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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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Telecom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28) 

關連交易關連交易關連交易關連交易 

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本公司欣然公佈，中國電信國際與中國電信集團已於 2013 年 12 月 16 日訂立協議，據
此，中國電信集團同意出售且中國電信國際同意購買中國電信集團全資附屬公司中國
電信歐洲的 100%股權。收購完成後，中國電信歐洲將成為中國電信國際的全資附屬公
司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根據收購協議，中國電信國際應於完成後 15 個工作日內以現金支付金額爲 260,893,600
元人民幣（約合港幣 334,478,974 元）的初步對價。此外，初步對價應按完成日經審計
財務報告載列的淨資產價值與基準日經審計財務報告載列的淨資產價值之間的差額予
以調整。倘完成日的淨資産價值大於基準日的淨資産價值，中國電信國際應於完成日
經審計財務報告出具日起 15 個工作日內向中國電信集團支付初步對價之調整額。倘完
成日的淨資産價值小於基準日的淨資産價值，中國電信集團應於完成日經審計財務報
告出具日起 15 個工作日內向中國電信國際支付初步對價之調整額。初步對價和調整額
構成收購的總對價。收購的總對價將以內部資源撥付。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上市規則的影響上市規則的影響上市規則的影響上市規則的影響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電信集團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約 70.89%的已發行股
本。中國電信國際是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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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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由中國電信集
團和中國電信國際訂立的收購協議項下預期的收購就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章而言構成
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收購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低於 5%但超過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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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將會按照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45 條的有關要求，在下一次公佈的本公司年報及
賬目中披露收購的有關詳情。 

交易的利益和理由交易的利益和理由交易的利益和理由交易的利益和理由 

收購完成後，中國電信歐洲將成為中國電信國際的全資附屬公司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目前本公司的海外業務（主要包括亞太和美洲地區）由中國電信國際經
營。本公司通過中國電信國際完成收購，將進一步强化在海外電信市場競爭地位、完
善並統一海外業務經營、充分發揮協同效應、拓展服務區域、增厚本公司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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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言緒言緒言緒言 

本公司欣然公佈，中國電信國際與中國電信集團已於 2013 年 12 月 16 日訂立協議，據
此，中國電信集團同意出售且中國電信國際同意購買中國電信集團全資附屬公司中國
電信歐洲的 100%股權。收購完成後，中國電信歐洲將成為中國電信國際的全資附屬公
司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收購協議收購協議收購協議收購協議 

收購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3 年 12 月 16 日 

訂約方訂約方訂約方訂約方：：：： 賣方：中國電信集團 

買方：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中國電信國際 

對價和付款對價和付款對價和付款對價和付款：：：： 

根據收購協議，中國電信國際應於完成後 15 個工作日內以現金支付金額爲 260,893,600
元人民幣（約合港幣 334,478,974 元）的初步對價。此外，初步對價應按完成日經審計
財務報告載列的淨資產價值與基準日經審計財務報告載列的淨資產價值之間的差額予
以調整。倘完成日的淨資産價值大於基準日的淨資産價值，中國電信國際應於完成日
經審計財務報告出具日起 15 個工作日內向中國電信集團支付初步對價之調整額。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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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日的淨資産價值小於基準日的淨資産價值，中國電信集團應於完成日經審計財務報
告出具日起 15 個工作日內向中國電信國際支付初步對價之調整額。初步對價和調整額
構成收購的總對價。收購的總對價將以內部資源撥付。 

收購乃經過公平談判，按照一般商業條款並於本集團的一般及正常業務過程中訂立。
收購的總對價乃參照多方面因素釐定，包括但不限於中國電信歐洲的資產質量、財務
及營運指標、2012 年度及 2013 年上半年利潤情况、發展前景等因素以及下文所述收購
的利益和理由。 

中國電信歐洲於 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上半年的除稅前淨利潤\虧損分別為虧
損約人民幣 0.06 億元（約合港幣 0.08 億元）、利潤約人民幣 0.24 億元（約合港幣 0.31

億元）及利潤約人民幣 0.10 億元（約合港幣 0.13 億元）。中國電信歐洲於 2011 年
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上半年的除稅後淨利潤\虧損分別為虧損約人民幣 0.06 億元
（約合港幣 0.08 億元）、利潤約人民幣 0.24 億元（約合港幣 0.31 億元）及利潤約人民
幣 0.12 億元（約合港幣 0.15 億元）。中國電信歐洲按基準日經審計財務報告載列的淨
資產價值約人民幣 0.77 億元（約合港幣 0.99 億元）。 

上述有關中國電信歐洲的財務信息乃依照中国企業會計準則的規定計算。 

交易交易交易交易的利益和理由的利益和理由的利益和理由的利益和理由 

收購完成後，中國電信歐洲將成為中國電信國際的全資附屬公司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目前本公司的海外業務（主要包括亞太和美洲地區）由中國電信國際經
營。本公司通過中國電信國際完成收購，將進一步强化在海外電信市場競爭地位、完
善並統一海外業務經營、充分發揮協同效應、拓展服務區域、增厚本公司盈利。 

先決條件先決條件先決條件先決條件 

收購協議項下預期的交易須待若干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其中包括俄羅斯控制外國投
資政府委員會事先批准收購協議載列的股份轉讓，或俄羅斯聯邦反壟斷局發出對該事
先批准的豁免。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於本公告日期，全部先决條件已達成，並且完成預期將於 2013 年 12 月 31 日實現。 

關關關關於於於於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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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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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關關關於於於於買方的資料買方的資料買方的資料買方的資料    

中國電信國際於 2000 年 2 月 25 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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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關關關於於於於中國電信歐洲中國電信歐洲中國電信歐洲中國電信歐洲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的資料 

中國電信歐洲於 2006 年 3 月 2 日在倫敦注冊成立，主要從事在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
開展國際專綫、互聯網、語音批發和其他電信增值等業務運營。目前該公司在法國、
南非、德國和俄羅斯擁有四家全資附屬公司，並在迪拜、土耳其、俄羅斯、西班牙和
肯尼亞擁有五家代表處。中國電信集團目前是中國電信歐洲的唯一法定及實益擁有
人。 

關關關關於於於於賣賣賣賣方的資料方的資料方的資料方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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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訂約方之間的關連和各訂約方之間的關連和各訂約方之間的關連和各訂約方之間的關連和香港香港香港香港上市規則的影響上市規則的影響上市規則的影響上市規則的影響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電信集團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70.89%。中國電信國際是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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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由中國電信集
團和中國電信國際訂立的收購協議項下預期的收購就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章而言構成
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收購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盈利比率除外）低於 5%但超過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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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本公司將按照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45 條的有關要求，在下一次公佈的本公司年報及賬
目中披露收購的有關詳情。 

董事會的意見董事會的意見董事會的意見董事會的意見 

董事會已通過決議批准收購。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爲，收購乃於本集團
的一般及日常業務中依照一般商業條款訂立，且收購的條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
其股東的整體利益。除王曉初先生及楊杰先生為中國電信集團的董事，因而自願在董
事會上就與收購協議有關的決議案放棄表決外，概無董事於收購協議所涉交易中擁有
重大權益，且概無董事須就批准收購協議的相關董事會決議案放棄表決。 

本公司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本公司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本公司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本公司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務請務請務請謹慎行事謹慎行事謹慎行事謹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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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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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購」 指 中國電信國際根據收購協議從中國電信集團收購中國電
信歐洲 100%的股權 

「收購協議」 指 中國電信國際與中國電信集團於 2013 年 12 月 16 日簽訂
的協議，據此，中國電信集團同意出售，而中國電信國
際同意購買，中國電信歐洲的 100%股權 

「基準日」 指 2013 年 6 月 30 日 

「基準日經審計財務報
告」 

指 中國電信歐洲及其附屬公司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基準日
止期間經審計合併財務報表  

「完成日經審計財務報
告」 

指 中國電信歐洲及其附屬公司截止完成日經審計合併財務
報表 

「董事會」 指 本公司的董事會 

「工作日」 指 指香港和北京的銀行開門從事一般商業業務之日（不包
括星期六或星期日或香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節假日） 

「中國電信歐洲」 指 中國電信（歐洲）有限公司，於 2006 年 3 月 2 日在倫敦
注冊成立的私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為 16,150,000 英
鎊，分為 16,150,000 股每股面值 1 英鎊的普通股，是中
國電信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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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總股本爲 58,165,000 港幣，是
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中國電信集團」 指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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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及美國存托股份
分別在聯交所和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主營業務為
提供固定通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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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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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指 根據收購協議條款完成收購 

「完成日」 指 完成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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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 指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全部附屬公司 

「港幣」 指 港幣，香港的法定貨幣港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淨資產價值」 指 中國電信歐洲及其附屬公司各自相關審計期的經審計合
併資産負債表所呈列的總資産價值及總負債價值之間的
價值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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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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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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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載人民幣金額和港幣金額按港幣 1 元兌人民幣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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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港
幣。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王曉初王曉初王曉初王曉初 

 

中國北京，2013 年 12 月 16 日 

 

預測性陳述預測性陳述預測性陳述預測性陳述 

本公告中所包含的某些陳述可能被視為美國 1933 年證券法（經修訂）第 27 條 A 款和
美國 1934 年證券交易法（經修訂）第 21 條 E 款所界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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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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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美國證管
會」）的 20-F 表年報和本公司呈報美國證管會的其他文件。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董事會包括王曉初（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杰（總裁兼首席
運營官）、吳安迪（執行副總裁兼財務總監）、張繼平、楊小偉、孫康敏、柯瑞文
（皆為執行副總裁）、謝亮（非執行董事）、吳基傳、秦曉、謝孝衍、史美倫、徐二
明（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