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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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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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GM 貿易有限公司貿易有限公司貿易有限公司貿易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00375）））） 
 

主要交易主要交易主要交易主要交易︰︰︰︰ 
收購收購收購收購「「「「AQUASCUTUM」」」」若干商標若干商標若干商標若干商標 

 
及及及及 
 

恢復股份買賣恢復股份買賣恢復股份買賣恢復股份買賣 
 

收購事項收購事項收購事項收購事項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Aquascutum、Renown、YGM International及 YGM Mart（其中
包括）訂立收購協議，據此， Aquascutum有條件同意出售而 YGM International及 YGM 
Mart有條件同意向 Aquascutum收購亞洲知識產權，代價為 1,370萬英鎊（約 173,716,000
港元）。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收購條款及收購協議乃經訂約方公平磋商及按正常
商業條款協定，而收購協議之條款就本公司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
之整體利益。 
 
根據上市規則，訂立收購協議構成本公司之主要交易。本公司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收
購事項詳情及「Aquascutum」商標估值報告之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由二零零九年九月八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待刊
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由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恢復本公司
股份之買賣。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宣佈，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與 Renown訂立意向書，
據此，本公司與 Renown就向 Renown買賣 Aquascutum集團（擁有「Aquascutum」品牌）
進行磋商。 
 
訂立意向書後，本公司與 Renown及 Aquascutum就收購亞洲知識產權進一步磋商。於二
零零九年九月八日，Aquascutum、Renown、YGM International及 YGM Mart（連同其他
獨立第三方）訂立收購協議，據此，Aquascutum 有條件同意出售而 YGM International
及 YGM Mart有條件同意向 Aquascutum收購亞洲知識產權，代價為 1,370萬英鎊（約
173,716,000港元）。 
 
收購協議收購協議收購協議收購協議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 
 
訂約方訂約方訂約方訂約方(其中包括其中包括其中包括其中包括)︰︰︰︰ 
 
(1) Aquascutum，作為賣方； 
 
(2) Renown，作為保證人；及 
 



2 
 

(3) YGM International及 YGM Mart（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亞洲知識產權
之買方。 

 
  
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Aquascutum及 Renown及彼等各自
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買賣亞洲知識產權買賣亞洲知識產權買賣亞洲知識產權買賣亞洲知識產權 
 
於完成後，YGM International及 YGM Mart將收購亞洲知識產權之所有權利、所有權及
權益，以及與使用及已使用亞洲知識產權有關之業務之商譽（但不包括其他或範圍更廣
之商譽），包括有關商譽之權利、特權及利益（包括但不限於向有關買方全權轉讓過往
因亞洲知識產權受到侵犯而採取法律行動、追討損害賠償以及獲取所有其他補償之權
利）。 
 
代價代價代價代價 
 
代價為 1,370萬英鎊（約 173,716,000港元），將由 YGM International及 YGM Mart按以
下方式支付︰ 

 
(1) 於完成時支付12,330,000英鎊（約156,344,400港元）；及 

 
(2) 將1,370,000英鎊（約17,371,600港元），即代價之10%，存入保留賬戶（「保留款保留款保留款保留款

項項項項」）。 
 
YGM International及YGM Mart有權保存保留款項，作為YGM International及YGM Mart
任何一方根據 Renown所提供的保證向 Renown提出任何索償之保證金。保留款項只會
在下列情況下撥離保留賬戶︰ 
 
(1) 若於完成日期後12個月內，YGM International或YGM Mart（倘適用）任何一方被

記錄為包括亞洲知識產權在內之若干商標之註冊擁有人，並收到有關之書面證明
（「完成記錄完成記錄完成記錄完成記錄」），於完成日期後12個月當日，向Renown支付685,000英鎊（約
8,685,800港元），即保留款項之50%（為「首期保留付款首期保留付款首期保留付款首期保留付款」」」」）； 

 
(2) 若完成記錄未能於完成日期後12個月內完成，首期保留付款將於完成記錄完成當

日向Renown支付； 
 
(3) 若完成記錄於完成日期後24個月內完成，保留款項之餘額（為「次期保留付款次期保留付款次期保留付款次期保留付款」」」」）

將於完成日期後24個月當日向Renown支付；及 
  
(4) 若完成記錄未能於完成日期後24個月內完成，次期保留付款將於完成記錄完成當

日向Renown支付， 
 
惟完成紀錄之達成只對包括亞洲知識產權內若干經確認的商標群組， 上述第二項及第四
項適用於包括亞洲知識產權之各個司法區未能獲商標完成紀錄，若干保留付款將從首期
保留付款或次期保留付款(視情況而定) 預扣保留，另惟於完成日期後 36個月當日，就
算完成紀錄未能達成，在 YGM International或 YGM Mart均無就違反保證向 Renown提
出任何索償的情況下，將向 Renown支付保留賬戶內全額。 
 
董事對於「Aquascutum」於時裝界之歷史，以及 Aquascutum過往所授出以供生產及經
銷附有著名「Aquascutum」商標之產品之特許權，給予高度評價。代價乃經訂約方按正
常商業條款及公平磋商，並參考獨立專業估值師美國評值有限公司所提供亞洲知識產權
之初步價值範圍指標介乎 10,000,000 英鎊至 20,000,000 英鎊(約 126,800,000 港元至
253,600,000港元)之間後釐定。根據以上所述，董事認為代價公平合理。 
 
先決條件先決條件先決條件先決條件 
 
完成須待按照上市規則由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根據收購協議
擬進行之交易，或根據聯交所之批准由本公司一名股東或一組股東書面批准，且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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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重大方面均能遵守所有適用於本公司或其資產之法律、法例、規定及法令後，方可
作實。 
 
本公司已獲得由本公司有關股東給予之必要批准，詳情載於下文「上市規則之規定」一
段。依此，先決條件已達成，及收購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簽訂收購協議後完成。 
 
亞洲知識產權之資料亞洲知識產權之資料亞洲知識產權之資料亞洲知識產權之資料 
 
Aquascutum擁有知名「Aquascutum」品牌之權利，該品牌已有逾 150年歷史。Aquascutum
主要業務為生產及經銷「Aquascutum」品牌之高級服裝。 
 
YGM Garment與 Aquascutum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訂立特許權協議，並於二零零
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訂立修訂協議，年期將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現有特現有特現有特現有特
許權協議許權協議許權協議許權協議」），據此，Aquascutum 授予 YGM Garment於香港、澳門、中國、台灣、新加
坡、馬來西亞及泰國生產、批發及推廣附有「Aquascutum」商標之成衣之獨家權利。 
 
自完成起，YGM International及 YGM Mart將持有知識產權之所有權利，包括但不限於
Aquascutum 於亞洲地區擁有之經註冊及未經註冊商標、商標申請及標識（包括
「Aquascutum」之商標），以於亞洲地區獨家使用、提呈出售、銷售、進行廣告宣傳、
市場推廣或產品或服務之推廣（包括但不限於以印刷或媒體廣播及互聯網之方式）。 
 
其他附帶協議或文件其他附帶協議或文件其他附帶協議或文件其他附帶協議或文件 
 
於完成時，YGM International及 YGM Mart將共同為亞洲知識產權之法定實益擁有人。
根據收購協議，以及為了於完成後使收購事項及商標權利之管理及劃定達到預期及全面
之效力，YGM International、YGM Mart及 YGM Garment（視情況而定）亦將與（其中
包括）Aquascutum及 Renown訂立若干其他協議或文件，該等協議或文件每份均須待完
成後方可作實，詳情如下︰ 
 
(1) 根據現有特許權協議，YGM Garment已就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之應付專利權

支付若干款項，為數 1,500,000英鎊（約 19,020,000港元），作為專利權預付款項
（「專利權預付款項專利權預付款項專利權預付款項專利權預付款項」）。根據收購協議，YGM Garment 及 Aquascutum 須訂立一
項終止及專利權預付款項償還契據，據此，於完成後，現有特許權協議將告終止
及 Aquascutum同意償還專利權預付款項，而 YGM Garment則同意收取專利權預
付款項，惟不得損害其就二零零九年一月開始之專利權年度之未付專利權費用所
須對 Aquascutum 承擔之責任。 

 
(2) YGM Mart及 Renown將訂立特許權協議（「新特許權協議新特許權協議新特許權協議新特許權協議」），據此，YGM Mart

將授予 Renown特許權，以將根據收購事項所收購之若干亞洲知識產權用作在日
本地區進行生產、經銷及銷售若干核准產品，代價為 Renown向 YGM Mart支付
按新特許權協議條款計算之年度專利權費，初步年期由完成日期至二零一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為期約十年，Renown 可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選擇於
原有年期結束後再延長十年。 

 
(3) 根據收購協議所收購之所有亞洲知識產權之所有權，僅與亞洲地區有關，待完成

後，YGM Mart及 YGM International將與 Aquascutum及其他獨立第三方訂立一
項契據（「知識產權使用契據知識產權使用契據知識產權使用契據知識產權使用契據」），以保障根據收購事項所收購之權利，以及維持
「Aquascutum」品牌於全球各地之聲譽及形象。知識產權使用契據將用以規管
YGM Mart、YGM International及 Aquascutum於亞洲地區內就「Aquascutum」商
標之產品於互聯網作市場推廣、宣傳或廣告活動。 

 
訂立收購協議之理由訂立收購協議之理由訂立收購協議之理由訂立收購協議之理由 
 
Aquascutum為一間根據英格蘭及威爾斯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根據 Aquascutum提
供之資料，Aquascutum主要於全球主要市場從事以服裝及配飾為主之主要品牌消費品之
生產、設計、批發、經銷、推廣及特許權經營，包括「Aquascutum」品牌之高級服裝。
據董事所知，Renown自一九九零年開始擁有 Aquascut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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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own 主要從事男裝及女裝之全面服飾製造業務，涵蓋所有經銷渠道，包括百貨公司、
量販店及零售店。Renown之已發行股份於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 
 
本集團主要於亞洲（包括台灣）從事服裝及配飾之生產、零售及批發，以及物業投資及
印刷。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訂立收購協議前，本集團根據現有特許權協議一直於香港、澳門、
中國、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及泰國擔任「Aquascutum」品牌之總代理。 
 

董事會認為，「Aquascutum」於一八五一年成立，一直是倫敦生活的一部份，品牌保留

傳統英式優秀的裁剪工藝，同時亦講究時尚設計，創造出品牌獨有深藏優雅的氣質及時

尚華麗的風格。品牌服飾細緻精巧， 盡顯自信風度、優良品質及優秀工藝，贏得舉世信

譽。過去數十年，Aquascutum備受皇室貴族、政治領袖，以至名人影星的青睞。Aquascutum

走高檔路線，顧客對象是企業家、專業人士及行政人員等。Aquascutum一直為顧客提供

優質之服務。在本集團之管理下，該品牌在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八年先後

四次獲香港零售管理協會頒發「神秘顧客計劃─ 時裝飾物店高級時裝組別之全年度最佳

服務零售商」。 

 
董事認為，基於收購事項提供本集團購入國際知名領導品牌之良機，方便日後於亞洲地
區發展，本集團已成為「Aquascutum」品牌之總代理一段時間，因此在徹底取得
「Aquascutum」品牌亞洲知識產權之所有權後，能受惠於該品牌的價值，故收購事項對
本集團有裨益。 
 
董事認為，委聘國際知名之公司為總代理，協助本集團於日本推廣「Aquascutum」品牌，
長遠而言對本集團有利。於完成時向 Renown 授出有關「Aquascutum」商標之特許權，
有助本集團整體提升該商標之價值。此外，董事認為，新特許權協議為本集團提供合理
回報，所收取之年度專利權費用將用於發展及拓展其國際零售網絡及作為一般營運資
金，並可進一步加強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因此本集團能受惠於新特許權協議。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收購事項及收購協議乃經訂約方公平磋商及按正常
商業條款協定，而收購協議之條款就本公司股東而言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
之整體最佳利益。 
 
上市規則之規定上市規則之規定上市規則之規定上市規則之規定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6(3)條，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主要交易，因此，收購協議及據此
就收購事項擬進行之交易須待獲得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以大多數票數批
准，或以股東書面批准代替舉行股東大會後，方可作實，條件是(i)倘本公司召開股東大
會以批准有關交易，概無股東須放棄投票；及(ii)已獲得由一名股東或合共持有賦予權利
出席該股東大會及於會上投票批准有關交易之證券面值 50%以上之一批密切聯繫之股
東發出之股東書面批准。 
 
由於概無本公司股東或彼等任何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因本公司召開股東大會以批
准收購事項而須放棄投票，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 14.44條獲得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面值 50%以上之本公司股東就收購事項之書面批准，以代替舉行股東大會批准收購事
項。 
 
以下人士或實體（為概無於收購事項中擁有利益，且於本公司股本中實益擁有合共
85,680,162股股份（約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面值 55.64%）之本公司股東）為上市規則第
14.44 條所界定之一批密切聯繫之股東，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四日按照上市規則第
14.60(5)條就收購事項給予書面批准。該等股東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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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益擁有人名稱實益擁有人名稱實益擁有人名稱實益擁有人名稱 股東之間之關係股東之間之關係股東之間之關係股東之間之關係 本公司實益擁有本公司實益擁有本公司實益擁有本公司實益擁有 
之普通股數目之普通股數目之普通股數目之普通股數目 

 

於於於於書面批准書面批准書面批准書面批准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本本本本公司已發行股公司已發行股公司已發行股公司已發行股
本總數概約百分本總數概約百分本總數概約百分本總數概約百分

比比比比 
 

陳瑞球 
 

– 4,929,272 3.20% 

陳永奎 
 

陳瑞球之子及陳
永燊及周陳淑玲
之兄長 

  

324,068 0.21% 

陳永燊 
 

陳瑞球之子及陳
永奎及周陳淑玲
之兄弟 

 

9,363,216 6.08% 

周陳淑玲 
 

陳瑞球之女及陳
永奎及陳永燊之

妹 
 

3,613,544 2.34% 

傅承蔭 
 

陳瑞球之外甥 
 

900,462 0.58% 

陳永棋 
 

陳瑞球之侄兒及
陳永滔之兄長 

 

3,692,776 2.40% 

陳永滔 
 

陳瑞球之侄兒及
陳永棋之弟 

 

4,144,736 2.69% 

Chan Family 
Investment Corporation 

Limited 
 

陳氏家族（包括陳
瑞球先生、陳永奎
先生、陳永燊先

生、傅承蔭先生、
陳永棋先生、陳永
滔先生及周陳淑

玲女士）擁有之公
司 

 

29,601,700 19.24% 

Canfield Holdings 
Limited 

 

陳氏家族（包括陳
永奎先生、陳永燊
先生、陳永棋先

生、陳永滔先生及
周陳淑玲女士）擁
有之公司 

 

24,595,908 15.98% 

Hearty Development 
Limited 

 

陳氏家族（包括陳
永奎先生、陳永燊
先生、陳永棋先

生、陳永滔先生及
周陳淑玲女士）擁
有之公司 

 

2,917,480 1.89% 

Super Team 
International Limited 

 

陳氏家族（包括陳
永棋先生及陳永

滔先生）擁有之公
司 

 

1,597,000 1.03%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85,680,162 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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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一般事項一般事項一般事項 
 
根據上規則，訂立收購協議構成本公司之主要交易。本公司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收購
事項詳情及估值報告之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會成員為七名執行董事陳瑞球先生、陳永奎先生、陳永燊
先生、周陳淑玲女士、傅承蔭先生、陳永棋先生及陳永滔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梁
學濂先生、王霖先生及林克平先生。   
 
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由二零零九年九月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以待
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由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恢復本公
司股份之買賣。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在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YGM International及 YGM Mart 建議收購亞洲知識

產權  
   
「收購協議」 
 

指 Aquascutum（作為賣方）、Renown（作為保證人）與
YGM International及 YGM Mart（作為買方）於二零
零九年九月八日就買賣（其中包括）亞洲知識產權訂
立之協議 

   
「Aquascutum」 指 Aquascutum Limited，一間於英國及威爾斯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Aquascutum 集團擁有其全部已發行股
本 

   
「Aquascutum集團」 指 Aquascutum Group Limited，一間於英國及威爾斯註

冊成立之有限公司，Renown及 Renown Agency Inc.
（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
為 Renown之附屬公司）及兩間公司各自之附屬公司
全資擁有其股份 

   
「亞洲知識產權」 指 Aquascutum 及 Aquascutum 集團各成員公司擁有有

關亞洲地區及將根據收購事項所收購之所有知識產
權 

   
「亞洲地區」 指 亞洲合共 42個國家及地區（包括但不限於）中國、

香港、日本、印尼、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
台灣、新加坡、汶萊及澳門 

   
   
「完成」 指 收購協議之完成 
   
「完成日期」 指 根據收購協議條款完成落實之日期 
   
「本公司」 指 YGM貿易有限公司，一間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代價」 指 亞洲知識產權之代價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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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獨

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第三
方人士 

   
「知識產權」 指 專利權、商標、服務標誌、標識、商業名稱、設計權、

外觀權、商譽權或因假冒提出控訴、不公平競爭權
利、版權及資料庫權、地理權、域名、技術知識及商
業資料、商業秘密及保密權（不論上述任何一項是否
經註冊及為任何有關事物申請註冊）及與世界任何地
方可能存在之上述任何事物具有類似性質或相同或
類似效力之所有保障權或保障形式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澳門」 指 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Renown」 指 Renown Incorporated，一間根據日本法律註冊成立之

公司，其股份於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商標」 指 於緊接完成前 Aquascutum擁有之所有經註冊、尚待

申請註冊及所有未經註冊商標之商標權 
   
「YGM Garment」 
 

指 YGM Garment Limited，一間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
之公司，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YGM International」 指 Aquascutum International Licensing Limited，一間根

據英國及威爾斯法律註冊成立之公司，為 YGM Mart
之全資附屬公司 

   
「YGM Mart」 指 YGM Mart Limited，一間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之公

司，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 指 百分比 
   
「英鎊」 指 英國法定貨幣英鎊 
 

承董事會命 
  董事董事董事董事 

                                       陳永燊陳永燊陳永燊陳永燊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 
 為作說明之用，除本公佈另有所指外，英鎊兌港元之兌換率為 1英鎊兌 12.68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