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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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TE CORPORATION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63） 

關於轉讓北京中興高達通信技術有限公司 90%股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

遺漏。 

一、交易概述 

1、基於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興通訊”、“本公司”或“公司”）

的戰略發展考慮，本公司與北京屹唐半導體產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以下簡稱

“屹唐半導體”）於 2021 年 1 月 11 日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根據《股權轉讓協

議》，本公司以 10.35 億元人民幣向屹唐半導體轉讓本公司所持北京中興高達通信

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高達通信”）90%的股權（以下簡稱“本次交易”）。本

次交易完成後，本公司不再持有高達通信股權。 

2、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等有關規定，本次交易不構成關聯交

易，也不構成公司重大資產重組。 

3、本公司已於 2021 年 1 月 11 日召開第八屆董事會第三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

《關於向北京屹唐半導體產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轉讓北京中興高達通信技術有

限公司 90%股權的議案》，本次交易不需提交股東大會批准。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認為：本次交易審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規的規定，交易價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損害

本公司及股東利益的情況。 

4、本公告中的數據單位均為人民幣。 

二、交易對方的基本情況 

本次交易的股權受讓方為北京屹唐半導體產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其基本

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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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北京屹唐半導體產業投資中心（有限合夥） 

企業性質：有限合夥 

成立日期：2015 年 5 月 26 日 

註冊資本：151,770.3512 萬元 

註冊地址：北京市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景園北街 2 號 52 幢 309 室 

執行事務合夥人：北京亦莊國際產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1103023482925854 

主營業務: 投資、投資諮詢、投資管理 

財務數據：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屹唐半導體總資產 14.32 億元，淨資產

14.32 億元，2020 年度實現營業收入 0 元，淨利潤 6.94 億元。 

合夥人信息： 

序號 合夥人名稱 組織形式 註冊資本（萬元） 持股比例（%） 

1 
北京亦莊國際新興產業投資

中心（有限合夥） 
有限合夥人 151,769.3512 99.9993 

2 
北京亦莊國際產業投資管理

有限公司 
普通合夥人 

（執行事務合夥人） 
1 0.0007 

合計 - - 151,770.3512 100 

北京亦莊國際產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為北京亦莊國際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亦莊國投”）全資附屬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亦莊國投的總資產為

594.83 億元。 

屹唐半導體及其普通合夥人、有限合夥人與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東無關聯

關係，本次交易不構成關聯交易。屹唐半導體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

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屹唐半導體不屬於失信被執行人。  

三、交易標的基本情況 

截至本次交易前，高達通信的基本情況如下： 

公司名稱：北京中興高達通信技術有限公司 

成立時間：2012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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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地址：北京市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景園北街 2號 52幢 8層 801-6 

註冊資本：4,750 萬元 

主營業務：集群產品、公網集群、應急通信系統和一體化通信指揮平臺的研發、

生產和銷售 

股權結構： 

序號 股東名稱 註冊資本（萬元） 持股比例（%） 

1 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4,275.00 90.0000 

2 
深圳市高大上一號投資諮詢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 
160.00 3.3684 

3 
深圳市高大上二號投資諮詢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 
90.00 1.8947 

4 
深圳市高大上三號投資諮詢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 
70.00 1.4737 

5 
深圳市高大上四號投資諮詢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 
155.00 3.2632 

合計 - 4,750.00 100.00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萬元） 

主要財務指標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經審計) 

2020 年 

6 月 30 日 

（經審計) 

資產總額 52,483.25 59,343.39 

負債總額 26,612.25 31,400.99 

淨資產 25,871.00 27,942.40 

應收賬款總額 17,686.17 18,444.22 

或有事項涉及的總額 - - 

主要財務指標 
2019 年度 

(經審計) 

2020 年 1-6 月 

（經審計) 

營業收入 42,418.88 22,321.38 

營業利潤 3,453.13 2,112.82 

淨利潤 3,447.13 2,071.39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801.50 -1,486.26
注

 

注：2020 年 1-6 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計。 

其他情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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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因經營往來，高達通信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的應付賬款餘額為 550 萬元；高達通信在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興通訊集團財務有限

公司的借款餘額為 7,000 萬元，本次交易協議中已約定高達通信需在工商登記前償

還上述借款。本公司不存在向高達通信提供擔保、財務資助或委託高達通信理財的

行為。本次交易完成後，中興通訊不存在以經營性資金往來的形式變相為高達通信

提供財務資助情形。本次交易擬轉讓的高達通信股權未存在抵押、質押或者其他第

三人權利，未涉及有關資產的重大爭議、訴訟或仲裁事項，也未存在查封、凍結等

司法措施。 

高達通信其他股東已就本次交易同意放棄優先購買權。 

高達通信不屬於失信被執行人。  

四、交易協議主要內容 

1、轉讓方：中興通訊 

2、受讓方：屹唐半導體 

3、交易標的：中興通訊所持高達通信 90%股權 

4、交易定價和支付方式： 

基於高達通信的經營情況和財務狀況，交易雙方經公平磋商，同意中興通訊轉

讓高達通信 90%股權的轉讓價格對應為 10.35 億元。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權轉讓價款

以現金方式進行支付。 

5、工商登記先決條件 

《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的工商登記先決條件包括交易文件已妥善簽署並生效、

相關陳述保證在重大方面均為真實、準確、完整且不具有誤導性、屹唐半導體已經

根據《股權轉讓協議》約定支付第一期轉讓價款、本次交易所需內外部決策程序均

已完成等。在工商登記先決條件被全部滿足或被書面豁免之日起不晚於 3 個工作日

內，中興通訊應促使高達通信遞交工商登記文件，辦理工商登記。 

6、交割日 

本次交易的交割日為高達通信取得工商登記主管部門出具的工商登記核准/備

案文件之日起 6 個工作日內（如交易雙方協商一致另行約定更晚日期的，以更晚日

期為准），屹唐半導體按《股權轉讓協議》約定向中興通訊支付第二期轉讓價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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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7、付款安排 

（1）第一期轉讓價款：於《股權轉讓協議》簽署日起 6 個工作日內，屹唐半導

體應向中興通訊支付金額等同於轉讓價款 50%的款項，即 5.175 億元； 

（2）第二期轉讓價款：於交割日，屹唐半導體應向中興通訊支付金額等同於轉

讓價款 50%的款項，即 5.175 億元。 

8、協議生效條件 

《股權轉讓協議》經雙方正式簽署蓋章之日起成立並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對公司的影響 

由於高達通信主要從事的集群業務並非中興通訊主營業務，預計本次交易不會

對中興通訊業務產生重大影響。 

本次交易完成後，本公司將不再持有高達通信股權，高達通信不再納入本公司

的合併報表範圍。本公司轉讓高達通信 90%股權產生投資收益（稅前）約為 7.74 億

元，具體金額以交割日後本公司經審計財務報告為准。 

鑒於屹唐半導體以及亦莊國投的資產規模，本公司認為屹唐半導體具備股權轉

讓款的支付能力，對於其與本公司簽訂的《股權轉讓協議》具有良好的履約能力。 

六、備查文件 

1、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三十次會議決議； 

2、《股權轉讓協議》。 

承董事會命 

李自學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零二一年一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行董事：李自學、徐子陽、顧軍營；三位非執行董
事：李步青、諸為民、方榕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曼莉、吳君棟、莊堅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