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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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41）

CHINA MOBILE LIMITED

關連交易
從中國鐵通集團有限公司收購目標資產和業務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的財務顧問

本次收購

2015年11月27日，中移鐵通（本公司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與鐵通（中國移動通
信集團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簽訂了收購協議，當中中移鐵通同意購買而鐵
通同意出售目標資產和業務。本次收購的對價為人民幣318.8億元（約合386.7
億港元），最終對價會按照收購協議所述價格調整機制進行調整。另外，中
移鐵通將承擔淨債務約人民幣 23.4億元（約合28.4億港元）。價格調整金額將
不會超過人民幣 10億元（約合12.1億港元）。最終對價不會超過人民幣328.8億
元（約合398.8億港元）。對價將由中移鐵通於交割日支付予鐵通。價格調整金
額將於獨立審計師提交有關目標資產和業務於交割日的審計報告後15個工
作日內由中移鐵通支付予鐵通。有關本次收購的對價及價格調整金額將以
本集團自有資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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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含義

鐵通現時是中國移動通信集團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中國移動通信集團為
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條，鐵通亦為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因此，中移鐵通訂立的收購協議及本次收購事項根據上市規
則第14A章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本次收購中最少一項適用百分比率
超逾0.1%但低於5%，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本次收購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要
求，但獲豁免遵守須經獨立股東批准的要求。

警告：本次收購的交割在以本公告中「先決條件」部分列出的若干條件之達
成（或獲豁免，如適用）為前提，因而本次收購的交割可能發生亦可能不會發
生。因此，本公司的股東、美國存託股份持有人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
的股份、美國存託股份或其他證券時應謹慎行事。不清楚應採取何等行動的
人士，應徵詢其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或其他專業顧問的意見。

概況

2015年11月27日，中移鐵通（本公司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與鐵通（中國移動通信
集團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簽訂了收購協議，當中中移鐵通同意購買而鐵通同
意出售目標資產和業務。

收購協議

日期

2015年11月27日

簽約方

賣方： 鐵通

買方： 中移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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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購內容

根據收購協議，中移鐵通同意購買而鐵通同意出售目標資產和業務。鐵通為中
國移動通信集團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下轄 31省、自治區及直轄市分公司，多
年來從事固網電信運營，在31省、自治區及直轄市擁有豐富的全國骨幹網絡、
城市光纜、IPv4地址資源、房屋及土地，擁有的固網寬帶用戶和固話用戶均超
過千萬，及擁有具有豐富固網運營經驗的從業人員，詳見本公告「目標資產和
業務的進一步資料」一節。

對價、對價支付條款及淨債務的承擔

本次收購的對價為人民幣 318.8億元（約合 386.7億港元）（「對價」），最終對價會按
照收購協議所述價格調整機制進行調整。另外，中移鐵通將承擔淨債務約人民
幣23.4億元（約合 28.4億港元）。

對價與價格調整機制經雙方本著公平交易的原則協商後確定，且基於正常商
業條款建立，涉及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基於一系列行業普遍接受的估值法和慣
例而確定的估值區間、已審計的目標資產和業務價值、評估的目標資產和業務
價值（基於鐵通聘用的獨立評估師出具的報告）、本次收購產生的潛在協同效
應、當前商業狀況以及目標資產和業務發展前景、標準商業條款以及其他考慮
事項如在正常協商中出現的考慮事項等。

該對價將根據價格調整機制進行調整。價格調整主要基於目標資產和業務於
相關期間內的因營運資金、資本支出、折舊及負債等增減而變化的經審計的淨
資產賬面值。中移鐵通及鐵通同意，價格調整金額將不會超過人民幣10億元（約
合12.1億港元）。最終對價不會超過人民幣328.8元（約合 398.8億港元）。

對價將由中移鐵通於交割日支付予鐵通。價格調整金額將於獨立審計師提交
有關目標資產和業務於交割日的審計報告後 15個工作日內由中移鐵通支付予
鐵通。有關本次收購的對價及價格調整金額將以本集團自有資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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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本次收購的交割以下列條件的達成為前提：

(1) 收購協議已生效；

(2) 鐵通於收購協議簽訂日作出的陳述及保證在交割日仍保持真實、準確、完
整，並且在所有重要方面不存在誤導、虛假陳述和遺漏；

(3) 就收購協議所要求的在交割日之前應履行或遵守的所有約定、義務和條
件，鐵通已加以履行和遵守；

(4) 未發生任何對目標資產和業務的狀況有重大不利影響的事項；

(5) 鐵通的董事會及其股東已按照其公司治理文件及適用的法律法規批准收
購協議項下的交易；

(6) 中移鐵通的董事會及其股東已按照其公司治理文件及適用的法律法規批
准收購協議項下的交易，本公司已按照其公司治理文件及適用的法律法
規和上市規則批准收購協議項下的交易；及

(7) 收購協議項下的交易已取得必需的政府部門的批准、許可或授權。

中移鐵通及鐵通同意使用其合理努力，於2015年12月31日前，在實際可行情況
下儘快達成上述全部先決條件。如果上述全部先決條件未在2015年12月31日前
實現，在現實可行的前提下，中移鐵通及鐵通可協商以書面確認方式 (a)確定於
其他日期進行交割，或 (b)豁免有關先決條件並視同全部先決條件已全部達成。

交割

以上述條件之達成（或獲豁免，如適用）為前提，預期本次收購將於2015年12月
31日交割。如果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以上所述任何條件尚未達成（或豁免，如
適用），中移鐵通及鐵通應真誠地談判及協商另一個交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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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交割日開始，中移鐵通將成為目標資產和業務的合法持有人。除非雙方另行
同意，鐵通可享有目標資產和業務在交割日前累積的一切權利和利益及承擔一
切義務和責任，而所有目標資產和業務在交割日之後累積的一切權利、利益、
義務和責任則屬於中移鐵通。

在交割日起90日內，雙方均同意按商定的交割方案以完成目標資產和業務的
轉讓。目標資產和業務應根據商定的交割方案由鐵通轉讓至中移鐵通或其指
定的受讓人。

本次收購的理由和好處

董事會相信，本次收購將有利於本集團的發展，原因如下：

(1) 本次收購對於本公司推動並加速全業務運營轉型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
這使本公司能有效地在數據需求強勁的捆綁服務時代中提高競爭力、更
好地與其他全業務運營商競爭；

(2) 本次收購將幫助本公司獲得固網寬帶牌照，使本公司能把握固網寬帶市
場的發展機遇，拓展智慧家庭的增長潛力，在中國固網寬帶市場的預期增
長中獲利；

(3) 本次收購預計可以幫助本公司快速擴大用戶群，發展捆綁服務，降低離網
率，提高用戶粘性及收入；

(4) 本次收購將為本公司帶來相關現有網絡資產（廣泛的城域網、骨幹網、IPv4
地址等），並通過網絡融合提升網絡能力、覆蓋及效率；

(5) 本次收購將幫助本公司獲得具有豐富固網營運管理經驗和維護能力的人
員隊伍；及

(6) 整體而言，本次收購將顯著減少本公司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通過鐵通進
行的持續關連交易、簡化本公司管理及營運結構。詳見本公司於2015年11
月27日發佈題為「持續關連交易的調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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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資產和業務的進一步資料

鐵通的前身是鐵道通信信息有限責任公司，成立於2000年12月，是國有大型基
礎電信運營企業。鐵通於2008年正式併入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成為其全資附屬
公司，下轄31省、自治區及直轄市分公司，保持相對獨立運營。

根據收購協議的約定，中移鐵通將收購鐵通的若干資產、業務及相關負債並接
收相關從業人員。其中，收購的資產和業務包括約9.9萬皮長公里的全國骨幹網
絡、約182.2萬皮長公里的城市光纜、約2,471萬個 IPv4地址資源、房屋1,814項及土
地685項、約1,198萬的固網寬帶用戶和約1,829萬固話用戶（其中含1,388萬的傳統
固話用戶）。此外，鐵通擁有具豐富固網運營經驗的從業人員約4.7萬人。鑒於鐵
通的部分資產（例如產權不清晰的土地、房屋）不符合合規性，將不會被收購，
未來本集團將根據需要對其進行租用。據此，本集團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及其
附屬公司關於2014至2016年度物業租賃協議的持續關連交易將進行調整。此次
中移鐵通收購的目標資產和業務於估值日的賬面資產總額約為人民幣 531.0億
元（約合644.1億港元），負債總額約為人民幣231.4億元（約合 280.7億港元），其中
淨債務約為人民幣 23.4億元（約合 28.4億港元），淨資產約為人民幣 299.6億元（約
合363.4億港元）。

下表載列目標資產和業務的若干過往財務資料：

截至 2013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止年度（註3）

截至2015年5月31日
止5個月期間

人民幣
百萬元

相當於
百萬港元

人民幣
百萬元

相當於
百萬港元

人民幣
百萬元

相當於
百萬港元

收入（註1） 21,331 25,873 23,343 28,314 9,344 11,334
稅前利潤╱（虧損）（註1） (4,735) (5,743) 28 34 37 45
稅後淨利潤╱（虧損）（註1） (4,748) (5,759) 10 12 33 40

估值日淨資產（註1） 29,959 36,339

EBITDA（註2） 5,890 7,144 7,034 8,532 3,130 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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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該等財務資料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 (2006)編製。

2. 本公司對EBITDA的定義為未扣除稅項、應佔聯營公司利潤、融資成本、利息收入、營業
外收入（支出）淨額、資產減值損失、折舊及其他資產攤銷前的期間利潤。

3. 於2014年6月1日起，鐵通於中國大陸境內的電信業務被納入「營改增」範圍而開始適用並
繳納增值稅，此前相關電信業務適用並繳納營業稅。「營改增」對 2014及2015年的收入和
利潤造成一定負面影響。

上市規則之含義

鐵通現時是中國移動通信集團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中國移動通信集團為本
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07條，鐵通亦為本公司的關
連人士。因此，中移鐵通訂立的收購協議及本次收購事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
第14A章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本次收購中最少一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逾
0.1%但低於5%，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本次收購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要求，但
獲豁免遵守須經獨立股東批准的要求。

由於所有執行董事同時擔任中國移動通信集團行政職位，因此所有執行董事
自願迴避表決有關批准收購協議項下之交易的決議案。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在內）認為收購協議為各方按公平交易原則協商
後所達成，反映了常規商業條款，其下交易條款及中移鐵通就本次收購應付的
最終對價均為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一般資料

鐵通為中國移動通信集團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多年來從事固網電信運營。中
國移動通信集團乃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國有公司，其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
東，間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大約72.7%。透過本集團，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是
在中國擁有市場領先地位的移動通信服務供應商。

中移鐵通是本公司為本次收購而設立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本集團是在中國
擁有市場領先地位的移動通信服務供應商，經營覆蓋中國內地所有31省、自治
區及直轄市和香港的全國性移動通信網絡。本公司是投資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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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按人民幣0.82444元= 1.00港元的匯率，提供人民幣兌港元的換算價。提供
上述換算價並不意味著人民幣和港元能實際按照上述匯率相互兌換。

警告：本次收購的交割在以本公告中「先決條件」的部分中列出若干條件之達成
（或獲豁免，如適用）為前提，因而本次收購的交割可能發生亦可能不會發生。
因此，本公司的股東、美國存託股份持有人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的股
份、美國存託股份或其他證券時應謹慎行事。不清楚應採取何等行動的人士，
應徵詢其股票經紀、銀行經理、律師或其他專業顧問的意見。

定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匯具有以下含義：

「2014至2016年度
物業租賃協議」

指 本公司與中國移動通信集團於2013年8月15日
簽訂的2014至2016年度物業租賃協議

「本次收購」 指 由中移鐵通向鐵通收購目標資產和業務

「收購協議」 指 中移鐵通與鐵通於2015年11月27日簽訂的協議，
據此，中移鐵通同意購買而鐵通同意出售目標
資產和業務

「美國存託股份」 指 本公司在紐約證券交易所買賣的美國存託股份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移鐵通」 指 中移鐵通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
公司，為本公司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

「中國移動通信集團」 指 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
立的國有企業，為本公司的最終控股股東

「本公司」 指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成立的公司，
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且其美國存託股份在紐約
證券交易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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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日」 指 2015年12月31日或中移鐵通與鐵通另行商議的
日期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相同涵義

「對價」 指 具有本公告「對價、對價支付條款及淨債務的
承擔」一節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的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淨債務」 指 目標資產和業務於估值日的淨債務

「百分比率」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4章所賦予之相同涵義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價格調整金額」 指 按照價格調整機制而對對價作出調整的金額，
根據收購協議的約定，有關金額將不會超過人
民幣10億元（約合 12.1億港元）

「價格調整機制」 指 收購協議雙方根據收購協議中的約定對對價進
行調整的機制

「相關期間」 指 從估值日起至交割日止的期間

「人民幣」 指 中國的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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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指 本公司的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資產和業務」 指 鐵通的若干資產、業務及相關負債和從業人
員，詳見本公告「目標資產和業務的進一步資
料」一節

「鐵通」 指 中國鐵通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
立的公司，為中國移動通信集團的一家全資附
屬公司

「估值日」 指 2015年5月31日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

尚冰
董事長

香港，2015年11月27日

於本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由尚冰先生、李躍先生、薛濤海先生、沙躍家先
生及劉愛力先生擔任執行董事及由羅嘉瑞醫生、黃鋼城先生、鄭慕智博士及周
文耀先生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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