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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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oodbab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好孩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86）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授出購股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7.06A條
的規定而刊發。

由於近年來國際大環境的影響，好孩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股份（「股份」）的交易價大幅下降，使得根據本公司股東
於2010年11月5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授出的本公司現有購股權（「購股權」）的行
使價遠高於本公司股份近期的市場價，為有效地激勵購股權的現有承授人，董
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允許於2017年8月28日、2018年3月27日、2018年5月
28日及2019年5月23日獲授現有購股權（「現有購股權」）的持有人（「承授人」）以其
現有購股權置換根據本公司股東於2020年5月25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
的新購股權。於本公告日期，現有購股權均未歸屬。

I. 置換現有購股權

置換機制的詳情載列如下。

(i) 本公司將向各承授人提呈授出以下總數（向下取整至最接近整數）的
購股權：

1. 於2017年8月28日授予承授人的購股權（「2017年購股權」）數目乘以
28%（「2017年新購股權」）；

2. 於2018年3月27日授予承授人的購股權（「2018年第一批購股權」）數
目乘以24%（「2018年第一批新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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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2018年5月28日授予承授人的購股權（「2018年第二批購股權」）數
目乘以20%（「2018年第二批新購股權」）；及

4. 於2019年5月23日授予承授人的購股權（「2019年購股權」）數目乘以
31%（「2019年新購股權」）；

上述現有購股權的置換比率乃根據「價值對價值」基準釐定，現有購股
權持有人可將其全部或部分現有購股權置換為 2020 年6 月19日（即授
出日期）具有相同價值的新購股權。

(ii) 除行使價外：

a. 2017年新購股權的條款將與2017年購股權條款相同；

b. 2018年第一批新購股權的條款將與2018年第一批購股權條款相同；

c. 2018年第二批新購股權的條款將與2018年第二批購股權條款相同；
及

d. 2019年新購股權的條款將與2019年購股權條款相同。

(iii) 承授人可全部或部分接納提呈授予的新購股權。

(iv) 承授人全部 接納提呈授予的新購股權，即同意本公司註銷其所有現
有購股權。

(v) 承授人部分 接納提呈授予的新購股權後，將獲授新購股權，其數目按
同意註銷現有購股權數目乘以上文 (i)段表格所載的相應置換比率計
算。

II. 授出新購股權

根據置換現有購股權（如上文「I.置換現有購股權」一節所載）提呈授出新購
股權的詳情如下：

授出日期： 2020年6月19日（「授出日期」）

授出購股權的
行使價：

0.96港元，為以下各項中的最高者：(i)於授出日期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發佈的每日報
價表所列的正式收市價每股股份0.96港元；(ii)於緊
接授出日期前五 (5)個交易日聯交所發佈的每日報
價表所列的股份平均收市價每股股份0.922港元；及
(iii)每股股份的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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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購股權總數： 47,321,000份購股權（每份購股權賦予購股權持有人
認購一股股份的權利）

授出條件： 授出待以下條件達成后方可作實：

(i) 承授人全部或部分接納；及

(ii) 如本公告「I.置換現有購股權」一節所述，承授
人同意註銷全部（倘全部接納）或部分（倘部分接
納）現有購股權。

購股權行使期及
歸屬時間表：

47,321,000份購股權的歸屬時間表及行使期如下，其
中：

(a) 280,000份購股權將於2020年8月28日歸屬並可
於 2027年8月27日或之前行使；

(b) 280,000份購股權將於2021年8月28日歸屬並可
於 2027年8月27日或之前行使；

(c) 280,000份購股權將於2022年8月28日歸屬並可
於 2027年8月27日或之前行使；

(d) 3,710,400份購股權將於2020年9月27日歸屬並可
於2028年3月27日或之前行使；

(e) 5,565,600份購股權將於2021年9月27日歸屬並可
於2028年3月27日或之前行使；

(f) 9,276,000份購股權將於2022年9月27日歸屬並可
於2028年3月27日或之前行使；

(g) 384,000份購股權將於2021年5月28日歸屬並可
於 2028年5月27日或之前行使；

(h) 576,000份購股權將於2022年5月28日歸屬並可
於 2028年5月27日或之前行使；

(i) 960,000份購股權將於2023年5月28日歸屬並可
於 2028年5月27日或之前行使；

(j) 5,201,800份購股權將於2022年5月23日歸屬並可
於2029年5月22日或之前行使；

(k) 7,802,700份購股權將於2023年5月23日歸屬並可
於2029年5月22日或之前行使；

(l) 13,004,500份購股權將於2024年5月23日歸屬並
可於 2029年5月22日或之前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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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授人： 承授人 職位 購股權

富晶秋女士 非執行董事 403,000份購股權

Martin POS先生 執行董事 8,400,000份購股權

夏欣躍先生 執行董事 4,800,000份購股權

劉同友先生 執行董事 3,906,000份購股權

曲南先生 執行董事 3,100,000份購股權

何國賢先生 非執行董事 96,000份購股權

Iain Ferguson BRUCE
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96,000份購股權

石曉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96,000份購股權

張昀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96,000份購股權

金鵬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96,000份購股權

Sharon Kobler女士 宋鄭還先生與
富晶秋女士的女兒

620,000份購股權

本集團其他僱員 – 25,612,000份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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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 17.04(1)條，向「承授人」一節所載董事及Sharon Kobler女士授出
購股權已獲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針對其各自的授予，不包括身為購股權承授
人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除向「承授人」一節所載董事及Sharon Kobler女士授出購股權外，概無承授人為
董事、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繫人（定義見上市
規則）。

承董事會命
好孩子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宋鄭還

香港，2020年6月19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宋鄭還先生、Martin POS先生、夏欣躍先生、劉同友
先生及曲南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富晶秋女士及何國賢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 Iain Ferguson BRUCE先生、石曉光先生、張昀女士及金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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