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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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FY FINANCIAL(SHENZHEN) CO., LTD.
富銀融資租賃（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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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2）

須 予披露交易
該等融資租賃協議

與承租人E訂立的該等融資租賃協議

於上市前及後，本公司根據前融資租賃協議與（其中包括）承租人E訂立直租交

易。根據前融資租賃協議，本公司向相關供應商購買租賃資產並向承租人E出租

該等租賃資產，年期介乎 36至 48個月，以獲取租賃付款。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根據融資租賃協議XI與承租人E訂立新直

租交易，據此，本公司向供應商 I購買直租資產XI，代價為人民幣 10,000,000元

（相當於約 11,825,922港元）及作為租賃付款的回報，本公司向承租人E出租直租

資產XI，年期為 48個月。

創業板上市規則的涵義

概無融資租賃協議XI項下擬進行交易的適用比率（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獨立超

過 5%。由於融資租賃協議XI項下擬進行交易與前融資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

合併計算時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於

25%，該等交易構成本公司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十九章項下的須予披露交易，須

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的通知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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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於上市前及後，本公司根據前融資租賃協議與（其中包括）承租人E訂立直租交易。

根據前融資租賃協議，本公司向相關供應商購買租賃資產並向承租人E出租該等租

賃資產，年期介乎 36至 48個月，以獲取租賃付款。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根據融資租賃協議XI與承租人E訂立新直租

交易，據此，本公司向供應商 I購買直租資產XI，代價為人民幣 10,000,000元（相

當於約 11,825,922港元）及作為租賃付款的回報，本公司向承租人E出租直租資產

XI，年期為 48個月。

下表載列該等融資租賃協議各自日期、租賃資產及本公司收購租賃資產的代價：

融資

租賃協議 買賣協議日期 直租協議日期 租賃資產 代價

人民幣

（等值

港元金額）

（概約）

I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直租資產 I 1,668,000 1,972,564

II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直租資產 II 4,535,000 5,363,056

III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直租資產 III 2,226,070 2,632,533

IV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直租資產 IV 5,060,000 5,983,917

V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 直租資產V 2,370,900 2,803,808

VI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八日 直租資產VI 2,488,000 2,942,289

VII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直租資產VII 5,500,000 6,504,257

VIII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直租資產VIII 18,962,000 22,424,314

IX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直租資產 IX 3,149,000 3,723,983

X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直租資產X 2,004,000 2,369,915

XI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直租資產XI 10,000,000 11,825,922
  

總計： 57,962,970 68,54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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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各項融資租賃協議下融資租賃本金（不含增值稅）及融資租賃利息收入（不
含增值稅）、承租人E保證金以及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未償還融資租賃本金
（不含增值稅及承租人E保證金）：

融資
租賃協議

融資租賃本金
（不含增值稅）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
（不含增值稅） 承租人E保證金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

未償還
融資租賃本金

（不含增值稅及
承租人E保證金）

人民幣
（等值港元金額）

（概約）

人民幣
（等值港元金額）

（概約）

人民幣
（等值港元金額）

（概約）

人民幣
（等值港元金額）

（概約）

I 人民幣 1,283,077元
（1,517,357港元）

人民幣 134,021元
（158,492港元）

人民幣 166,800元
（197,256港元）

人民幣 396,957元
（469,438港元）

II 人民幣 3,488,462元
（4,125,428港元）

人民幣 364,391元
（430,926港元）

人民幣 272,100元
（321,783港元）

人民幣 1,562,666元
（1,847,996港元）

III 人民幣 1,712,362元
（2,025,026港元）

人民幣 178,867元
（211,527港元）

人民幣 133,564元
（157,952港元）

人民幣 762,414元
（901,625港元）

IV 人民幣 3,892,308元
（4,603,013港元）

人民幣 408,000元
（482,498港元）

人民幣 253,000元
（299,196港元）

人民幣 2,105,304元
（2,489,716港元）

V 人民幣 1,823,769元
（2,156,775港元）

人民幣 190,538元
（225,329港元）

人民幣 118,545元
（140,190港元）

人民幣 986,325元
（1,166,420港元）

VI 人民幣 1,913,846元
（2,263,299港元）

人民幣 279,460元
（330,487港元）

人民幣 124,400元
（147,114港元）

人民幣 1,356,903元
（1,604,664港元）

VII 人民幣 4,230,769元
（5,003,275港元）

人民幣 664,957元
（786,373港元）

人民幣 275,000元
（325,213港元）

人民幣 3,006,769元
（3,555,782港元）

VIII 人民幣 14,586,154元
（17,249,473港元）

人民幣 2,129,867元
（2,518,764港元）

人民幣 948,100元
（1,121,216港元）

人民幣 11,319,113元
（13,385,895港元）

IX 人民幣 2,422,308元
（2,864,603港元）

人民幣 325,658元
（385,121港元）

人民幣 157,450元
（186,199港元）

人民幣 1,958,259元
（2,315,822港元）

X 人民幣 1,541,538元
（1,823,011港元）

人民幣 207,248元
（245,090港元）

人民幣 100,200元
（118,496港元）

人民幣 1,355,534元
（1,603,044港元）

XI 人民幣 7,692,308元
（9,096,863港元）

人民幣 1,128,205元
（1,334,207港元）

人民幣 500,000元
（591,296港元）

人民幣 7,192,308元
（8,505,567港元）

    

總計： 人民幣 44,586,901元
（52,728,123港元）

人民幣 6,011,212元
（7,108,813港元）

人民幣 3,049,159元
（3,605,912港元）

人民幣 32,002,551元
（37,845,969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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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直租安排

該等融資租賃協議各自所載的主要條款互相類似。直租安排的主要條款及條件概述

如下：

該等買賣協議

訂約方： 本公司（作為買方）

 該等供應商（作為賣方）

 承租人E（作為最終用戶）

所收購資產： 有關該等買賣協議下的該等直租資產包括以下各項：

買賣協議 直租資產 組成部分

I I 一批 2件或套設備

II II 1件或套設備

III III 一批 22件或節設備

IV IV 1件或套設備

V V 一批 3件或套設備

VI VI 一批 3件或套設備

VII VII 1件或套設備

VIII VIII 一批 33件或套設備

IX IX 一批 4件或套設備

X X 一批 2件或套設備

XI XI 一批 9件或套設備

 全部該等直租資產均為用於建築工程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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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根據各項買賣協議，相關代價須就收購該等直租資產支付予有

關供應商。

直租資產 賣方 代價

人民幣

港元等值

金額（概約）

I 供應商 I 1,668,000 1,972,564

II 供應商 II 4,535,000 5,363,056

III 供應商 I 2,226,070 2,632,533

IV 供應商 III 5,060,000 5,983,917

V 供應商 I 2,370,900 2,803,808

VI 供應商 I 2,488,000 2,942,289

VII 供應商 III 5,500,000 6,504,257

VIII 供應商 IV 18,962,000 22,424,314

IX 供應商 I 3,149,000 3,723,983

X 供應商 I 2,004,000 2,369,915

XI 供應商 I 10,000,000 11,825,922
  

總計 57,962,970 68,546,559

  

代價基準： 各項買賣協議下的相關代價乃由本公司與有關供應商經參考該

等相關直租資產的品牌、型號及市場價後公平磋商釐定。

 根據買賣協議 I、II、III、IV、V及VII，相關代價須以下列方

式支付：

(a) 相關代價的 0%至 20%須由承租人E於相關買賣協議日期

後 10個營業日內支付予相關供應商，且該付款將被視為本

公司向相關供應商支付首期付款及╱或承租人E根據相關

直租協議向本公司支付應付的保證金等額款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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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公司須於若干條件達成後 10個營業日支付有關代價的

80%至 100%。

 根據買賣協議VI、VIII、IX、X及XI，本公司須於若干條件達

成後 10個營業日內支付有關代價。

 於本公告日期，該等買賣協議（買賣協議XI除外）下全部相關

代價金額已由承租人E及╱或本公司支付予該等供應商。買賣

協議XI下全部相關代價金額將由本公司以其內部資源支付。

直租協議

訂約方：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

 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

目標資產及租期： 相關直租資產由本公司租賃予承租人E，年期自下列日期（即本

公司根據有關買賣協議支付或將支付相關代價之日）起計 36至

48個月。

直租協議 直租資產 開始日期

I I 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

II II 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III III 二零一六年五月四日

IV IV 二零一六年八月五日

V V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VI VI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VII VII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VIII VIII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IX IX 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X X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XI XI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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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決條件： 各項直租協議須待（其中包括）簽署相關買賣協議、其中所述擔

保協議及╱或抵押協議生效及╱或本公司自承租人E收取保證

金及╱或支付首期款後方會生效。

 倘任何條件於相關直租協議日期後 30天內不獲達成，本公司有

權終止相關直租協議及相關買賣協議，且本公司不須對承租人

E承擔任何責任及義務，惟倘任何條件不獲達成乃因本公司導

致，則承租人E於其中不須承擔任何責任及義務。倘任何條件

不獲達成乃因承租人E導致且相關直租協議因而被終止，承租

人E須對本公司的一切損失負責。

租賃付款： 該等直租協議下各租期的租賃付款包括 (i)融資租賃本金；(ii)

融資租賃利息收入；及 (iii)融資租賃本金及╱或融資租賃利息

收入的應付增值稅。

 租賃付款須由承租人E以 12至 16期按季分期付款支付，各期

分期付款應於每期最後一日（或若該日並非銀行一般開放對外

營業的日子，則為銀行於該日之前的最後一個營業日）支付。

 租賃付款乃由本公司與承租人E經參考本公司的該等直租資產

購買成本、承租人E的信用狀況、風險因素及該等直租資產可

資比較資產融資租賃的現行市場利率後公平磋商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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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付款： 根據各項直租協議，承租人E應向相關供應商或本公司支付相

當於相關代價的 10%的首付款。

保證金： 保證金須由承租人E支付，以擔保履行其於直租協議下的責

任。

 本公司可將保證金用於結算承租人E根據直租協議應付的任何

欠付金額，而承租人E必須等額補足所扣減保證金。

 在相關直租協議的條款的規限下，於相關直租協議租期屆滿前

六個月內，本公司有權將保證金用於直接抵銷 (i)保留代價；

(ii)租賃付款的最後一期或若干期分期付款；及（僅就直租協議

IX、直租協議X及直租協議XI而言）(iii)承租人E應付本公司

的其他款項。進行抵銷後的任何餘額須退還承租人E，而將予

抵銷金額與保證金額之間的任何短缺須由承租人E於抵銷前支

付。

保留代價： 在相關直租協議的條款及條件的規限下，承租人E可按象徵式

代價向本公司購買相關直租資產。

租賃結束後的 於相關直租協議租期結束時，待承租人E根據相關直租協議履

 該等直租資產 行所有責任後，包括支付全部租賃付款及相關直租協議訂明的

 所有權轉移： 額外稅項、利息、違約付款等其他款項（如有）及支付保留代

價，相關直租資產的所有權將轉移至承租人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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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付款： 倘承租人E未能按時悉數支付任何到期應付租賃付款或（如有）

任何其他款項或償還本公司按承租人E要求支付的任何開支，

承租人E須作出違約付款，金額等於以下各項的乘積 (i)逾期付

款金額；(ii)日違約率 0.1%；及 (iii)付款到期日至悉數結算日

的天數。

違約事件： 倘發生若干觸發事件，包括（其中包括）未能按時悉數支付任何

租賃付款分期付款或承租人E應付的任何其他款項或承租人E

未能履行其於直租協議下的任何其他責任及義務，則本公司可

佔有並處置該等直租資產及╱或宣佈承租人E或承租人擔保人

或供應商擔保人須立即支付欠付租賃付款、承租人E應付的其

他款項及違約付款及╱或採取法律行動。

擔保及抵押： 承租人擔保人各自已就承租人E根據各項直租協議應付本公司

的所有債務以本公司為受益人作出不可撤回無條件共同及個別

責任公司或個人擔保。

 下列供應商擔保人各自已就承租人E根據以下各項直租協議應

付本公司的所有債務以本公司為受益人作出不可撤回無條件共

同及個別責任公司或個人擔保：

供應商擔保人 相關直租協議

供應商 I 直租協議 I

直租協議 III

直租協議V

直租協議VI

直租協議 IX

直租協議X

直租協議XI

供應商 IV 直租協議VIII

擔保人 III 直租協議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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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租協議VI、直租協議VII、直租協議VIII、直租協議 IX、

直租協議X及直租協議XI而言，承租人E亦質押若干生產設備

及（其中包括）有關附屬、額外生產設備或生產設備替代物業及

於生產設備中的權利及應計利益，作為保證（其中包括）履行其

於各直租協議項下責任的抵押物。

該等供應商購回 根據下列供應商與本公司的相關協議條款，倘承租人E未能按

 該等直租資產： 時悉數支付下列直租協議項下的租賃付款或任何其他金額，相

關供應商同意（其中包括）向本公司購回下列直租資產，金額為

參考以下兩項的差額 (a)欠付的租賃付款、違約付款及保留代

價之總和；及 (b)承租人E根據相關直租協議向本公司支付的保

證金。

供應商

承租人E違約時

供應商同意

購回的直租資產 相關直租協議

I 直租資產X 直租協議X

直租資產XI 直租協議XI

II 直租資產 II 直租協議 II

III 直租資產 IV 直租協議 IV

直租資產VII 直租協議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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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向其中國客戶提供融資租賃及諮詢服務。

訂立該等融資租賃協議乃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並將令本公司賺取

收入總額約人民幣 1,128,291元（相當於約 1,334,308港元），即有關租期內融資租賃

利息收入（不含增值稅）約人民幣 1,128,205元（相當於約 1,334,206港元）及保留代價

（不含增值稅）約人民幣 85元（相當於約 101港元）的總額。

鑒於該等融資租賃協議乃於本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董

事認為該等融資租賃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提供金融服務，專注於向中國的客戶提供基於設備的融資租

賃、商業保理及諮詢服務。

有關承租人E的資料

承租人E為一間在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租賃起重機及施工升降機、

提供範圍介乎設備租賃、設計設備安裝及拆除方案、設備維修保養等一站式服務。

承租人E的股份於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上市。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承租人E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

創業板上市規則的涵義

概無融資租賃協議XI項下擬進行交易的適用比率（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獨立超過

5%。由於融資租賃協議XI項下擬進行交易與前融資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合併

計算時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於 25%，

該等交易構成本公司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十九章項下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創業

板上市規則的通知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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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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銀融資租賃（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

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創業板上市

「代價」 指 本公司向該等供應商購買直租資產 I、直租資產

II、直租資產 III、直租資產 IV、直租資產V、直

租資產VI、直租資產VII、直租資產VIII、直租

資產 IX、直租資產X及直租資產XI的代價

「公司擔保人 I」 指 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建築

設備租賃及建築設備的安裝、拆除及維護服務，

為承租人E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且據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該公司

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

「公司擔保人 II」 指 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建築

設備租賃及建築設備的安裝、拆除及維護服務，

為承租人E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且據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該公司

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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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擔保人 III」 指 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建築

設備租賃及建築設備的安裝、拆除及維護服務，

為承租人E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且據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該公司

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

「直租協議 I」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 I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六

年一月二十八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 II」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

就租賃直租資產 II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四月十五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 III」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 III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 IV」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 IV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七月二十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V」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

就租賃直租資產V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八月十八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VI」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VI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十一月八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VII」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VII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 14 –

「直租協議VIII」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VIII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 IX」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 IX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X」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

就租賃直租資產X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九月十四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直租協議XI」 指 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承租人E（作為承租人）就

租賃直租資產XI予承租人E所訂立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融資租賃協議

「該等直租協議」 指 直租協議 I、直租協議 II、直租協議 III、直租協議

IV、直租協議V、直租協議VI、直租協議VII、

直租協議VIII、直租協議 IX、直租協議X及直租

協議XI

「該等直租安排」 指 該等融資租賃協議下的直租安排

「直租資產 I」 指 買賣協議 I及直租協議 I中所提及的一批 2件（或

套）設備

「直租資產 II」 指 買賣協議 II及直租協議 II中所提及的 1件（或套）

設備

「直租資產 III」 指 買賣協議 III及直租協議 III中所提及的一批 22件

（或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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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租資產 IV」 指 買賣協議 IV及直租協議 IV中所提及的 1件（或套）

設備

「直租資產V」 指 買賣協議V及直租協議V中所提及的一批 3件（或

套）設備

「直租資產VI」 指 買賣協議VI及直租協議VI中所提及的一批 3件

（或套）設備

「直租資產VII」 指 買賣協議VII及直租協議VII中所提及的 1件（或

套）設備

「直租資產VIII」 指 買賣協議VIII及直租協議VIII中所提及的一批 33

件（或套）設備

「直租資產 IX」 指 買賣協議 IX及直租協議 IX中所提及的一批 4件

（或套）設備

「直租資產X」 指 買賣協議X及直租協議X中所提及的一批 2件（或

套）設備

「直租資產XI」 指 買賣協議XI及直租協議XI中所提及的一批 9件

（或套）設備

「該等直租資產」 指 直租資產 I、直租資產 II、直租資產 III、直租資產

IV、直租資產V、直租資產VI、直租資產VII、

直租資產VIII、直租資產 IX、直租資產X及直租

資產XI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該等融資租賃協議」 指 前融資租賃協議及融資租賃協議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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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租賃協議 I」 指 買賣協議 I及直租協議 I

「融資租賃協議 II」 指 買賣協議 II及直租協議 II

「融資租賃協議 III」 指 買賣協議 III及直租協議 III

「融資租賃協議 IV」 指 買賣協議 IV及直租協議 IV

「融資租賃協議V」 指 買賣協議V及直租協議V

「融資租賃協議VI」 指 買賣協議VI及直租協議VI

「融資租賃協議VII」 指 買賣協議VII及直租協議VII

「融資租賃協議VIII」 指 買賣協議VIII及直租協議VIII

「融資租賃協議 IX」 指 買賣協議 IX及直租協議 IX

「融資租賃協議X」 指 買賣協議X及直租協議X

「融資租賃協議XI」 指 買賣協議XI及直租協議XI

「創業板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補充

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創業板」 指 聯交所運營的創業板

「本集團」 指 於本公告日期的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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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人 I」 指 一名身為承租人E的控股股東、董事會主席、總

經理及法人代表的個人，且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

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為獨立第三方

「擔保人 II」 指 一名身為承租人E的股東、董事及董事會秘書的

個人，且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

盡悉及確信，為獨立第三方

「擔保人 III」 指 一名供應商 III的法人代表的個人，且據董事經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為獨立

第三方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境外上市

外資股，該等股份以港元認購及買賣，並於創業

板上市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最

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且與

彼等概無關連（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承租人E」 指 一間在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為該等融

資租賃協議項下的承租人

「承租人擔保人」 指 公司擔保人 I、公司擔保人 II、公司擔保人 III、擔

保人 I及擔保人 II

「上市」 指 H股於創業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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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前融資租賃協議」 指 融資租賃協議 I、融資租賃協議 II、融資租賃協

議 III、融資租賃協議 IV、融資租賃協議V、融資

租賃協議VI、融資租賃協議VII、融資租賃協議

VIII、融資租賃協議 IX及融資租賃協議X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買賣協議 I」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作為賣方）及承租人

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 I所訂立日期為

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 II」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I（作為賣方）及承租

人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 II所訂立日

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五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 III」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作為賣方）及承租人

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 III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 IV」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II（作為賣方）及承租

人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 IV所訂立日

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V」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作為賣方）及承租人

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V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八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VI」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作為賣方）及承租人

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VI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八日的買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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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協議VII」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II（作為賣方）及承租

人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VII所訂立日

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VIII」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V（作為賣方）及承租

人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VIII所訂立

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 IX」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作為賣方）及承租人

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 IX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X」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作為賣方）及承租人

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X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四日的買賣協議

「買賣協議XI」 指 本公司（作為買方）、供應商 I（作為賣方）及承租人

E（作為最終用戶）就買賣直租資產XI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買賣協議

「該等買賣協議」 指 買賣協議 I、買賣協議 II、買賣協議 III、買賣協議

IV、買賣協議V、買賣協議VI、買賣協議VII、

買賣協議VIII、買賣協議 IX、買賣協議X及買賣

協議XI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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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擔保人」 指 供應商 I、供應商 IV及擔保人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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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 I」 指 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建築

機械及設備以及活動房屋的製造、銷售及維護，

且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

確信，該公司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

方

「供應商 II」 指 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建築

機械的製造及銷售，且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該公司及其最終實益

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供應商 III」 指 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升降

機械及建築機械的製造，且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

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該公司及其最終

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供應商 IV」 指 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從事建築

機械的製造及銷售，且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該公司及其最終實益

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該等供應商」 指 供應商 I、供應商 II、供應商 III及供應商 IV

「增值稅」 指 增值稅

代表董事會

富銀融資租賃（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莊巍先生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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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的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李鵬先生

翁建興先生

非執行董事：

莊巍先生

錢程先生

惠穎女士

孫路然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馮志偉先生

韓亮先生

劉升文先生

就本公告而言，人民幣將按人民幣 0.8456元兌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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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匯率或以任何方式換算的聲

明。

本公告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各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擔

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均

準確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告任何陳述或本公告有所誤導。

本公告將於刊登日期起至少七天在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的「最新公司公告」網頁上登載。本公

告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fyleasing.com登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