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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omputime Group Limited
金寶通集團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320）

關連交易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本公司的全資擁有附屬公司Salus Controls（英屬處女群島）就
向賣方收購Salus Controls（英國）45%已發行股份訂立清償契據，現金代價為157,500英鎊
（相等於約2,472,750港元）。收購事項將緊隨履行及交換清償契據後完成。
於緊接完成收購事項前，Salus Controls（英國）由Salus Controls（英屬處女群島）與賣方分
別擁有55%及45%。在完成收購事項後，Salus Controls（英國）將成為本公司的全資擁有
附屬公司。
由於其中三名賣方為Salus Controls（英國）的董事及主要股東，就上市規則而言彼等被視
為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根據上市
規則第14A.32條，由於收購事項的各項適用百分比率（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超過
0.1%但少於2.5%，故收購事項只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5至14A.47條申報及公告的規
定，並可獲豁免遵守經由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背景
董事會欣然宣布，本公司的全資擁有附屬公司Salus Controls（英屬處女群島）於二零零七年
四月三十日就向賣方收購Salus Controls（英國）45%已發行股份訂立清償契據。在完成收購
事項後，Salus Controls（英國）將成為本公司的全資擁有附屬公司。於收購事項之前，Salus
Controls（英國）的業績及資產與負債於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綜合入賬，而於收購事項後亦將
繼續綜合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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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契據
清償契據的詳情如下：
日期：

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
在完成收購事項前於
Salus Controls（英國）

賣方：

名稱

的持股量

Paul Edwin Lines先生

13.5%

Peter Ball先生

13.5%

Iain Forest McLaren Ellvers先生

13.5%

Peter Hall先生

2.25%

Carol Ann Driver女士

2.25%

除Paul Edwin Lines先生、Peter Ball先生及Iain Forest McLaren Ellvers先生為
Salus Controls（英國）的董事及主要股東外，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其所
知、所得資料及所信，董事確認賣方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的獨立第三方
買方：

Salus Controls（英屬處女群島）

收購權益： Salus Controls（英國）45%已發行股份
代價：

157,500英鎊（相等於約2,472,750港元）須於收購事項完成時以現金方式全數支
付。有關代價乃各方按公平原則磋商得出，並以正常商業條款為依據及經參照
Salus Controls（英國）的最新財務表現而釐定。Salus Controls（英國）於二零零
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其註冊成立日期）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務期間及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虧損，乃因該公司於上述期間仍處於
初期發展階段。Salus Controls（英國）的財務業績已有改善並轉虧為盈，該公司
於二零零六月四月一日至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期間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
並錄得純利。有關代價以本集團內部資源撥付。

完成：

收購事項將緊隨履行及交換清償契據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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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us Controls（英國）的財務資料
下表載列Salus Controls（英國）的若干財務資料，有關財務資料乃按照適用法律及英國公認
會計慣例而編製：
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就收購45%
總計
英鎊

股份應佔權益

概約港元金額 概約英鎊金額

概約港元金額

資產

790,752

12,414,806

355,838

5,586,657

負債

892,795

14,016,882

401,758

6,307,601

負債淨額

102,043

1,602,075

45,919

720,928

於計及稅項及非經常項目前後，Salus Controls（英國）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其註冊
成立日期）至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及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的經審核
賬目分別錄得虧損121,795英鎊（相等於約1,912,182港元）及30,248英鎊（相等於約474,894港
元）。
有關本集團及Salus Controls（英國）的資料
本集團乃一家具領導地位並以亞洲作為基地的電子控制及自動控制裝置及解決方案的供應
商，分銷及銷售網絡遍佈全球各地，並以美洲及歐洲為主要市場。本集團從事研究、開
發、設計及製造標準及訂製控制裝置，而大部分裝置均配置嶄新技術，如無線網絡及可使
用其他再生能源。該等裝置（包括次組件或子系統及消費者最終產品）售予多個品牌供應商
及家庭電器、電子消費產品及保健裝置製造商，以及從事工業控制及自動化控制工業的公
司。
Salus Controls（英國）擁有「Salus」品牌，並在此業務下從事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控制程
式器、可編程式恆溫器、數碼電子恆溫器、地板暖器控制、霜凍恆溫器、線路中心、汽缸恆
溫器、自動旁路閥門、汽門機動化閥門及恆溫散熱器閥門，「Salus」品牌產品並以專業建築商
為目標客戶。
進行收購事項的理由
本集 團計 劃擴充 其於歐 洲國家 的「Salus」品牌產 品分銷 業務 。在完 成收購 事項後 ， Salus
Controls（英國）將成為本公司的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屆時本集團可全面管理及控制其日常業
務。董事會預期，本集團收購 Salus Controls（英國）餘下45%股權可令Salus Controls（英國）
日後營運效率及業務表現繼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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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收購事項的條款符合正常商業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
合本公司股東的整體利益。
關連交易
於緊接完成收購事項前，Salus Controls（英國）由Salus Controls（英屬處女群島）與賣方分別
擁有 55%及45%。由於其中三名賣方為Salus Controls（英國）的董事及主要股東，就上市規
則而言彼等被視為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
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32條，由於收購事項的各項適用百分比率（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
算）超過0.1%但少於2.5%，故收購事項只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45至14A.47條申報及公告
的規定，並可獲豁免遵守經由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者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收購事項」

指

Salus Controls（英屬處女群島）收購Salus Controls（英
國）45%已發行股份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金寶通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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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Salus Controls

指

Salus

（英屬處女群島）」

Controls

Limited， 於 英 屬 處 女 群 島 註

冊成立及登記（公司編號584663）的公司及由本公司全
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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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us Controls（英國）」

指

Salus Controls Plc，於英格蘭及威爾斯註冊成 立及登
記（公司編號5057362）的公司，於緊接完成收購事項前
為本公司的非全資擁有附屬公司

「清償契據」

指

Salus Controls（英屬處女群島）及賣方（包括其他有關
方）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就買賣Salus Controls（英
國）45%已發行股份而訂立的契據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賣方」

指

Paul Edwin Lines先 生 、Peter Ball先 生 、 Iain Forest
McLaren Ellvers先 生 、 Peter Hall先 生 及 Carol Ann
Driver女 士 ， 彼 等 於 緊 接 完 成 收 購 事 項 前 分 別 擁 有
Salus Controls（ 英國）13.5%、 13.5%、13.5%、 2.25%
及2.25%已發行股份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英鎊」

指

英鎊，英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金寶通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歐陽和
香港，二零零七年四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立董事名為歐陽和先生（主席）、歐陽伯康先生（行政總裁）及蔡寶兒女
士；三位非執行董事名為黃英豪先生、甘志超先生及 Patel, Arvind Amratlal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名為
陸觀豪先生、 Siewert, Patrick Thomas先生及 Feniger, Steven Julien先生。
就本公告而言，以英鎊計值的金額均按 1英鎊兌 15.7 港元的兌換率換算為港元。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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