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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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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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Digital Telecom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88）

關連交易
收購中海智能15%股權

股權轉讓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與迪信通科技於2019年6月28日訂立股權轉讓協議，
據此，本公司同意收購且迪信通科技同意出售中海智能15%股權，代價為人
民幣750萬元。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迪信通科技直接持有本公司 31.71%股權，而迪信通科技由
劉東海先生、劉華女士、劉文萃女士、劉詠梅女士及劉文莉女士分別持有
84.72%、5.06%、3.93%、5.06%及1.23%股權，劉東海先生、劉華女士、劉文萃女
士、劉詠梅女士及劉文莉女士為兄弟姐妹，劉文萃女士透過其非全資控股
公司融豐泰間接持有本公司1.12%股權。由於迪信通科技直接及間接持有本
公司32.83%股權，其為上市規則定義項下的控股股東，故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因此，股權轉讓協議項下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
連交易。

由於股權轉讓協議所適用的最高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故該項交易
須 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有關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
東批准的規定。



– 2 –

股權轉讓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與迪信通科技於 2019年6月28日訂立股權轉讓協議，
據此，本公司同意收購且迪信通科技同意出售中海智能15%股權。股權轉讓協
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2019年6月 28日

訂約方： (1) 迪信通科技（作為轉讓方）

(2) 本公司（作為受讓方）

標的事項： 本公司同意向迪信通科技收購中海智能15%的股權

代價及支付： 轉讓代價為人民幣750萬元，由本公司以現金方式支付
予迪信通科技。本公司應於2019年7月28日前以銀行轉賬
方式一次性支付給迪信通科技。

定價基準： 代價乃參考迪信通科技就中海智能15%股權的出資額而
釐定。截至本公告日期，中海智能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5,000萬元，其中迪信通科技出資人民幣 750萬元，持有
15%股權。

完成： 本公司和迪信通科技應於本公司支付代價後且 2019年7
月28日前完成相應的工商登記變更手續。

有關中海智能的資料

中海智能為一間於 2017年3月6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有限責任公司。
於本公告日期，中海智能分別由中海重工（深圳）有限公司、HYULIM ROBOT Co., 
Ltd.、深圳前海中聯華創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及迪信通科技分別持有40%、30%、
15%及15%的股權。中海智能主要從事工業機器人研發製造以及自動化系統集
成解决方案，致力於打造國內行業內技術領先的系統集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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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智能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兩個年度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主要
財務數據載列如下：

截至2017年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止年度 12月31日止年度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經審核） （經審核）

收入 1,521,631.79 68,647,830.72
稅前盈利 2,477,918.69 6,594,937.01
稅後盈利 2,438,417.56 4,430,720.97

根據中海智能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數據，中海智能於2018年12
月31日的經審核資產總額及資產淨值分別為人民幣 110,457,231.70元及人民幣
56,892,677.73元。

訂立股權轉讓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隨著機器人行業市場的興起，本公司通過收購中海智能部分股權，向機器人市
場領域進行投資，以提升本公司利潤增長來源。

董事（需要放棄投票的董事除外，但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股權轉讓協議
的條款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
益。

由於劉東海先生及劉文萃女士於迪信通科技中擁有權益，且劉松山先生與劉
東海先生及劉文萃女士為兄弟姐妹，故劉東海先生、劉文萃女士及劉松山先生
均已在董事會會議上就審議及通過有關股權轉讓協議的議案放棄投票。除上
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董事於股權轉讓協議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

有關本公司及迪信通科技的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為一間於 2001年5月31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主要
業務活動為在國內及國外開展通訊設備的銷售。

迪信通科技

迪信通科技為一間於 2005年5月26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是本公
司的控股股東。迪信通科技主要在國內從事投資業務，涉及通訊、地產、智能
製造等領域。



– 4 –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迪信通科技直接持有本公司31.71%股權，而迪信通科技由劉東
海先生、劉華女士、劉文萃女士、劉詠梅女士及劉文莉女士分別持有 84.72%、
5.06%、3.93%、5.06%及1.23%股權，劉東海先生、劉華女士、劉文萃女士、劉詠梅
女士及劉文莉女士為兄弟姐妹，劉文萃女士透過其非全資控股公司融豐泰間
接持有本公司1.12%股權。由於迪信通科技直接及間接持有本公司32.83%股權，
其為上市規則定義項下的控股股東，故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股權轉讓
協議項下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股權轉讓協議所適用的最高百分比率超過 0.1%但低於5%，故該項交易須
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有關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
准的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香港聯交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關連交易」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迪信通科技」 指 迪信通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權轉讓協議」 指 本公司與迪信通科技於2019年6月28日訂立的股
權轉讓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收購且迪信通科
技同意出售中海智能15%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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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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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融豐泰」 指 北京融豐泰管理諮詢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中海智能」 指 中海智能裝備製造（深圳）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中外合資有限責任公司，於本公告日期，
由中海重工（深圳）有限公司、HYULIM ROBOT Co., 
Ltd.、深圳前海中聯華創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及迪
信通科技分別持有40%、30%、15%及15%的股權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北京迪信通商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劉東海

中國，北京
2019年6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劉東海先生、劉雅君先生、劉松山先生及劉文萃
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齊向東先生及辛昕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呂廷杰先生、
呂平波先生及張森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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