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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
修訂戰略協議

摘要
茲提述本集團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及／或其聯繫人士之間的若干持續關連交易及本公司與中通服訂立的戰
略協議所作的二零零六年公告。本公司的獨立股東已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舉行的特別股東大會正式批
准戰略協議。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訂立一項補充協議（「補充協議」），為擴充戰略協議項下雙
方的戰略合作覆蓋的地域範圍而修訂戰略協議的若干條款，以受惠於中通服的服務地區由六個現有省份擴充
至十九個省份、自治區及直轄市，即中國的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
廣東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海南省、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陝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及新疆維吾爾自
治區（「經擴大中通服服務地區」）。

補充協議須於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七日舉行的特別股東大會（「特別股東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
方能生效。

上市規則之含意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而中通服為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的附屬公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中
通服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補充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屬於持續性質及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
中訂立，且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因此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並須經由獨立股東批准。

由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經已成立，以便就簽訂補充協議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法國巴黎融資已就有關補充協議獲委任為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獨立財務顧問。

本公司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i) 補充協議之詳情；(ii)獨立財
務顧問之函件，當中載有其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之意見；(iii)獨立董事委員會向獨立股東提供之
推薦意見；及 (iv)將予舉行的特別股東大會的通告。

背景
概要
茲提述本公司就（其中包括）本集團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及／或其聯繫人士之間的若干持續關連交易及本公司與
中通服訂立的戰略協議所作的二零零六年公告。戰略協議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日簽訂，當中載列本集團與中通
服集團的戰略合作範圍及表明本著平等互利的原則建立戰略合作關係。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召開特別股東大會，會上本公司的獨立股東批准（其中包括）戰略協議。

中通服已建議透過收購將其專業電信支撐服務覆蓋的地域範圍由現有省份擴充至經擴大中通服務地區。本公司
現正尋求以補充協議方式修訂戰略協議的條款，以加入戰略協議項下中通服集團與本集團於新增省份進行的持
續關連交易，並修訂將應用於經擴大中通服務地區的戰略協議若干條款。建議補充協議須於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
年八月七日舉行的本公司特別股東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方能生效。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70.89%，而中通服為中國電信集團公司的附屬公
司。因此，根據上市規則，中通服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補充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屬於持續性質及於本集
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並須經由
獨立股東批准。

補充協議的條款
補充協議將擴充戰略協議項下的雙方戰略合作所覆蓋的地域範圍，以加入十三個新增省份（即江蘇省、安徽省、
江西省、湖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陝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及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因此，本集團及中通服集團就雙方戰略合作的地域範圍將覆蓋十九個省份、自治區及直轄市。

補充協議亦將載列就新增省份而言，經調整本公司現時就有關現有省份的承諾後，本公司承諾接受中通服集團所
提供有關通信工程的設計、施工、項目監理的若干服務。根據補充協議，本公司將同意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至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倘中通服集團提供相關服務的條款與其他服務供應商基本相同，經擴大中通服服
務地區內的本公司附屬公司將每年接受中通服的全資附屬公司的服務合計將不低於該年度本公司相關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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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年度資本開支總額 10.6%，有關數字乃經考慮本集團與中通服擬收購業務於新增省份進行的歷史交易金額
及戰略協議現有條款項下現有省份目前適用的現行承諾（即不低於 12.5%）釐定，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告「戰略協議
的條款」一節。

此外，補充協議亦載有本公司承諾就新增省份接受中通服集團所提供的若干設備管理及網絡維護服務。根據補充
協議，本公司承諾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倘中通服集團提供相關服務的條款與其
他服務供應商基本相同，經擴大中通服服務地區內的本公司附屬公司將每年接受中通服相關全資附屬公司的設
備管理服務，金額合共不低於人民幣 17.8億元，有關數字乃經考慮本集團及中通服將收購業務於新增省份進行的
歷史交易金額及戰略協議現有條款項下現有省份目前適用的承諾（即不低於人民幣 13.3億元）釐定，有關詳情載
於本公告「戰略協議的條款」一節。

就計算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上述承諾項下之交易金額之目的而言，將加上所有本集團與中通
服將收購業務於二零零七年於新增省份訂立的同類型交易。

戰略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年度上限（經補充協議修訂）乃歸入本公司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之間的現有框架協議
的年度金額上限，有關上限乃經本公司獨立股東正式批准，而該等年度上限將維持不變。有關年度上限及釐定準
則的詳情載於以下一節中。

補充協議的生效須待（其中包括）1) 補充協議取得所需獨立股東批准；及 2)中通服根據上市規則就補充協議及其
建議於新增省份收購中國電信集團公司若干特定資產必須取得獨立股東批准。

戰略協議的條款
經獨立股東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批准的戰略協議現有條款載列如下，以供參考：

日期 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日

訂約方 本公司；及中通服

就於本公告本節介紹戰略協議的條款而言，有關「中通服」的提述應包括中通服及其附
屬公司。

於戰略協議中，「本公司」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年期 從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到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協議有效期屆滿後，雙方可另行協商戰略協議是否應予續期。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35(l) 條，協議年限不得超過三年。本公司將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其中包括披露及於目前年期屆滿時重續協議前須獲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戰略合作的範圍 雙方按照戰略協議規定的條款與條件進行戰略合作的業務領域包括：通信工程設計、
施工、項目監理，設備管理服務，內容應用服務，行銷管道開發服務，電信業務的使用，
以及其他適合於雙方進行合作的新業務。

該等服務應符合國家有關標準或雙方同意的標準，且其條件將不遜於該方向任何第三
方提供相同或相似服務的條件。在不違反中國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就同一服務而言，如
戰略協議一方所提供服務的條款與條件與獨立第三方提供之服務的條款與條件同樣優
厚，對方應當優先選擇戰略協議一方作為服務提供者。

收費標準 凡有政府定價的，按政府定價確定；凡有政府指導價的，參照政府指導價確定；凡沒有
（適用價格標準） 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但已經有市場價的，參照市場價確定；沒有政府定價、政府指導

價也沒有市場價的，採用雙方在公平原則的基礎上協商的方式確定，但雙方協商的價
格應以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潤的方式確定，其中「合理成本」係指由雙方協商確定之成本。

「政府定價」是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規定，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或者其他
有關部門，按照定價許可權和範圍制定的價格。

「政府指導價」是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規定，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或者其
他有關部門，按照定價許可權和範圍規定基準價及其浮動幅度，指導經營者制定的價
格。

「市場價」是指在符合中國法律法規前提下，由經營者自主制定，通過市場競爭形成的
價格。市場價按以下順序確定：(1)在該類服務提供地或其附近地區在正常交易情況下
提供該類服務的獨立第三方當時收取的價格；或 (2)在中國境內在正常交易情況下提供
該類服務的獨立第三方當時收取的價格。

經雙方同意或按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適用價格標準，亦可以招標確定的價格（即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及其他法律、法規規定以公開招標定價的方式確定的
價格）作為定價依據。

各類服務 1. 通信工程的設計、施工和監理服務

1.1 戰略協議所稱「通信工程的設計、施工和項目監理服務」，是指中通服向本公
司提供的通信工程設計、施工和監理服務，包括但不限於該等通信工程新建、
擴容、優化、升級、維護等中涉及到的任何設計、施工和監理服務。

1.2 本公司承諾在戰略協議有效期內，在同等條款及條件下，本公司在中國上海、浙
江、福建、湖北、廣東及海南等六個省份或直轄市的附屬公司每年接受本省行政
區域內的中通服全資子公司的通信工程設計、施工及監理服務總量不低於上述
附屬公司當年度資本開支合計總額的 12.5%。本條文已建議按「補充協議的條款」
一節將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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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通服承諾：

(a) 中通服在所提供服務的適用價格標準基礎上，給予本  公司不低於 5%的價
格折扣 ;

(b) 其將充分利用自身業務優勢，提供符合本公司品質要  求的服務，並盡最
大努力投入人力、設備、資金等資源以發展本公司所需要的服務提供能
力 ;

(c) 其向本公司提供的通信工程設計、施工和監理服務是綜合性、全方位的一
籃子服務，保證實現全程品質控制。

2. 設備管理服務

2.1 本公司承諾在戰略協議有效期內，在同等條款及條件下本公司在中國上海、浙
江、福建、湖北、廣東及海南等六個省份（直轄市）之附屬公司每年接受在本省
行政區域內中通服全資附屬公司的設備管理服務的合計總量不低於人民幣
13.3億元。本條文已建議按「補充協議的條款」一節將予修訂。

2.2 中通服承諾向本公司提供高品質的專業化設備管理服務，充分利用其專業化、
規模化經營的優勢，協助本公司實現降低成本開支的目標。

3. 其他業務中的戰略合作

3.1 本公司承諾，在由傳統基礎電信運營商向綜合信息服務提供商的戰略轉型中，
在同等條件下，將積極向中通服提供服務及合作機會。

3.2 中通服承諾將支援本公司由傳統基礎電信運營商向綜合信息服務提供商的戰
略轉型及積極支援本公司的業務發展，並且在中通服自身的業務中，積極使用
本公司的產品和服務。

年度上限及釐定的準則
補充協議及戰略協議並無載列其項下交易的任何年度上限，因為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作為中通服的控股公司）已
經為與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而簽署若干框架協議，而補充協議及戰略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已由該等框架協
議涵蓋。這些框架協議受到年度金額上限規限，且戰略協議（經補充協議修訂）項下交易的建議年度金額上限乃
歸入本公司與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之間的上述部分框架協議（包括工程服務框架協議、末梢電信服務框架協議和後
勤服務框架協議，該等協議的詳情載列於二零零六年公告，並已於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獲本公司的獨立股東
批准）的年度金額上限。本公司確認，戰略協議（經修訂）項下目前預期的所有交易均已由各現有框架協議涵蓋。
本公司進一步確認，今後如果戰略協議（經修訂）項下的任何交易不被任何現有框架協議所涵蓋，本公司將在遵
守有關上市規則要求的前提下進行。

補充協議的理由及利益
透過擴充與中通服訂立的戰略合作覆蓋的地域範圍，本公司將可於新增省份實現於現有省份取得之相同利益。此
外，本集團將受惠於從其擴充所得中通服於經擴大中通服服務地區更廣泛之服務網絡及更強的服務能力。補充協
議及擴充雙方戰略合作覆蓋的地域範圍的主要理由及利益與二零零六年公告就戰略協議所披露者相同，並重列
如下：

(1) 有助於本公司在持續獲得優質穩定的運營支撐服務的同時有效降低成本。

歷史上的特殊關係和長期合作使中通服對公司的網絡特點和整體業務需求有全面和深刻理解，較之第三方，
中通服更有能力在確保提供優質服務的同時，降低服務成本，提供更具競爭力的價格，而本公司既可得到優
質服務，還可有效降低自身運營開支。

借助這種長期合作的歷史淵源，中通服可更好地貼近公司需求，提供更快速穩定的回應支撐服務，有效實現
業務合作上的協同。中通服已承諾建立專門服務本公司的專業化團隊，將更有針對性地為本公司的發展作前
瞻性的投入和技術準備，提高本公司所獲服務的配套性和有效性。

(2) 有助於建立市場化服務關係，確保本公司所需服務資源。

中通服將發展成為獨立的、市場化運作的服務提供商，其他電信運營商也將對中通服提出較大的服務需求，
本公司有必要與中通服通過市場化方式建立合作關係以穩固自身的服務資源。董事會經過技術上、商業上和
管理上的論證，認為與由本公司自己從事戰略協議下有關服務相比，將這些服務外包給合適的供應商有利於
股東的長遠利益。

中通服在技術、研發和人才等方面具明顯優勢，未來新業務將使各運營商網絡建設和運營支出大幅增長，對
外部服務在技術、規模、人才等方面將有更高的要求，與之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對於本公司獲得關鍵性的服務
資源有重要意義。

(3) 通過與中通服的戰略合作，確保本公司戰略轉型。

與中通服建立戰略合作關係，有助於本公司構建綜合信息服務商業模式、增強價值鏈合作。隨著本公司戰略
轉型的深化，本公司將需對網絡建設和優化進行持續投入，提升網絡的競爭能力；本公司在多個運營環節的
外包戰略使得公司可在降低成本、獲取優質服務的同時，不斷提升運營效率；本公司發展成為綜合信息服務
提供商也有必要在企業信息化服務、IT服務、互聯網應用等業務領域強化與產業鏈上下游的雙贏合作。

通過與中通服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可借助其通信工程的資源和技術優勢和專業資質、豐富的網絡支撐經驗、
長期為運營商提供外包服務的經驗和能力，使其為本公司提供全國範圍的從網絡設計、設備管理到終端客戶
行銷的一站式、全方位、一籃子的通信運營支撐服務，與本公司建立多樣化的合作模式，形成資源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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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意見
董事會（包括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補充協議之條款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為一般商業條款，屬公平
合理，而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獨立股東批准及特別股東大會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54條，於補充協議擁有重大權益之任何關連人士及任何股東及彼等之聯繫人須於特別股東大
會上就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及其聯繫人須就補充協議及當中擬進行之交易於特別股東大會
上放棄投票。

由本公司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張佑才先生、羅康瑞先生、石萬鵬先生、徐二明先生和謝孝衍先生組成之獨立董事
委員會經已成立，以便就補充協議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法國巴黎融資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就補充協議向獨立
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本公司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  其中包括）(i) 補充協議之詳情；(ii)獨立財務
顧問之函件，當中載有其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之意見；(iii)獨立董事委員會向獨立股東提供之推薦
意見；及 (iv)特別股東大會通告。

定義
本公告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語涵義如下：

「二零零六年公告」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日就（其中包括）本公司之若干持續關連交易及戰
略協議而刊發之公告

「新增省份」 指 中國江蘇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
雲南省、陝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法國巴黎融資」或 指 法國巴黎融資（亞太）有限公司，為獨立財務顧問，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進行
「獨立財務顧問」 第 1類（證券買賣）及第 6類（就企業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於本公告日期包括王曉初先生（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冷榮
泉先生（總裁兼首席運營官）、吳安迪女士（執行副總裁兼財務總監）、張繼平先
生（執行副總裁）、黃文林女士（執行副總裁）、李平先生（執行副總裁）、楊杰先
生（執行副總裁）、孫康敏先生（執行副總裁）、李進明先生（非執行董事）、張佑
才先生、羅康瑞先生、石萬鵬先生、徐二明先生和謝孝衍先生（皆為獨立非執行
董事）。

「中通服」 指 中國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日在中國註冊成立，並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之股份有限公司，其主營業務包括於中國為電信運營商
提供專門電信支撐服務，即電信基建服務、業務流程外判服務、應用、內容及其
他服務

「中通服集團」 指 中通服連同其所有附屬公司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 指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於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七日成立的國有企業，本
公司的控股股東，主營業務為投資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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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我們」 指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二零零二年九月十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並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其主營業務為於中國經國家監管部門核定的經
營區域內經營境內及國際固定電信網絡與設施業務，基於固定電信網絡的語音、
數據、圖像及多媒體通信與信息服務等電信業務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載的涵義，而「關連人士」的眾數涵義亦須據此詮釋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特別股東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七日舉行以批准（其中包括）補充協議之特別股東大
會

「經擴大中通服服務地區」 指 新增省份及現有省份，如本公告「補充協議的條款」一節所定義

「現有省份」 指 中通服目前主要服務地區，即中國上海市及浙江、福建、湖北、廣東及海南省

「本集團」 指 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所有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聯合交易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董事委員會，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張佑才先生、羅康瑞先生、石萬鵬先生、
徐二明先生和謝孝衍先生，旨在就補充協議之條款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股東」 指 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及其聯繫人士外的本公司之股東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且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毫無關係，亦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的實體，而
「各獨立第三方」一詞亦須據此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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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臺灣）

「人民幣」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定貨幣

「戰略協議」 指 本公司與中通服就雙方的戰略合作的條款而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日簽訂的戰
略合作框架協議

「補充協議」 指 本公司與中通服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就戰略合作框架協議訂立的補充協議，
為擴充雙方的戰略合作覆蓋的地域範圍而修訂戰略協議的若干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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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希望就以上的某些陳述的前瞻性提醒讀者。上述前瞻性陳述會受到各種不受本公司控制的不確定因素及
假設等的影響。這些潛在的風險及不確定因素包括：中國電信市場的持續增長情況、監管環境的變化及我們能否
成功地執行我們的業務策略。此外，上述前瞻性表述反映本公司目前對未來事件的看法，但非對將來表現的保證。
我們將不會更新這些前瞻性表述。基於各種因素，本公司實際業績可能與前瞻性表述所述存在重要的差異。

承董事會之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王曉初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北京，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