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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附屬公司出售
概要
本公司宣佈，（1）本公司與中國電信集團於 2021 年 3 月 26 日訂立協議，據此，本公
司同意以人民幣 38.97 億元（約合港幣 46.95 億元）的轉讓對價出售且中國電信集團同
意購買本公司所持有的天翼電子商務人民幣 50,000 萬元出資額的全部股權（簡稱「天
翼電子商務股權」）；（2）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中國電信國際分別與中國
電信集團及中國電信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廣華物業於 2021 年 3 月 26 日訂立協議，據
此，本公司及中國電信國際分別同意以人民幣 1.31 億元（約合港幣 1.58 億元）及人民
幣 0.44 億元（約合港幣 0.53 億元）的轉讓對價出售且中國電信集團及廣華物業分別同
意購買本公司所持有天翼融資租賃 75%的股權和中國電信國際所持有天翼融資租賃
25%的股權，（統稱「天翼融資租賃股權」）。出售完成後，天翼電子商務及天翼融資
租賃將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本公司預期出售所得款項將全數作為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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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市規則的影響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電信集團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章，中
國電信集團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而由本公司和中國電信集團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
項下預期的出售就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章而言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另外，由於廣
華物業為中國電信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及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而由中國電信
國際和廣華物業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項下預期的出售就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章而言構
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合共出售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低於 5%，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章，本公司僅需遵守申報和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股東和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出售的完成須待多項條件達成方可作實，因此可能進行或
不進行。本公司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1. 緒言
本公司宣佈，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中國電信國際分別與中國電信集團及中
國電信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廣華物業於 2021 年 3 月 26 日訂立協議，據此，(1)本公司
同意出售且中國電信集團同意購買天翼電子商務股權；(2)本公司及中國電信國際分別
同意出售且中國電信集團及廣華物業分別同意購買有關天翼融資租賃股權。出售完成
後，天翼電子商務及天翼融資租賃及將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2.1 關於天翼電子商務股權轉讓協議
關於天翼電子商務股權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2021 年 3 月 26 日

訂約方：

賣方：本公司
買方：中國電信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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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價和付款：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出售天翼電子商務的轉讓對價為人民幣 38.97 億元（即約港幣
46.95 億元），中國電信集團應於協議生效日後 5 個工作日內以現金支付金額為人民幣
38.97 億元（約合港幣 46.95 億元）的轉讓對價。此外，協議約定，自基準日至交割
日，與目標權益對應的權利義務由本公司承擔和享有；於交割日之後，與目標權益對
應的權利和義務由中國電信集團承擔和享有。訂約方同意自基準日至交割日內天翼電
子商務不向其股東進行分紅。本公司預期出售所得款項將全數作為本集團一般營運資
金用途。
出售乃經過公平談判，按照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出售的轉讓對價參照其 2019 年末及
2020 年末資產負債，資產質量、財務及營運指標等多方面因素，以及下文所述出售的
利益和理由釐定。
天翼電子商務於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的除稅前淨利潤分別為約人民幣 0.84 億元（約
合港幣 1.01 億元）及約人民幣 1.31 億元（約合港幣 1.58 億元）。
天翼電子商務於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的除稅後淨利潤分別為約人民幣 0.69 億元（約
合港幣 0.83 億元）及約人民幣 1.14 億元（約合港幣 1.37 億元）。
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止，天翼電子商務未經審計淨資產價值約人民幣 14.69 億元（約
合港幣 17.70 億元）。
上述有關天翼電子商務的財務信息乃依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計算。

先決條件
股權轉讓協議項下預期的交易須待若干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其中包括:
(a)

任何有管轄權的政府機關未發佈或頒佈任何禁止、重大地影響或延誤本次轉讓
完成的法律、規定、法規或政策；且具有管轄權的政府機關、法院未發佈限
制、禁止或以其它方式反對本次轉讓完成的命令、禁令或調查；及

(b)

股權轉讓協議和本次轉讓所需的一切必要的政府或其授權機構的批准、同意、
備案或證書（包括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均已獲得，但依據適用法律和法規只能
在交割後辦理的法律程式及因此而形成的文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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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交割
在股權轉讓協議生效（訂約方取得中國人民銀行批准之日為股權轉讓協議規定之「生
效日」）且協議所規定的先決條件全部得到滿足或被適當放棄的前提下，除非雙方另
有約定，訂約方應於轉讓對價支付日（即股權轉讓協議規定之「交割日」）進行交
割。
2.2 關於天翼融資租賃股權的轉讓協議
關於天翼融資租賃股權的轉讓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2021 年 3 月 26 日

訂約方：

賣方：本公司及中國電信國際
買方：中國電信集團及廣華物業

對價和付款：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出售天翼融資租賃的轉讓對價合共為人民幣 1.75 億元（即約港幣
2.11 億元），中國電信集團和廣華物業應於協議生效日後 5 個工作日內以現金分別支
付金額為 1.31 億元人民幣（約合港幣 1.58 億元）及金額為 0.44 億元人民幣（約合港幣
0.53 億元）的轉讓對價。此外，協議約定，自基準日至交割日，與目標權益對應的權
利義務由本公司及中國電信國際（視具體情況適用）承擔和享有；於交割日之後，與
目標權益對應的權利和義務由中國電信集團及廣華物業（視具體情況適用）承擔和享
有。訂約方同意自基準日至交割日內天翼融資租賃不向其股東進行分紅。本公司預期
出售所得款項將全數作為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用途。
出售乃經過公平談判，按照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出售的轉讓對價參照其 2019 年末及
2020 年末資產負債、資產質量、財務及營運指標等多方面因素以及下文所述出售的利
益和理由。
天翼融資租賃於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的除稅前淨利潤分別為約人民幣 278.80 萬元
（約合港幣 335.90 萬元）及約人民幣 352.24 萬元（約合港幣 424.39 萬元）。
天翼融資租賃於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的除稅後淨利潤分別為約人民幣 209.09 萬元
（約合港幣 251.92 萬元）及約人民幣 264.18 萬元（約合港幣 318.2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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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止，天翼融資租賃未經審計淨資產價值約人民幣 1.75 億元（約
合港幣 2.11 億元）。
上述有關天翼融資租賃的財務信息乃依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計算。

先決條件
轉讓協議項下預期的交易須待若干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其中包括:
(a)

任何有管轄權的政府機關未發佈或頒佈任何禁止、重大地影響或延誤本次轉讓
完成的法律、規定、法規或政策；且具有管轄權的政府機關、法院未發佈限
制、禁止或以其它方式反對本次轉讓完成的命令、禁令或調查；及

(b)

本協議和本次轉讓所需的一切必要的政府或其授權機構的批准、同意、備案或
證書，包括天津金融局關於本次轉讓的同意意見，以及重要的第三方同意均已
獲得，但依據適用法律和法規只能在交割後辦理的法律程序及因此而形成的文
件除外。

轉讓交割
在轉讓協議所規定的先決條件全部得到滿足或被適當放棄的前提下，除非雙方另有約
定，訂約方應於取得天津金融局關於本次轉讓的同意意見之日（即本協議規定之「生
效日」）起 20 個工作日內完成目標權益的權屬變更登記。

3. 交易的利益和理由
為順利推進本公司發行 A 股並上市，聚焦業務定位，本公司經研究後決定出售目標權
益。本公司相信 A 股發行有助於公司把握數字化發展機遇，推動雲改數轉戰略落地，
拓寬融資管道，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完善公司治理，提升綜合競爭實力，符合本公
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有關發行 A 股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21 年 3 月
9 日的公告和本公司日期為 2021 年 3 月 17 日的通函。
於出售完成時，本公司預期實現約人民幣 27.40 億元（即約港幣 33.01 億元）的收益，
此乃基於出售的轉讓對價人民幣 40.72 億元（即約港幣 49.06 億元）和本公司應佔天翼
電子商務及天翼融資租賃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止的淨資產賬面淨值合共約人民幣
13.32 億元（即約港幣 16.05 億元）的差額計算，有助於公司股東價值增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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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乃經過公平談判，按照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天翼電子商務股權和天翼融資租賃股
權的轉讓對價參照其 2019 年末及 2020 年末資產負債、資產質量、財務及營運指標等多
方面因素釐定。
於交易完成後, 天翼電子商務及天翼融資租賃將成為中國電信集團的附屬公司。本公司
將繼續與天翼電子商務及天翼融資租賃保持良好密切的合作，發揮資源互補和戰略協
同效應，持續為公司股東創造價值。

4. 1 關於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為全業務綜合信息服務提供商，主營業務包括在中國提供綜合性固定通信業
務、移動通信業務等基礎電信業務，以及互聯網接入服務業務、信息服務業務等增值
電信業務以及其他相關業務。
4. 2 關於中國电信國際的資料
中國電信國際於 2000 年 2 月 25 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全資附屬公
司，主要從事拓展國際各類電信業務，發展基於網絡的語音、數據、圖像及多媒體通
信和信息服務類業務。
4. 3 關於買方中國電信集團的資料
中國電信集團為國有企業，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主要涉及於中國提供電信業務﹑提
供專門電信支撐服務及從事其他業務的公司。
4. 4 關於買方廣華物業的資料
廣華物業，於 1998 年 9 月 22 日在英屬維京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是中國電信集團
的全資附屬公司。主營業務為從事海外投資、借貸服務。
4. 5 關於天翼電子商務的資料
天翼電子商務是於 2011 年 3 月 3 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主營業務為提供非金
融機構支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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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關於天翼融資租賃的資料
天翼融資租賃有限公司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和本
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中國電信國際有限公司分別持有天翼融資租賃有限公司 75%和
25%股權，主營業務為融資租賃業務、租賃業務、向國內外購買租賃財產、租賃諮詢等
業務。

5. 各訂約方之間的關連和香港上市規則的影響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電信集團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章，中
國電信集團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而由本公司和中國電信集團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
項下預期的出售就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章而言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廣華物業
為中國電信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及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由中國電信國際和
廣華物業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項下預期的出售就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章而言構成本公
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合共出售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低於 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本
公司僅需遵守申報和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本公司將按照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49 條的有關要求，在下一次公佈的本公司年報及賬
目中披露出售的有關詳情。

6. 董事會的意見
董事會已通過決議批准出售。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出售的條款公平
合理，並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出售事項的雖並非於本公司的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
進行，但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除柯瑞文先生於中國電信集團擔任董事
長，李正茂先生、邵廣祿先生於中國電信集團擔任董事，因而放棄就有關股權轉讓協
議的董事會決議案投票外，並無董事於各協議所涉及交易擁有重大利益，亦無董事須
就批准有關協議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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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和潛在投資者應注意，出售的完成須待多項條件達成方可作實，因此可能進行或
不進行。本公司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7. 定義
在本公告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出售」

指

依據股權轉讓協議，(i)本公司向中國電信集團出售本公
司所持有的天翼電子商務全部股權，及(ii)本公司及中國
電信國際分別向中國電信集團及廣華物業出售本公司所
持有天翼融資租賃 75%的股權和中國電信國際所持有天
翼融資租賃 25%的股權

「股權轉讓協議」

指

本公司及中國電信國際分別與中國電信集團及中國電信
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廣華物業於 2021 年 3 月 26 日訂立
的協議，據此，(i)本公司同意出售且中國電信集團同意
購買本公司所持有的天翼電子商務人民幣 50,000 萬元出
資額的全部股權，及(ii)本公司及中國電信國際分別同意
出售且中國電信集團及廣華物業分別同意購買本公司所
持有天翼融資租賃 75%的股權和中國電信國際所持有天
翼融資租賃 25%的股權

「基準日」

指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董事會」

指

本公司的董事會

「工作日」

指

指除中國法定節假日和星期六、星期日之外的其他自然
日

「中國電信國際」

指

中國電信國際有限公司，於 2000 年 2 月 25 日在香港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
事拓展國際各類電信業務，發展基於網絡的語音、數
據、圖像及多媒體通信和信息服務類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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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翼融資租賃」

指

天翼融資租賃有限公司於 2018 年 11 月 30 日在中國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由本公司和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中國電信國際有限公司分別持有天翼融資租賃有限公司
75%和 25%股權，主營業務為融資租賃業務、租賃業
務、向國內外購買租賃財產、租賃諮詢等業務

「中國電信集團」

指

中國電信集團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於 2000 年 5 月
17 日成立的國有企業，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主要業
務為投資控股，主要涉及於中國提供電信業務﹑提供專
門電信支撐服務及從事其他業務的公司

「本公司」

指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於 2002 年 9 月 10 日在中國註
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發行的 H 股在聯交所主板
上市，主營業務為提供綜合性固定通信業務 、移動通
信業務等基礎電信業務 ，以及互聯網接入服務業務 、
信息服務業務等增值電信業務意見其他相關業務

「交割日」

指

就天翼電子商務股權而言，為轉讓對價支付日；就天翼
融資租賃股權而言，為目標權益的權屬變更登記日

「關連人士」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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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翼電子商務」

指

天翼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於 2011 年 3 月 3 日在中國
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主營業務為提供非金融機構支
付服務。截至 2021 年 3 月 26 日，本公司持有天翼電
子商務人民幣 50,000 萬元出資額。此外，2020 年 6 月
28 日，天翼電子商務於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正式掛牌
交易，增資引入戰略投資者，2020 年 12 月 1 日，天
翼電子商務與各投資方簽訂增資協議，2020 年 12 月
31 日，投資方增資款項實繳完成。前述增資完成後，
本公司持有天翼電子商務股權比例將從 78.74%降至
64.53%，前述增資方案待中國人民銀行審批後方可做
實

「生效日」

指

股權轉讓協議內定義的協議生效日; 就天翼電子商務
股權而言，為訂約方取得中國人民銀行批准之日；就
天翼融資租賃股權而言，為訂約方取得天津金融局關
於本次轉讓的同意意見之日

「本集團」

指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全部附屬公司

「廣華物業」

指

中國電信集團廣華物業公司，是中國電信集團的全資
附屬公司，主營業務為從事海外投資、借貸服務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幣」

指

港幣，香港的法定貨幣港幣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和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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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翼融資租賃股 指
權」

本公司所持有天翼融資租賃 75%的股權和中國電信國際
所持有天翼融資租賃 25%的股權

「天翼電子商務股 指
權」

本公司所持有的天翼電子商務人民幣 50,000 萬元出資額
股權，天翼電子商務增資方案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天翼
電子商務股權比例將降至 64.53%，主營業務為提供非
金融機構支付服務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目標權益」

指

本公司及中國電信國際分別持有的天翼融資租賃 75%和
25%股權和/或本公司持有的天翼電子商務全部股權

本公告所載人民幣金額和港幣金額按港幣 1 元兌人民幣 0.83 元的換算，僅作為說明之
用。此等換算並不代表有關人民幣金額可按以上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實際兌換為港
幣。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柯瑞文

中國北京，2021 年 3 月 26 日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柯瑞文(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正茂(總裁兼
首席運營官)；邵廣祿；劉桂清、朱敏(財務總監) (皆為執行副總裁)；陳勝光 (非執行
董事)； 謝孝衍、徐二明、王學明、楊志威(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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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性陳述
本公告中所包含的某些陳述可能被視為美國 1933 年證券法(修訂案)第 27 條 A 款和美國
1934 年證券交易法(修訂案)第 21 條 E 款所規定的「預測性陳述」、這些預測性陳述涉
及已知和未知的風險、不確定性以及其他因素，可能導致本公司的實際表現、財務狀
況和經營業績與預測性陳述中所暗示的將來表現、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有重大出入。
此外，我們將不會更新這些預測性陳述。關於上述風險、不確定性和其他因素的詳細
資料，請參見本公司最近報送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證交會」)的 20-F 表年報和
本公司呈報美國證交會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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