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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908）

須予披露交易
就收購於中國連江的土地使用權

訂立合營企業安排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的公告，關於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益悅成功競得土地A的土地使用權，總代價為人民幣 374,500,000元。連江兆瑞

與連江縣國土資源局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簽訂土地A的《國有建設用地土地使

用權出讓合同補充協議》，確認連江兆瑞為土地A開發主體。另外，融僑集團於二

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競得土地B的土地使用權，總代價為人民幣 230,000,000元，

連江融建與連江縣國土資源局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簽訂土地B的《國有建設

用地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補充協議》，確認連江融建為土地B開發主體。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

(1) 益悅、上海貴鏹與黃先生訂立合營協議，據此（其中包括），益悅及上海貴鏹

同意成立連江兆昌，以收購該等土地的土地使用權，當中益悅及上海貴鏹將

分別擁有連江兆昌 71%及 29%股權；

(2) 益悅、融僑集團與連江兆昌訂立土地A合作協議，據此（其中包括），益悅、

融僑集團及連江兆昌同意成立合營企業，以收購連江兆瑞 100%股權進而持有

土地A的土地使用權，當中連江兆昌及融僑集團將分別擁有合營企業 65%及

35%股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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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益悅、融僑集團與連江兆昌訂立土地B合作協議，據此（其中包括），益悅、

融僑集團及連江兆昌同意合作開發土地B，連江融建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50,000,000元增至人民幣 200,000,000元。其完成後，益悅、融僑集團及連江

兆昌於連江融建分別擁有 32.5%、35%及 32.5%股權。

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完成後，連江兆昌、合營企業及連江兆瑞將各自成為

本公司的間接附屬公司，而連江融建將成為本公司的聯繫人。連江兆昌、連江兆

瑞及合營企業各自的財務報表將併入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而連江融建的財務

報表將不會併入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

上市規則的涵義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公佈，益悅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與連

江縣公共資源中心簽訂成交確認書，確認益悅成功競得土地A，總代價為人民幣

374,500,000元。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與土地

收購事項合併。合併後，由於合併交易的一項或以上的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5%但

少於 25%，合併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

的公告及申報規定。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的公告，關於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益悅成功競得土地A的土地使用權，總代價為人民幣 374,500,000元。連江兆瑞與

連江縣國土資源局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簽訂土地A的《國有建設用地土地使用

權出讓合同補充協議》，確認連江兆瑞為土地A開發主體。另外，融僑集團於二零

一八年二月十三日競得土地B的土地使用權，總代價為人民幣 230,000,000元，連江

融建與連江縣國土資源局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簽訂土地B的《國有建設用地土

地使用權出讓合同補充協議》，確認連江融建為土地B開發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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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

(1) 益悅、上海貴鏹與黃先生訂立合營協議，據此（其中包括），益悅及上海貴鏹同

意成立連江兆昌，以收購該等土地的土地使用權，當中益悅及上海貴鏹將分別

擁有連江兆昌 71%及 29%股權；

(2) 益悅、融僑集團與連江兆昌訂立土地A合作協議，據此（其中包括），益悅、融

僑集團及連江兆昌同意成立合營企業，以收購連江兆瑞 100%股權進而持有土地

A的土地使用權，當中連江兆昌及融僑集團將分別擁有合營企業 65%及 35%股

權；及

(3) 益悅、融僑集團與連江兆昌訂立土地B合作協議，據此（其中包括），益悅、

融僑集團及連江兆昌同意合作開發土地B，連江融建的註冊資本由人民幣

50,000,000元增至人民幣 200,000,000元。其完成後，益悅、融僑集團及連江兆

昌於連江融建分別擁有 32.5%、35%及 32.5%股權。

合營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

參與方

(1) 益悅，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2) 上海貴鏹

(3) 黃先生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上海貴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以

及黃先生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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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兆昌的成立及出資

益悅將負責成立連江兆昌。成立連江兆昌後，連江兆昌的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

102,000,000元。益悅及上海貴鏹將按彼等各自於連江兆昌的股權比例分別出資人民

幣 72,420,000元及人民幣 29,580,000元。連江兆昌的註冊資本將用於支付該等土地

代價及其他費用。

提供予連江兆昌的股東借款

除資本出資外，益悅及上海貴鏹須向連江兆昌提供股東借款合共約人民幣

225,879,338元，其中益悅須按佔連江兆昌的股權比例負責約人民幣 160,374,330

元。該股東借款用以滿足連江兆昌於土地A合作協議及土地B合作協議下之付款責

任。

資本出資及股東借款的金額由合營協議訂約方經參考該等土地代價及其他開支進行

公平磋商後釐定。益悅的資本出資及股東借款將以本公司控股股東借款提供資金。

擔保

黃先生同意對上海貴鏹履行合營協議產生的所有義務及債務（包括益悅實現合營協

議項下權益產生費用）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保證期間為債務履行期限屆滿後兩年。

董事會的組成

連江兆昌的董事會將包含三位董事，當中兩人將由益悅委任，一人將由上海貴鏹委

任。

監事

連江兆昌將不設監事會，但有監事一名，將由上海貴鏹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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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A合作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

訂約方

(a) 益悅，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b) 融僑集團

(c) 連江兆昌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融僑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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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營企業的成立及出資

益悅須負責成立合營企業。合營企業成立時，合營企業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200,000,000元。連江兆昌及融橋集團須根據各自於合營企業的權益比例分別出資人

民幣 130,000,000元及人民幣 70,000,000元。合營企業註冊資本用以支付土地A代價

及其他費用。

合營企業向益悅收購連江兆瑞

於合營企業成立後及益悅就轉讓連江兆瑞取得相關監管批准後的三個營業日內，益

悅應向合營企業按照初始註冊資本平價轉讓連江兆瑞的 100%股權，代價為人民幣

1,000,000元，將會以合營企業的註冊資本支付。

連江兆瑞增資

合營企業向益悅收購連江兆瑞完成後，連江兆昌及融僑集團同意連江兆瑞的註冊資

本由人民幣 1,000,000元增至人民幣 200,000,000元，據此連江兆昌應根據其於連江

兆瑞的間接股權出資人民幣 129,3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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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予連江兆瑞的股東借款

除增資外，連江兆昌及融僑集團須向連江兆瑞按各自於連江兆瑞的間接股權比例提

供股東借款合共約人民幣 185,922,250元。其中，連江兆昌須負責向連江兆瑞提供人

民幣 120,849,463元的股東借款。該股東借款用以支付土地A的收購及其他費用。

資本出資、增資及股東借款的金額由土地A合作協議訂約方經參考土地A的代價及

其他費用進行公平磋商後釐定。連江兆昌的資本出資、增資及股東借款將以益悅及

上海貴鏹根據合營協議向其提供的股東借款提供資金。

董事會的組成

連江兆瑞的董事會將包含三位董事，將分別由益悅、連江兆昌及融僑集團委任。

監事

連江兆瑞將不設監事會，但有監事一名，將由融僑集團委任。

土地B合作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

訂約方

(1) 益悅，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2) 融僑集團

(3) 連江兆昌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融僑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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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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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融建增資

土地B合作協議的訂約方同意，連江融建的註冊資本將由人民幣 50,000,000元增至

人民幣 200,000,000元，其中益悅及連江兆昌分別負責出資人民幣 65,000,000元及

人民幣 65,000,000元。增資完成後，益悅、融僑集團及連江兆昌將擁有連江融建的

32.5%、35%及 32.5%股權。

提供予連江融建的股東借款

除增資外，土地B合作協議的訂約方同意向連江融建提供總額為人民幣 37,015,000

元的股東借款，據此，益悅及連江兆昌應按其各自於連江融建的股權比例分別負責

人民幣 12,029,875元及人民幣 12,029,875元。該等股東借款將用於支付土地B的收

購及其他費用。

增資及股東借款的金額由土地B合作協議訂約方經參考土地B的代價及其他費用進

行公平磋商後釐定。益悅應付的增資及股東借款的總額為人民幣 77,029,875元，將

以本公司控股股東借款提供資金。連江兆昌應付的增資及股東借款的總額為人民幣

77,029,875元，將以益悅及上海貴鏹根據合營協議向其提供的股東借款提供資金。

董事會的組成

連江融建的董事會將包含五位董事。益悅及連江兆昌各自委任一名董事，融僑集團

委任三名董事。

監事

連江融建將不設監事會，但有監事兩名，各自分別由益悅及連江兆昌委任。

完成

合營協議、土地A合作協議及土地B合作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彼此並非互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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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完成後，連江兆昌、合營企業及連江兆瑞將各自成為本

公司的間接附屬公司，而連江融建將成為本公司的聯繫人。連江兆昌、連江兆瑞及

合營企業各自的財務報表將併入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而連江融建的財務報表將

不會併入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表。

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完成前後的股權架構

連江兆昌、連江兆瑞、連江融建及合營企業於 (i)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完成

前；及 (ii)緊隨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完成後的股權架構如下：

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完成前：

100%

益悅

連江兆瑞

100%

連江融建

融僑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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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完成後：

71%

65%

100%

35%

29%

益悅

連江兆昌

合營企業

連江兆瑞

融僑集團

上海貴鏹

71% 29%

35%32.5%32.5%

益悅

益悅 連江兆昌

連江融建

融僑集團

上海貴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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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連江兆瑞及連江融建的資料

連江兆瑞

連江兆瑞為一家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四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主要業務

為房地產開發經營等。下文載列連江兆瑞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四日（成立日期）起至

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止期間的若干財務資料：

於二零一八年

四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總資產 231,825.46

淨資產 (140.49)

二零一八年

三月十四日

（成立日期）起

至二零一八年

四月三十日

止期間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淨額 187.33

除稅後虧損淨額 140.49

以下載列了連江兆瑞於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完成前後的股權架構：

於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完成前

緊隨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完成後

股東姓名 註冊資本金額 註冊資本金額

（人民幣元） 百分比 （人民幣元） 百分比

益悅 1,000,000 100% － －

合營企業 － － 200,000,000 100%
    

總計： 1,000,000 100% 200,0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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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融建

連江融建為一家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主要業務

為房地產開發、銷售及物業管理等。下文載列連江融建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成立日期）起至二零一八年四月三十日止期間的若干財務資料：

於二零一八年

四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總資產 121,910.00

淨資產 (115.01)

二零一八年

三月十九日

（成立日期）起

至二零一八年

四月三十日

止期間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虧損淨額 115.01

除稅後虧損淨額 115.01

以下載列了連江融建於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完成前後的股權架構：

於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完成前

緊隨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完成後

股東姓名 註冊資本金額 註冊資本金額

（人民幣元） 百分比 （人民幣元） 百分比

融僑集團 50,000,000 100.0% 70,000,000 35.0%

益悅 － － 65,000,000 32.5%

連江兆昌 － － 65,000,000 32.5%
    

總計： 50,000,000 100.0% 200,000,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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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該等土地的資料

就土地A的資料，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的公告。

土地B為中國福建省福州市連江縣浦口鎮松塢村連地拍賣 (2018)02號地塊，佔地面

積約 69,982平方米，預計計容建築面積不超過約 104,973平方米，為住宅用地（其他

普通商品住房用地），土地B的土地使用權年限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七十年。

有關該等協議訂約方的資料

益悅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益悅主

要從事房地產投資及開發業務。

融僑集團是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主要業務為房地產開發及物業管理

等。

上海貴鏹為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主要業務為實業投資、投資管理及

投資諮詢等。

連江兆昌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連江兆昌主要從事房地產投資業務。

黃先生為一名自然人。

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房地產開發、房地產產業鏈投資服務及新興產業投資。

鑑於：(i)該等土地屬周邊交通便利，具備相當開發潛力；(ii)參與收購該等土地有

助於本集團進一步擴大於連江縣房地產市場的影響力及增加本集團土地儲備規模；

及 (iii)合作開發該等土地可分擔經營風險，董事認為訂立該等協議有利於本公司擴

大主營業務規模，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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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公佈，益悅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三日與連

江縣公共資源中心簽訂成交確認書，確認益悅成功競得土地A，總代價為人民幣

374,500,000元。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與土地收

購事項合併。合併後，由於合併交易的一項或以上的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5%但少於

25%，合併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的公告

及申報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下列詞匯具有以下涵義：

「合併交易」 指 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與土地收購事項的合

併

「該等協議」 指 合營協議、土地A合作協議及土地B合作協議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建發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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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交確認書」 指 由於土地A拍賣競買成功，益悅於二零一八年二

月十三日與連江縣公共資源中心簽訂國有土地使

用權拍賣競買成交確認書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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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合營企業」 指 將由連江兆昌及融僑集團根據土地A合作協議成

立的合營企業

「合營協議」 指 益悅、上海貴鏹及黃先生就（其中包括）成立連江

兆昌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的合營協議

「土地收購事項」 指 益悅收購經公開拍賣出售的土地A的土地使用權

「該等土地」 指 包括土地A及土地B

「土地A」 指 位於中國福建省連江縣浦口鎮松塢村編號為連地
拍賣 (2018)01、03及 04的土地，總佔地面積約
90,802平方米

「土地A合作協議」 指 益悅、融僑集團及連江兆昌就（其中包括）成立合
營企業以收購土地A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
三日的合作協議

「土地B」 指 中國福建省福州市連江縣浦口鎮松塢村連地拍賣
(2018)02號地塊，佔地面積約 69,982平方米

「土地B合作協議」 指 益悅、融僑集團及連江兆昌就（其中包括）連江融
建增資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的合作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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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縣國土資源局」 指 連江縣國土資源局

「連江融建」 指 連江融建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

「連江兆昌」 指 連江兆昌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根據合營協議成立
的公司

「連江兆瑞」 指 連江兆瑞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一家將於中國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黃先生」 指 黃蕻先生，為一名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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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融僑集團」 指 融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

「上海貴鏹」 指 上海貴鏹投資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

「股份」 指 本公司每股面值 0.1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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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悅」 指 廈門益悅置業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

公司，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代表

建發國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庄躍凱

香港，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董事」）為庄躍凱先生（主席）、施震先生及趙呈閩女士；非執行董事為王
憲榕女士、吳小敏女士及黃文洲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𦏸維先生、黃達仁先生及陳振宜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