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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向中合融資擔保提供反擔保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i)本公司（作為反擔保人）與中合融資擔保訂立反擔保協

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就反擔保金額以中合融資擔保為受益人提供反擔保；(ii)中

地牧業（作為出質人）與中合融資（作為質權人）擔保訂立股份質押協議，據此中地

牧業同意將其於中地種畜持有之全部股權質押予中合融資擔保，作為反擔保金額

的抵押品；(iii)北京中地牧場、賀蘭中地牧場、廊坊中地牧場、天津中地牧場及

天鎮中地牧場各自（作為抵押人）與中合融資擔保（作為抵押權人）訂立設備抵押協

議，據此各抵押人同意將其本身擁有的若干設備抵押予中合融資擔保作為反擔保

金額的抵押品；及 (iv)張建設先生及李景濤女士（作為反擔保人）與中合融資擔保

訂立反擔保合約，據此張建設先生及李景濤女士同意就反擔保金額以中合融資擔

保為受益人提供反擔保。

由於有關反擔保安排的適用百分比率最高值超過 5%但低於 25%，反擔保安排構

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通知及公告規定，但獲豁

免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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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中地種畜（作為借款人）與江蘇銀行（北京分行）（作為貸款

人）訂立貸款協議，據此，江蘇銀行（北京分行）同意向中地種畜授出貸款本金額人

民幣 200,000,000元，自根據貸款協議授出貸款日期起為期最多八年。

為擔保中地種畜於貸款協議項下的付款義務及責任，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中地

種畜與中合融資擔保訂立擔保服務協議，據此，中合融資擔保同意以江蘇銀行（北

京分行）為受益人簽立擔保及中地種畜同意每年向中合融資擔保支付擔保費，擔保

費由貸款協議下每年未償貸款金額乘以固定擔保費率 1.6%計算。根據擔保服務協

議，中地種畜亦須安排或促使安排以中合融資擔保為受益人的反擔保安排。

與擔保服務協議相關及根據擔保服務協議，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中合融資擔保

（作為擔保人）與江蘇銀行（北京分行）（作為受益人）為受益人簽立擔保，據此，中合

融資擔保同意就中地種畜於貸款協議項下的付款義務及責任提供擔保，包括由中地

種畜支付根據貸款協議應付的本金額、貸款協議下將產生的利息、罰款、損失、賠

償金及其他相關費用及開支（如有）。

就擔保服務協議而言及根據擔保服務協議，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i)本公司（作

為反擔保人）與中合融資擔保訂立反擔保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就反擔保金額以中

合融資擔保為受益人提供反擔保；(ii)中地牧業（作為出質人）與中合融資（作為質

權人）擔保訂立股份質押協議，據此中地牧業同意將其於中地種畜持有之全部股權

質押予中合融資擔保，作為反擔保金額的抵押品；(iii)北京中地牧場、賀蘭中地牧

場、廊坊中地牧場、天津中地牧場及天鎮中地牧場各自（作為抵押人）與中合融資擔

保（作為抵押權人）訂立設備抵押協議，據此各抵押人同意將其本身擁有的若干設備

抵押予中合融資擔保作為反擔保金額的抵押品；及 (iv)張建設先生及李景濤女士（作

為反擔保人）與中合融資擔保訂立反擔保合約，據此張建設先生及李景濤女士同意

就反擔保金額以中合融資擔保為受益人提供反擔保。反擔保安排的主要條款載列於

下文「反擔保安排」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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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擔保安排

I. 反擔保協議

反擔保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 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

訂約方 : (1) 本公司（作為反擔保人）；

(2) 中地種畜（作為債務人）；及

(3) 中合融資擔保（作為受益人）

反擔保協議下之責任 : 根據反擔保協議，於中合融資擔保提出要求時，本

公司須彌償中合融資擔保全數反擔保金額，包括但

不限於以下款項：

(1) 中合融資擔保為中地種畜提供擔保所支付的全

部款項，包括中合融資擔保的任何代償款項；

(2) 應支付予中合融資擔保的擔保費及評審費（如

有）；

(3) 根據擔保服務協議須由中地種畜承擔的其他費

用（如有），如罰息、違約金及賠償金等；及

(4) 中合融資擔保於執行其債權時產生的開支（包括

但不限於訴訟或仲裁費用、財產保全或證據保

全費用、財產保全擔保費╱保險費、公證費、

強制執行費、評估費、拍賣或處置費、鑒定

費、公告費、過戶費、法律費用、差旅費、調

查取證費用等）及所有其他開支（如有）。

反擔保期限 : 擔保服務協議下主債權履行期屆滿起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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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股份質押協議

股份質押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 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

訂約方 : (1) 中地牧業（作為出質人）；

(2) 中合融資擔保（作為質權人）；及

(3) 中地種畜

股份質押協議下之責任 : 根據股份質押協議，中地牧業（作為出質人）須將其

於中地種畜持有的全部股權質押予中合融資擔保（作

為質權人）以保證反擔保金額，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款

項：

(1) 中合融資擔保為中地種畜提供擔保所支付的全

部款項，包括中合融資擔保的任何代償款項；

(2) 應支付予中合融資擔保的擔保費及評審費（如

有）；

(3) 根據擔保服務協議須由中地種畜承擔的其他費

用（如有），如罰息、違約金及賠償金等；及

(4) 中合融資擔保於執行其債權時產生的開支（包括

但不限於訴訟或仲裁費用、財產保全或證據保

全費用、財產保全擔保費╱保險費、公證費、

強制執行費、評估費、拍賣或處置費、鑒定

費、公告費、過戶費、法律費用、差旅費、調

查取證費用等）及所有其他開支（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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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 股份質押協議於各方的法人代表或授權代理簽字及

加蓋公司印章或合約印章後生效及於獲得各方書面

同意後終止。倘中地種畜已履行其於擔保服務協議

項下全部義務及責任，中合融資擔保須促使股份質

押協議項下的股份質押得以解除。

III. 設備抵押協議

設備抵押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 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

訂約方 : (1) 北京中地牧場、賀蘭中地牧場、廊坊中地牧

場、天津中地牧場及天鎮中地牧場各自（作為抵

押人）；及

(2) 中合融資擔保（作為抵押權人）

設備抵押協議下之責任 : 根據設備抵押協議，北京中地牧場、賀蘭中地牧

場、廊坊中地牧場、天津中地牧場及天鎮中地牧場

各自（作為抵押人）須將其本身擁有的若干設備抵

押予中合融資擔保（作為抵押權人）以保證反擔保金

額，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款項：

(1) 中合融資擔保為中地種畜提供擔保所支付的全

部款項，包括中合融資擔保的任何代償款項；

(2) 應支付予中合融資擔保的擔保費及評審費（如

有）；

(3) 根據擔保服務協議須由中地種畜承擔的其他費

用（如有），如罰息、違約金及賠償金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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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合融資擔保於執行其債權時產生的開支（包括

但不限於訴訟或仲裁費用、財產保全或證據保

全費用、財產保全擔保費╱保險費、公證費、

強制執行費、評估費、拍賣或處置費、鑒定

費、公告費、過戶費、法律費用、差旅費、調

查取證費用等）及所有其他開支（如有）。

期限 : 設備抵押協議於各方的法人代表或授權代理簽字及

加蓋公司印章或合約印章後生效，及於中地種畜已

全數履行其於擔保服務協議項下的義務及責任後或

於中合融資擔保已全數執行其於設備抵押協議項下

作為抵押權人的權利後終止。

IV. 反擔保合約

反擔保合約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 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

訂約方 : (1) 張建設先生及李景濤女士（作為反擔保人）；及

(2) 中合融資擔保（作為受益人）

反擔保合約下之責任 : 根據反擔保合約，張建設先生及李景濤女士無條件

及不可撤回地同意以中合融資擔保為受益人就反擔

保金額提供擔保，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款項：

(1) 中合融資擔保為中地種畜提供擔保所支付的全

部款項，包括中合融資擔保的任何代償款項；

(2) 應支付予中合融資擔保的擔保費及評審費（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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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擔保服務協議須由中地種畜承擔的其他費

用（如有），如罰息、違約金及賠償金等；及

(4) 中合融資擔保於執行其債權時產生的開支（包括

但不限於訴訟或仲裁費用、財產保全或證據保

全費用、財產保全擔保費╱保險費、公證費、

強制執行費、評估費、拍賣或處置費、鑒定

費、公告費、過戶費、法律費用、差旅費、調

查取證費用等）及所有其他開支（如有）。

反擔保期限 : 擔保服務協議下主債權履行期屆滿起兩年

反擔保安排的理由及裨益

根據擔保服務協議，中地種畜須安排或促成安排以中合融資擔保為受益人的反擔保

安排。反擔保安排為背對背擔保以彌償中合融資擔保的所有負債及開支，包括貸

款本金及利息、中合融資擔保根據擔保可能應付的任何罰款、損害賠償及開支（如

有），其目的在於擔保中地種畜於貸款協議下的付款義務及責任。此外，貸款協議

並無以本集團任何資產作抵押。因此，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反擔保安排

乃經公平磋商後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

益。

有關相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透過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包括奶牛養殖、生產及出售優質原料奶、進口及出

售優良品種奶牛及種畜的業務經營，以及牛、苜蓿乾草及其他動物養殖相關產品的

進口貿易業務。



– 8 –

中地種畜

中地種畜，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進口

及銷售母牛業務。

中地牧業

中地牧業，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奶牛

養殖、生產及出售優質原料奶、進口及出售優良品種奶牛及種畜的業務經營，以及

牛、苜蓿乾草及其他動物養殖相關產品的進口貿易業務。

北京中地牧場

北京中地牧場，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

奶牛畜牧營運業務。

賀蘭中地牧場

賀蘭中地牧場，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

奶牛畜牧營運業務。

廊坊中地牧場

廊坊中地牧場，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

奶牛畜牧營運業務。

天津中地牧場

天津中地牧場，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

奶牛畜牧營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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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鎮中地牧場

天鎮中地牧場，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

奶牛畜牧營運業務。

中合融資擔保

中合融資擔保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為小微企業提供擔保服務的業

務。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中合融資擔保及其最終實

益擁有人各自為獨立第三方。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張建設先生為本公司的執行董事，亦為反擔保合約之訂約方，故其於反擔保安

排中擁有重大權益，張建設先生已就董事會批准反擔保安排的相關決議案放棄投

票。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董事於有關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或須就批准

反擔保安排之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由於有關反擔保安排的適用百分比率最高值超過 5%但低於 25%，反擔保安排構成

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通知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股

東批准的規定。

張建設先生及李景濤女士，分別為控股股東及控股股東之配偶，均為本公司的關連

人士。因此，簽署反擔保合約構成集團從關連人士收取的財務資助。由於反擔保合

約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且並無以本集團資產作抵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90條，簽署反擔保合約獲全面豁免遵守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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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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地牧場」 指 北京中地畜牧科技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有限

公司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中合融資擔保」 指 中合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成

立的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中國中地乳業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一四年

四月二十四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反擔保協議」 指 本公司（作為反擔保人）與中合融資擔保（作為受益

人）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訂立的反擔保協議，據

此本公司同意以中合融資擔保為受益人就反擔保

金額提供反擔保

「反擔保金額」 指 根據反擔保安排以中合融資擔保為受益人提供反

擔保的金額

「反擔保安排」 指 反擔保協議、股份質押協議、設備抵押協議及反

擔保合約

「反擔保合約」 指 張建設先生及李景濤女士（作為反擔保人）與中合

融資擔保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訂立的反擔保協

議，據此張建設先生及李景濤女士同意以中合融

資擔保為受益人就其於擔保下之責任提供反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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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設備抵押協議」 指 北京中地牧場、賀蘭中地牧場、廊坊中地牧場、

天津中地牧場及天鎮中地牧場各自（作為抵押人）

與中合融資擔保（作為抵押權人）於二零一七年七

月三日分別訂立設備抵押協議，據此各抵押人同

意將其本身擁有的若干設備抵押予中合融資擔保

作為其於擔保下責任的抵押品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擔保」 指 中合融資擔保（作為擔保人）以江蘇銀行（北京分

行）為受益人就中地種畜於貸款協議下之付款義務

及責任所簽立的擔保

「擔保服務協議」 指 中地種畜與中合融資擔保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

訂立的擔保服務協議，內容有關中合融資擔保向

中地種畜提供的擔保服務

「賀蘭中地牧場」 指 賀蘭中地生態牧場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

任何第三方人士或公司及彼等各自的最終實益擁

有人

「江蘇銀行（北京分行）」 指 江蘇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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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中地牧場」 指 廊坊中地生態牧場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貸款協議」 指 中地種畜（作為借款人）與江蘇銀行（北京分行）（作

為貸款人）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訂立的貸款協

議，據此江蘇銀行（北京分行）同意向中地種畜授

出本金額為人民幣 200,000,000元的貸款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的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本公司的股份持有人

「股份質押協議」 指 中地牧業（作為出質人）與中合融資擔保（作為質權

人）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訂立的股份質押協議，

據此中地牧業同意將其於中地種畜持有的全部股

權質押予中合融資擔保作為反擔保金額的抵押品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天津中地牧場」 指 天津中地畜牧養殖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天鎮中地牧場」 指 天鎮中地生態牧場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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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牧業」 指 中地牧業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中地種畜」 指 北京中地種畜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

公司及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代表董事會

中國中地乳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建設

中國，北京

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張建設先生及張開展先生；非執行董事劉岱先生、杜雨辰

先生、李儉先生及于天華女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勝利教授、昝林森博士及 Joseph Chow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