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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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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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僅供參考用途，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之邀請或要約，亦非旨在邀請任
何該等要約或邀請。尤其本公告並不構成亦非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要約出售證券或招攬購
買任何證券之要約。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98）

建議分拆本集團手提電腦及平板電腦外殼製造業務及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獨立上市

(1)批准通達分派；
(2)暫停辦理股東名冊登記手續；及

(3)董事調任

董事會提述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
相同涵義。本公告旨在向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提供有關建議分拆及上市的經更新資料。

董事會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四日召開會議，並於會上批准以向合資格通達股東有條件
實物分派所有已發行通達宏泰股份作特別中期股息的方式進行通達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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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分派記錄日期將為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而本公司股東名冊登記手
續將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及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暫停辦
理（期間概不會辦理股份過戶）。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四日，已發行6,051,725,553股股份。按此基準，通達分派將包括
151,293,138股通達宏泰股份。於本公告日期後及通達分派記錄日期前，股份數目如有
任何增加，則通達分派包括的股份數目將相應增加，以維持每持有40股股份可獲分派
一股通達宏泰股份的分派比例。股份可於通達分派記錄日期或之前因本集團僱員根據
本公司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行使購股權及╱或債券持有人轉換本公司的可換股債券而增
加。

董事謹此強調，建議分拆及上市須待（其中包括）(a)聯交所批准建議分拆；(b)股份發
售成為無條件，並根據通達宏泰之招股章程及股份發售之申請表格的條款及條件妥為
完成；及(c)上市委員會批准已發行的通達宏泰股份及根據股份發售及通達宏泰之招股
章程將予發行之通達宏泰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買賣，以及其後在通達宏泰股份於
聯交所主板開始買賣前，並無撤銷有關上市及批准，始能落實。

董事會亦宣佈，自建議分拆完成日期起，由於王亞榆先生承諾出任通達宏泰的執行董
事，彼將由執行董事調任為非執行董事。王亞榆先生將繼續作為非執行董事服務本公
司，並為我們的業務作出持續貢獻。

建議分拆須待（其中包括）聯交所批准以及董事會及通達宏泰董事會作出最終決定後方
可落實，有關決定視乎（其中包括）現時及直至建議分拆期間之市況而定。本公司股東
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概不保證建議分拆將會進行及何時會進行。因此，本公司股東
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或投資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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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通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刊發。董事會
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日、二零一七年十月
九日、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八日及二零一八年二月二日之公告
（「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本公告旨在向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提供有關建議分拆及上市的經更新資料。

批准宣派特別中期股息

董事會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四日召開會議，並於會上批准以向合資格通達股東有條件實
物分派所有已發行通達宏泰股份作特別中期股息的方式進行通達分派。根據本公司組織
章程細則第155條，通達分派毋須獲本公司股東批准。

股份數目及合資格通達股東的配額

每名合資格通達股東將有權就其╱彼於截至通達分派記錄日期每持有40股股份獲派一股
通達宏泰股份。特別中期股息須待建議分拆成為無條件後，方可作實。按截至二零一八
年二月十四日已發行6,051,725,553股股份的基準，合共151,293,138股通達宏泰股份（相
當於所有已發行通達宏泰股份）將按比例分派予合資格通達股東。

於本公告日期後及通達分派記錄日期前，股份數目如有任何增加，則通達分派包括的股
份數目將相應增加，以維持每持有40股股份可獲分派一股通達宏泰股份的分派比例。股
份數目可於通達分派記錄日期或之前因本集團僱員根據本公司採納的購股權計劃行使購
股權及╱或債券持有人轉換本公司的可換股債券而增加。本公司將就截至通達分派記錄
日期已發行股份的確實數目、供進行通達分派的通達宏泰股份數目及向合資格通達股東
及海外通達股東作出分派的進一步安排刊發進一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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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通達股東

在香港以外司法權區居住的海外通達股東應自行了解及遵守適用於彼等的所有法律及監
管規定。海外通達股東有責任令自身信納已就通達分派全面遵守相關司法權區適用於彼
等的法律，包括在該司法權區獲得可能需要的任何政府、外匯管制或其他同意，或遵守
任何其他必要手續及支付任何應繳發行、過戶費用或其他稅款。

海外通達股東如對任何司法權區、地區或所在地的任何法律或法規條文或司法或監管裁
定或詮釋的潛在適用性或後果，尤其是通達宏泰股份在獲取、收購、保留、處置或其他
方面是否將有任何限制或禁令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彼等的專業顧問。

特別中期股息將不適用於地址在香港以外的海外通達股東，除非董事會在取得法律意見
支持的情況下信納向海外通達股東分派通達宏泰股份將不會違反有關海外司法權區的適
用證券法例或於該司法權區有關監管機構或證券交易所的規定。倘並無通達宏泰股份獲
配發予海外通達股東，則彼等將取得相等於本公司自出售通達宏泰股份所得款項淨額的
現金款項（扣除開支後）。

通達分派項下通達宏泰股份的零碎配額

通達宏泰股份的碎股將不會根據通達分派配發予合資格通達股東。對於根據通達分派獲
分派通達宏泰股份零碎配額的合資格通達股東，彼等的配額將下調至通達宏泰股份的最
接近整數。合資格通達股東的零碎配額將予匯集及於上市日期按相等於每股通達宏泰股
份收市價的價格由本公司於市場上出售。出售所得款項（扣除開支及稅項）將撥歸本公司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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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分派記錄日期及暫停辦理股東名冊登記手續

通達分派記錄日期將為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而本公司股東名冊登記手續
將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及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暫停辦理
（期間概不會辦理股份過戶）。通達分派的時間表載列如下：

重要日期 二零一八年

按連權基準買賣股份的最後日期 二月十五日（星期四）

按除權基準買賣股份的首日 二月二十日（星期二）

遞交附有根據通達分派獲派通達宏泰股份權利的
股份過戶文件的最後日期及時間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下午四時正

於香港暫停辦理本公司股東名冊登記手續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及
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通達分派記錄日期 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於香港恢復辦理本公司股東名冊登記手續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為符合獲取通達分派的資格，所有過戶表格連同相關股票須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下午四時正前送達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
北角英皇道338號華懋交易廣場二期33樓3301-04室以辦理登記。根據中央結算系統T+2

結算安排，建議有意獲取特別中期股息的投資者可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五日（星期四）確
認彼等購買股份。本公司股東名冊將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恢復辦理過戶
登記。

通達宏泰董事會會議

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八日，通達宏泰召開董事會會議批准上市及其相關安排。除通達分派
外，通達宏泰將向香港公眾人士發售（作為上市一部分）若干通達宏泰股份。股份發售的
招股章程預期將由通達宏泰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發行。本公司將於發行通達宏泰
的招股章程時刊發進一步公告。通達宏泰亦將於招股章程日期刊發正式通知。有關通達
分派及建議分拆安排的相關文件將於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郵寄予股東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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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調任

董事會亦宣佈，自建議分拆完成日期起，由於王亞榆先生將出任通達宏泰的執行董事，
彼將由執行董事調任為非執行董事。王亞榆先生將繼續服務本公司，並為我們的業務作
出持續貢獻。

王亞榆先生，64歲，自1988年起加入本公司並自2000年9月起擔任執行董事。彼負責本公
司的整體策略性方針、財務管理、人力資源及行政事宜。彼於電子及電器行業擁有逾35

年經驗。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彼於過往三年並無於香港或海外之其他公眾上市公司擔任
任何董事職務。

鑒於調任，王亞榆先生將與本公司就彼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訂立委任函，自建議分拆完
成日期起為期三年，並可於年期屆滿後重續，惟須根據本公司細則輪值退任及重選連
任。彼將會有權收取固定年度董事袍金約990,000港元，乃參照彼之經驗及資歷、於本集
團的職務及職責以及當時市況而釐定。

王亞榆先生為執行董事王亞揚先生之胞弟及王亞華先生及王亞南先生之胞兄及執行董事
王明澈先生的叔父。於本公告日期，王亞榆先生(i)實益擁有本公司96,460,000股股份的權
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及(ii)實益擁有Landmark Worldwide Holdings

Limited（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已發行股份中25%的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王亞榆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或控股股東並無
關係，且概無其他有關上述調任的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亦無任何其他資料須根
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13.51(2)(v)條予以披露。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感謝王亞榆先生過往擔任執行董事期間作出的貢獻，並期待彼擔任非
執行董事對本集團作出持續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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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議分拆及上市的重要資料

董事謹此強調，建議分拆及上市須待（其中包括）(a)聯交所批准建議分拆；(b)股份發售成
為無條件，並根據通達宏泰之招股章程及股份發售之申請表格的條款及條件妥為完成；
及(c)上市委員會批准已發行的通達宏泰股份及根據股份發售及通達宏泰之招股章程將予
發行之通達宏泰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買賣，以及其後在通達宏泰股份於聯交所主板
開始買賣前，並無撤銷有關上市及批准，始能落實。

一般事項

建議分拆須待（其中包括）聯交所批准以及董事會及通達宏泰董事會作出最終決定後方可
落實，有關決定視乎（其中包括）現時直至建議分拆期間之市況而定。本公司股東及潛在
投資者應注意，概不保證建議分拆將會進行及何時會進行。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
資者於買賣或投資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本公司將適時作出有關建議分拆的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通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亞南

香港，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之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亞南先生、王亞華先生、王亞榆先生、
王亞揚先生、蔡慧生先生及王明澈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楊孫西博士（大紫荊勳章，
金紫荊星章，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張華峰先生（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及丁良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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