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SIATRAVEL.COM HOLDINGS LTD 
(Company Registration No.: 199907534E) 

(Incorporated in Singapore) 
 

 
ANNOUNCEMENT REGARDING POTENTIAL OFFER FOR SHARES IN THE COMPAN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e “Board”) of Asiatravel.com Holdings Ltd (the “Company”) wishes to 
inform shareholders that the Company has been notified by certain substantial shareholders of the 
Company, namely, Mr Boh Tuang Poh, Dr Ong Nai Pew, Mr Goh Khoon Lim, Mr James See Lop Fu 
and Toread Holdings Group Co., Ltd. (formerly known as Beijing Toread Outdoor Products Co., Ltd.) 
(“Specific Substantial Shareholders”), that they have entered into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with ZhongHong Holding Co Limited (“ZhongHong”) dated 17 September 2015 in relation to 
ZhongHong’s intention to make a conditional general cash offer for all of the issued and paid-up 
ordinary shares in the Company (“Proposed Offer”) at S$ 0.30 per share (“Offer Price”). 
 
ZhongHong is listed on th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SHE000979) and is a substantial shareholder 
of the Company holding 11.41% of the shares in the issued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The Specific Substantial Shareholders have agreed in the MOU to sell all the shares held by them 
which, in aggregate, constitute 51% of the shares in the issued shar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the 
“Sale Shares"),  at the Offer Price, upon ZhongHong making the Proposed Offer.  
 
On 17 September 2015, ZhongHong announced the Proposed Offer on th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A copy of ZhongHong’s announcement (in Chinese) as released on th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is attached. In the event of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is announcement and ZhongHong’s 
announcement, the latter shall prevail and shareholders should seek advice from their professional 
advisers.  
 
There is no certainty that the Proposed Offer will be successful or will result in any transaction 
or definitive agreement. The Company will make appropriate announcement(s) in the event 
that there are any material developments on this matter.  
 
Shareholders are advised to exercise caution when dealing in the shares of the Company and 
to refrain from taking any action in respect of their shares in the Company which may be 
prejudicial to their interests. 
 
 
BY ORDER OF THE BOARD  
 
 
Boh Tuang Poh  
Executive Director  
18 September 2015  
 
This announcement has been reviewed by the Company’s Sponsor, RHT Capital Pte. Ltd., for 
compliance with the relevant rules of the Singapore Exchange Securities Trading Limited (“SGX-ST”). 
The Company’s Sponsor has not independently verified the contents of this announcement.  
 
This announcement has not been examined or approved by the SGX-ST and the SGX-ST assumes 
no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tents of this document, including the correctness of any of the statements 
or opinions made or reports contained in this announcement.  
 
The details of the contact person for the Sponsor are:  
 
Name: Ms Amanda Chen,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RHT Capital Pte. Ltd.  
Address: Six Battery Road #10-01 Singapore 049909  
Tel: (65) 6381 6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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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2015-82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全面收购亚洲旅游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该股权收购事项尚需获得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并需获得

有权决策部门的批准，目前尚未与交易各方签订正式的要约收购协

议，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 概述 

1、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持

有 Asiatravel.com Holdings Ltd（以下简称“Asiatravel”或“亚

洲旅游”）4000 万股普通股，占其总股本的 11.41%，根据公司战略布

局及未来发展需要，2015年 9 月 17 日，公司与亚洲旅游股东 Mr Boh 

Tuang Poh 、Dr Ong Nai Pew 、Mr Goh Khoon Lim 、MrJames See Lop 

Fu、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述几名股东合称“集体方”）

签署了《亚洲旅游股东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录”），公

司拟以每股 0.3 新加坡元全面收购亚洲旅游对外发行的全部股份，终

止其上市地位。集体方同意作为本次全面收购的一致行动人，并同意

接受公司在本合作备忘录下提出的收购条件。 

2、本次收购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该股权收购事项尚需

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并需获得有权决策部门的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Mr Boh Tuang Poh 、Dr Ong Nai Pew 、Mr Goh Khoon Lim 、

MrJames See Lop Fu 为亚洲旅游自然人股东，探路者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为亚洲旅游法人股东，上述股东合计持有亚洲旅游股份为

178,794,288 股，约占亚洲旅游总股本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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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亚洲旅游成立于1995年，注册号：199907534E，总部位于新加坡，

2001年4月11日在新交所Sesdaq上市，2010年3月5日转至新交所凯利

板上市，目前已发行的总股本为 350,577,036普通股 (不包括

10,646,000股库存股)。 

亚洲旅游核心管理团队的平均从业经验超过15年，门前拥有覆盖

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等17个国家和

地区的B2C旅游平台，搭建有涵盖超过2万旅行社的B2B旅行社网络，

可提供14种主要货币的在线支付方式，其在线旅游网站拥有11种语言

的多语言用户界面，全部业务关系覆盖全球超过20万家酒店、500多

家航空公司和近100万个目的地旅游产品。 

亚洲旅游是第一家推出能够提供线上线下机票预订、酒店预订和

景点预订等其他综合旅行管理服务，并集酒店、机票和旅游景点即时

预订确认于一体的3合1在线旅游平台。亚洲旅游拥有精确的在线旅行

服务支持系统，其预订系统能够直接对接酒店等供应商资源达成实时

的订单确认，同时其拥有便利的在线支付系统和电子出票技术，支持

东南亚诸多旅行景点门票的线上电子出票，满足旅行爱好者一站式的

机票、酒店、旅行景点门票等资源的分步式预订，帮助其在出发前更

便利地进行旅行规划。  

四、合作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交易情况 

本公司拟全面收购 Asiatravel 对外发行并已实缴完毕的全部普

通股，收购价格为每股新加坡币 0.3 元： 

1、截止本合作备忘录签署之日，集体方拟出让的股份合计为

178,794,288 股，约占 Asiatravel 总股本的 51%。 

2、收购价格将全部以现金形式进行支付； 

3、本次私有化将采取 Conditional Volunteer General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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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要约收购）的方式进行； 

4、集体方一致同意：一旦本公司启动 Asiatravel 的私有化程序，

集体方均应作为一致行动人同意该项安排，并接受每股 0.3 新加坡元

的收购价格，具体私有化方案以届时公告的为准。 

5、本公司拟以其境外平台公司作为本次私有化的实施主体。 

（二）排他性 

自本合作备忘录签署之日起的 60 日。集体方将确保其董事、高

管及关联方将在排他期内仅与本公司进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协商、谈

判，并达成相关交易安排，不在排他期内就本合作备忘录所述交易（本

次交易）和任何其他第三方协商或讨论，不在排他期内安排任何第三

方就本次交易开展尽职调查，不在排他期内与任何其他第三方进行或

试图进行类似的交易安排。如本次交易未通过有权机构的审核批准，

则本合作备忘录自动终止，协议各方不再受排他期的限制。 

（三）合作备忘录还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 

五、本次收购目的、公司愿景、资金来源、存在的风险 

1、收购目的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大众休闲需求层次的稳步提

升，旅游行业维持了较高的增长态势，呈现旅游消费与旅游投资两旺

的良好态势，旅游消费总额创历史新高，旅游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旅游消费 1.65 万亿元，增长 14.5%，

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 4.1 个百分点。国内旅游人数实现 

20.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9.9%；旅游收入实现 1.65 万亿元，增长 

14.5%上半年，全国实际完成旅游投资 3018 亿元，同比增长 28%，比

第三产业投资增速高 16 个百分点，比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 17 个

百分点。与投资乏力的传统行业相比，旅游业实现逆势上扬，充分体

现出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预计到 2020 年，整个旅游市场规模

会突破 5 万亿元，到 2025 年会达到 10 万亿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新



4 

 

的经济增长点。 

同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将为在线旅游提供新的发展契机，

并对旅游产业链进行深度改造。在线旅游作为大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由于其信息透明、性价比高、使用方便等优点，正成为旅游行

业中的快速增长领域。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

模达 3077.9 亿元，同比增长 38.9%。预计 2018年在线旅游规模将达 

8000 亿元。同时，在线旅游作为“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

渗透率有望大幅提升。 

另外，国家对在线旅游也出台了明确的扶持政策。7 月初国务院

发布的“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大“互联网+”益民

服务，要求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加

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旅游等新兴消费服务，培育新型业态。 

公司自 2009 年涉足旅游地产开发运营，并于 2014 年开始着手打

造文化旅游产业品牌，积极布局和拓宽旅游文化产业链。本次收购完

成后，公司将拥有具有业内领先的在线旅游服务平台，进一步延伸旅

游产业链布局。 

2、公司愿景 

亚洲旅游目前已成为东南亚一线 OTA 平台，拥有优秀的管理、服

务团队，以及先进的技术平台和丰富的旅游配套产品。 

通过此次全面收购，公司未来可以将亚洲旅游成熟的在线旅游平

台引入中国的广阔市场。在业务形态上，亚洲旅游将从原有的“以东

南亚为中心辐射全球”衍生为“以中国为中心辐射全球”。 

如本次股权收购成功，公司将进一步将亚洲旅游打造成提供国际

旅游服务的开放型平台，提供丰富、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通过着力

打造，目标是跻身中国一线 OTA 平台阵营。 

同时，本公司未来不排除将利用香港国际化资本市场，在未来 3

年内，募集数十亿资金，并通过投资及并购等多种资本运作方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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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线旅游平台建设，以构建国际一流的在线旅游平台。 

3、股权收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股权收购资金来源于本公司的自筹资金或贷款 

4、存在的风险 

该股权收购事项尚需获得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并需获得有权决

策部门的批准，目前尚未与交易各方签订正式的要约收购协议，尚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股权收购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审批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9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