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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图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以「美圖之家」名稱於香港經營業務）

(股份代號:1357)

須予披露的交易
購買加密貨幣（以太幣和比特幣）
加密貨幣購買
參考本公司於 2021 年 3 月 7 日發布的自願性公告，根據該公告，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Miracle
Vision 根據加密貨幣投資計劃在公開市場交易中購買了 (i) 15,000 單位的以太幣（根據先前
的以太幣購買），總對價約為 22.1 百萬美元；(ii) 379.1214267 單位的比特幣（根據先前的比
特幣購買），總對價約為 17.9 百萬美元。
董事會欣然宣布，Miracle Vision 於 2021 年 3 月 17 日根據加密貨幣投資計劃在公開市場交易
中進一步購買了 (i) 16,000 單位的以太幣（根據以太幣購買），總對價約為 28.4 百萬美元；
(ii) 386.08581655 單位的比特幣（根據比特幣購買），總對價約為 21.6 百萬美元。截至本公
告日期，本集團已累計淨購買了價值約 9 千萬美元的加密貨幣。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有關以太幣購買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與以太幣購買在十二
個月內進行的先前的以太幣購買合併計算）超過 5％但均低於 25％，以太幣購買（與先前的
以太幣購買合併計算）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的公告
及申報規定。
由於有關比特幣購買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與比特幣購買在十二
個月內進行的先前的比特幣購買合併計算）超過 5％但均低於 25％，比特幣購買（與先前的
比特幣購買合併計算）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的公告
及申報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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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貨幣購買
參考先前的自願性公告，根據該公告，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Miracle Vision 根據加密貨幣投資計
劃在公開市場交易中購買了 (i) 15,000 單位的以太幣（根據先前的以太幣購買），總對價約為
22.1 百萬美元；(ii) 379.1214267 單位的比特幣（根據先前的比特幣購買），總對價約為 17.9 百
萬美元。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先前的自願性公告所界定者俱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布，Miracle Vision 於 2021 年 3 月 17 日根據加密貨幣投資計劃在公開市場交易中
進一步購買了 (i) 16,000 單位的以太幣（根據以太幣購買），總對價約為 28.4 百萬美元； (ii)
386.08581655 單位的比特幣（根據比特幣購買），總對價約為 21.6 百萬美元。截至本公告日
期，本集團已累計淨購買了價值約 9 千萬美元的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購買的對價以現金支付，並分別根據公開市場上以太幣和比特幣的買入價和賣出價確
定，加密貨幣購買的資金來源為本集團現有的現金儲備，但不包括本公司的首次公開發行所得
的餘下款項。
董事認為，加密貨幣購買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
整體利益。

交割
加密貨幣購買的結算於 2021 年 3 月 17 日於下達購買訂單後立即完成。本集團購買的以太幣和
比特幣單位將存放於本集團聘用的並建立了良好的安全措施的知名加密貨幣交易平台上。

有關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是數字貨幣，其中使用加密技術來調節貨幣單位的生成並使用區塊鏈技術驗證資金的
轉移。區塊鍊是按時間順序的加密貨幣交易的公共記錄。區塊鏈在該區塊鏈中的所有用戶之間
共享。它用於驗證交易的永久性並防止重複支出。加密貨幣使交易雙方之間更容易轉移資金，
並且出於安全目的，通過使用公鑰和私鑰來協助這些轉移。

加密貨幣購買的理由及裨益
加密貨幣購買的理由及裨益與先前的自願性公告中所公佈的相同，並於下文中再次披露：
董事會認為，區塊鏈技術具有顛覆現有金融和科技行業的潛力，類似於移動互聯網顛覆了PC
互聯網以及眾多其他離線行業的方式。董事會認為，區塊鏈行業仍處於早期階段，類似於2005
年左右的移動互聯網行業。在此背景下，董事會認為，加密貨幣具有足夠的升值空間，並且在
此時通過將其部分現金儲備金分配到加密貨幣，可以用作資金管理中分散持有現金之風險（由
於全球各國央行在資金管理方面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而產生的貶值壓力）。更重要的是，董
事會認為，這能向投資者和利益持份者表明本集團接受技術革新的抱負和決心，從而為進軍區
塊鏈行業做好了準備。儘管區塊鏈具有長期利好前景，但總體而言，短期内加密貨幣的價格仍
然會有波幅，因此董事會目前決定投資以市值計最大的兩種加密貨幣以太幣和比特幣，董事會
相信這投資能最大化提高長遠股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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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以太幣作爲進軍區塊鏈行業之準備
以太坊（Ethereum）是一個開源的、基於區塊鏈的去中心化軟件平台，並使用自己的加密貨幣
以太幣（Ether）。一般來說，在以太坊平台上進行交易或執行合同需要消耗以太幣(作爲「燃
料 」)。目前，以太坊網絡上的去中心化應用程序數量最多，這歸因於其對開發人員友好的界
面，可減少編程時間以快速啟動項目，以及強大且不斷發展的致力於升級網絡並推動其採用的
全球開發者社區網絡。橫跨金融、遊戲、社交媒體以及藝術品和收藏品等多個領域的dApps已
經採用了以太坊協議。本集團目前正在評估將區塊鏈技術整合到其各項海外業務中的可行性
(包括但不限於以基於以太坊之dApps，以及尋找合適的基於區塊鏈的海外項目來進行潛在投資
(而很多基於區塊鏈的項目只接受以太幣作爲投資對價)，這些項目可能與其龐大的用戶群體
（在全球擁有數億月活用戶）產生協同作用。
購買以太幣是這兩項計劃的合乎邏輯的準備, 因爲當集團未來可能推出自己的dApp(s)的時候,
該以太幣可以作爲燃料的儲備; 同時可以作爲投資接受以太幣作為對價的區塊鏈項目。

投資比特幣作為資產配置策略之一
比特幣是十多年前推出的一種加密貨幣。 它具有多種功能，使其成為良好的價值存儲的替代
方式，例如有限的供應、可兌換成法定貨幣或商品和服務、便攜性以及有潛力作為對抗由於全
球各國央行積極增加貨幣供應而對法定貨幣產生的貶值壓力的有效對沖。其中一些功能甚至可
能使比特幣更優於其他價值存儲的替代方式（如黃金、寶石和房地產）。 作為一種價值存儲
的替代方式，其價格主要取決於投資者和公眾的共識所驅動的未來需求。
近期董事會在建立共識的過程中看到了不斷增長的勢頭。例如，一些傳統上比較保守的機構
（如保險公司）已經開始對加密貨幣進行投資；傳統資產管理公司亦已推出了加密貨幣基金以
供認購；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正在購買加密貨幣作為其資金管理的一部分，並考慮接受加密貨
幣作為其商品和服務的付款方式。另一方面，加密貨幣訪問的便利性也一直在提高，這體現於
知名銀行也提供加密貨幣的交易和託管服務。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監管機構也已
開始許可加密貨幣交易平台，以增強投資者對交易加密貨幣的信心。
有關本集團和 Miracle Vision
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在線廣告及其他互聯網增值服務，提供一系列在中國和海外具人氣的創新
照片和社區應用程序。
Miracle Vision 是一家根據新加坡法律註冊成立的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主要從事以下業務：(i)
移動應用程序的運營和發、(ii) 廣告、(iii) 產品營銷和業務開發以及 (iv) 投資控股。
由於加密貨幣購買是在公開市場交易中進行的，因此本公司並不清楚每名賣方的身份及其主要
的經營活動。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有關加密貨幣購買的每名
賣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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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有關以太幣購買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與以太幣購買在十二個
月內進行的先前的以太幣購買合併計算）超過 5％但均低於 25％，以太幣購買（與先前的以太
幣購買合併計算）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的公告及申報
規定。
由於有關比特幣購買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與比特幣購買在十二個
月內進行的先前的比特幣購買合併計算）超過 5％但均低於 25％，比特幣購買（與先前的比特
幣購買合併計算）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的公告及申報
規定。

股東和潛在投資者應注意，本集團根據加密貨幣投資計劃買賣的任何加密貨幣將取決於市場
情況，並由董事會酌情決定。加密貨幣市場在短期內動盪，而加密貨幣的價格也有較大波幅。
因此，無法保證根據加密貨幣投資計劃買賣任何加密貨幣的時間、數量、類型或價格。因此，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定義
在本公告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以下表述具有以下含義：
「比特幣」

比特幣，一種使用區塊鏈技術運作的加密貨幣

「比特幣購買」

根據加密貨幣投資計劃，由 Miracle Vision 於 2021 年 3 月 17 日
以總對價約為 21.6 百萬美元的價格購買了 386.08581655 單位的
比特幣

「對價」

加密貨幣購買的對價

「關連人士」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該詞的涵義

「加密貨幣購買」

以太幣購買及比特幣購買

「加密貨幣投資計劃」

淨購買最多 1 億美元價值的加密貨幣的計劃，該計劃由現有現
金儲備（但不包括本公司首次公開發行所得的餘下款項）提供
資金，詳情如先前的自願性公告中所述

「董事」

本公司的董事

「以太幣」

以太幣，一種使用區塊鏈技術由以太坊平台生成的加密貨幣

「以太幣購買」

根據加密貨幣投資計劃，由 Miracle Vision 於 2021 年 3 月 17 日
以總對價約為 28.4 百萬美元的價格購買了 16,000 單位的以太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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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及廈門美圖網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Miracle Vision」

Miracle Vision Technology Pte. Ltd.,一家在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且為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淨購買」

具先前的自願性公告中所賦予的含義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除非文中另有要求且僅出於本公告之目的，
不包括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

「先前的比特幣購買」

根據加密貨幣投資計劃，由 Miracle Vision 於 2021 年 3 月 5 日以
總對價約為 17.9 百萬美元的對價購買了 379.1214267 個單位的比
特幣

「先前的以太幣購買」

根據加密貨幣投資計劃，由 Miracle Vision 於 2021 年 3 月 5 日以
總對價約為 22.1 百萬美元的對價購買了 15,000 個單位的以太幣

「先前的自願性公告」

日期為 2021 年 3 月 7 日的本公司自願性公告，涉及本集團根據
加密貨幣投資計劃購買加密貨幣（以太幣和比特幣）

「股東」

本公司的股東

「新加坡」

新加坡共和國

「美元」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的法定貨幣

「%」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美图公司
董事長
蔡文胜

香港，2021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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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蔡文胜先生及吳澤源先生（亦稱為吳欣鴻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過以
宏博士、李開復博士及陳家荣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浩先生、賴曉凌先生、張明先生（亦稱為文廚
先生）及蕢鶯春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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