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易披露 

 
 
 
 

2015 年 1 月 28 日 

 

透過協議安排進行私有化 

 

就 Cheung Kong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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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Global 

Markets 

2015 年 1 月

27 日 

牛熊證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買入 200 $3,680.280

0 

$0.1840 $0.1840 

牛熊證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買入 1,000 $18,201.40

00 

$0.1820 $0.1820 

牛熊證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買入 100 $1,820.140

0 

$0.1820 $0.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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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熊證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買入 1,000 $24,901.92

00 

$0.2490 $0.2490 

牛熊證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買入 1,000 $18,101.39

00 

$0.1810 $0.1810 

認股權證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買入 2,000 $17,001.31

00 

$0.8500 $0.8500 

認股權證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買入 3,000 $25,501.96

00 

$0.8500 $0.8500 

認股權證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賣出 1,000 $8,799.320

0 

$0.8800 $0.8800 

認股權證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賣出 1,000 $8,799.320

0 

$0.8800 $0.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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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權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買入 10,000 $29,315.00

00 

$2.9300 $2.9300 

期權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買入 1,000 $2,881.500

0 

$2.8800 $2.8800 

期權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買入 16,000 $44,984.00

00 

$2.8100 $2.8100 

期權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買入 1,000 $2,891.500

0 

$2.8900 $2.8900 

期權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買入 4,000 $14,286.00

00 

$3.5700 $3.5700 

期權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賣出 15,000 $47,677.50

00 

$3.1800 $3.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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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權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賣出 17,000 $57,944.50

00 

$3.4100 $3.4100 

期權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賣出 17,000 $54,374.50

00 

$3.2000 $3.2000 

期權 在要約期前，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認

可為指定莊家的獲豁免自營買賣商，就既有

的衍生工具或一系列的交易所買賣期權進

行的莊家或提供流通量的活動 

賣出 17,000 $29,384.50

00 

$1.7300 $1.7300 

普通股 將因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交

易而產生的自營交易持倉清結／平倉／解

除 

賣出 95,000 $13,764,30

0.0000 

$145.3000 $144.6000 

普通股 將因客戶主動發出且由客戶需求帶動的交

易而產生的自營交易持倉清結／平倉／解

除 

買入 4,000 $578,000.0

000 

$144.5000 $144.5000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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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Global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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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Global Markets 是最終由 HSBC Holdings plc 擁有的公司。 

以上期權可於期限內任何時侯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