勰裁或主席 (祝乎情况而定)於指定睾行峙固後十五(15)分镗内仍未出席 ,或倘两者均不
蔽檐任主席 ’出席之董事须趑其中一位董事檐任或倘馑丁名童事出席 ,倘其颖意刖可檐任
主席主持大含 °倘鳃董事出席 ’或倘各出席之董事均拒筢主持畲蓠或倘瀵趑之主席退任主
席 9则韫身出席或由委任代表代其出席且有槿投票之股束臆自彼等营中推邃一位出任主
席 °

“。

=席
可在任何有法定畲蓠人敷出席 (及虑如此毽行倘大舍作出指示)之大畲之同意下 /

按大畲之决定蒋换峙圊及地黠搴行艚舍 9但於任何艘畲上 ,一讶不得虎理休畲前合法可行
之事填以外之事填 °倘大含休舍十四(14)天 或以上 ,刖须铪予最少七(D佃整日之艚畲通告 ,

列明箱畲之峙茼及地黠 ,惟於该通告中毋须列明於艚舍上牌予毽行之事填性笪及将予毽行
事殒之一般性笪 o除上逋者外 ,休舍毋须耠予通告 °

65.倘建蓠修静任何考虑中之决蓠案遭大含主席真敲地裁排除於舍蓠规刖以外 ,寅箕决篱
案之程序牌不畲因核等规定之任何蜡敲而失效 。倘决蓠案瀵正式提呈栩特别决蓠案 ,其任
何修耔 (更改明颡锘虎之匾匾文瞢修耔除外)於任何情况下亦不予考虑或貘得投票 °

表 泱

sG。 在任何股份莒畸由此等铟刖或根掾此等钿刖所附投票方面之特别槿利或限制之规 限
下 9在任何股束大宫上 ’如以睾手方式投票 ,每位韫身 (或如扁公司 ’刖根檬法令第 78钸下
正式授榷之代表出席)或 由委任代表出席之股束 ,或倘股束扁公司 ,则其正式授榷代表 ,持
有徼足或入眼列扁徼足股份一股者可投一票 9惟就孩股份而於股款或分期股款催徼前徼足
或入眼列扁徼足之股款 ’就上逑情况而不得作徼足股款黼 。於任何股束大窨上 ,任何提呈
大畲表决之决蓠案均须以搴手方式表决 ,除井 (在宣怖以搴手方式表决之箱果峙或之前或於

熬回任何其他以投票方式表决之要求诗)下列仕要求以投票方式表决 :

⑶ 大舍主席 ;或

lb).最少三名韫自(或如股束扁公司刖其正式授榷代寨)出席或由受代表出席业扁於营
暗有槿於舍上投票之股束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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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任何韫自(或如股束栩公司刖其正式授槿代表)出 席之一位或多位股束或受委代
表 ,彼等须代表不少於全腱有榷於宫上投票之股束之勰投票槿十分一或

ld) 艋 自(或如股束栩公司刖其正式授槿代表)出席或受委代表出席业持有赋予椹利可
於畲上投票之本公司股份 ’而苡等股份之徼足股款锶靛不少於全部赋予孩瑗槿利
之股份镦足股款锶颔十分之一 。

委任代表栩股束或如股束扁公司刖其正式授榷之代表提出之要求虑祝作由股束提出要求一
檬 °

67.除井有正式要求准行表决而要求业煞撤回 ,否刖主席就已通遇或瀵得一致 、或貘一特
定大多数 、或不貘—特定大多数通遇或遣失之决蒿案 ,及就苡等事宜已戴入本公司畲蓠耙
掾册之韶掾 ,牌榻寅情之碓澄而毋须澄明掾得投票赞成或反封决蓠案之数目或比例 °

68.倘表决乃艇正式要求遘行 ,表决箱果臆祝作提出表决要求之大畲之决蓠案 °主席毋须
披露表决之投票敷字 。

⒆。就撰搴主席或休鲁舆否之罔题要求之表决须立刻莛行 °就任何其他Foi题要求之表泱腰
以孩等形式 (包括使用邃票或表泱表格或表泱票)及立刻或於主席指引之孩等畴Foi(即不
渥於提出要求日期後三十(3O)天内)及地黠毽行 °

70.表决要求不可防碾簸艘莛行大畲或要求遘行表决之 Foi题外之任何事殒 ,且在主席之同
意下 9於大畲箱束或毽行表决前 (以 较早蛩生者扁辈)要求可被随峙撤回 °

71.表决投票可韫身或由委任代表毽行 。

72.持有一票投票槿以上人士毋须蠡用所有票数或牌所有票敷以同一方式投票 。

73.倘出琨相同票敷 ,椠黼是睾手表决或投票表涞 ,该大畲之主席牌有槿於彼已作出之任
何其他投票上投第二票或决定票 。

7缶.倘 任何股份由骈名股束持有 ,刖核骈名持有之任何一位均可韫身或由委任代表就孩股
份投票 ,猫如彼舄唯一有椹者 ,但倘於任何大畲多於一位骈名股束出席 ,刖 排名首位者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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揄韫身或由委任代表投票後 ,则其他骈名持有人概不得投票 9排名先後乃根掾登靓册内有
豳璐名持有人之排名次序而定 。逝世股束名羲下之任何股份之多位孰行者或管理者臆就此
细刖而言祝作核等股份之辚名持有人 °

75.⑴ 就任何精神健康方面而言属於病人之股束或受到封保障或管理缌力庭理本身事释
人士有司法榷之任何法院颁令之股束 9於毽行睾手或投票表决畸可由其财廑管理人 、委晨
舍 、盂瀵人或其他由核法 院委任属财廑管理人 、委晨畲 、孟祺人性箕之人士代其投票 9而

孩财廑管理人 、委晨舍或其他人士可由委任代表投票 9业可就大舍而言 ,猫如彼扁孩等股
份之茳栅持有人一檬行事及镬接待 9J淮 董事舍可要求聱稻前往投票人士之榷限文件须於大
畲指定搴行峙或其艚舍或投票 (祝乎情况而定)前不少於四十八l+8)犭

、峙送抵辨事庭 (锶辨事
虎或妲F登靓庭 钕口逋用)°

(2) 根糠铟剡第53僚有槿敲册成栩任何股份之持有人 ,可就任何股份於任何股束大舍
上以猫如彼栩孩等股份之盏册持有人之相同方式投票 9J淮须於彼凝投票之大畲或艚畲 (祝乎
情况)指定睾行畸固最少四十八←8)犭、峙前 ,彼令董事畲相信其享有核等股份 9或 董事舍於
较早前已承懿彼有槿就孩等股份於苡大畲上投票 °

76.除董事另有决定外 ,业未正式登韶之股束 ,且除井彼已就於本公司之股份支付一切催
徼或其他瑰畸虑付之款填 ,否则不得在任何股束大畲上出席及投票及静入法定人敷内 。

,,。 倘 :

㈤ 针封任何投票人之耷格而提出反封 ;或

(b) 任何不臆静算或臆予驳回之趑票但已予静入 ;或

⑹ 任何臆予莳算之援票但业未静入 ;

反封或谬敲将煞掼大含或籀舍就任何决蓠案之决定 ’除井於大畲或 (祝乎情况而定)艚含上
(而舍上被反封的邋票在莒畸投逅或谬敲於营峙蛩生)提出或指出上逋各瑁 °任何反封或谬
彀虑向大舍主席提逑 ,及倘主席决定上逋各埂可能影辔大舍决定峙 ,方舍因此麽除大畲就
任何决蓠案之决定 °主席就苡等事瑗之泱定 ,。Jg栩 最佟及最後之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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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代表

78.任何有榷出席本公司大舍及於畲上投票之股束 ’均有椹委任另一人士出任其委任代表
代其出席及投票 °持有雨股或以上股份之股束 ’可委任多於一位委任代表於本公司之股束
大含或叛别股份大舍代表自己及投票 。委任代表毋须扁股束 。此外 ,代表佃人股束或公司
股束之委任代表 ,有榷行使其代表之股束可行使之相同槿力 。

79.委 出委任代表之文擦须由委任人或其正式善面受榷代表善面授榷 ,或如委任人扁公
司 ,刖 由公司盍章或由夤黄人 、受槿人或其他镬授榷笈署人士飨署 °倘委任代表文擦宣程
由一 Foi公司之夤黄人代表公司缀署 ,刖假敲除井出瑰相反情况 ,否刖核夤黄人乃貘正式授
槿代表孩公司缀署核委任代表文擦而毋须毽一步提供事寅镫明 °

80.艇笈署之委任代表文掾及 钕日董事畲要求)授椹善或其他授獾 钕口有)或艇韶镫之孩等授
榷善副本 ,须於文掾所戴人士凝投票之大含或艘舍指定睾行峙圃四十八 l+⑶ 小畸前或倘於
大畲或艘畲後暹行表决 ,则於毽行表决指定畸固前二十四 Ωω小峙前 ,送交就孩目的或以
附蔽方式或於召围大畲之通告所附任何文件指定之核等地黠或其中一虎核等地黠 钕日有)(或
如煞指定地黠 ,刖扁遇F登靓虎或辨事庭 (祝乎情况而定)),及如不遵辨 ,刖委任代表文璩
将不被祝扁有效 °於矮署 日期起静十二 (1⒇ 佃月届满後 ,委任代表文掾不再生效 ,惟於艘
畲或於大舍要求表决 ,或原耔於该日期起静十二(1” 佃月内睾行之大舍之箱畲除外。交回
委任代表文掾後 9股束仍可韫身出席大宫及於舍上投票 ;倘该情况蝥生 ,刖委任代表文橼
耨祝作撤回 °

81.委任代表文掾须用一般格式或董事含批准之其他格式 (惟此格式须不防碾揉用筻向表
格),而董事畲可酌情连同任何大畲通告寄出大舍逋用之委任代表文掾表格 °委任代表文攮
须祝作授榷委任代表可酌情要求或参予要求表决及就修耔任何於大含提出之决蓠案投票 。

除井委任代表文掾中敲明相反情况 ,否刖有圃大舍之委任代表文擦须同棣封大舍之任何艘
舍有效 °

82.债管委耗人逝世或精神紊乱 、或委任代表文掾或夤署授榷被撤回 ,但按照委任代表文

掾之僚款作出之投票须扁有效 ,惟若本公司於揉用委任代表文擦之大畲或艚畲圉始或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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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前最少两(2)小 畸前在辨事虎或遇卢登靓虎 (或召阙大舍或其他因此寄出之文件内指定送
呈委任代表文檬之其他地黠)收到核等辞世 、失常或撤回之善面通知 ’刖营刖揄 °

83∶  股束可根橼此等铟剡由委任代表代辨之任何事填亦同檬可由其正式委任之受榷人代
辨 ,而此等铟刖中有踟委任代表及委任代表文璩之规定 ’须因臆情况逋用於任何孩等受榷
人及委任受榷人之文檬 °

公司曲代表行事

84.⑴ 任何作扁股束之公司可以其董事或其他盂管後耩决蓠案 ,酌情授椹有翮人士在本
公司任何大畲或任何颊别股束之大含檐任其代表 °因此而貘授槿之人士有榷代表该公司行
使倘孩公司扁佃别股束舍行使之相同榷力 ,及倘貘授槿人士出席任何核大舍 9刖就此等细
刖而言 ,孩公司须被祝作觏身出席黼 °

⑺ 倘公司 、箱算所 (或其代理人)静可 ,作栩股束之公司可酌情授榷有圃人士於本公
司任何舍蓠或於任何颊别股束之任何舍蓠出任其代表 ,惟是填授榷须拄明该代表貘授槿之
有圃股份之鞅目及颊别 °各根掾此锢刖之规定狴授槿人士有榷行使猫如由黯算所 (或其代理
人)所持有之本公司股份之敲册持有人之榷利及榷力 °

⑶ 此等铟则提迹有圉股束扁公司之正式授榷代表 ,乃指根檬此钿刖规定狴授槿之代
表 。

股束啬面泱苗案

85.⑴ 在公司法规限下 9所有於营其畸有榷收取本公司股束大畲通告及出席本公司股束

大畲业投票之人士或其代表簇署 (作 栩指示 、明示或暗示 、缑僚件批准形式)之 善面决蓠

案 9须就此等钿刖而言 ,被祝作於本公司股束大舍正式通遇之决蓠案及 蚀日逋用)祝作因而

通妲之特刖决羲案 。任何核等决蓠案须祝作於最後一位股束笈署 日期睾行之大含上通遇 ,

而倘决蓠案瞽明任何 日期乃股束缀署决蕺案之 日期 ,剡孩填聱明须作扁决蓠案由其於孩 日

簇署之表面镫擦 。孩决篱案可载有多份形式相似之文件 9各 由一位或以上之有嬲股束矮

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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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即使此等铟nlJ戴有任何规定 ,就根檬铟刖第86⑷僚群退任期未届满之董事或就铟
刖第154(3)像 所载有踟群退及委任核敷锕而言之菩面决羲 ,须不予通遇 °

董事畲

gs。 (1) 除井本公司於股束大畲另行耔定 ,否刖董事人敷将不少於雨(2)名 °除股束於股束
大畲不畴另行静定外 ’董事人敷不彀最高上限 °董事臆首先於股束法定畲鑫中邃出或委
任 ,业其後根璩钿则第87僚业任戳直至下届董事委任或直至缝承人狴邋或狻委任栩止 。任
何股束大畲可授槿董事畲於股束大畲就缺失之敷目填袖任何奎缺 。

(2) 董事有槿不峙或随峙委任任何人士出任童事 ,以填捕董事舍之蹁畸空缺或根擦股
束於股束大含之授槿 ,出作瑰有董事畲锺外之董事 ,但 因此攫委任之董事敷目不得超遇股
束於股束大畲不峙耔定之任何最高限颔 °任何按上逋方式瀵董事畲委任之董事任期 ,须於
本公司下届股束遇年大舍睾行峙届浦 j届

畸可於舍上重莛留任 °

⑶ 董事或替任董事均毋须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作掏出任董事之资格 ,而 井股束身份
之董事或替任董事 (祝乎情况而定)均有榷收取本公司任何股束大畲及本公司所有舨别股份
之股束大畲通告 ,及出席股束大宫业於舍上癸言 。

⑷ 根擐舆此等知刖相反之任何规定 ’股束可 (於根檬此等铟刖召阴及睾行之任何股
束大畲上)藉着特别决蓠案於董事之任期届浦前随峙耨童事撤换而不管此等铟刖之任何倏文

事本公司舆核董事之固静立之任何搦蓠 (惟不得妨锓根檬任何孩搦藩就掼失提出任何索
僚)9J淮就撤换董事而召围任何该等畲蓠之通告臆列载将逭漾做的意向馨明及於畲蠡搴行前
十四(1+l天送逮该董事 ,业且於核畲羲上该董事臆有槿聆聪牌彼撤换的勤蓠。

(5) 根掾上迹第⑷分段之规定辞退童事廑生之董事舍空缺 ’可藉遗睾或由股束於辞退
童事之股束大舍上委任以作填捕 ,直至委出下届董事或直至艟任人猹送或镬委任栩上 ,或
倘煞孩等邃睾或委任 ,该股束大宫可授榷董事舍填捕任何尚铢空缺 。

lG) 本公司可不峙於股束大畲以普通决蓠方式增加或减少童事敷目 ,但童事敷目不能
少於雨(9l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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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退任

87.⑴ 靥管公司钿nlJ中 有任何其他规定 9於每次股束遇年大舍上 ,营畸之三分一童事
(或 如其人敷业井三(3)之倍敷 ,则 以最接近但不超遇三分一之人敷扁辈)须 输值告退 ,J眭靥
管本段中有任何规定 ,搪任董事畲主席及/或本公司董事勰艇珲之董事毋须 smA值告退 ,及
於静算每年退任董事之人敷峙亦不畲被静算在内 °

(2) 退任童事可膺援速任 。牌输值告退之董事包括任何有意退任但椠意膺邃莛任之董
事 (有需要碓定输值告退之董事人敷)。 任何其他退任董事扁自上次猹趱建任或委任後任期
最畏且须输值告退之董事 ’但若多位童事乃於同一 日成潲董事或攫送莲任 ’刖以抽簸决定
须告退之董事名萆 (除井彼等之 Fol另 有搦定)° 於决定须输值告退之董事或岢算输值告退之
童事人数峙 ,根掾公司锢刖第86(2)僚貘委任之董事不畲被卦入在内 °

88.除井崔董事推蔫参邃外 ’任何在大含上退任之人士 (董事除外)均淡有资格在任何股束
大畲上兢遘董事一裁 ,惟核等人士在大舍指定睾行 日期前七⑺天已将一份艇正式合资格出
席大畲及於大畲上投票之股束 (猹提名之人士除外)正式簇署以示其有意提名核人士参趑之
通知 ,以及一份艇猹提名八士矮署以示其腰意膺遘之通告 ’交田辨事虎或锶辨事虎 ,刖另
作别黼 。   ~

整事丧失赏格

89.倘蝥生以下情况 ,董事硪位虑即憨空 :

(1) 董事 ,·
g_份辞任通知善交回本公司之辨事虎或呈交董事畲舍蠡 (届 峙董事畲蓠决

接舾孩填辞任);

⑺ 董事神智失常或身故 ;

l3) 童事未向董事畲告特别假而莛镄六佃月缺席董事舍舍蓠 ,而其候祜董事姒口有)在
该期固内不得代其出席畲篱 ,且董事舍藩决籽其撤硪 ;或

⑷ 董事破廑或镬接管指令或暂停付款或舆其倩榷人逵成债貉重整饬嵩 ;

ls) 董事遭法例禁止出任本皲 ;或

lG) 董事因法规之任何规定不再出作本皲或根掾此等铟刖被磊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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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行董事

90.董事宫可不畸委任其一位或多位成景栩董事锶艇理 、骈席董事锶魍理或副董事勰镫理
或檐任本公司任何其它硪矜或行政硪矜 ,任期 (彼等须仍扁董事)及僚款得由董事舍决定 ’
而董事舍可撤田或佟止该等委任 。上迹任何孩等撤回或佟止须不影辔核董事向本公司提出
掼失赔馍或本公司向该堇事提出掼失赔僚 °根擦此钿则貘委任之董事须受琵免本公司其他
董事之相同规定所规限~,及倘其因任何原因而不再出任董事一硪 ,刖须 (在不抵镯其舆本公
司所耔立之任何合的规定下)因此宣情而即峙停哦 °

91.靥管有公司知则第gs、 97、 9:及99僚 ,根擦公司锎刖第9o侏猹委任之孰行董事牌可收
·

取由董事宫不恃廑定之酬金 (不萧以薪金 、佣金 、分享溢利或其他方式或以上逋全部或任何
方式支付)、 其它福利 (包括退休金及/或退聩金及/或其它退休福利)及津贴°上迹酬金可
作扁童事袍金以外或代替其童事袍金之酬努 o

候捕董事

92.董事可随峙返交通知予辨事庭或锶辨事虎或在童事畲畲篱上 ,委任任何人士扁其候捕
董事 。任何猹委任之人士在暂代期阎得搡有其委任董事之丁切椹利及槿力 ,惟在静算人数
(不萧是否有法定人数)峙不得多於一次被静算在内 °候辅董事可随峙由委任人士或圄艘琵
免 9掾此 ,候祜董事之任期籽直至下届董事遇年大莛或有踟董事不再出任童事一皲之 日 (以

较早蝥生者扁辈)扁止 。委任或琵免候捕董事须由委任人簧署通知後壶交回辨事庭或锶辨事
虎或呈交董事畲宫鑫 ,方栩有效 °候捕董事本身亦可扁一名董事 9且可作扁一名以上董事
之候祜董事 °在其委任人之要求下 9候捕董事有槿代替其委任童事 9接攫董事畲舍蓠通告
或董事委曼舍通告 ’亦可以董事身份 ,出席其委任董事未能湖身出席之任何孩等舍蓠 ,业
於畲上投票 ,及在核畲篱上以董事身份全面行使业孰行其委任人之一切硪矜 、榷力及减
黄 ;此等锎刖之规定亦遍用於孩等畲篱程序 (猫如彼栩一名董事)9惟作扁一名以上董事之
候槁人士 ,其投票榷利刖累稹静算 °

93.就公司法而言 ,候捕童事馑可扁一名董事 ,而有踟董事在暂代期圃孰行委任董事之戢
能峙之聩黄及黄任 ,候捕董事亦馑须遵照公司法之规定 ,且只就其行勤及遇失封本公司夤
黄 ,亦不舍被祝栩其委任董事之代理人 。候捕董事猫如童事一檬 ’有椹耔立合徇及在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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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或交易中挤有獾益及利益 ,业瀵僚擐围支及瀵本公司赔馍 (有圃徊钸殖作出必要之修
改)’ 但不舍攫本公司蛩翁任何作栩候捕董事之袍金 ,惟候祜董事在其委任人不峙以通知指
示本公司之情况下 ,可狴得孩委任入臆收取之部份酬金臼日有)。

94.每位出任候捕董事之人士 (倘其亦扁一名董事 ,刖除了本身之一票外)均可就其暂代之
每位童事有一票 °倘其委任人营峙不在香港或因其他原因煞法或未能行事 ,刖候祜董事簇
署董事畲或其委任人身扁成晨之一之董事委晨窨任何善面决蓠案 ,牌一如其委任人之笈署
般有效 ,惟其委任通知上有相反规定刖另作别黼 °

95.倘其委任人因任何原因不再扁董事 ,刖候捕董事亦因此而不再栩候捕董事 ,然而 ,该
等候祜董事或任何其他人可镬董事重委扁後捕董事 ,惟倘任何董事在任何大宫上告退业在
同一大畲上遵任 ,则傣管其业未退任 ,根掾繁接其退任前莒畸有效之公司钿刖委任该等候
祜董事仍然有效 °

董事袍佥及夤用

96.董事之袍金乃由本公司於股束大含上不峙筐定 ’除井艇投票通遇之决蒿案另有规定
外 ,袍金概按董事畲同意之比例及方式分派予各童事 9或如未逵成搦蓠 ,则 由各董事平
分 ;惟其任哦峙圃短於整段有圃受薪期圊之董事 ,牌馑可按其任聩畸固比例收取酬金 。该
等袍金被祝栩每 日累静 。

97.每位有榷索回或顼支所有因出席董事舍舍静 董事舍委曼畲窖蓠或股束大畲或本公司
任何颖别股份或慎券持有人另行召围之舍莪或孰行董事硪貉峙而要合理支付或强期要支付
之旅聋 、酒店黉及雕聋 。

98.倘任何董事臆本公司之要求前往海外或居於海外或提供童事畲韶栩超逾董事一般皲青
之服貉 ,刖董事畲可决定向苡董事支付颔外酬金 (不黼以薪金 、佣金 、分享溢利或其它方式
支付),此栩任何其它公司钿刖所规定之一般酬金以外或代替孩一般酬金之馥外酬金 。

99.董事舍向本公司任何董事或前任董事支付款填以作扁失去皲位之捕馍或有翮退任之代
儇 (此填付款业井董事根掾合钩之规定而享有)前 ,须艇本公司在股束大舍上批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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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榷益

lOO。 董事可 :

⑶ 於在皲期茼兼任本公司任何其它受薪之硪矜或聩位 (核数铈除外),及在符合公司
法之有圃规定下 9任期及僚款得由董事舍决定 °董事就任何其他之聩貉或减位可
收取公司铟即规定或攘此铪予以外之任何锺外酬金 (不箫以薪金、佣金、分享溢
利或其它形式支付)°

lb) 韫 自或由其公司出任本公司之荨菜戢衔 (核敷茚除外),而彼或其公司可就提供荨
柴服貉收取酬金 (猫如其业井董事);

⑹ 锺艚或出任由本公司蛩起其他或本公司可能以寅家 、股束或其他身份摊有榷益之
任何其他公司之董事 、董事勰镫理 、璐席董事勰铿理 、副董事锶铿理 、孰行童
事 、艇理或其他行政人景或股束 ;及除另有搦定外 ,任何该等董事椠须交代其因
出任孩等其他公司之董事 、童事勰铿理 、骈席董事锪艇理 、副董事锶铿理 、孰行
董事 、艇理或其他行政人虽或股束或因在任何孩等公司挤有榷益而收取之任何酬
金 、溢利或其他利益 °除此等锢刖另有规定外 ,童事可或促使以其韶栩在各方面
均属逋营之方式 ,行使本公司持有或挤有之任何其他公司股份所赋予之投票槿 ,

或彼等作栩核等其他公司之董事可行使之投票撑 (包括投票赞成任命彼等或其中
一名扁孩公司之董事 、董事勰艇理 、骈席童事锶艇理 、副董事勰艇理 、孰行童
事 、艇理或其他行政人晨之决篱案)或投票或规定向孩等公司之董事 、董事锶艇
珲

、骈席董事觫艇理 、副董事锶镫理 、孰行董事、铿理或其他行政人具支付之酬
金 。傣管童事可能或将畲瀵委任虎核等公司之童事 、董事锶艇理 、骈席童事锶艇
理 、副董事锶艇理 、孰行董事 、铿理或其他行政人晨 ,彼可投票赞成按上逑方式
行使核等投票榷 ,业於按照上逋方式行使孩等投票畸享有或可能享有椹益 。

101。 根糠公司法及公司钿刖 ,董事或建藩委任或候任董事概不臆因其皲胳而失去舆本公司
耔立有圃其兼任受薪聩貉或皲位之任期之合的或以簟方 、真方或任何身份舆本公司静立合
的之资格 ;而孩等合的或任何童事於其中有利益粥涿之任何其它合的或安排亦不得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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蛸 ;参加静的或有此利苒圃镙之董事亦毋须因幕董事聩貉或由此而建立之受托圃保雨向本
公司或股束交代其徙任荷此等合的或安排中貘得之酬金 、溢利或其它利益 ,惟核董亭须根
檬公司钿刖第1o2僚 ,拨露其在任何挤有利益圃保之合的事安排中之利益性箕 °

1m.若董事知悉其於本公司所耔立或建蓠静立之合钩或安排中有任何直接或同接之利益圃
像 ,必须於首次考虑耔立孩合豹或安排之董事穹畲蕺上申明其利益性箕 ;若董事知悉其营
畸舆孩合的或安排有利益圃保 ,刖须於知悉此填利益圃涿後之首次董事舍畲蓠上申明其利
益性箕 °就本公司钿刖而言 ,董事向董事畲蝥出一般通知 ,以表明 :

㈣ 其扁一特定公司或禳耩之股束或行政人曼 ,且被祝栩在任何於通知日期後可能舆
孩公司或穰耩耔立之合的或妄排中摊有利益圃镙 ;或       ‘

lb)其被祝栩任何於通知日期後可能舆一名特定踟建人士耔立之合的或安排中摊有利
益圃镙 ;

牌被祝扁根掾本公司铟刖就任何该等孩等合的或安排作出充份之利益瞽明 。除井苡等通知
已呈交董事

·
sP畲蕺或董事揉取合理措施 ,以碓保呈交通知後畲在下次董事畲畲蕺上提出及

窖圃孩通知 ,否刖孩通知不畲生效 °

1O3。 ⑴ 董事不得就其挤有重大利益圃镙之任何合的或安排或其它建蓠之董事畲决羲案投
票 (小不被列入畲蓠之法定人敷内),惟此瑗限制不逋用於下列事埂 :

⑴ 任何就童事虑本公司或其任何附蜃公司之要求或扁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之利
益借出款埂或招致或承檐滇貉责任而向该董事提供任何抵押或踣偕保澄之合的或
安排 ;

C9 任何就董事本身根掾一殒搪保或赔馍保澄事透遇提供抵押而承搪全部或部份黄任
(不揄佃别或共同承檐)之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僚埂或承檐而向第三者提供任
何抵押或赔僚保镫之合的或安排 ;

C⒆ ,任何有踟本公司或本公司可能劁辨或摊有獾益之其它公司提呈繁售股份或锖券或
其它镫券以供韶媾或媾夏而董事因参舆售股事填之包蛸或分包蛸而挤有或,。

g摊有
槿益之合的或安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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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vl任何董事馑因持有本公司股份或偾券或其它澄券之榷益而舆其他持有本公司或其
任何附蜃公司之股份或偾券或其它磴券人士一檬以同一方式摊有榷益之合的或安
排 ;   j

⑺ 任何有圃董事馑以高舨谶员或行政人曼或股束身份而直接或圃接搡有椹益之其它

公司 C准核董事建同其任何璐綮人士 (定羲旯任何指定镫券交易所逋用之规刖)徙
中寅益挤有5%或以上已蛩行股份或任何颊刖股份投票槿之公司 (或徒中貘得榷益

之第三固公司)除外)之合的或安排 ;或

⒄)任何有圃揉钠 、修耔或孰行一顼腈股榷静割 、香老金或退休 、身故或惕瘘福利萧
副或其它舆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童事及偃晨有翮及业椠授予董事任何舆核等
静割或基金有圃之偃晨所未貘赋予之特榷或利益之安排之建蓠 。

⑺ 倘及只要 (但馑倘及只要)董事及其骈綮人士 (定羲旯指定澄券交易所之逋用规刖)

直接或圃接持有或寅益臃有某公司任何颊别股本之5%或以上 ,或某公司 (或徙中狴得椹益
之任何第三固公司)股束可得之投票榷 ,刖某公司须祝扁童事徙中臃有5%或 以上榷益之 °

就本段可言 ,由 董事以罩钝或保管受耗人之身份持有但在其中业羝摊有寅益榷益之任何股
份 、董事挤有後蹄或剩馀槿益 (倘及只要其他人士有榷收取信托之收益)之信懿中任何股
份 、董事馑以罩位持有人身份挤有榷益之法定罩位信懿静劐中任何股份及不附稽在股束大
舍上投票之榷利但附有可猹得桠度限制之股息及耷本回报之榷利之任何股份等Hg.不予理
含 °

ls) 倘董事遵同其骈綮人士 陡 羲旯指定彀券交易所之逋用规则)持有5%或 以上榷益之
公司在交易中挤有重大榷益 ,刖核董事须亦被祝栩在苡填交易中臃有重大榷益 。

⑷ 倘在董事含含篱上带出任何有蹿董事 (舍蓠主席除外)榷益之重要性或董事 (苡 主
席除外)投票榷利之 Foi题 9而该 Foa题 因孩董事业不自颖表示同意投蘖榷票而未貘蓠决 ,刖该
Foi题须交由宫羲主席蓠决 ,及其封核 Foi题之蓠决封核等其他董事而言 ,栩 最煞及不可推
翻 ,惟孩董事所知之有踟董事之槿益性笪或鸵圄业未公平地向董事宫披露 9刖作别揄 °倘
提出上迹有翮舍蓠主席之 Foi题 畸 9核 Fog题 由董事舍 (就此而言孩主席不得投票)通遇决蓠案
决定 ,而苡蓠决扁最佟及不可推翻 9惟苡主席所知之主席槿益性箕或貌国亚未公平地向董
事畲披露 9则作刖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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筻事一般榷力

1∝。⑴ 本公司之檠矜由董事窖管理及艇管 ,而董事舍支付成立及注册本公司畸作廑生之
一切阴支 ,业行使本公司在股束大含上所耔明之法规或公司铟则业缎规定本公司须在股束
大舍上行使之本公司一切榷力 (不萧是否有圃本公司桨膀之管理或其他事宜),惟须受法规
及公司细刖之规定 ’以及舆核等规定业缎抵镯之核等规定所规限 9但本公司在股束大含上
制定之规定均不臆使董事含先前所作出而倘核规定未貘制定刖属有效之任何行扁椠效 °本
公司细刖赋予之一般榷力业不受任何其他公司铟刖赋予董事含之任何特刖授榷或榷力所局
限或限制 °

⑺ 在日常菜矜中舆本公司耔立合的或有菜貉往来之任何人士可以任何两名董事共同
代表本公司耔立或缀立之任何謇面或口瑗合的或搦蕺或契擦 、文件或文掾 (祝乎情况而定 )

扁依璩 ’而上逋謇面或口瑗合的或搦蓠或契掾 、文件或文璩 (祝乎情况而定)将被祝栩由本
公司有效耔立或笈立 ,且根橼任何法例之规刖封本公司具有的束力 °

(3) 在不影辔公司铟刖所赋予之一般榷力之情况下 ’兹聱明董事舍有以下榷力 :

la)鼯予任何人士可於日後要求按搦定之面值或溢慎向其配蛩任何股份之榷利或
送挥槿 。

lb)铪予本公司任何董事 、行政人晨或偃晨任何特定菜登或交易或分享所得溢利
或本公司一般溢利之槿益 ,作扁薪金或其他酬金以外利益或替代薪金或其他
酬金 °

⑹ 羲决本公司佟止以百慕建扁注册成立地 ’业根璩公司法之规定於百慕逵以外
之囡家或司法榷匾缝箱拄册 。

iOs。 董事含可彀立任何地匾或地方性之董事舍或代理 ,以管理本公司在任何地匾之任何事
宜 ,血委任任何人士出任该等地方性董事畲之成晨或任何艇理或代理 ,及廑定彼等之酬金
(不揄以薪金或佣金或赋予可分享本公司溢利之榷利或合拼前逋雨者或更多孩等方式支
付),以及支付由彼等偃用之晨工在艇管本公司桨矜峙所廑生之管逶围支 ,董事舍可向任何
地匾或地方性董事含 、艇理或代理授予任何董事畲挤有或可行使之榷力 、授榷及酌情榷 (惟

催缴股份及没收股份之榷力除外),以及再授出之榷力 ,业授椹任何地匾或地方性董事畲任
何成曼填 /ˉm核董事舍之任何空缺 ’及孰行核坌缺之聩貉 °任何核等委任或委派可根擦董事
畲韶扁合逋之僚款及僚件作出 ’且董事可耨上逋任何猹委任之人士撤减 ,及可撤蛸或燮更
任何孩等委派 ,惟任何以真敲行事且未有接攫任何撤销或燮更通知之人士均不虑受此影
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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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s。 重事舍可按其韶栩逋合之任期及傺件 ’以盍上公司印章之授椹善委任任何公司 、商虢
或人士或法人圄艘 (不揄是否由董事畲直接或固接提名),作扁本公司之受槿人 ,莛行堇事
畲委派之工作 ,业享有董事含所赋予之槿力 、榷利及酌情槿 ,但以不超越公司铟刖所赋予
董事畲行使之槿力扁原刖 °此等授槿謇可载列童事舍韶扁逋营之僚文 ,保障及方便舆受榷
人有交易之人士 °董事畲亦可准静此等受榷人牌其所得之全部或任何榷力 、授榷及酌情槿
再授予他人 °苡等受榷人如狴本公司之印章授榷 ,可以其佃人印章缀立任何契擦或文攘 ,

其佃人印章具有舆本公司印章相同之效力 °

107。 董事畲可按其韶扁合逋之僚款及僚件 ,耨其可行使之任何椹力 ,耗付及委予董事勰艇
理 、璐席锪艇理 、副董事勰艇理 、孰行董事或任何董事 ,不黼以共同或猸自行使本身之榷
力 ,业可不诗撤销或笈更全部或任何孩等槿力 ,惟任何以真馘行事且未有接攫任何撤蛸或
燹更通知之人士均不虑受此影辔 °

lOB。 所有支票 、本票 、锒行涯票 、涯票及其他文擦 (不黼可否辂移或撙禳)及本公司收取款
填之所有收掾虑以董事舍不暗以决蓠案决定之方式笈署 、朔立 、接钠 、背謇或以其他方式
簇署 (祝情况而定)° 本公司须於董事含不畸决定之往来敛行圃立鲲行赈卢 °

1Og。 ⑴ 董事食可哉立或同意或璐同其它公司 (本公司之附曷公司或舆其有蘖捞骈綮之公
司)彀立及自本公司搔款予任何静劐或基金 ,藉 以向本公司之偃晨 (此祠帮虑用於本段及下
段峙籽包括任何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爝公司可以檐任或曾艇檐任行政戳位或其它受薪硪貉
之董事或前董事)及前偃曼及受彼等供春之人士或任何此颊人士提供退休金 、譬癔津贴或摭
恤金 、人毒保陂或其它福利 °

l9l 董事畲亦可支付 、耔立搦蓠支付或授出可撤回或不可撤回及须芟或不须受任何傺
款或僚件限制之退休金或其它福利予偃曼及前偃晨及受彼等供春之人士或任何该等人士 ,

包括前段所迹该等偃晨或前偃晨或受彼等供春之人士在任何此颊静割或基金下所享有或可
享有者 (指如有而言)以外之退休金或福利 。任何此颊退休金或福利可在董事畲韶扁逋营之
情况下 P在偃最寰除退休前及稹卦退休峙或在寅除退休峙或之後任何畸固授予该偃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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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箕榷力

110。 童事畲可行使本公司所有榷力 ’以等集或借入款赝及按揭或抵押本公司之全部或部份
蘖貉 、物桨及资廑 (瑰畸及 日後)及未催缴股本 ,亚在公司法之规限下蛩行偾券 、公偾及其
他镫券 ’不翰完全或作扁本公司或任何第三者之任何偾埂 、横貉或承檐之附属抵押品舆
否 °

111。 值券 、公慎及其他镫券可在熊衡平榷之情况下由本公司舆可貘睽行上逑各填之人士辂
镶 °

112。 任何偾券 、公债或其他镫券 (股份除外)均可以折藩 、溢偾或其他慎格予以蛩行 9业可
附带膻 回 、退 回 、提取 、配鹭股份 、出席本公司股束大畲业在舍上投票 、委任董事及其他
方面之任何特椹 °

113· (1) 倘本公司之任何未催徼股本已予抵押 9刖其後作出抵押之任何人士须在遇往抵押
之规限下作出抵押 ,且锶榷以向股束或其他方面蛩出通告之方式取得妲往抵押之傻先榷 °

⑺ 堇事食须根掾公司法之规定存置逋莒登芤册 ,登靓尤影辔本公司财廑之所有抵押
及本公司蝥行之任何毅刖之偾券 ’业//a就登芤抵押及登芤册内所列明之偾券及其他方面妥
栩遵守公司法之规定 °

殪事虎事程序

114.董 事含如韶扁逋合 ,则可调遣檠貉 、休畲或以其他方式管理含蓠 。任何舍蓠上所提出
之罔题将由大多数投票决定 °如出瑰票颊相同之情况 ,刖畲羲主席可投颔外一票或决定
票 °

l15。 董事含宫蕺可由秘善虑一名董事或任何董事之要求而召围 o营锶裁或主席 (祝情况而
定)或任何董事有所要求峙 9秘善膘召围董事含畲篱 ,含蓠通告可以窨面或霓静或董事畲营
峙决定之其他方式蛩出 °

116· (l) 毽行童事舍蘖矜交易所需之法定人敷可由董事舍廑定 ,而除井以任何其他方式廑
定 ,否刖法定人敷须扁雨 (二 )名 °倘替任董事所替任之董事缺席 ,刖彼虑被肃作法定人
敷 ,惟在廑定一名法定人敷是否列席峙 ’彼不得静算超遇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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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事可透遍畲嵩鼋静或其他通讯敲倩 (参舆畲蓠之所有人士均可透遇上逋者同峙
及即畸舆封方通部)参舆任何董事舍畲羲 ,而就静算法定人敷而言 ’孩嗄参舆籽耩成列席含
羲 ,猫如参舆者舰 自出j席一檬 °

ls) 倘其他董事业辄具蓠 ,及倘除此之外 ’董事之法定人敷业不存在 ,刖在董事畲畲
蓠上不再扁董事之任何董事 9可缝艘列席及搪任董事 ,业静作法定人敷 9直至孩等董事舍
含蒿箱束舄止 °

117。 留任董事或唯一留任董事可暂代董事含之任何空缺 ,惟倘及只要董事人敷减至低於锢
刖廑定或根掾铟刖之最低人敷 9刖靥管董事人敷低於锢刖筐定或根掾钿刖之法定人敷或馑
有一名留任董事 9孩等留任董事或孩名留任董事仍可暂代 ’以填捕董事畲之空缺或召围本
公司之股束大含 9惟不舍就任何其他目的暂代 o

118。 董事舍可趑睾一名含蒿主席及一名或多名舍蓠副主席 ,业筐定彼等各自之任期 °倘业
熙邋睾主席或副主席 ’或在任何畲蒿上 ,主席或副主席亚煞於舍蓠指定睾行恃固後五(sl分

锺内出席 ,刖列席董事可援搴其中一位扁畲蒿主席 。

119。 有法定人敷出席之董事畲含蓠可行使董事畲莒峙狴授或可行使之所有榷力 、榷能及酌
情槿 °

1⒛。⑴ 董事畲可授予委景畲 (由 董事含韶舄合遍之苡名董事或核等董事及其他人士徂成)

其任何椹力 、槿能及酌情槿 ,且董事舍可不畴撤回该项授槿或撤蛸委任及革除任何苡等委
景舍 (不揄全部或部份 9及就佃别人士及目的而言舆否)° 以上逋方式成立之任何委曼舍在
行使所授獾力 、榷能及酌情榷恃 9须遵守董事畲可能封其施加之任何规例 °

⑺ 任何核等委晨含按照孩等规例及建成其瀵委任之目的 C淮以上迹者栩限)所作出之
行勤将具有相同效力及效果 9猫如由董事畲作出一檬 ,而董事含艇本公司在股束大含上同
意後 9籽有榷向任何孩等委景畲之成曼蛩放酬金 ,业在本公司之琨畸围支中扣除核等酬
金 。

121。 由雨名或以上成晨触成之任何委昌舍之舍蕺或虎事程序须受此等铟刖所载规定孟管 ,

以盂管董事舍之畲蓠及虎事程序 ,只要有酮规定仍属逋用 ,且业未被董事畲根掾前款铟则
所施加之任何规例取代 °

122。 艇由所有董事 (因健康欠佳或身髅瘘障而暂畴未能行事者除外)及所有替任董事 蚀卩逋
用 ,因上逑原因而暂畸未能行事之彼等之委任入)矮署之害面决蒿案耨同具效力及作用 ,猫

却决蓠案乃在正式召围业搴行之董事畲舍蓠上通遇一檬 ,惟 :孩人敷须足以耩成法定人
敷 、须提供孩填决蓠案之副本 、或须提供此等铟刖规定作舄畲蓠通告傅建予所有董事 (莒 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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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槿以相同方式接收董事舍畲蓠之通告)之决蓠案内容 。孩赝决篱案可以相向方式载入一份
文件或多份文件 ’各份文件须邂由一名或多名董事或替任童事缀署 ,而就此而言 ,董事或
替任董事之真本矮署将被祝作有效 。

123。 董事或任何委晨或檐任董事之任何人士或委晨舍之成曼真馘所作之所有行勤将同具效
力 ,猫如上迹各人士已瀵正式委任及符合资格一檬 ’业可缝艚留作董事或该等委曼舍之任
何成晨 ,锩管於其後蛩瑰董事宫或孩委曼舍之任何成曼或檐任上逋硪位之人士之委任出瑰
若干Foi翠 9或彼等或任何其中一位不符合耷格或已雕皲 o

铿 理

124.董事畲可不峙委任本公司二名勰艇理 、一名铿理或多名镫理 ,亦可廑定彼或彼等之酬
金 ,方式可扁薪金或佣金或赋予参舆本公司溢利之榷利或同峙以上过雨顼或以上之方式 ’

业支付锶艇理 、铿理或核等艇理可能就本公司蘖捞聘任之任何晨工之工资 °

1⒛.锶艇理 、艇理或核等艇理之任期可由童事畲决定 ,而董事畲亦可赋予彼或彼等其懿栩
遍莒之全部或任何董事畲榷力 。

l⒛.董事舍可按董事畲全獾酌情懿扁在各方面均逋莒之该等僚款及僚件舆任何锶铿理 、铿
理或核等艇理耔立搦篱或兹等搦蓠 ,包括赋予勰艇理 、铿理或孩等艇理就镫管本公司菜矜
委任一名或多名副铿理或其他攉曼之槿力 。

高叙人置

127· (l) 本公司之高镢人曼包括锶裁 、副憩裁或主席及副主席 、董事及秘善 ,以及董事畲
不峙委任之咳等镊外高舨人晨 (不一定栩董事),就公司法及此等铟刖而言 ,全均被祝作高
镢人晨 。

(2) 一俟各董事可能镬委任或邃搴後 9童事舍臆在董事中送搴一名勰裁及
一

名副锶裁
或一名主席及一名副主席 ;倘超遇一⑴名董事候邋上迹其中一侗截位 ,核聩位之推趑耨以
董事廑定之方式毽行 。

(3l 高级人晨可收取董事不峙廑定之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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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倘本公司根橼公司法委任立聘用一名通常驻居於百慕建之驻居代表 ,刖该名鐾居
代表必须遵守公司法之规定 °

本公司须提供驻居代表可能需要之核等文件及资料 9以使彼得以遵守公司法之规
定 °

驻居代表有榷澧蛩董事或该等董事之任何委曼舍之所有畲鑫或本公司股束大窨之
通告 ,业列席核等畲篱及於宫上蛩言 。

128· (1) 秘善及锺外高舨人晨 蚀日有)由 童事畲委任 ,彼等耨按董事含廑定之该等保款及任
期出任 。倘艇韶栩恰营 9两 (9l名 或以上之人士牌攫委任扁琊席秘謇 °董事含亦可不峙以其
韶栩逋合之该等僚款委任-名或多名助理或副秘謇 o

⑺ 秘軎胨列席所有股束畲蓠 ,业保存孩等畲蓠之正碓靓掾及牌该等芤掾载入就此提
供之合遍簿栅 °彼将履行公司法或此等缃刖所耔明或董事畲所规定之核等其他硪黄 。

129。 勰裁或主席 (祝情况而定)牌搪任其出席之所有股束或董事畲蓠之主持 。倘其业煞出
席 ,剡主持籽由列席舍蓠者委任或邋鞒

l3O。 本公司之高舨人晨在本公司管理 、菜矜及事澄方亩具有童事可能不畸赋予彼等之槿力
及履行在孩等方面之聩黄 o

131。 要求或授槿须由或向童事及秘善作出之事宜之公司法或此等钿刖之规定不得由或向同
峙谵任董事及搪任或替任秘菩之同一人士作出而予以符合 。

遣葶及高叙人曼名册

132· (l) 董事畲须在其辨事庭之一份或多份簿册中存置董事及高舨人晨名册 9业在莒中载
入以下有翮各董事及高级人晨资料 ’即扁 :

⑶ 就佃人而言 ’其姓氏、名字及地址 ;及

lb) 就公司而言 ’其名程及靛册辩事庭 。

⑺ 以下事填蝥生後十四(lo日 内 :

㈤ 其董事及高舨人员出瑰任何笈勤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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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 童事及高级人晨人曼名册所载资料有所改勤 ;

董事含须在董事及高镢人具名册内载入孩燮勤之资料及出瑰燮勤之 日期 °

⑶ 董事及高级人景名册可於每佃管桨 日止午十峙正至中午十二峙正在辨事庭供公罘
人士免聋查圃 °

⑷ 在此等钿刖中 ,「高级人景」具公司法第92AlD僚所迹涵羲 °

畲茜纪锿

133· (1) 董事畲须在簿栅内妥栩载入畲蓠能掾 ,孩等簿册乃就以下 目的提供 :

⑶ 送搴及委任所有高镢人晨 ;

(b) 出席各堇事及任何董事委晨舍之舍蓠之董事姓名 ;

(c) 各股束大含 、董事舍畲蓠及董事委员舍畲蓠之所有决羲案及庭事程序 ,倘有
艇理 ,刖栩艇理畲羲之虎事程序 °

⑺ 根掾公司法及此等钿刖镉裂之含蓠粑掾由秘謇存置在辨事虎 °

印 率

13d·。(l) 本公司彀有一佃或以上印章 ,祝乎董事舍之决定而定 °就在敲立或澄明本公司蛩
行之镫券之文件上盍上印章而言 9本公司可敲一佃瞪券印章 ,即扁本公司印章之真本 ,其

正面附加「胬券印章」字搛 ,或以董事宫可能批准之其他方式 °董事舍籽保管各佃印章 ’而
在未艇董事畲或董事畲扁此授槿之董事委晨含批准之情况下 ,概不得使用印章 °在此等铟
刖另有静明者之规限下 9盍有印章之任何文掾须觚由一各董事及秘窨或两名董事或孩等其
他人士 (包括一名董事)或童事舍可能全面或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委任之人士韫簟缀署 9惟就
本公司殷份或横券或其他磴券之澄善而言 ’董事舍可透遇决蕺案泱定以若干禳印飨署之方
式或系铳将孩等簇署或其中任何一佃簇署省掉或盍上 。以此等钿刖所耔方式簇署之各份文
橼籽被祝作在董事畲事先授榷之情况下盍印及簇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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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倘本公司敲有供海外使用之印章 ,刖董事舍可以就印章以善面委任任何代理或委
晨含作栩本公司之正式授榷代理 ,以盍上或使用该印章 ,而董事畲亦可封印章之使用施加
其可能韶栩逋营之限制 °倘及只要可能逋用 ,此等钿则所指之印章将被祝作包括上迹任何
其他印章 。

文件韶茔

135。 任何董事或秘善或董事畲就此委任之任何人士 ,均可韶澄影辔本公司艇触章程之任何
文件及本公司或童事舍或任何委晨舍通遇之任何决羲案 ,以及舆本公司菜貉有翮之任何簿
栅 、靓掾 、文件及眼 目 9业可镫明有嬲副本或其摘要乃扁真碓副本或摘要 9而倘任何簿
册 、靓镣 、文件或眼目乃存置於辨事虎或勰辨事庭以外地匾 ,臃有保管槿之本公司营地觚
理或其他高镢人曼籽被祝作艇董事舍委任之人士 。被宣程扁本公司或董事畲或任何委景畲
之决蓠案之副本 9或本公司或董事宫或任何委员舍之畲篱能掾摘要 (艇簇署镫明),牌成扁
有利於庭理本公司之所有人士之碓镫 ,碓惹孩项决篱案已镬正式通遇或 (祝情况而定)核等
畲篱能掾或摘要真寅蒹辈碓地匏掾正式召圃之窖蓠之虎事程序 °

文件销毁

136。 本公司有槿於下列峙固 ’蛸毁以下文件 :

⑶ 於拄蛸日期起静浦一⑴年後任何峙阎 ,蛸毁已注蛸之股票 ;

lb) 於本公司芤掾任何股息委托瞽或其任何改勤或盏蛸或更改名稻或地址之任何通知
之日期起静浦两 (二)年後任何畸圊 ,蛸毁核委耗善 、改勤 、盏蛸或通知 ;

⑹ 於登芤日期起静浦七年⑺年後任何畸固 ,蛸毁已登芤之任何股份遇F文掾 ;

ld) 於任何配蛩通知瞢癸出日期起静浦七⑺年後 9蛸毁任何配蝥通知耆 ;及

⑹ 於舆授椹軎 、遣嘱韶澄善及遣廑管理青有圃之赈卢艏清後起静浦七⑺年後任何峙
,固 9蛸毁有圃授槿善 ,遣嘱韶澄善及遣廑管理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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琨作出封本公司有利之一填不可推翻之推定 :宣稻乃按已绡毁之任何孩等文件在登芤册载
入之各填资料已艇正式及妥栩载入 ;及 已蛸毁之每眼股票扁已正式及妥扁注蛸之有效股

票 ;及已蛸毁之各份遇尸文掾栩已正式及要扁登懿之有效及有作用文擦 ;及根掾本公司簿
Ⅲ或靓掾内所靓掾之资料 9掾此蛸毁之各份其他文件栩有效及有作用文件 ,惟 :⑴本绷刖
上逋规定只逋用於真馘蛸毁一份文件 9且业锶明碓通知本公司孩文件之保存乃舆一殒索俏
有圃 ;⑺本细刖所载者概不膘静释扁 :就本公司在较上述者更早晴圃或在上文第(1)顼规定
之案件尚未建成之任何情浼下蛸毁任何文件而封其加褚任何黄任 ;及 (3)本铟则所逋之销毁

任何文件包括以任何方式虎理任何文件 °

股息及其他付款

I37。 在公司法之规限下 9本公司可於股束大舍上不峙以任何货臀向股束宣派股息 ,J淮所派

股息不得超妲董事含建蓠宣派之敷颔 °本公司亦可於股束大舍上 自缴钠盈镣 (依照公司法所

界定者)搔款分派予股束 。

138。 如派付股息或 自徼钠盈馀搔出之分派舍尊致本公司煞法偾遗到期负偾 ,或其耷廑之可

燮猊慎值搿低於其负偾及其已蛩行股本及股份溢儇眼之勰颌 ,刖不得派付股息或作出分

派 。

139.除任何股份所附槿利或蛩行僚款另有规定者外 :

⑶ 一切股息须按已派息股份之寅缴股款比例宣派及派付 ,惟就本钿刖而言 ,在催徼

股款前就股份所徼付之股款将不含被祝扁股份之寅徼股款 ;及

lb) ∵切股息须按派睽股息之任何期固股份之寅缴股款比例分配及派付 。

1硐 .董事舍可不峙在彼等韶扁本公司之溢利状况逋合之情况下向股束派付中期股息 ,尤其

是 (但在不影辔上逋僚文的一般效力下)倘本公司之股本在任何峙固分扁不同颊刖股本 ,剡

董事畲可派付中期股息予本公司股本中附带邈延槿利或业缌享有傻先榷之股份及亭 有馒先

派息椹利之股份之持有人 ;惟倘董事畲真敲地虎事 9刖董事舍毋须封狻赋予任何特榷之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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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持有人因本公司派付中期股息予邈延股份或业煞享有傻先榷之股份之持有人而蒙受之任
何掼失负上任何黄任 ’而董事含亦可在彼等韶栩封公司溢利状况而言逋营之情况下 9每半
年或任何其他 日期就本公司任何股份派付固定股息 。

1⒋ 。董事
·gP可搿股束欠夤 蚀口有)本公司之全鼓催徼股款或其他款瑗 ,自 本公司就任何股份

臆付予孩股束之任何股息或其他款填中扣除 °

l锣 .本公司不含就任何股份虑付之股息或其他款填支付利息 。

1+3.本公司可以寄登支票或股息罩之方式 ’向派付任何琨金股息 、利息或其他款填 ,鄄褫
地址以股份持有人之登靓地址 (或如孩等股份属璐名持有 ’刖以股束名册中排名首位的股份
持有人於股束名册登芤之地址)栩辈 ,或可按股份持有人或骈名持有人耆面指定之地址寄予
所指示之其他人士 。除非股份持有人或骈名持有人另有指示 ,否刖支票或股息罩之抬顶人
必须栩孩持有人 ,或如扁璐名持有人 ,则抬顼人须旖就孩等股份而言在股束名册中排名首
位之持有人 ,鄄敲凤 除概由股份持有人承谵 °即使孩支票或股息罩後来被霜或其背面之笈
署乃假 冒笈署 ,本公司之黄任在围出支票或股息罩之银行兑瑰苡支票或股息革後即充份解
除 °倘股份 由两名或以上骈名持有人持有 ’刖其中一名持有人可蝥出有效收掾 ,韶收就彼
等所持有之股份猹派之任何股息或其他臆收款项或可狴分派之财廑 °

1佴。倘股份持有人於宣派後一⑴年内仍未颌取股息或钲利 ,则 董事畲可在股份持有人镇取
核等股息或钲利前 ,以封本公司有利之原刖捋之投资或作其他用途 。而倘股息或钲利於宣
派 日期起静六年期固仍未镬颌取 9则本公司可没收该箪股息或钲利业埽栩本公司所有 °董
事舍将股份之任何未瓴取股息或其他虑付款嗄存毽一佃猸立赈尸 ,亚不耩成本公司作扁该
等股息或款填之受耗人 °

1犸.营董事宫或本公司在股束大畲上蕺决派付或宣派股息後 9董事舍可再蓠决以分派任何
寅笪资廑之方式派付全数或部份股息 ,特别是以分派本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之已徼股款股
份 、偾券或可懿媾镫券之韶股椹静或以任何一稹或多槿以上方式派付股息 ,而倘股息分派
出睨困椠 ,董事含可幸彼等懿扁逋营之方式解决 Foi题 ,尤其可以赉行零碎股份之殿票 、不
予理舍零碎股槿或籽零碎股榷揍足或下嗣栩整数之方式 ,业可廑定分派寅物资廑 (或其任何
部份)之慎值 ,且可按所廑定之僚值您钣决定派付予任何股束之瑰金款填 ’以调整各方之榷
利 ,业可在董事畲韶扁逋营之情况下将任何该等寅物资廑 ,°

g於受耗人名下 9以及委任任何
人士代表镬享股息之人士笈署必须之遇尸文掾及其他文件 ’而核填委任封股束而言乃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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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且具徇束力 °倘童事含韶舄 ,在任何股束之登靓地址之所在地匾 ,如艇先毽行拄栅或其
他特别手艚 9而 向股束分派上迹资廑乃属建法或不可行 ,刖董事含可蓠决不分派任何上逋
资崖予孩等股束 °在此情况下 9孩等股束只可享有上逑琨金分派 °就任何目的而言 ,受上
迹者影辔之股束均不属於或不得被祝栩猸立颊别之股束 °

l娟.⑴ 凡董事舍或本公司在股束大含上蓠决就本公司任何’,g别 股本派付或宣派股息 ,童

事舍可再蓠决 :   “

㈤ 以配蛩入赈列作徼足股份之方式派付全部或部份股息 ,惟可獾享股息之股束有槿
送挥以琨金代替覆配股份之方式收取股息 (或董事畲决定之部份股息)。 在此情况
下 9须根璩下列规定作出股息分派 :

⑴ 配蝥基埠须由董事含决定 ;

(ii)在决定配蝥基辈後 9董事畲须蛩出不少於雨佃星期之通知予有圃股份持有
人 ,知舍彼等猹赋予之趑挥槿 ,业随附遴挥表格 ,列明股束须依循之程序及

.邈交已填妥之邋挥表格之地黠及最後期限及峙阎以使表格有效 ;

(iii)股束可就全部或部份镬赋予送捍榷之股息行使送捍榷 ;及

Cvl如股束业煞正式遴捍以睨金收取其股份之股息 (或上迹以配蝥股份之方式派
付之该部份股息),均不得以瑰金派付股息予孩等股份 σ未行使趑挥槿股
份」)9而须按上逋廑定之配蛩基辈配蛩有翮颏别之八眼列作缴是股份予未行
使援挥榷股份之持有人 ,而董事畲须於本公司之未分派溢利 (包括箱撙及列
於任何储铺或其他特殊眼目 (不包括韶媾榷储侑)中之贷填之溢利)中 搔出董
事舍所决定之款填业 ,△s之揆充资本以作此用途 9该等款埂可能用以悉敷徼足
按上逋基辈配蛩及分派予未行使邃挥槿股份之持有人之有豳颖别股份 ;或

lb) 可攫享上逋股息之股束有榷送挥攫配入赈列作缴足之股份作栩全部或董亭舍韶扁
逋营之部份股息 。在此情况下 9须根擦以下规定作出股息分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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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配蝥基辈须由董事畲决定 ;

(ii)在决定配蛩基辈後 9董事畲须蛩出不少於两(2)星 期之通知予有圃股份持有
人 ,知畲彼等貘赋予之攫择榷 ,业随附遇挥表格 ,列 明股束须依循之程序以
及蘧交已填妥之邋挥表格之地黠 、最後期限及峙固 ,以使表格有效 ;

(iiD股束可就全部或部份猹赋予援挥椹之股息行使邃挥槿 ;及

c⑺ 如股束已正式遇挥以骥配股份之方式收取其股份之股息 (或镬赋予迭捍榷之
部份股息),刖不得以琨金派付股息予核等股份 σ澧邃捍股份」),而须按上
逋配蛩基辈配蝥有圃貊别之入服列作缴足股份予攫遇挥股份之持有人 ,董事
畲须於本公司之未分派溢利 (包括黯鞯或列於任何储倩或其他特别眼目 (不包
括韶腈榷储侑 中之贷填之溢利)中掇出董事舍所决定之款填业籽之搔充资本
以作此用途 9孩等款填可能用以悉数徼足按上逋基辈配蝥及分派予猹送挥股
份之持有人之有踟颊刖股份 °

⑺ ⑶ 根掾本钿刖第(1)段之规定而配蛩之股份在各方面舆营畸已蛩行之同颊别股份
(如有)享有同等槿利 ,j淮不含镬享有圃股息 ,或於派付或宣派有踟股息前或
同峙派付 、作出 、宣派或公怖之任何其他分派 、钲利或獾利 ,除井派付 、作
出 、宣派或公怖孩等分派 、钲利或榷利之同峙 ,童事畲公怖建蓠引用本锢刖
第⑺段(al或 (b)分段圃於有豳股息之规定或公怖有踟该等股份之分派 、短利或
榷利 ,刖在此情况下 ,童事含须列明根檬本铟则第⑴段之规定而配蛩之股份
可享有上述分派 、钲利或椹利 °

lb) 童事畲可毽行一切彼等懿扁必需或逋营之行勤或事情 ’以使根掾本铟刖第⑴
段之规定所毽行之资本化蛩行生效 ,童事畲业可全椹在彼等韶扁逋营之情况
下 ,耔定有酮零碎股份可供分派之规定 ,包括有踟将全部或部份零碎股份橐
集出售 ,业捋所得款殒浮颔分派予有灌貘派者 ,或不予理畲该等零碎股份或
,。s之揍足或调低扁整鼓之规定 ,或有踟将零碎股份之利益器焘本公司而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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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派予有酮股束之规定 °董事宫可授榷任何人士代表全艘搡有利益之股束舆

本公司耔立嬲於上迹资本化癸行及一切有嬲事宜之搦蓠 ,根掾苡项授榷而耔
立之任何搦蓠封有翮各方均扁有效且其的束力 °

l3) 在董事畲之建蓠下 9即使存在本铟刖第(1)段之规定 ,本公司亦可就本公司任何一

项股息 ,透遇普通决蕺案 ,羲决以配蛩入眼列成缴足股份之方式派付全部孩填股息 ,而不
赋予股束任何遘挥以睨金收取股息代替上逋配赉之榷利 °

⑷ 倘董事畲懿栩 ,在任何股束之登韶地址之所在地匾 ,如怨先行毽行靛册或其他特
刖手籀 9而 向核等股束提供上迹趑挥榷或配蝥股份之建蓠乃蜃遵法或不可行 9刖童事畲可
在任何情况下决定不铪予核等股束根檬本铟则第(l)段之邃挥榷 ,亦不配蛩股份予彼等 ,在

此情况下 9前迹规定须在上逋董事畲之决定之规限下圃蘸业羟释 °受上逋侏文影辔之股束
在任何目的下均不属於亦不得被祝作猸立颊别之股束 °

⑼ 凡任何踟於宣派任何颊刖股份之股息之决蓠案 9不黼是本公司在股束大畲上提呈
之决蓠案或童事含决蠡案 ’均必须列明孩等股息绠予於某特定 日期 (即使核特定 日期早於通
遇决蓠案日期)管桨峙固箱束畸孩等股份之登靓持有人 ,而须根掾孩等股份持有人各自所敲
册之股份向彼等支付或派付股息 ,但不影辔任何股份之樽藩人舆承禳人相互之固享有股息
之槿利 。本锢刖之规定作出必要修耔後逋用於本公司向股束作出之钲利分派 、资本化繁
行 、燮瑰资本溢利分派或分派建蓠或授予款填 。

储 倩

147。 董事含在建蓠派癸任何股息前 ’可按彼等韶栩逋合之敷颌将本公司溢利搔作储倩 ,而

堇事含可酌情籽核等储倩用作本公司溢利可逋莒勤用之任何用途 9而未勤用之龠侑可按董

事舍之酌情榷用於本公司桨移或作董事含不畸韶栩合逋之投资 ,而董事含毋须保留任何投

资以耩成储侑或籽储侑舆本公司之任何其他投资分围 °董事舍亦可将彼等窖慎地懿扁不宜

作分配之任何溢利箱蛑而不另攒作储侑 °

资本化

1。·g。 本公司可根掾董事含之建蓠及在通遇本公司普通决蓠案後 9蕺决臆核将莒峙列扁本公
司任何储侑或资本 (包括掼益眼)或其他可予分派之款填之全部或任何部份攒作耷本 9因此
可向倘以股息分派而原虑收取股息之股束或任何颊刖股束按相同比例分派核簟款填 ,而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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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舄核簟款填业井以琨金支付但用於徼付分刖由孩等股束持有之本公司任何股份营畸之未
缴股款或徼足按上迹比例配蛩及分派予孩等股束之本公司入赈列扁缴足未蛩行股份 、僚券
或本公司之其他偾貉 ,或可同峙用作上述雨槿用途 9而童事。gP须寅施孩决蓠案 ’惟就本钿
刖及本公司法第4o(2Al僚而言 ’股份溢慎眼及任何储锖或耷本之未燮瑰溢利只可用於徼足耨
配蛩予本公司股束作扁入眼列作徼足之未蛩行股份 。不揄在储侑之面值及按以同搛方式引
用 ,董事畲均//I遵 守本公司法之规定 °

10· g。 董事舍可按彼等懿栩合逋之方法解决根掾先前之钿刖所引致之任何分派之困肄 ,尤其
有榷就零碎股份蝥行零碎敷颔澄瞽 ,业授榷任何人士出售及韩禳任何零碎股份或在寅除可
行情况下盍量按正碓比例分派 ,惟毋须以完全精碓之比例或可以不新算零碎数颌 ’业以封
董事畲而言属榷宜之方法廑定可向各股束支付之琨金款填以嗣整所有各方之槿利 °董事畲
有槿委任任何人士代表参予分派之人士笈耔就分派事宜所需之任何合徇 ,而任何根璩核等
授榷而打立之搦蓠封全镫股束均有效及有徇束力 °

韶聒榷储倩

1sO.以 下规刖在不逶反公司法及遵守公司法之情况下具有效力 :

⑴ 倘只要任何 由本公 司蛩行之懿股槿橙所附有韶媾本公司股份之任何榷利未貘行
使 9本公司所作之事宜或参予任何交易 9业根掾懿股槿镫傺件之规刖调整懿媾慎 ,致使韶
媾值减至股份之面值 ,则 以下之规刖可臆用 :

⑶ 由该事宜或交易蛩生营 日起 ’本公司须根撩本铟刖之棍定成立及其後 (受本细刖
规限)雒持一顼储倩 (「韶媾獾储侑」),而储侑之数颔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少於搔充
资本及用作根掾以下⑹分段因悉数行使全部未狴行使之韶媾椹而须予蛩行及配蛩
入赈列作徼足之颌外股份之面值 ,血须在配蛩以上股份峙将懿媾槿储锖虑用在徼
足孩等颌外股份上 ;

lb) 除井本公司所有其他惴侑 (股份溢慎赈除外)已 俏清 9否刖韶腈榷储侑僮可就上逋
情况下使用 9业将根擦法律所需馑用作辆捕本公司之蘅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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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行使任何韶股槿澄所附有之全部或任何韶媾榷峙 ,就股份面值而言 (相 等於孩韶
股榷镫之持有人於行使韶股椹镫所附韶媾槿畸须支付之琨金款摸 ,或 (祝情况而
定)倘行使部份韶媾榷 ,刖栩其有啪部份 ,有嬲韶媾獾绠予行使 ’及就孩等韶媾
槿而言 ’刖须向行使懿股榷镫之韶股槿澄持有人配蝥孩等相等於下列两者差馥之
锺外面值股份 (入腹列作缴足):

⑴ 该懿股榷澄之持有人於行使懿股椹澄所附韶媾獾峙须支付之上逋琨金款填 ,

或 (祝情况而定)倘行使部份懿媾榷 ,则扁其有啪部份 ;及

⑴ 股份之面值 。就此而言 ,倘该等韶腈榷可等同按低於面值之慎格韶媾股份之
槿利 ,刖镫考虑韶股榷镫之僚件规定 ,孩等韶媾槿,。

g可行使

及於行使韶媾榷峙 ,按规定悉数支付核锺外面值股份之韶媾榷储锖丙之贷填须即
畸搔充资本 ,业用作悉敷支付须即晴向行使韶媾槿镫之韶股榷澄持有人配癸入赈
列作缴足之孩等颌外面值股份 ;及

ld) 於行使任何懿股槿镫所附之韶媾槿畸 ,倘韶媾椹储倩之贷填不足以全数支付向行
使韶股槿镫之韶股槿镫持有人有槿崔配之该等钣外面值股份 (相 等於前迹之差
叙),董事畲须勤用莒峙或其後可搔作该用途之任何溢利或储倩 (包括在法例静可
之情况下勤用股份溢慎眼),直至缴足或按前迹配蝥该等颔外面值股份及直至毋
须就本公司营峙已蛩行之徼足股份支付或作出任何股息或其他分派扁止 °於等待
上迹付款及配蝥股份峙 ,本公司须向行使韶股榷镫之韶股榷澄持有人蝥出一眼惹
耆 9澄明其具有镬配孩等颌外面值股份之榷利 。任何核等镫謇所代表之椹利均以
靓名方式静镞 ,业可按营畸鞯禳股份之相同方式撙镶全部或部份完整股份 9而本
公司须就保存有阑上迹股份之登靓册及董事畲韶扁合遍之有翮其他事宜作出安
排 。於繁出该澄善峙 ’行使懿股榷惹之各有固懿股榷胬持有人须知悉足绚之耷料
薛情 。

(2) 根掾本舾刖之僚文配蝥之股份须舆行使有踊韶股槿镫所附之韶腈榷而配蛩之其他
股份在各方面享有同等槿益 。傣管本钿刖第⑴段载有规定 ,但行使韶媾榷峙不得配蛩任何
零碎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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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 未铿韶股槿镫持有人或某颊懿股槿静持有人以特别决蓠案批准前 ,本铟剡有翮成
立及锺艚保存韶腈榷储侑之僚文不得以任何方式加改 ’因而令致孩等韶股榷镫持有人或该
颊韶股槿惹持有人在本细刖内有翮利益之僚文改燮或瘘止或含铧来上迹之影辔 °

⑷ 如缎明颡锘菽 ,本公司营峙之核数肺就是否须彀立及缝膻保存韶媾榷储慵 (及如
有需要 ,则须敲立及艟箱保存之韶媾槿储倩款锺)c勤用韶媾槿储锖之目的 、用作镛捕本公
司詹掼之金颔上限 、绠向行使懿股槿镫之懿股槿澄持有人配蝥入眼列作镦足之锺外面值股
份及有翮韶腈榷储倩之任何其他事宜而蛩出之澄耆或辍告须栩最後定黼 ,业封本公司及全
爨懿股槿澄及股束具有的束力 °

舍汁靛媒

151。 童事舍促使就有翮本公司已收及耗用之款填勰颔 ,及其有踟孩等收款及阴支之事宜 ,

及本公司之物菜 、资崖 、信贷及夤倩及一切其他法令规定之事宜保存真寅之眼目 ,或必须
葑本公司之事矜另作出真寅公平之意旯及就其各填交易作出解稃 。

152。 畲静匏掾须寄存於锪辨事虎或 9根檬公司法 ,董事舍决定之其他地方 ,业须艇常公粥
予童事作查圃 °除董事以外 9任何人士概锻槿利查圃本公司任何畲静芤掾或腹目或文件 ,

惟法律授予榷力或艇童事舍授榷或於股束大舍上本公司授槿之人士刖除外 。

153。 根擦公司法第88傺 ,童事冁告之印裂本 ,随同耷廑夤偾表及捐益腹 ,包括按法律要求
擦此随附之每份文件 9静至F/l政年度逋用之年期 ,业载有筒覃檩题之本公司资廑及夤偾概
要 9及收入舆支出辍告 ’莛同核数盯报告之副本一拼於股束大含皋行前最少二十一日寄予
有喇人士 ,业须根璩本公司法规定捐同孩等文件出席本公司之股束大含 ,惟本铟刖不得要
求籽该等文件之副本寄蛩本公司没有存置该人士之地址者 ’或任何股份或债券一名以上之
璐名持有人 °

核欺

154。 ⑴ 根掾公司法第gB僚 ,每年之股束遇年大舍或其後之股束特刖大舍 ,股束须委任核
数肺以窨核本公司之眼目 9而该核数gT须 於股束委任另一核敷肺前履行其皲黄 。该核敷肺
可扁股束 ’惟本公司之董事或行政人晨或揠曼在其任内均不得檐任扁本公司之核敷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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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公司法第89僚规限下 ,除退任核数盯外 ’任何人士均不可在股束遇年大舍上猹
委任栩核敷铈 ,惟於股束遇年大宫搴行前最少十四(l⑶天以善面形式推蔫孩名人士出任核敷
肺一聩者剡除外 ,而本公司须璩此向退任核数肺呈交核通知之副本 °

(3) 各股束可根擦本锢刖规定随峙於任何股束大舍上透遇特别决羲案在核敷肺任期届
满前撤去其硪位 ,业须於股束大舍上以普通决蓠案委任另一核敦肺以出任其铢下之任期 °

1∞。根橼公司法第gg僚 ,本公司之赈目须每年最少窖核一次 °

lsG.核敷盯之酬金//a由 本公司於股束大畲上廑定或按股束韶栩合逋之方式廑定 °

157。 倘核数狮因辞任或逝世 ,或在其就任期圃因病或其他理由不能出任核敷gT~臌 ,董事
须在寅除可行情况下攮早召围股束特别大畲填捕该空缺 °

核数铈须於一切合理畸圊存取由本公司置存之所有赈目及檬此有圃之所有眼 目及蕈
而其可向本公司之董事或行政人曼要求任何有翮本公司之眼目或财矜事顼存取任何资

159.本锢剡所提供之收入舆支出鞭告及资廑夤债表须由核敷盯饔核 ,业可舆擦此有圃之赈
目、赈F及罩掾作出比较 ;而其亚须就鞭告及耷廑夤信表是否公平呈冁本公司之财胯状况
及於回殿期阎之蘖猞桨镄作出善面报告 。倘核数肺向本公司童事或行政人景要求存取任何
资料 ,刖其亦须就孩等耷料是否足狗提供及浦意作出报告 °本公司之财狳冁告须由核敷肺
根擦一般含静漂辈莛行辔核 。核敷ET须根璩一般舍卦棵埠作出善面冁告 9而核数肺辍告须
於股束大含上向股束呈冁 °本文所指一般舍新棵辈乃指除百慕逵以外之囡家或司法榷匾所
操舾之舍静镖辈 °倘冁告中使用除百慕逵以外之圃家或司法榷匾之窨静漂埠 ,财矜冁告及
核敷盯冁告中须予披露核事寅业指明所揉用之含卦漂辈之圃家或司法椹匾之名稃 °

通 告

1GO.由 本公司向股束癸出之任何通告须以軎面或鼋冁 、鼋傅或傅真之形式送遽 ,而任何孩
通告 蚀日逋用)及任何其他文件可由本公司以尊人送返方式或鄞寄至股束在股束名册上之注
II地址或由股束向本公司提供之任何其他地址或 ,祝情况而定 ,将通告傅送至上逋任何地
址或傅送至任何由股束向本公司提供之鼋傅或傅真虢碣 ,或傅送通告之人士合理地及真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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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相信在有圃峙固内弦通告已被祝作由股束正式收取 9或孩通告可透遇在指定冁章以度告
形式刊载 (定 羲旯公司法),或根璩指定之镫券交易所规定之形式送邈 °倘月骈名股份持有
人 ,刖所有通告搿寄蛩予在股束名册上排名首位之骈名股份持有人 ,而以此方式蛩出之通
知 ’即祝栩向所有辚名股份持有人蝥出通知 °

161。 任何通告或其他文件 :

(a) 倘以鄞寄方式送邈 ,须以空邳 α口逋用)方式送邈 ,刖核等文件,。m祝作以正碓地址

付足鄄赍以函件之方式寄出及载附核等文件 ’扁澄明孩等文件已送邈 9戟有孩通
告或文件之信封或封套须填妥正碓地址寄出 ,而戴有核通告或文件之信封或封套
须艇由董事畲委任之秘害或其他行政人曼或其他人士簇署鄞寄镫謇以斋明孩等文
件已寄蝥 ;及

lb) 倘根掾本铟刖规定以任何其他方式送邈 ,刖苡等文件耨祝作在荨人送返峙寄出
或 ,祝情况而定 ,在有踟交付或傅送畸已寄出 ;扁镫明该等文件已送褫 、交付 、

寄出或傅送 9孩等交付须镫由董事含委任之秘善或其他行政人晨或其他人士笈署
寄暌胬瞢以兹澄明 。

162。 ⑴ 根掾本细刖规定 ,任何以送返或鄞寄方式向股束交付通告或其他文件 ’不揄核股
束已逝世或破廑或暌生其他情况 ,及不肃本公司是否接狴核逝世或破廑或蛩生其他情况之
通知 ,就孩股束以唯一或辚名持有人身份盏栅之任何股份而言 ,均被祝栩已正式取得孩等
文件 ’除非於该通告或文件交付峙其姓名已徙登靓册除去作栩股份持有人 ,否刖核通告或
文件在任何情况下就所有挤有股份榷益之人士 (不黼骈名 、透遇其或以其名羲臃有)而言被
祝作已取得核等文件 °

⑺ 本公司可以下迹方式向因股束逝世 t神艇错蓠1或 破潼而虑得股份之人士蝥出通
知 :以顶付鄞资 、放於信封或封套 、以孩等人士 、已故人士之代表 、破崖信耗人或任何颖
似身份人士栩收件人寄送至罄秕臆得到股份之人士就此而提供之地址 钕口有)或 (直至已艇提
供上逑地址扁止)以倘股束业椠逝世 、神艇蜡蓠1或破廑而原虑铪予通知之任何方式蛩出通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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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 任何因法律的寅施 、撙禳或任何其他方式而有榷得到股份之人士均受有翮孩股
份之任何通知制徇 ’而核等通知於其姓名及地址列入登芤册前原臆已正式铪予该人士虑得
股份之原股束 °

簇 署

163.就此等公司铟剡而言 ’一封聱稍来 自一位股束或 ,祝乎情况而定 ,一位董事或替任董

事 ,球如属股份持有人身份之公司 ’乃来 自一位董事或秘善或代表其之正式受委托受槿人

或其正式受榷代表之霓冁或霓傅或固文傅真通信 ,而倘在有鹬恃圃内依掾孩通信之人士煞
猹得明鼯的相反想澄下 9臆被祝扁一封由核股束或董事或替任董事按照通信貘收悉峙之倏
款缀署之善面文件或文檬 °

淆  垒

1“。⑴  董事舍摊有槿力以本公司之名羲及代表本公司向法院提交呈薷善以耨本公司清
邂 。

(2) 按法院命令将本公司清璐或本公司 自勤清邂之决篱案须栩特刖决蕺案 °

1∞。若本公司清盥 (不黼扁 自勤清播或艇法院命令),清盥人在猹特刖决蓠案静可及孩法令
所规定之其他批核之情况下 ’可将本公司全部或任何部份之资崖以寅物或瑰金分蛩予股
束 9不黼该等资廑包括ˉ颊财廑或按前逑可分栩不同颏别之财廑 ,清盥人就此可舄任何一

穰或以上或各槿财廑廑定其懿扁公平之慎值 ,业可决定股束或不同颊别股束 F,i之分蛩方
式 °清篮人在狻得短似静可之情况下可牌任何部分资廑授予清猴人 (在貘得颊似静可之情况
下)韶扁逋营而扁股束利益敲立之信韶之受耗人 ,及可能箱束本公司之清邂及解散本公司 9

惟不得强迫出耷人接受任何夤有偾貉之股份或其他财廑 °

赔值保器

1sG。 本公司营畸之童事 、秘善及其他高舨人晨及各核数铈及营畸署理本公司任何事貉之清
邂人或信耗人 蚀口有)及彼等之各方 9及其簏承人 、遣嘱孰行人及遣廑管理人就本公司之资
廑及溢利可镬赔馍及保胬免受由於彼等於彼等各自之皲槿或信耗内所作 、同峙蛩生或遣漏
之行扁或因孰行彼之皲黄或假定之硪黄而可能廑生或蒙受之一切行扁 、成本 、黄用 、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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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毁壤及圃支 ;及彼等概毋须夤黄彼等各人或人等之行扁 、收款 、疏忽或遇失或扁求一
致而参舆之任何收款 、或舄稳要看管须或臆,。m蜃於本公司之任何金镄或财廑寄存或存入之
任何银行或其他人士 ,或本公司或属於本公司之任何款瑗须予置存或投资之任何不足或缺
漏之抵押 ,或 因履行彼等各自之硪胳或信耗或其有翮事瑗可能麈生之任何其他掼失 、不幸
或毁壤 ;惟此等赔馍不包括任何舆涉及任何前逋人等之欺静或不敲寅行栩之事宜 °

⑺  各股束同意放蘖封任何董事就核等董事揉取之任何行勤 ,或该等董事未能扁或
向本公司履行其硪黄而揉取之行勤作出任何追封或其可能臃有揉取行勤之槿利 (不揄佃刖或
藉或属本公司之槿利),惟核等豁免不包括舆涉及核等董事之任何欺祚或不敲寅之事宜 °

更改公司细刖及修盯

公司章程舆公司名程

167.不 得删除 、更改或修耔公司锢刖及不得在新公司铟刖貘得董事之决篱案批准及股束特
别决蓠案碓韶前耔立相同之新公司镧剡 °公司章程之规定之更改或公司名稻之更易须铿特
刖决蓠案规定 °

资料

1Gs.本公司之莱膀芊情之任何资料或任何事填 ,如其性箕属或可能属商蘖秘密或可能舆本
公司之蘖貉逗作有圃之秘密遵作程序及董事韶扁向公罘人士公圉耨不利於本公司股束之利
益者 ,任何股束概椠獾要求披露 。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