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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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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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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OLOGY VENTURE HOLDINGS LIMITED
（宏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

主要關連交易：

出售及收購
附屬公司股本權益

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與 Aryalin及其代理人公司就 (i)按代價
人民幣 27,000,000元（約相當於 26,000,000港元）出售北京先進數通全部股
本權益；及 (ii)按象徵式代價 1.00港元收購 ADT (BVI) 45%股本權益訂立買
賣協議。交易之目的為出售本公司於北京先進數通 55%股本權益。

ADT (BVI)主要股東 Aryalin為本公司關連人士。由於有關百分比率超過
25%但少於 7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6及 14A.13(1)(a)條之規定，交易構
成本公司方面之主要關連交易。

本公司將於本公布刊發後 21天內向股東寄交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
交易詳情、大福融資有限公司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函件以及
獨立董事委員會就交易向獨立股東提供之推薦意見，連同股東特別大會
通告。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自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暫停
買賣，以待本公布刊發。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恢復股份買賣。

董事會欣然宣布，訂立買賣協議之目的為出售本公司於北京先進數通 55%股
本權益。買賣協議之詳情如下：

買賣協議
(A) 出售協議

日期：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訂約方： (1) 賣方：ADT (Hong Kong)，於完成前由本公司擁有 55%權
益之附屬公司

(2) 買方：Prosper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
島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公司，由 Aryalin實益擁有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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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yalin為本公司附屬公司 ADT（BVI）之主要股東。
按照上市規則之定義，屬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據
董事所深知、得悉及確信，Aryalin並無持有任何股
份。由於 Prosper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為 Aryalin
聯繫人士，故亦屬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將予出售資產：
北京先進數通全部註冊資本。

代價：
出售代價為人民幣 27,000,000元（約相當於 25,961,539港元），其中：

(a) 人民幣 4,000,000元（約相當於 3,846,154港元）將於出售協議日期後十
天內以現金支付作為初步訂金；

(b) 人民幣 13,000,000元（約相當於 12,500,000港元）將於出售協議日期後
15天內以現金支付予託管代理作為進一步訂金；及

(c) 人民幣 10,000,000元（約相當於 9,615,385港元）將於完成日期以中國
或香港一家持牌銀行所發出於十二個月內到期之承兌匯票之方式
支付。

買方有權酌情選擇於完成日期支付現金人民幣 9,000,000元（約相當於
8,653,846港元），以結清代價餘額人民幣 10,000,000元。買方行使該選擇權
毋須取得本公司同意。該付款選擇權乃應買方要求而授出，提供更大靈
活彈性，以便買方藉支付額外人民幣 1,000,000元，延遲付款十二個月。鑑
於倘買方行使選擇權延遲付款將獲得額外應收代價人民幣 1,000,000元，
故董事認為，授予該選擇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出售代價乃經出售協議訂約各方參考北京先進數通於二零零五年八月
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 21,500,000港元（本集團僅於其中擁有
55%權益）、其現時虧損情況以及對北京先進數通未來前景帶來陰霾之
中國（北京先進數通經營業務之地點）負面業務環境（詳情請參閱下文
「進行出售及收購之原因」一段）後公平磋商釐定。董事認為，出售條款
及條件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條件
出售須待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以按股數投票方式表決通過有關批
准：(i)出售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易；及 (ii)收購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之交
易之決議案後，方告作實。

倘該條件未能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正或訂約各方可
能協定之較後日期或之前達成，則本集團將隨即不計利息向買方退還
所支付之訂金，而出售協議將告停止及終結。

完成
預期出售將於上述條件達成後，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或訂約各
方可能協定之其他日期完成。

(B) 收 購協議
日期：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訂約方： (1) 賣方：Aryalin

(2) 買方：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s Limited，本公司全資
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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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予收購資產：
ADT (BVI)股本中 450股每股面值 1.00美元之股份，相當於 ADT (BVI)全部
已發行股本 45%。該等 450股 ADT (BVI) 股份乃 Aryalin於二零零零年六月
二十一日按成本 450美元透過認購購入。

代價：
象徵式代價 1.00港元須於完成日期以現金支付。

收購代價乃經收購協議訂約各方考慮出售條款後公平磋商釐定。鑑於
訂立收購協議之目的為出售本公司於北京先進數通 55%股本權益，故董
事認為，收購條款及條件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條件
收購須待：(i)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以按股數投票方式表決通過有關
批准收購協議及據此擬進行交易之決議案；及 (ii)出售協議根據其條款
完成後，方告作實。

倘該等條件未能於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五時正或訂約各方可
能協定之較後日期或之前達成，則收購協議將告停止及終結。

完成
預期收購將於出售協議完成日期完成。

完成後，ADT (BVI)及 ADT (Hong Kong)將成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而
北京先進數通將終止為本公司附屬公司。下圖顯示緊接完成前後先進
數碼集團之股權結構：

緊接完成前之股權結構

ADT (BVI)

ADT
(Hong Kong)

北京先進數通

本集團 Aryalin

55% 45%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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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完成後之股權結構

ADT (BVI)

ADT
(Hong Kong)

100%

100%

Aryalin

Prosper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

北京先進數通

100%

100%

本集團

有關 ARYALIN之資料
Aryalin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據董事所
深知、得悉及確信，Aryalin全部已發行股本分別由 Caifoo Investments Holding
Limited及 Vectara Limited擁有約 9.7%及約 90.3%，該等公司均由 Foo Hei先生實益
擁有。完成前，Aryalin為持有 ADT (BVI) 已發行股本中 45%股本權益之主要股
東。根 據 上 市 規 則，Foo Hei先 生、Caifoo Investments Holding Limited、 Vectara
Limited及 Aryalin各自均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有關先進數碼集團之資料
ADT (BVI)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有限公司。ADT (BVI)為 ADT
(Hong Kong)之控股公司，而 ADT (Hong Kong)則為北京先進數通登記及實益
擁有人，北京先進數通為於中國成立之外商獨資企業，主要業務為向中國銀
行界提供系統整合服務及軟件開發。完成前，ADT (BVI)已發行股本由本集團
及 Aryalin分別擁有 55%及 45%。完成後，北京先進數通之註冊資本將由 Aryalin
實益擁有，而 ADT (BVI)及 ADT (Hong Kong)將由本集團實益擁有。

下表為按先進數碼集團管理賬目所呈示其各成員公司之營業額、除稅前純利
（虧損淨額）、除稅後純利（虧損淨額）及資產淨值：

於二零零三年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除稅前純利 除稅後純利
營業額 （虧損淨額） （虧損淨額） 資產淨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ADT (BVI) － (9 ) (9) (37)

ADT (Hong Kong) 5,355 986 304 6,197

北京先進數通 145,976 3,312 3,312 33,554

於二零零四年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除稅前純利 除稅後純利
營業額 （虧損淨額） （虧損淨額） 資產淨值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ADT (BVI) － (9 ) (9) (46)

ADT (Hong Kong) 4,197 (948) (1,225) 4,972

北京先進數通 156,041 (5,748) (5,748) 27,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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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出售及收購之原因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附屬公司則主要從事電腦軟硬件分銷及提
供電腦科技服務之業務。

按照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本集團經審核營業額分別約 261,692,000港元
及 237,841,000港 元，本 集 團 經 審 核除 稅 前虧 損 淨額 分 別 約 15,734,000港 元 及
29,755,000港 元，而 本 集 團 經 審 核 除 稅 後 虧 損 淨 額 分 別 約 13,760,000港 元 及
29,930,000港元。

誠 如 本 公 司 二 零 零 四 年 年 報 所 述，本 集 團 毛 利 由 約 36,284,000港 元 減 至 約
27,165,000港元。毛利減少主要由於（其中包括）中國營商環境欠佳，導致競爭
激烈及客戶縮減資訊科技開支。因此，北京先進數通之財務表現直接受到影
響，其毛利因而由二零零二年約 21,477,000港元減至二零零四年約 10,450,000
港元。北京先進數通之毛利率由二零零二年約 23%減至二零零四年之 7%，導
致如上文「有關先進數碼集團之資料」一段所述於二零零四年錄得虧損。面
對中國目前負面營商環境，董事對北京先進數通於可預見未來之前景並不樂
觀，且不擬於北京先進數通投放額外時間及資源。董事認為長遠而言，透過
重新劃撥早前投放於北京先進數通之資源，即時間、金錢及努力至本集團具
更高增長潛力之其他業務，本集團將自出售獲益。

交易之目的為出售本公司於北京先進數通 55%股本權益。緊隨完成後，先進
數碼集團將僅由 ADT (BVI)及 ADT (Hong Kong)組成，且將暫停經營業務。完
成後，本集團將與 Aryalin及其聯繫人士訂立抵銷及償付契據，據此，本集團與
Aryalin及其聯繫人士間之集團內公司間結餘將於完成後抵銷及視作已償付。

出售所得款項淨額約人民幣 26,500,000元（約相當於 25,480,000港元）將撥作本
集團一般營運資金，以加強本集團資訊科技產品分銷及提供電腦科技相關服
務之業務。然而，本集團將物色其他合適商機，以多元化發展業務至其他更
具增長潛力之資訊科技相關範疇。於本公布日期，本集團尚未確定任何有關
商機。

出售之財務影響
完成時並按就包括自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日收購北京先進數通至二零零五年
八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其業績約 1,600,000港元調整之北京先進數通投資成本約
42,700,000港元計算，預計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將
錄得出售虧損約 19,600,000港元，本集團資產淨值將因：(i)撥回二零零零年先
進數碼集團之收購商譽約 23,000,000港元；及 (ii)因完成時抵銷及償付本集團
與 Aryalin及其聯繫人士間之集團內公司間結餘所產生收益約 7,700,000港元而
增加約 30,700,000港元。

本公司確認，緊隨出售後，本集團將從事資訊科技產品分銷及提供電腦科技
服務之業務，以及向中國物業代理提供資訊科技管理、網上支援以及互聯網
網站及數據管理服務。經參考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審核業績，本集團（不包括先進數碼集團）之營業額約為 77,900,000港元。因
此，本公司相信，本集團具有足夠業務，以維持股份於聯交所之上市地位。

上市規則之影響
Aryalin為 ADT (BVI)之主要股東，亦為本公司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6
及 14A.13(1)(a)條，由於有關百分比率超過 25%但少於 75%，交易因而構成本公
司方面之主要關連交易。

交易須經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以按股數投票方式表決批准。Aryalin、其
最終實益擁有人及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包括一名擁有 500,000股股份權益之
Aryalin董事）須基於彼等於交易之權益而於股東特別大會放棄就有關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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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據董事所深知、得悉及確信，除 Aryalin及其聯繫人士外，並無其他股東
於交易擁有重大權益，而須於股東特別大會放棄投票。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羅
肇強先生、傅欣欣先生及王希玲女士組成之獨立董事委員會將會成立，以就
交易是否公平合理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大福融資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獨立
財務顧問，以就此向獨立董事委員會提供意見。

本公司將於本公布刊發後 21天內向股東寄交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交
易詳情、大福融資有限公司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函件以及獨立董
事委員會就交易是否屬公平合理向獨立股東提供之推薦意見，連同股東特別
大會通告。

暫停及恢復股份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自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起暫停買
賣，以待本公布刊發。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上午
九時三十分恢復股份買賣。

釋義
於本公布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各自的涵義：

「收購」 指 根據收購協議，本集團向 Aryalin收購 ADT (BVI)
餘下 45%股本權益

「收購協議」 指 Aryalin作為賣方及本集團作為買方就收購所訂
立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買賣協議

「北京先進數通」 指 北 京 先 進 數 通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為 ADT
(Hong Kong)於中國成立之外商獨資企業

「 ADT (BVI)」 指 Advanced Digit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於
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公司，為於
完成前由本集團及 Aryalin分別實益擁有 55%及
45%之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

「先進數碼集團」 指 緊接完成前之 ADT (BVI)、 ADT (Hong Kong)及北
京先進數通；或緊隨完成後之 ADT (BVI)及 ADT
(Hong Kong)

「 ADT (Hong Kong)」 指 Advanced Digital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於
香港註冊成立之投資控股公司，為 ADT (BVI)
之全資附屬公司

「 Aryalin」 指 Aryalin Associates Limited，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
成立之公司

「聯繫人士」 指 上市規則所賦予該詞彙之涵義

「本公司」 指 宏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完成」 指 出售及收購根據買賣協議條款及條件完成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 指 本集團根據出售協議出售銷售股份

「出售協議」 指 ADT (Hong Kong)作 為 賣 方 及 Prosper Success
Investments Limited作為買方就出售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之買賣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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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將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羅肇強先生、傅欣欣先生
及王希玲女士組成之董事會獨立董事委員會，
乃就交易是否公平合理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而成立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布而言，不包括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買賣協議」 指 出售協議及收購協議之統稱

「銷售股份」 指 北京先進數通之全部註冊股本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10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舉行以考慮及批准交易及據此擬進
行之交易之股東特別大會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交易」 指 買賣協議項下擬進行之出售及收購

「港元」 指 香港現行法定貨幣港元

「人民幣」 指 中國現行法定貨幣人民幣

「美元」 指 美利堅合眾國現行法定貨幣美元

「%」 指 百分比

就本公布而言，除另有指明者外，人民幣兌港元乃按人民幣 1.04元兌 1.00港元
之概約匯率換算。

承董事會命
宏昌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子昂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月五日

於本公布日期，陳子昂先生、吳安敏先生及鄧健洪先生為執行董事，而羅肇
強先生、傅欣欣先生及王希玲女士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