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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598）

須予披露交易

融資售後回租協議

融資售後回租協議

於2021年6月29日，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與出租人訂立融資售後回租協議，據此， (i)出租

人應以代價人民幣 52,500,000.00元向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購買租賃資產；及 (ii)出租人同

意向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出租租賃資產，為期 36個月，估計租賃付款總額約為人民幣

58,584,750.00元（不計及購回成本），按季度分12期支付。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融資售後回租協議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超過 5%
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25%，故訂立融資售後回租協議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

易，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 1 –



I . 融資售後回租協議

日期 : 2021年6月29日

訂約方 :

(1) 出租人：海通恒信國際融資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2) 承租人：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

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出租人及其最終實益

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融資售後回租協議包括 (i)出租人向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購買租賃資產；及 (ii)租賃安

排，詳情載於下文。

買賣安排

根據融資售後回租協議的條款，出租人應向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購買租賃資產，總代

價為人民幣 52,500,000.00元，由本集團與出租人參考採用成本法進行的租賃資產獨立估

值後經公平磋商釐定。

售後回租安排

根據融資售後回租協議，出租人同意將租賃資產回租予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為期 36
個月。

租賃付款

根據融資售後回租協議，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應向出租人支付的估計租賃付款總額合

共為人民幣 58,584,750.00元（不計及購回成本），包括租金總額人民幣 58,584,750.00元，
應根據融資售後回租協議所載付款時間表按季度分12期支付。

上述租金總額人民幣 58,584,750.00元包括 (i)本金金額人民幣 52,500,000.00元，金額與買

賣租賃資產的代價相同；及 (ii)估計總利息人民幣 6,084,750.00元。利息金額按超出全國

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所頒佈一年期人民幣貸款的貸款最優惠利率（「貸款最優惠利率」）
的溢價釐定的浮動利率計算，即截至融資售後回租協議日期年利率約為 7.47%。於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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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後回租協議租期內，出租人有權根據融資售後回租協議基於各季度貸款最優惠利率

的調整對應付租金金額進行同方向調整。

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於融資售後回租協議項下的責任應以下列各項作擔保： (i)本公司

全資附屬公司河北晟道象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公司擔保； (ii)本集團的中國經營

實體河北澤瑞教育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期由李雨濃先生及本公司控股股東

羅心蘭女士分別擁有約 80.6%及約 19.4%權益）提供的公司擔保；及 (iii)董事會主席、執

行董事兼本公司控股股東李雨濃先生提供的個人擔保。

融資售後回租協議的條款（包括租賃付款）是由訂約方參考（其中包括）租賃資產的價

值、出租人對租賃資產的購買成本、利率及現行市場慣例後經公平磋商釐定。

諮詢費

出租人與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亦已訂立諮詢服務協議，據此，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應

向出租人支付約人民幣 1,837,500.00元的諮詢費，因其提供諮詢服務，包括但不限於有

關融資租賃安排的諮詢，例如交易結構及融資租賃模式方案。

與出租人訂立的諮詢服務協議的條款（包括當中應付諮詢費）是由訂約方參考同類資產

融資租賃安排諮詢服務的現行市價後經公平磋商釐定。

保證金

根 據 融 資 售 後 回 租 協 議 的 條 款 ， 石 家 莊 理 工 職 業 學 院 應 支 付 免 息 保 證 金 人 民 幣

787,500.00元。待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履行其於融資售後回租協議項下的所有責任後，
在任何違約行為（如有）得以救濟的情況下，保證金將用於抵銷最後一期應付租金。

租賃資產的所有權

租賃資產包括空調設備、監控設備（如監控攝影機等）、教學設備（如電腦、電視機、投

影機及培訓設備等）以及一般辦公設備及傢具（如桌椅及打印機等），由石家莊理工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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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擁有並用於其日常業務。於融資售後回租協議租期內，租賃資產應歸出租人所

有。

融資售後回租協議租期屆滿後，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有權以購回成本人民幣100.00元購

回租賃資產。

截至融資回租協議日期，租賃資產的賬面值為人民幣 57,479,968.00元。於最近兩個財政

年度，概無租賃資產應佔利潤。

II . 訂立融資售後回租安排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提供教育服務及相關管理服務。融資售後回租安排可使本公司

進一步優化本公司現金流，拓寬本公司融資渠道，減少辦學設施技術陳舊帶來的不利

風險。融資售後回租安排所得資金將用作補充本集團的運營資金。

董事認為，融資售後回租安排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

益。

III . 有關本公司、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及出租人的資料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而本集團為中國河北省的民辦教育服務供應商，於中國提供

教育服務及相關管理服務。

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為一所根據中國法律於 2003年 7月 1日成立的普通專科學校，截至

本公告日期，其學校舉辦者權益由河北澤瑞教育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全資擁有，並為本

集團的中國經營實體之一。

出租人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1905）。出

租人主要從事向交通物流、工業、基礎設施、工程建設、醫療等基礎領域的客戶提供

融資租賃、經營租賃、保理和諮詢服務等綜合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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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融資售後回租協議各自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超
過 5%但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25%，故訂立融資售後回租協議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

露交易，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

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 21世紀教育集團有限公司，一家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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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資售後回租

協議」

指 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與出租人所訂立日期為 2021年 6月 29日的

融資售後回租協議，內容有關租賃資產的融資租賃

「融資售後回租

安排」

指 融資售後回租協議項下的融資售後回租安排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租賃付款」 指 有關根據融資售後回租協議對租賃資產進行融資租賃的租賃付

款總額

「租賃資產」 指 租賃資產包括空調設備、監控設備（如監控攝影機等）、教學設

備（如電腦、電視機、投影機及培訓設備等）以及一般辦公設備

及傢具（如桌椅及打印機等），由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擁有並用

於其日常業務

「出租人」 指 海通恒信國際融資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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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澳門特別

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石家莊理工職業

學院」

指 石家莊理工職業學院，一所根據中國法律於 2003年 7月 1日成立

的普通專科學校，截至本公告日期，其學校舉辦者權益由河北

澤瑞教育科技有限責任公司全資擁有，並為本集團的中國經營

實體之一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21世紀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雨濃

香港，2021年6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李雨濃先生、劉宏煒女士、任彩銀先生、楊莉女士及李亞晟先生；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郭立田先生、姚志軍先生及尹宸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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