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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融資租賃協議的
須予披露交易

與承租人訂立融資租賃協議

於2020年8月27日，買方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與承租人訂立一項售後回租交
易。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買方將按人民幣5,510,572元（相當於約6,535,308港元）
的代價 I向承租人購買租回資產 I，並向承租人出租租回資產 I，為期20個月，
並收取租賃款項 I作為回報。

於2020年12月21日（收市後），買方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I與承租人訂立一項售
後回租交易。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I，買方將按人民幣 5,580,000元（相當於約
6,617,647港元）的代價 II向承租人購買租回資產 II，並向承租人出租租回資產
II，為期36個月，並收取租賃款項 II作為回報。

GEM上市規則的涵義

融資租賃協議 I及融資租賃協議 II各自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任一適用百分比
率（定義見GEM上市規則）單獨而言均不超過5%。然而，由於融資租賃協議 II
項下擬進行交易的一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GEM上市規則），當與融資租賃
協議 I項下擬進行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相加時，會超過 5%但低於 25%，故根
據GEM上市規則第19章，該等交易（按合併基準計算）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
交易，並須遵守GEM上市規則項下的通知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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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於2020年8月27日，買方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與承租人訂立一項售後回租交易。
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買方將按人民幣5,510,572元（相當於約6,535,308港元）的代
價 I向承租人購買租回資產 I，並向承租人出租租回資產 I，為期20個月，並收取
租賃款項 I作為回報。

於2020年12月21日（收市後），買方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I與承租人訂立一項售後
回租交易。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I，買方將按人民幣5,580,000元（相當於約6,617,647
港元）的代價 II向承租人購買租回資產 II，並向承租人出租租回資產 II，為期 36
個月，並收取租賃款項 II作為回報。

與承租人訂立融資租賃協議

融資租賃協議 I

融資租賃協議 I的主要條款及條件概述如下：

日期： 2020年8月27日

訂約方： (1) 買方（作為出租人）

(2) 福建吉揚（作為承租人）

(3) 福建雙龍（作為承租人）

所收購資產： 租回資產 I為45只蒸汽鍋爐、45台雙臂不銹鋼揉捻機、10
台微波殺青機、10台變速箱式揉捻機、46台小型自動茶
葉揉捻機、46台烘焙機、46台電炒鍋、46台烘乾定型設
備、6台紅茶萎凋機、4台自動溫控炒幹機、10台蒸汽發
生器、10台茶葉除濕機、2台日本進口的精揉機、15台壓
茶機、5套烏龍茶製茶機、5台電熱蒸汽發生器、10台大
型殺青機及 3台滾筒殺青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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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I： 購買租回資產 I的代價 I為人民幣5,510,572元（相當於約
6,535,308港元）。

買方應付的代價 I乃基於福建雙龍就購買租回資產 I應付
的原購買價款（由福建雙龍與相關賣方訂立的設備購買
合約證明）而定。於釐定代價 I的金額時，買方已參考租
回資產 I的原購買價款，並透過與承租人公平磋商釐定
該金額。

支付代價 I： 待包括（其中包括）買方自承租人接獲 (i)有關租回資產 I
擁有權之完整一套文件或證明文件（包括承租人與租回
資產 I相關的購買合同原本、證明承租人就租回資產 I付
款的付款證明及買方要求的任何其他項目）；(ii)有關就
租回資產 I適時支付保證金及管理費的證據；及 (iii)承租
人表示並無就租回資產 I設置產權負擔的聲明等若干條
件獲達成後，買方須自前述條件達成後五個營業日內向
承租人支付代價 I。

代價 I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撥資。

租回資產 I的
擁有權：

買方有權於簽訂融資租賃協議 I後擁有租回資產 I。

租期： 租回資產 I由買方租予承租人，租期為自 2020年8月27日
起計20個月。

租賃款項 I： 整段租期的總租賃款項 I為人民幣6,243,685元（相當於約
7,404,750港元）。

租賃款項 I須由承租人自2020年8月27日起分20期每月支
付。就租賃款項I的每月分期款項介乎人民幣211,185元（相
當於約 250,457港元）至人民幣 317,500元（相當於約 376,542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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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段租期的總租賃款項 I乃基於代價 I，另加買方將於整
段租期向承租人收取的已協定利息總額而定。

融資租賃協議 I項下的售後回租交易年利率為 13.76%。
該利率乃經買方與承租人公平磋商後釐定，於釐定利率
時，買方已考慮現行銀行貸款利率、承租人的信用（經參
考其信用往績記錄）及承租人的同類公司之應付利率。

抵押保證金： 承租人須支付人民幣 900,000元（相當於約 1,067,362港元）
的抵押保證金，以確保履行其於融資租賃協議 I項下的
責任。此外，買方可 (i)使用抵押保證金結算租賃款項 I的
最後未償還款項；(ii)於承租人全面履行其於融資租賃協
議 I項下的付款責任後退還予承租人（不計利息）；或 (iii)
使用抵押保證金抵銷就承租人提前購租回資產 I所支付
的代價 I款項，惟前提是承租人已履行融資租賃協議 I項
下的義務且承租人並無違約（或倘有任何違約事件，該
違約事件已被糾正及已正式支付違約款項）。

違約付款： 倘承租人未能支付到期的租賃款項 I的任何款項或融資
租賃協議 I項下應付的任何其他款項，則承租人須支付
自付款到期日起的違約付款相等於下列項目的乘積：(i)
逾期付款金額；(ii)每日違約利率0.13%；及 (iii)從付款到
期日到全數結清日期的天數。

保留代價： 待承租人履行所有於融資租賃協議 I項下的責任及支付
租賃款項 I的最後一期款項後，承租人於支付保留代價
人民幣 100元（相當於約119港元）後可自買方購買租回資
產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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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提前購回： 買方同意，倘 (i)承租人並無違約（或倘有任何違約事件，
該違約事件已被糾正及已正式支付違約款項）；(ii)承租
人就建議提前購回給予買方30日的事先書面通知；(iii)
租期已開始超過三個月；及 (iv)買方已發出有關承租人
建議購回的書面同意，則承租人可於最後一期款項應付
日期之前回購租回資產 I。

買方同意，倘承租人已向買方全數付訖雙方於購買日期
協定之下列款額：(i)所有違約付款及提前購回發生當月
的租賃款項；(ii)待付的未償清本金；(iii)相當於未償清
本金1%之補償金額；及 (iv)保留代價人民幣100元（相當於
約119港元），則將租回資產 I的擁有權轉讓予承租人。

違約事件： 於發生（其中包括）承租人未能準時全數支付租賃款項 I
的任何分期付款或任何其他應付款項或承租人未能履
行融資租賃協議 I項下的任何其他責任及義務等若干觸
發事件並且未有於買方向承租人發出書面通知後七日
內予以糾正時，買方可採取以下一項或多項措施：(i)終
止融資租賃協議 I，管有並處置租回資產 I；(ii)宣佈未付
租賃付款 I、承租人應付的其他款項及違約付款應由承
租人立即支付；(iii)向承租人索要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強
制執行或捍衛買方權利而產生的任何費用；(iv)沒收承
租人已支付的抵押保證金；及 (v)尋求法律所允許之其他
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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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租賃協議 II

融資租賃協議 II的主要條款及條件概述如下：

日期： 2020年12月21日

訂約方： (1) 買方（作為出租人）

(2) 福建吉揚（作為承租人）

(3) 福建雙龍（作為承租人）

所收購資產： 租回資產 II為2台CCD茶葉色選機、2台鮮葉分級機、20根
網眼傳送帶、45只蒸汽鍋爐、45台雙臂不鏽鋼揉捻機、
10台微波殺青機及10台變速箱式揉捻機。

代價 II： 購買租回資產 II的代價 II為人民幣5,580,000元（相當於約
6,617,647港元）。

買方應付的代價 II乃基於福建雙龍就購買租回資產 II應
付的原購買價款（由福建雙龍與相關賣方訂立的設備購
買合約證明）而定。於釐定代價 II的金額時，買方已參考
租回資產 II的原購買價格，並透過與承租人公平磋商釐
定該金額。

支付代價 II： 待包括（其中包括）買方自承租人接獲 (i)有關租回資產 II
擁有權之完整一套文件或證明文件（包括承租人與租回
資產 II相關的購買合同原本、證明承租人就租回資產 II
付款的付款證明及買方要求的任何其他項目）；(ii)有關
就租回資產 II支付保證金及管理費的證據；及 (iii)承租人
表示並無就租回資產 II設置產權負擔的聲明等若干條件
獲達成後，買方須自前述條件達成後五個營業日內向承
租人支付代價 II。

代價 II將由本集團內部資源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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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回資產 II的
擁有權：

買方將有權於簽訂融資租賃協議 II後擁有租回資產 II。

租期： 租回資產 II將由買方租予承租人，租期為自2020年12月
22日起計36個月。

租賃款項 II： 整段租期的總租賃款項 II為人民幣6,840,693元（相當於約
8,112,776港元）。

租賃款項 II須由承租人自 2020年12月22日起分 36期每月
支付。就租賃款項 I的每月分期款項介乎人民幣100,000
元（相當於約118,596港元）至人民幣280,693元（相當於約
332,890港元）。

整段租期的總租賃款項 II乃基於代價 II，另加買方將於
整段租期向承租人收取的已協定利息總額而定。

融資租賃協議 II項下的售後回租交易年利率為 11.10%。
該利率乃經買方與承租人公平磋商後釐定，於釐定利率
時，買方已考慮現行銀行貸款利率、承租人的信用（經參
考其信用往績記錄）及承租人的同類公司之應付利率。

管理費： 融資租賃協議 II之管理費為人民幣139,500元（相當於約
165,441港元）。該管理費乃經買方與承租人公平磋商後，
並參考相若資產之融資租賃於現行市場的管理費而釐
定。

抵押保證金： 承租人須支付人民幣167,400元（相當於約198,529港元）的
抵押保證金，以確保履行其於融資租賃協議 II項下的責
任。此外，買方可 (i)使用抵押保證金結算租賃款項 II的最
後未償還款項；(ii)於承租人全面履行其於融資租賃協議
II項下的付款責任後退還予承租人（不計利息）；或 (iii)使
用抵押保證金抵銷就承租人提前租回資產 II所支付的代
價 II款項，惟前提是承租人已履行融資租賃協議 II項下
的義務且承租人並無違約（或倘有任何違約事件，該違
約事件已被糾正及已正式支付違約款項）。



– 8 –

違約付款： 倘承租人未能支付到期的租賃款項 II的任何款項或融資
租賃協議 II項下應付的任何其他款項，則承租人須支付
自付款到期日起的違約付款相等於下列項目的乘積：(i)
逾期付款金額；(ii)每日違約利率0.13%；及 (iii)從付款到
期日到全數結清日期的天數。

保留代價： 待承租人履行所有於融資租賃協議 II項下的責任及支付
租賃款項 II的最後一期款項後，承租人於支付保留代價
人民幣1,000元（相當於約1,186港元）後可自買方購買租回
資產 II。

承租人提前購回： 買方同意，倘 (i)承租人並無違約（或倘有任何違約事件，
該違約事件已被糾正及已正式支付違約款項）；(ii)承租
人就建議提前購回給予買方30日的事先書面通知；(iii)
租期已開始超過六個月；及 (iv)買方已發出有關承租人
建議購回的書面同意，則承租人可於最後一期款項應付
日期之前回購租回資產 II。

買方同意，倘承租人已向買方全數付訖雙方於購買日期
協定之下列款額：(i)所有違約付款及提前購回發生當月
的租賃款項；(ii)在保證金抵扣相應租金後，待付的未償
清本金；(iii)相當於未償清本金1%之補償金額；及 (iv)保
留代價人民幣1,000元（相當於約1,186港元），則將租回資
產 II的擁有權轉讓予承租人。

違約事件： 於發生（其中包括）承租人未能準時全數支付租賃款項 II
的任何分期付款或任何其他應付款項或承租人未能履
行融資租賃協議 II項下的任何其他責任及義務等若干觸
發事件並且未有於買方向承租人發出書面通知後七日
內予以糾正時，買方可採取以下一項或多項措施：(i)終
止融資租賃協議 II，管有並處置租回資產 II；(ii)宣佈未
付租賃款項 II、承租人應付的其他款項及違約付款應由
承租人立即支付；(iii)向承租人索要根據融資租賃協議
II強制執行或捍衛買方權利而產生的任何費用；(iv)沒收
承租人已支付的抵押保證金；及 (v)尋求法律所允許之其
他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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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該交易的原因及裨益

買方主要於中國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租賃交易諮詢以及擔保及保理服務。融資
租賃協議預期將令本集團可賺取約人民幣 2,134,406元（相當於約2,531,316港元）
的總收入。

鑑於融資租賃協議乃於買方的一般日常業務過程中，經買方與承租人協定按
正常商業條款訂立，董事認為，融資租賃協議的條款乃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
集團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融資租賃協議信貸評估的資料

融資租賃協議之訂立乃在本公司對（其中包括）各承租人的財務實力及其背景
作出信貸評估之基準上釐定。本公司已編製盡職調查報告，評估各承租人的信
譽，這為對其進行信貸風險管理提供了重要參照。在編製該份報告時，本公司
已分析各承租人的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現金流量表，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的
履歷。基於該等信貸評估，本公司認為，有關訂立融資租賃協議的信貸風險相
對較低。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業務為向客戶提供融資租賃服務、保理服務及諮詢服務。

有關買方的資料

買方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公司，主要於中國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租賃業務、租
賃交易諮詢以及擔保及保理服務。

有關承租人的資料

福建吉揚即福建吉揚工貿集團有限公司，為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承租人，一
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福建吉揚主要從事投資管理、批發零售、機電
產品銷售及工程項目安裝。福建吉揚由林仁忠先生直接擁有80%的權益及廈門
吉揚資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直接擁有20%的權益，而後者又由林仁忠先生擁有
60%的權益並由林真真女士擁有 40%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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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雙龍即福建雙龍茶業有限公司，為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承租人，一間於中
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福建雙龍主要從事茶葉種植、加工及銷售。福建雙龍
由廈門廣盛融資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其又由林仁忠先生直接擁有33.33%的權
益及林晨曦先生間接擁有66.67%的權益）、鄭金平先生、廈門雙興龍貿易發展有
限公司（其又由林真真女士直接擁有95%的權益及林晨曦先生間接擁有5%的權
益）及廈門市展平貿易有限公司（其又由黃培旋先生擁有50%的權益及洪和勇先
生擁有50%的權益）分別直接擁有40%、20%、20%及20%的權益。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福建吉揚及福建雙龍及其各
自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與本公司任何關連人士概無關連之獨立第三方。

GEM上市規則的涵義

融資租賃協議 I及融資租賃協議 II各自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的任一適用百分比率
（定義見GEM上市規則）單獨而言均不超過 5%。然而，由於融資租賃協議 II項下
擬進行交易的一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GEM上市規則），當與融資租賃協議 I
項下擬進行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相加時，會超過5%但低於25%，故根據GEM上
市規則第 19章，該等交易（按合併基準計算）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
遵守GEM上市規則項下的通知及公告規定。

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百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 2017年6月5日於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
GEM上市（股份代號：8525）

「關連人士」 指 具有GEM上市規則賦予之涵義

「代價 I」 指 購買租回資產 I的代價為人民幣5,510,572元（相當
於約6,535,308港元）

「代價 II」 指 購買租回資產 II的代價為人民幣5,580,000元（相當
於約 6,617,64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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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融資租賃協議 I」 指 買方與承租人就售後回租交易訂立日期為2020年
8月27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融資租賃協議 II」 指 買方與承租人就售後回租交易訂立日期為2020年
12月21日（收市後）的融資租賃協議

「融資租賃協議」 指 融資租賃協議 I及融資租賃協議 II

「福建吉揚」 指 福建吉揚工貿集團有限公司，為融資租賃協議項
下的承租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主要從事投資管理、批發零售、機電產品銷售及
工程項目安裝

「福建雙龍」 指 福建雙龍茶業有限公司，為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
承租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
從事茶葉種植、加工及銷售

「GEM」 指 聯交所GEM

「GEM上市規則」 指 GEM證券上市規則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於本公告日期的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與本公司的任何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
東、其附屬公司及彼等各自聯繫人相獨立且無關
連（定義見GEM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租回資產 I」 指 45只蒸汽鍋爐、45台雙臂不銹鋼揉捻機、10台微
波殺青機、10台變速箱式揉捻機、46台小型自動
茶葉揉捻機、46台烘焙機、46台電炒鍋、46台烘
乾定型設備、6台紅茶萎凋機、4台自動溫控炒幹
機、10台蒸汽發生器、10台茶葉除濕機、2台日本
進口的精揉機、15台壓茶機、5套烏龍茶製茶機、
5台電熱蒸汽發生器、10台大型殺青機及3台滾筒
殺青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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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回資產 II」 指 2台CCD茶葉色選機、2台鮮葉分級機、20根網眼
傳送帶、45只蒸汽鍋爐、45台雙臂不鏽鋼揉捻機、
10台微波殺青機及10台變速箱式揉捻機

「租賃款項 I」 指 整段租期的融資租賃協議 I項下總租賃款項為人
民幣 6,243,685元（相當於約7,404,750港元）

「租賃款項 II」 指 整段租期的融資租賃協議 II項下總租賃款項為人
民幣6,840,693元（相當於約8,112,776港元）

「承租人」 指 福建吉揚及福建雙龍，為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承
租人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惟僅就本公告及作地區參考而
言，除文義另有指明外，本公告對於「中國」的提
述並不適用於台灣、澳門特別行政區及香港

「買方」 指 廈門百應融資租賃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中國成
立的公司，主要於中國從事融資租賃業務、租賃
業務、租賃交易諮詢以及擔保及保理服務，為本
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現時的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百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周士淵

中國福建省，2020年12月21日



– 13 –

截至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大柯先生、陳欣慰先生及周士淵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柯金鐤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朝琳先生、謝綿陛先生及涂連東
先生。

就本公告而言，人民幣已按人民幣0.8432元兌1.00港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元，反之
亦然。該匯率僅供說明之用（如適用），並不構成任何金額已經或可能已經按該
匯率或按任何其他匯率或以任何方式換算的聲明。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董事
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其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完備，並
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或本
公告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其刊登之日起計在GEM網站www.hkgem.com內的「最新上市公司公
告」網頁至少保存七日及在本公司網站www.byleasing.com內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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