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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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China Risun Group Limited
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07）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須予披露交易

進一步向旭陽中燃提供擔保

茲提述本公司於2021年11月17日、2021年11月19日及2022年1月23日發佈的公
告，內容有關本集團向合資企業旭陽中燃提供前六筆財務資助，包括借款及
提供擔保。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2年5月30日至2022年7月4日期間，旭陽中燃為採購焦
爐投資建設新焦化項目之目的，(1)與浙銀租賃訂立浙銀融資租賃合同，(2)

與元滙訂立元滙保理合同，及 (3)與信達金融租賃訂立信達融資租賃合同。
本集團就上述三項融資提供擔保，預計承擔的最高付款義務最多為人民幣
1,092.46百萬元。本集團將就上述擔保事項合共收取旭陽中燃人民幣3.38百萬
元的擔保費。

上市規則涵義 

本集團為確保旭陽中燃的新焦化項目儘快得以實施而持續為旭陽中燃提供
財務資助。截至本公告日期，連同前六筆財務資助在內，本集團已向旭陽中
燃提供短期借款╱擔保的累計金額約人民幣2,326.96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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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筆及第八筆擔保單獨計算的各項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第九筆擔保
單獨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達到 5%但低於 25%。由於相關財務資助均為
了旭陽中燃投資建設相同的新焦化項目而約定，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規
定，該等交易將合併計算。由於第七筆至第九筆擔保合併承擔的最高擔保
金額（及連同前六筆財務資助累計金額）對應的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高
於5%但均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的申報
及公告規定。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於2021年11月17日、2021年11月19日及2022年1月23日發佈的公告，
內容有關本集團向旭陽中燃提供前六筆財務資助，包括借款和提供擔保。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2年5月30日至2022年7月4日期間，旭陽中燃為採購焦爐
投資建設新焦化項目之目的，(1)與浙銀租賃訂立浙銀融資租賃合同，(2)與元
滙訂立元滙保理合同，及 (3)與信達金融租賃訂立信達融資租賃合同。本集團就
上述三項融資提供擔保，預計承擔的最高付款義務最多為人民幣 1,092.46百萬
元。本集團將就上述擔保事項合共收取旭陽中燃人民幣3.38百萬元的擔保費。

第七筆擔保

於2022年5月30日，旭陽中燃（作為承租人）與浙銀租賃（作為出租人）簽訂浙銀融
資租賃合同，以採購和租賃焦爐設備。同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旭陽集團及
河北旭陽能源（作為保證人）分別與浙銀租賃（作為被保證人）簽訂浙銀保證合
同，據此，旭陽集團及河北旭陽能源將為旭陽中燃提供履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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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銀融資租賃合同及浙銀保證合同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合同日期 ： 2022年 5月30日

訂約方 ： 就浙銀融資租賃合同而言，旭陽中燃（作為承租人）
及浙銀租賃（作為出租人）

就浙銀保證合同而言，旭陽集團及河北旭陽能源（分
別作為擔保人）及浙銀租賃（作為被保證人）

融資租賃 ： 浙銀租賃按照旭陽中燃指定的清單購買焦爐設備及
配套設施，並將該等設備、設施出租予旭陽中燃，租
賃期限為36個月。融資租賃總額約人民幣250.00百萬
元，固定年利率為 6.10%，相當於一年期LPR+240.00

基點 (BP)組成。

保證 ：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旭陽集團及河北旭陽能源對
浙銀融資租賃合同項下旭陽中燃的全部債務承擔
連帶責任保證。保證為不可撤銷的最高額連帶責任
保證。

保證範圍為旭陽中燃在浙銀融資租賃合同項下應向
浙銀租賃支付的全部租金、違約金、損害賠償金、
浙銀租賃為實現主債權和擔保權利而支付的各項
費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應付款項。如遇浙銀融資租
賃合同項下約定的利率變化情況，還應包括因該變
化而相應調整後的款項。

經考慮融資租賃的最高本金額以及浙銀融資租賃
合同下的應付利息、費用及成本後，本集團預期其
擔保的最高付款義務將最多約為人民幣 278.83百萬
元。

保證期間自浙銀融資租賃合同項下最後到期的債
務履行期限屆滿之日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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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簽訂浙銀保證合同後，本集團將就第七筆擔保向旭陽中燃收取擔保費人民
幣749,000元，此乃按獨立估值師建議的擔保計算價值基準釐定。計算價值（下
文具相同含義）乃界定為「藉應用與委託人協定的計算委聘程序及利用基於該
等程序就價值或價值範圍作出的專業判斷，得出的業務、業務擁有權、抵押或
無形資產的估計價值」。

第八筆擔保

於2022年6月27日，旭陽營銷與元滙簽訂元滙保理合同，當中約定旭陽營銷將
其對旭陽中燃的應收賬款轉讓予元滙，以獲得保理款項。元滙將作為債權人，
享有對旭陽中燃應收賬款的一切權利。同日，旭陽集團與元滙簽訂元滙保證合
同，據此，旭陽集團將為旭陽中燃（作為基礎貿易合同的買方）及旭陽營銷（作為
保理債務人）的履約提供擔保。

元滙保理合同及元滙保證合同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合同日期 ： 2022年6月27日

訂約方或相關交易方 ： 就元滙保理合同而言：旭陽營銷（作為應收賬款轉
讓方）及元滙（作為應收賬款受讓方）

就元滙保證合同而言，旭陽集團（作為保證人）及元
滙（作為保理債權人）

旭陽中燃為元滙保理合同及元滙保證合同項下應
收賬款對應的基礎交易合同的買方

保理融資 ： 元滙受讓旭陽營銷基於其與旭陽中燃之間的基礎
交易合同而產生的應收賬款債權，為旭陽營銷辦理
無追索權公開型保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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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應收賬款債權為旭陽營銷應收旭陽中燃已產生
之人民幣60百萬元及未來將產生之貿易應收款項，
預計總額為人民幣100.00百萬元。該等應收賬款涉
及旭陽中燃為投資建設新焦化項目採購焦爐相關
設備款，旭陽中燃已書面同意旭陽營銷將該等貿易
應收款項的債權轉讓予元滙。

保理融資額度 ： 元滙將向旭陽中燃提供可循環保理融資額度為人
民幣100.00百萬元。

商業保理期限為12個月，自2022年6月27日至2023年
6月23日。保理利率為固定利率8.0%。

保證 ： 旭陽集團對元滙保理合同項下元滙因受讓應收賬
款形成的一系列債權提供最高額保證，為不可撤銷
的連帶責任保證。

保證範圍為旭陽中燃及旭陽營銷（作為保理債務人）
在元滙保理合同項下應向保理債權人支付的全部
保理款、保理費、反轉讓款、逾期違約金、損害賠償
金等全部款項，以及保理債權人為實現元滙保理合
同及相關擔保權益而支付的一切支出和費用。

元滙保證合同項下每筆主債務的保證期為三年，從
每筆主債務履行期屆滿之日起算。

經考慮商業保理的最高本金額以及元滙保理合同
下的應付保理款、保理費、其他費用及成本後，本
集團預期其保證的最高付款義務將最多為約人民
幣108.0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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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簽訂元滙保證合同後，本集團將向旭陽中燃收取擔保費人民幣112,000元，此
乃按獨立估值師建議的擔保計算價值基準釐定。

第九筆擔保

於2022年7月4日，旭陽中燃（作為承租人）與信達金融租賃（作為出租人）簽訂信
達融資租賃合同，採購及租賃焦爐相關設備。本公司、旭陽集團及河北旭陽能
源（作為保證人）分別與信達金融租賃簽訂信達保證協議，據此，本公司、旭陽
集團及河北旭陽能源將為旭陽中燃在信達融資租賃合同下的履約提供保證。

信達融資租賃合同及信達保證合同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協議日期 ： 2022年7月4日

訂約方 ： 就信達融資租賃合同而言，旭陽中燃（作為承租人）
及信達金融租賃（作為出租人）

就信達保證合同而言，本公司、旭陽集團及河北旭
陽能源（作為保證人）及信達金融租賃（作為被保證
人）

融資租賃 ： 信達金融租賃向旭陽中燃提供總額最高達約人民幣
600.0百萬元的融資租賃。融資租賃期限為48個月。
租賃利率為固定利率6.43%，相當於五年期LPR+178

基點 (BP)組成。

融資租賃是為了旭陽中燃採購焦爐以投資建設新
焦化項目。

財產抵押 ： 旭陽中燃會將其位於內蒙古清水河縣自有的土地
及房產為融資租賃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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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 ： 本公司、旭陽集團及河北旭陽能源對信達融資租賃
合同項下旭陽中燃的全部債務提供連帶責任保證。
保證為不可撤銷的連帶責任保證。

保證範圍為旭陽中燃在信達融資租賃合同項下應
向信達金融租賃支付的全部租金、違約金、損害賠
償金、信達金融租賃為實現主債權和擔保權利而支
付的各項費用和其他所有旭陽中燃應付款項。如遇
信達融資租賃合同項下約定的利率變化情況，還應
包括因該變化而相應調整後的款項。

經考慮融資租賃的最高本金額以及應付利息、費用
及成本後，本集團預期其保證的最高付款義務將最
多為約人民幣705.63百萬元。

保證期間為自信達保證合同簽訂之日起至信達融
資租賃合同項下旭陽中燃最後一期債務履行期屆
滿之日起滿三年止。

於簽訂信達保證合同後，本集團將向旭陽中燃收取擔保費人民幣 2,522,000元，
此乃按一獨立估值師建議的擔保計算價值基準釐定。

提供擔保之理由及裨益

旭陽中燃在內蒙古呼和浩特清水河縣的焦化生產設施於2019 年8月之前是暫停
運營，後來本集團透過增資擴股而投資旭陽中燃，並重啟旭陽中燃的焦化生產
設施之運營。經過本集團過去三年來持續優化旭陽中燃的運營，旭陽中燃的財
務情況得以改善。本公司預期，旭陽中燃新建的焦化項目將於今年下半年陸續
投產，屆時將可提升本集團的焦炭產量，此將長期為本集團帶來可觀的投資回
報，該投資回報最終轉為本集團的利潤及本公司股東的回報。再者，旭陽中燃
根據新產能指標而投資新建的焦化項目，在「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
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氣候行動目標下更凸顯其未來發展
潛力和商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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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慮本集團的融資成本一般在年利率1.82%至12.00%之間，其平均年利率是約
6%，董事認為第七至九筆融資所約定的年利率是合乎旭陽中燃的財務情況。
目前，第七至九筆的融資對旭陽中燃正在進行的新焦化項目至關重要，有利旭
陽中燃於市場取得所需要的資金及付上合乎融資市場資金供需的適當成本。

董事認為第七至九筆擔保雖非集團日常經營業務，但有關條款乃按照正常商
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一般資料

本集團

本公司為中國領先的焦炭、焦化產品和精細化工產品綜合生產商及供應商，客
戶位於中國及海外。本集團原先於中國河北省運營四個生產園區，其後擴展運
營至中國其他不同省份，包括內蒙古自治區、山東省等，並計劃逐步拓展海外
業務至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蘇拉威西省。

旭陽集團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河北旭陽能源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生產焦炭及焦化產品。

旭陽營銷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焦炭、焦化產品和精細化工產
品買賣。

旭陽中燃

旭陽中燃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縣的生產園區擁有煉焦及精細化
工設施，為本公司的合營公司。旭陽中燃由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旭陽集
團、呼和浩特中燃城市燃氣發展有限公司（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中國燃氣控股
有限公司，一家於聯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份代號：0384.HK）及天津百森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賈鐵林）分別擁有 55%、30%及15%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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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旭陽中燃組織章程細則，本集團有權委任五名董事中的兩名，且有關旭陽
中燃融資及股息活動的財務決定需要全體股東的一致同意。因此，儘管本公司
持有旭陽中燃 55%的股權，旭陽中燃列為本集團的合營公司。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旭陽中燃另外兩名股東及其各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
均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

浙銀租賃

浙銀租賃為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是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
委員會批准設立並監管的全國性非銀行金融機構，由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
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上交所主板及聯交所主板上市的銀行，股份代
號：601916.SH、2016.HK）控股51%，並聯合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舟山海洋
綜合開發投資有限公司發起創立的一家金融租賃公司。浙銀租賃堅持以打造
專業化、特色化、差異化金融租賃公司為目標，積極擁抱金融科技，持續創新
金融服務，致力於為智慧製造、現代農牧、綠色環保、海洋經濟等領域的優質
客戶提供專業化金融服務。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浙銀租賃及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元滙

元滙成立於2017年7月11日，註冊資本金5,000萬元人民幣，由蒙能資本控股有限
公司100%控股，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
理委員會。該公司是目前內蒙古國資委監管企業中唯一國有全資商業保理公
司。公司秉承「同心發展，合作共贏」的經營理念，以穩健發展為核心，以供應
鏈金融創新服務為導向，以風險控制為基石，不斷提升專業化服務能力，解決
客戶流動資金需求。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元滙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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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達金融租賃

信達金融租賃是經原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成立的非銀行金融機構，
由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99.92%）於2010年對原西部租賃實施重
組後成立，公司註冊地位於蘭州，分設北京、蘭州兩個辦公區，註冊資本金人
民幣 35.05億元。中國信達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家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
(股份代號：1359.HK)，是經中國國務院批准而成立的首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

信達金融租賃自2010年恢復營業以來，圍繞協同中國信達主業，充分發揮金融
租賃產品期限長、融資融物相結合的特色優勢，主動服務於國家戰略，積極支
持和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截至2021年底，信達金融租賃總資產規模已突破700億
元。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信達金融租賃及其最終實
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上市規則涵義

本集團為確保旭陽中燃的新焦化項目儘快得以實施而持續為旭陽中燃提供財
務資助。截至本公告日期，連同前六筆財務資助在內，本集團已向旭陽中燃提
供短期借款╱擔保的累計金額約人民幣 2,326.96百萬元。

第七筆及第八筆擔保單獨計算的各項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第九筆擔保單
獨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達到5%但低於 25%。由於相關財務資助均為了旭
陽中燃投資建設相同的新焦化項目而約定，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規定，該等
交易將合併計算。由於第七筆至第九筆擔保合併承擔的最高擔保金額（及連同
前六筆財務資助累計金額）對應的一項或以上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均低於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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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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期LPR」 指 中國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 2022年4月公佈
的1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五年期LPR」 指 中國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 2021年5月公佈
的5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信達金融租賃」 指 信達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1996年12

月28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
公司的獨立第三方

「信達融資租賃合同」 指 信達金融租賃與旭陽中燃於2022年7月4日簽訂
的融資租賃合同

「信達保證合同」 指 本公司、旭陽集團及河北旭陽能源（作為保證
人）及信達金融租賃（作為被保證人）於2022年7

月4日訂立的不可撤銷保證函

「本公司」 指 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2007年11月8日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於聯
交所上市，股份代號為1907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第八筆擔保」 指 河北旭陽能源以保證的方式為旭陽營銷及旭陽
中燃在保理安排下的債務提供的擔保

「河北旭陽能源」 指 河北旭陽能源有限公司（前稱河北旭陽焦化有
限公司），一家於2003年10月30日在中國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補充及以
其他方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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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筆擔保」 指 本集團以保證的方式為旭陽中燃在信達融資租
賃合同項下的債務提供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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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六筆財務資助」 指 本 集 團 在 2021年11月 至2022年1月 期 間 向 旭 陽
中燃提供的財務資助，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11月17日、2021年11月19日及2022年1月23日 

的公告

「旭陽中燃」 指 呼和浩特旭陽中燃能源有限公司，一家於 2018

年6月15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為本公司的合營公司

「旭陽集團」 指 旭陽集團有限公司（前稱旭陽化工有限公司），
一家於2010年1月8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旭陽營銷」 指 旭陽營銷有限公司（前稱北京旭陽宏業化工有
限公司），一家於2008年2月2日在中國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第七筆擔保」 指 本集團以保證的方式為旭陽中燃在浙銀融資租
賃合同項下的債務提供的擔保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元滙」 指 元滙商業保理（天津）有限公司，一家於2017年7

月11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
公司的獨立第三方

「元滙保理合同」 指 旭陽營銷與元滙於 2022年6月27日訂立的商業
保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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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滙保證合同」 指 旭陽集團（作為保證人）及元滙（作為保理債權
人）就元滙保理合同項下的主債權於 2022年6月
27日訂立的最高額保證合同

「浙銀融資租賃合同」 指 旭陽中燃與浙銀租賃於 2022年5月30日簽訂的
融資租賃合同

「浙銀保證合同」 指 旭陽集團及河北旭陽能源（作為擔保人）及浙銀
租賃（作為被保證人）就浙銀融資租賃合同主債
權於 2022年5月30日訂立的兩份最高額保證合
同

「浙銀租賃」 指 浙江浙銀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 2017

年1月18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為本公司的獨立第三方

承董事會命
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楊雪崗

香港，2022年7月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雪崗先生、張英偉先生、韓勤亮先生、王
風山先生、王年平先生及楊路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康洹先生、余
國權先生及王引平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