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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6 日 

 

透過協議安排進行私有化 

 

就利豐有限公司的股份的交易披露 

 

執行人員接獲依據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規則 22 作出以下的證券交易的披露： 

 

交易方 日期 有關證券的

說明 

交易性質 買入／

賣出 

涉及的股份

總數 

已支付／已收取的

總金額 

已支付或已

收取的最高

價（H） 

已支付或已

收取的最低

價（L） 

高盛（亞洲）有限

責任公司代表高

盛集團有限公司

與其相關聯機構 

2020 年 4

月 3 日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產生或平倉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買入 1,788,000 $1,934,960.0000 $1.0900 $1.08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產生或平倉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538,000 $589,500.0000 $1.1000 $1.0900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產生或平倉的 Delta 

1 產品的對沖活動 

賣出 82,000 $90,092.9900 $1.0987 $1.0987 

普通股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

的對沖活動 

買入 10,732,000 $11,611,154.7080 $1.0819 $1.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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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平倉的 Delta 1 產品 

買入 111,648 $121,003.8791 $1.0838 $1.0838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平倉的 Delta 1 產品 

買入 1,285,352 $1,393,061.9269 $1.0838 $1.0838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平倉的 Delta 1 產品 

買入 46,107 $49,970.6744 $1.0838 $1.0838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平倉的 Delta 1 產品 

買入 39,490 $42,799.1830 $1.0838 $1.0838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平倉的 Delta 1 產品 

買入 501,403 $543,419.5686 $1.0838 $1.0838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 

買入 9,748,636 $10,547,049.2884 $1.0819 $1.0819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 

買入 983,364 $1,063,901.5116 $1.0819 $1.0819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平倉的 Delta 1 產品 

賣出 78,096 $85,804.4657 $1.0987 $1.0987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平倉的 Delta 1 產品 

賣出 3,904 $4,289.3443 $1.0987 $1.0987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平倉的 Delta 1 產品 

賣出 1,904 $2,072.9172 $1.0887 $1.0887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平倉的 Delta 1 產品 

賣出 96 $104.5168 $1.0887 $1.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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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 

賣出 4,000 $4,339.5680 $1.0849 $1.0849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 

賣出 98,449 $107,748.0987 $1.0945 $1.0945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 

賣出 33,551 $36,399.2115 $1.0849 $1.0849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 

賣出 135,766 $147,291.4473 $1.0849 $1.0849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 

賣出 392,234 $429,282.8547 $1.0945 $1.0945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 

賣出 8,000 $8,679.1360 $1.0849 $1.0849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 

賣出 14,683 $15,929.4692 $1.0849 $1.0849 

Delta 1 產品 因全屬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

帶動的買賣盤所產生的 Delta 1 產品 

賣出 45,317 $49,597.4626 $1.0945 $1.0945 

 

完 

 

 

註： 

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代表高盛集團有限公司與其相關聯機構是與要約人有關連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 

交易是為本身帳戶進行的。 

高盛（亞洲）有限責任公司代表高盛集團有限公司與其相關聯機構是最終由高盛集團有限公司擁有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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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至 23 項的「買入／賣出」一欄代表交易對手在該 Delta 1 產品的持倉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