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頁一（共五頁） 

 

不可在美國境內刊登或發放 
 

本新聞稿並非亦無意作爲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出售 KT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任何證券的要約或購買此

等證券的招攬要約。KT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之股份並無亦不會根據一九三三年美國證券法（經修訂）（簡稱

「美國證券法」），或美國任何州的證券法登記，亦不得在美國境內進行要約、出售、抵押或轉讓（定義見美國證券法 S 條

例），除非根據美國證券法的登記規定取得豁免或從事的交易本身無須遵守美國證券法的登記規定。證券在美國進行的任何

公開發售只將以 KT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之招股章程的形式進行。招股章程將載有 KT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的詳細資料、管理層及財務報表。KT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並無計劃在美國註册或進行任何證券

公開發售。本新聞稿尚未亦不可直接或間接地向美國領土或其屬地或任何美國人發放或傳送。本新聞稿包含有關未來事件

的前瞻性聲明。該等前瞻性聲明並非 KT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未來表現之保證，涉及風險及不明朗性，而該

等風險及不明朗性可能會導致實際結果與前瞻性聲明中之表述有重大出入。 

 

[即時發佈] 

 
（股份代號：442） 

KT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公佈擬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詳情 
**************************************************** 

於全球發售 28,000,000 股股份 
每股發售股份不高於港幣 5.00 元及 

預期每股發售股份將不低於港幣 3.00 元 
 
香港，2015 年 2 月 26 日  －  營運歷史悠久的香港優質珠寶綜合供應商及原設計製造商 
KT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KTL International」或「公司」）今天公佈其擬於

香港聯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的詳情。 
 
是次全球發售合共28,000,000股股份（視乎調整權而定），其中國際配售佔25,200,000股股份

（可予重新分配及視乎調整權而定），香港公開發售佔2,800,000股股份（可予重新分配）。

此外，公司預期可向國際包銷商授出的可由聯席賬簿管理人（為其本身及代表其他國際包銷

商）行使的調整權，即超額配股權或發售量調整權（視乎情況而定）。據此，公司或須配發

及發行最多4,200,000股額外發售股份，佔是次全球發售初始發售量的約15%。 
 
發售價介乎（不包括1%經紀佣金、0.0027%證監會交易徵費及0.005%聯交所交易費）每股港

幣3.00元至港幣5.00元。按照指示性發售價範圍的中位數每股港幣4.00元計算，並假設調整權

未獲行使，以及經扣除包銷費用及有關全球發售的估計開支後，公司是次全球發售的所得款

項淨額約爲港幣7,29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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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銀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爲是次發售的獨家全球協調人；建銀國際金融有限公司及中國銀河國

際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為聯席保薦人；建銀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中國銀河國際證券（香港）

有限公司及康宏証券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為聯席賬簿管理人及聯席牽頭經辦人。 
 
香港公開發售將於2015年2月27日（星期五）上午9時正開始，於2015年3月4日（星期三）中

午12時正結束。定價日預期為2015年3月4日（星期三）或前後，且無論如何不遲於2015年3
月6日（星期五）。配售結果將於2015年3月10日（星期二）公佈。公司的股份預期於2015年
3月11日（星期三）於香港聯交所開始買賣，股份代號爲442，股份將按每手股數1,000股買賣。 
 
所得款項淨額的計劃用途 
KTL International擬將（i）約佔所得款項淨額32.4%用於廣州南沙區東涌鎮東深村魚窩頭大道

南側的魚窩頭物業的室內裝潢及裝修，該物業擬用作一個設有多間展覽室的展覽中心以向客

戶展示公司的設計理念及產品，以及員工培訓中心；（ii）約27.4%將用於採購原材料，更具

體而言為鑽石；（iii）約16.5%將用於升級公司的ERP系統及IT基礎設施；（iv）約13.7%將用

於開發及提升公司的設計能力。餘下所得款項淨額約10.0%將用作額外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

司目的。 
 
香港優質珠寶綜合供應商及原設計製造商，與全球客戶業務關係穩固而緊密 
KTL International是一家香港優質珠寶綜合供應商及原始設計製造商，營運歷史悠久。公司主

要從事優質珠寶設計及製造，並主要出口予俄羅斯、美洲及其他歐洲國家的珠寶批發商及零

售商。根據公司的行業研究顧問IPSOS Hong Kong Limited（「IPSOS」），按出口額計算，KTL 
International於2013年在香港五大優質珠寶出口製造商中名列第二位。 
 
公司供應多款K金優質珠寶產品，包括戒指、耳環、吊墜、項鏈、手鐲、臂鐲、袖扣、胸針

及踝飾，主要面向優質珠寶市場的大眾至中端分部。 
 
強勁的設計能力支援產品成功 
KTL International的產品的成功歸因於公司能夠持續創作及推出順應日新月異的市場趨勢及客

戶喜好的優美設計，並能夠開發創新生產技術以促進大量生產涵蓋多種設計的產品。KTL 
International的設計備受行業協會認可，亦深受各地區客戶的歡迎。多年來榮獲多個設計獎

項。公司強勁的設計實力從其專利設計「冰花鑽」可見一斑：這是一項獨特的鑲石技術，鑽

石鑲嵌於多層上，以期呈現出一個具更大枱面尺寸的單一鑽石外觀。 
 
KTL International所展示的設計及工藝能力，加上規模產能已令公司從同儕及競爭對手中脫穎

而出，並對尋求大量供應造型及設計不斷變化且工藝優質及一致的珠寶產品的客戶，產生吸

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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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務以迎合客戶不同需求 
KTL International的業務模式不僅限於產能、高品質的工藝及設計能力，且涵蓋公司視為與客

戶合力提高其終端消費者銷售的服務。這些服務包括產品系列主題及故事情節、整套╱系列

產品設計、產品定位、產品展示、產品發佈策略，以及市場推廣支援方面的意見及建議，以

迎合客戶的不同需求。公司更與主要客戶分享公司對市場趨勢的見解，並開展討論及互動環

節，致力與他們合力提升其珠寶產品的整體消費者吸引力，推動更強勁的零售表現。KTL 
International將服務範圍擴大及升華為不僅是一家珠寶產品製造商及供應商的追求，已令公司

得以與對公司而言具戰略價值的客戶，建立長期、互信及互惠的關係。 
 
經驗豐富、穩定及專注的管理團隊 
KTL International的管理高層均擁有豐富的優質珠寶行業經驗及知識。公司的管理團隊由專攻

銷售及市場推廣管理、財務管理、產品開發設計及工藝以及生產管理等多個領域的成員組成。

管理團隊的經驗及網絡對KTL International為業務發展建立穩固基礎，至關重要。 
 
KT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紀若鵬先生表示：「我

們為KTL International通過於香港上市踏入資本市場感到興奮。這打開了公司自1990年創立以

來，其發展里程上饒具深遠意義的新篇章。我們為能達至此成就感到驕傲。」 
 
KT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聯席主席、執行董事兼營運總裁李文俊先生補充稱：

「在公司全速前行之際，我們將通過擴大於現有市場的市場份額和開拓新市場，持續拓展版

圖，矢志成為優質珠寶行業的領先者。此外，我們也將進一步拓展美國及中國內地市場，加

大力度供應配備綜合服務的產品以擴充客戶基礎，並加強設計能力，以及不斷提升銷售和營

運能力。」 
 
有關KT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KTL International為一家香港優質珠寶綜合供應商及原設計製造商，營運歷史悠久。公司主要

從事優質珠寶設計與製造，產品出口予珠寶批發商及零售商，其客戶遍佈俄羅斯、美國、其

他歐洲國家、中國內地及中東。根據IPSOS報告，按出口額計算，於2013年，KTL International
在香港五大優質珠寶出口商中名列第二位。 
 
詳情請參閱KTL International 2015年2月27日的上市招股書。 
 
如有垂詢，請聯絡偉達公共關係顧問： 
 
方慧嫦（Elisa Fong） 李家蔚（Kawai Li） 
電話：(852) 2894 6224 / 9528 9627 電話：(852) 2894 6252 / 9011 0296 
電郵：elisa.fong@hkstrategies.com 電郵：kawai.li@hkstrateg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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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有關是次發售的數據 
全球發售的發售股份數目 : 28,000,000 股 

（視乎調整權而定） 
   
國際配售股份數目 : 25,200,000 股 

（可予重新分配及視乎調整權而定） 
   
香港公開發售股份數目 : 2,800,000 股 

（可予重新分配） 
   
發售價範圍 : 每股發售股份介乎港幣3.00元至港幣5.00元，另

加1%經紀佣金、0.0027%證監會交易徵費及

0.005%聯交所交易費 
   
市值 : 約港幣2.4億元至港幣4億元 

（假設調整權未獲行使及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

授出任何購股權） 
   
預期股份開始買賣日期 : 2015 年 3 月 11 日 
   
股份代號 : 442 
   
每手股數 : 1,000 股 
 
 
如何索取申請表格及招股章程： 
香港公開發售的白色申請表格及招股章程可於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至2015
年3月4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正的正常營業時間內，向聯席賬簿管理人，即：建銀國際金

融有限公司、中國銀河國際證券（香港）有限公司、康宏証券投資服務有限公司索取，亦可

向以下收款銀行的任何分行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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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地區 分行 地址 
港島 香港分行 中環畢打街 20 號 
 太古城支行 太古城道 18 號太古城中心 

第二期地下 38 號舖 
   
九龍 長沙灣廣場支行 長沙灣道833號長沙灣廣場 

G04號舖 
 觀塘支行 觀塘康寧道55號康寧閣 

地下A舖 
   
新界 荃灣支行 荃灣沙咀道328號寶石大廈 

太平興業廣場地下 
G9B-G11號舖 

 沙田支行 沙田好運中心商場三樓 
193號舖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地區 分行 地址 
港島 總行 德輔道中83號 
 北角分行 英皇道335號 
   
九龍 尖沙咀分行 加拿芬道18號 
 油麻地分行 彌敦道363號 
 
 
申請人亦可於白表eIPO服務的指定網站www.hkeipo.hk進行網上申請。 
 
黃色申請表格及招股章程可於 2015 年 2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至 2015 年 3 月 4 日

（星期三）中午十二時正的正常營業時間內，於香港中環康樂廣場 8 號交易廣場 1 座及 2 座

1 樓香港結算存管處服務櫃台索取，亦可向申請人的股票經紀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