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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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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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IXIN GROUP LIMITED

易鑫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以「Yixin Automotive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的名義於香港經營業務）
（股份代號：2858）

有關與國銀金融租賃訂立的
2022年融資租賃協議之須予披露交易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10月26日及2021年12月28日有關先前披露融資租
賃交易文件的公告。

誠如先前公告所披露，上海易鑫、國銀金融租賃、新分享科技及深圳富盛資產
管理已訂立(i)合作協議，經協定，國銀金融租賃與上海易鑫應就每批售後回租
資產分別訂立單獨融資租賃協議，其將計入合作配額，及(ii)補充合作協議以調
整租賃利息；而新分享科技及深圳富盛資產管理應協助國銀金融租賃對標的租
賃資產進行審查，並向國銀金融租賃提供所需報告。承租人上海易鑫先前已與
出租人國銀金融租賃訂立現有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於2021年12月29日及2022年1月25日，上海易鑫與國銀金融租賃分別訂立2021
年12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2022年1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據此，承租人同意
分別以總代價約人民幣141,962,455.45元及人民幣98,973,011.53元向出租人出
售若干租賃資產，而出租人同意在下述租期內將租賃資產回租予承租人。租期
屆滿後，在承租人根據2021年12月融資租賃協議及2022年1月融資租賃協議悉
數結清全部租金及其他應付賬款並達成其他條件的前提下，出租人將按名義代
價每項租賃資產人民幣1元將租賃資產的所有權轉回承租人。出租人須向承租
人提供租賃資產的所有權轉讓證書，以進行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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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6月30日，承租人上海易鑫與出租人國銀金融租賃根據合作協議（經
補充合作協議補充）訂立2022年6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據此，承租人同意以總
代價約人民幣63,310,042.93元向出租人出售若干租賃資產，而出租人同意在租
期內將租賃資產回租予承租人。租期屆滿後，在承租人根據2022年6月融資租
賃交易文件悉數結清全部租金及其他應付賬款並達成其他條件的前提下，出租
人將按名義代價每項租賃資產人民幣1元將租賃資產的所有權轉回承租人。出
租人須向承租人提供租賃資產的所有權轉讓證書，以進行轉讓。

由於2021年12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2022年1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以單獨或
合併基準計算）各自之適用百分比率概不超過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
訂立2021年12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2022年1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以單獨或
合併基準計算）並不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由於國銀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包括先前披露融資租賃交易文件、2021年12月融
資租賃交易文件、2022年1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2022年6月融資租賃交易文
件）乃於2022年6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日期前（含該日）12個月內與國銀金融租
賃訂立，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國銀融資租賃交易文件應合併為一連串交
易。由於國銀融資租賃交易文件之適用百分比率（以合併基準計算）超過5%但
低於25%，故國銀融資租賃交易文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合計）構成本公司的須
予披露交易，因此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股
東批准之規定。

茲提述先前公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的所有詞彙與先前公告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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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誠如先前公告所披露，上海易鑫、國銀金融租賃、新分享科技及深圳富盛資產管
理已訂立(i)合作協議，經協定，國銀金融租賃與上海易鑫應就每批售後回租資產
分別訂立單獨融資租賃協議，其將計入合作配額，及(ii)補充合作協議以調整租賃
利息；而新分享科技及深圳富盛資產管理應協助國銀金融租賃對標的租賃資產進
行審查，並向國銀金融租賃提供所需報告。承租人上海易鑫先前已與出租人國銀
金融租賃訂立現有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有關先前披露融資租賃交易文件的詳情，請參閱先前公告。

2021年12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2022年1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於2021年12月29日及2022年1月25日，上海易鑫與國銀金融租賃分別曾訂立2021
年12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2022年1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下表載列有關2021年12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2022年1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的資
料，包括(i)租賃本金金額；(ii)概約租賃利息、概約利率及租賃資產回租予承租人
的概約總費用；(iii)概約保證金；(iv)租賃資產的概約資產淨值；及(v)租期。

相關交易 協議日期
概約

租賃本金
概約

租賃利息
概約
利率 概約總費用 概約保證金

租賃資產的
概約

資產淨值

租期
（自出租人
支付代價
當日起計）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第九份12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2021年 
12月29日

2,390,849.14 19,010.66 5.20 2,409,859.80 119,542.46 2,610,851.33 3個月

第十份12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2021年 
12月29日

32,144,892.91 1,460,708.09 5.20 33,605,601.00 1,607,244.65 34,589,734.91 20個月

第十一份12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2021年 
12月29日

87,928,480.95 7,006,961.40 5.20 94,935,442.35 4,396,424.05 118,189,596.90 35個月

第十二份12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2021年 
12月29日

7,394,366.36 319,354.91 5.20 7,713,721.27 369,718.32 8,517,951.23 19個月

第十三份12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2021年 
12月29日

12,103,866.09 908,714.37 5.20 13,012,580.46 605,193.30 14,797,726.87 33個月

2022年第一份1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2022年 
1月25日

2,487,316.47 125,486.69 5.20 2,612,803.16 124,365.82 2,723,133.29 22個月

2022年第二份1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2022年 
1月25日

37,674,444.42 2,587,835.28 5.20 40,262,279.70 1,883,722.22 50,268,814.74 30個月

2022年第三份1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2022年 
1月25日

58,811,250.64 4,445,459.36 5.20 63,256,710.00 2,940,562.53 79,380,000.60 3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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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表所載的主要商業條款外，2021年12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2022年1月融資
租賃交易文件的所有重大條款與下文所披露2022年6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大致相
若。

2022年6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於2022年6月30日，承租人上海易鑫與出租人國銀金融租賃根據合作協議（經補
充合作協議補充）訂立2022年6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根據2022年6月融資租賃交
易文件，承租人同意以總代價約人民幣63,310,042.93元向出租人出售若干租賃資
產，而出租人同意在租期內將租賃資產回租予承租人。租期屆滿後，在承租人根
據2022年6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悉數結清全部租金及其他應付賬款並達成其他條
件的前提下，出租人將按名義代價每項租賃資產人民幣1元將租賃資產的所有權
轉回承租人。出租人須向承租人提供租賃資產的所有權轉讓證書，以進行轉讓。

標的事項

向出租人出售租賃資產

根據2022年6月融資租賃協議，承租人同意出售而出租人同意購買原本由承租人
擁有的租賃資產，總代價約人民幣63,310,042.93元，該代價由訂約方參考新車
發票所載租賃資產的價值及二手車類似型號的經評估現行市價，經公平磋商後釐
定，且須由出租人於付款日期（為下述條件獲達成後五個營業日內的日子）向承租
人支付，有關條件包括但不限於：

(a) 2022年6月融資租賃協議及合作協議已正式簽立及生效；

(b) 承租人已向出租人提供付款要求通知，並確認代價用途符合及遵守2022年6
月融資租賃協議；

(c) 承租人已向出租人提供2022年6月融資租賃協議規定的保證金；

(d) 承租人並無嚴重違反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的任何其他協議，且承租人已根據
該等其他協議的時間按時悉數履行付款責任；

(e) 承租人已提交租賃資產清單及確認承租人對租賃資產所有權的相關文件（包
括但不限於新車發票、二手車評估報告、汽車租賃協議、保單、最終租戶身
份證明文件及其他必要批准文件等掃描副本）或出租人認為必要的任何其他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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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承租人已就租賃資產的轉讓發出確認書，以確保出租人合法及合規地取得租
賃資產的所有權；

(g) 出租人已完成租賃資產融資租賃及應收賬款質押在動產融資統一登記公示系
統下的登記；

(h) 於2022年6月融資租賃協議訂立時以及出租人支付轉讓代價時，國家在稅務
及金融政策或政府監管金融業資金措施並無明顯變動；

(i) 出租人支付轉讓代價並無違反監管部門的現行規定、規則及要求；及

(j) 訂立2022年6月融資租賃協議及合作協議的先決條件及有關支付轉讓代價的
其他條件已獲確認。

於付款日期，租賃資產的所有權應由承租人轉讓予出租人。

將租賃資產回租予承租人

根據2022年6月融資租賃協議，租賃資產應於租期內回租予承租人，總租金約人
民幣67,075,653.02元，當中包括(i)租賃本金約人民幣63,310,042.93元及(ii)租賃利
息約人民幣3,765,610.09元（按參考中國人民銀行頒佈的五年期或以上貸款基準利
率加125個基點釐定的年利率5.70%計算）。於租期內，利率須於每年4月21日調
整，而首個利率調整日期須為租賃開始12個月後的首個4月21日。承租人須於租
期內就2022年第一份6月融資租賃協議、2022年第二份6月融資租賃協議及2022年
第三份6月融資租賃協議分別分16期、22期及26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

租期

就2022年第一份6月融資租賃協議、2022年第二份6月融資租賃協議及2022年第
三份6月融資租賃協議而言，相關租賃資產的租期分別為16個月、22個月及26個
月，預計自付款日期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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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資產

租賃資產包括2022年6月融資租賃協議所詳述的承租人的汽車。截至2020年及
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租賃資產並無為本集團產生收入及淨利潤。於釐定租賃
資產組成的截止日期，租賃資產的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82,602,337.45元。

租賃資產於租期內及之後的所有權

於租期內，租賃資產的所有權歸出租人所有，而承租人將有權佔用及使用租賃資
產。

租期屆滿後，在承租人根據2022年6月融資租賃協議悉數結清全部租金及其他應
付賬款並達成其他條件的前提下，出租人將按名義代價每項租賃資產人民幣1元
將租賃資產的所有權轉回承租人。出租人須向承租人提供租賃資產的所有權轉讓
證書，以進行聲稱轉讓。

保證金

根據2022年6月融資租賃協議，上海易鑫同意向出租人支付保證金約人民幣
3,165,502.15元（即2022年6月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租賃本金總額的5%），以保障出
租人於2022年6月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權利。保證金可用於抵銷2022年6月融資租
賃協議項下承租人的租金、違約金、補償金及其他應付賬款。承租人履行2022年
6月融資租賃協議項下所有義務後，出租人須不計息向承租人退還剩餘的保證金。

應收賬款質押

於2022年6月30日，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2022年6月應收賬款質押協議，據此，承
租人同意以出租人為受益人質押其應收賬款及與之相關的全部現有及未來權益，
以擔保其於2022年6月融資租賃協議項下的債項支付（包括但不限於租金、提前終
止費用、違約金、損害賠償金、補償金、名義回購代價、其他應付賬款及就任何
執行債權人權利的行動而產生的費用）。

2022年6月融資租賃協議生效日期

2022年6月融資租賃協議經各訂約方簽立後生效。

各項國銀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包括2022年6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項下的代價乃由
各訂約方參考新車發票所載相關租賃資產的價值及二手車類似型號的經評估現行
市價，經公平磋商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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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可透過訂立國銀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多元化其融資渠道、補充經營所需資金
及優化負債結構。

鑒於上文所述，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國銀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其項
下擬進行交易的條款乃經訂約方公平磋商後釐定，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
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經營互聯網汽車零售交易平台。本集團所運營業務分為兩大分
部(i)交易平台業務；及(ii)自營融資業務。

上海易鑫為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上海易
鑫主要在中國從事融資租賃及經營租賃業務。

出租人為一家於1984年在中國成立的公司，並於2015年9月28日改制為股份有限
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1606）。其主要從事向航空、基礎設
施、船舶、普惠金融、新能源及高端裝備製造等行業的客戶提供租賃服務。

新分享科技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專注於金融技術。其主要集中為涉
及金融資產的融資項目提供技術支援、諮詢和管理服務，以及為機構投資者提供
專業投資諮詢服務。於本公告日期，新分享科技由左仂思（透過中介公司持有新
分享科技31.6%股權的單一最大股東）最終控制。

深圳富盛資產管理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主要從事委託資產管理及投
資管理及諮詢。於本公告日期，深圳富盛資產管理由浙江景寧富盛企業管理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持有77%權益，繼而由衛青及鄭瑛分別持有93.75%及6.25%權
益。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截至本公告日期，出租人、新分
享科技及深圳富盛資產管理以及彼等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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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2021年12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2022年1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以單獨或合
併基準計算）各自之適用百分比率概不超過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訂立
2021年12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2022年1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以單獨或合併基準
計算）並不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由於國銀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包括先前披露融資租賃交易文件、2021年12月融資
租賃交易文件、2022年1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2022年6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乃
於2022年6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日期前（含該日）12個月內與國銀金融租賃訂立，
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國銀融資租賃交易文件應合併為一連串交易。由於國銀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之適用百分比率（以合併基準計算）超過5%但低於25%，故國銀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合計）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僅
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股東批准之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指明，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2022年第一份1月 
融資租賃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日期為2022年1月25日的
融資租賃協議，租期為22個月

「2022年第一份1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2022年第一份1月融資租賃協議及2022年第一
份1月應收賬款質押協議的統稱

「2022年第一份1月 
應收賬款質押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就2022年第一份1月融資租賃協
議訂立日期為2022年1月25日的應收賬款質押
協議

「2022年第二份1月 
融資租賃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日期為2022年1月25日的
融資租賃協議，租期為30個月

「2022年第二份1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2022年第二份1月融資租賃協議及2022年第二
份1月應收賬款質押協議的統稱

「2022年第二份1月 
應收賬款質押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就2022年第二份1月融資租賃協
議訂立日期為2022年1月25日的應收賬款質押
協議



9

「2022年第三份1月 
融資租賃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日期為2022年1月25日的
融資租賃協議，租期為33個月

「2022年第三份1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2022年第三份1月融資租賃協議及2022年第三
份1月應收賬款質押協議的統稱

「2022年第三份1月 
應收賬款質押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就2022年第三份1月融資租賃協
議訂立日期為2022年1月25日的應收賬款質押
協議

「2022年第一份6月 
融資租賃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日期為2022年6月30日的
融資租賃協議，租期為16個月

「2022年第一份6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2022年第一份6月融資租賃協議及2022年第一
份6月應收賬款質押協議的統稱

「2022年第一份6月 
應收賬款質押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就2022年第一份6月融資租賃協
議訂立日期為2022年6月30日的應收賬款質押
協議

「2022年第二份6月 
融資租賃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日期為2022年6月30日的
融資租賃協議，租期為22個月

「2022年第二份6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2022年第二份6月融資租賃協議及2022年第二
份6月應收賬款質押協議的統稱

「2022年第二份6月 
應收賬款質押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就2022年第二份6月融資租賃協
議訂立日期為2022年6月30日的應收賬款質押
協議

「2022年第三份6月 
融資租賃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日期為2022年6月30日的
融資租賃協議，租期為26個月

「2022年第三份6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2022年第三份6月融資租賃協議及2022年第三
份6月應收賬款質押協議的統稱

「2022年第三份6月 
應收賬款質押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就2022年第三份6月融資租賃協
議訂立日期為2022年6月30日的應收賬款質押
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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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份12月 
融資租賃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日期為2021年12月29日的
融資租賃協議，租期為3個月

「第九份12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第九份12月融資租賃協議及第九份12月應收賬
款質押協議的統稱

「第九份12月 
應收賬款質押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就第九份12月融資租賃協議訂
立日期為2021年12月29日的應收賬款質押協議

「第十份12月 
融資租賃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日期為2021年12月29日的
融資租賃協議，租期為20個月

「第十份12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第十份12月融資租賃協議及第十份12月應收賬
款質押協議的統稱

「第十份12月 
應收賬款質押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就第十份12月融資租賃協議訂
立日期為2021年12月29日的應收賬款質押協議

「第十一份12月 
融資租賃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日期為2021年12月29日的
融資租賃協議，租期為35個月

「第十一份12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第十一份12月融資租賃協議及第十一份12月應
收賬款質押協議的統稱

「第十一份12月 
應收賬款質押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就第十一份12月融資租賃協議
訂立日期為2021年12月29日的應收賬款質押協
議

「第十二份12月 
融資租賃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日期為2021年12月29日的
融資租賃協議，租期為19個月

「第十二份12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第十二份12月融資租賃協議及第十二份12月應
收賬款質押協議的統稱

「第十二份12月 
應收賬款質押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就第十二份12月融資租賃協議
訂立日期為2021年12月29日的應收賬款質押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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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份12月 
融資租賃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日期為2021年12月29日的
融資租賃協議，租期為33個月

「第十三份12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第十三份12月融資租賃協議及第十三份12月應
收賬款質押協議的統稱

「第十三份12月 
應收賬款質押協議」

指 出租人與承租人就第十三份12月融資租賃協議
訂立日期為2021年12月29日的應收賬款質押協
議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國銀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先前披露融資租賃交易文件、2021年12月融資
租賃交易文件、2022年1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
2022年6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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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指 Yixin Group Limited易鑫集團有限公司，根據
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2858）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併表聯屬實體」 指 本公司透過一系列合約安排控制的實體，即北
京易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於2015年1月9
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公司

「2021年12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第九份12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第十份12月融
資租賃交易文件、第十一份12月融資租賃交易
文件、第十二份12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第十
三份12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的統稱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現有12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先前12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後續12月融資租
賃交易文件的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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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8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9月融資租賃交易文
件、10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現有12月融資租
賃交易文件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併表聯屬實體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或該人士聯繫人的任何實
體或人士，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2022年1月 
融資租賃交易文件」

指 2022年第一份1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2022年
第二份1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2022年第三份1
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的統稱

「2022年6月融資 
租賃協議」

指 2022年第一份6月融資租賃協議、2022年第二
份6月融資租賃協議及2022年第三份6月融資租
賃協議的統稱

「2022年6月融資 
租賃交易文件」

指 2022年第一份6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2022年
第二份6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及2022年第三份6
月融資租賃交易文件的統稱

「2022年6月應收 
賬款質押協議」

指 2022年第一份6月應收賬款質押協議、2022年
第二份6月應收賬款質押協議及2022年第三份6
月應收賬款質押協議的統稱

「租賃資產」 指 承租人的汽車

「租期」 指 2022年第一份6月融資租賃協議、2022年第二
份6月融資租賃協議及2022年第三份6月融資租
賃協議分別為期16個月、22個月及26個月，預
期自付款日期開始

「承租人」 指 上海易鑫

「出租人」或 
「國銀金融租賃」

指 國銀金融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1984年在
中國成立的公司，於2015年9月28日改制為股
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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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
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主板」 指 聯交所營運的證券交易所（不包括期權市場），
獨立於聯交所GEM並與其並行運作

「付款日期」 指 出租人根據2022年6月融資租賃協議向承租人支
付總代價約人民幣63,310,042.93元的日期

「百分比率」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先前公告」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10月26日及2021年12月28
日的公告

「先前披露融資 
租賃交易文件」

指 合作協議、補充合作協議及現有融資租賃交易
文件的統稱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上海易鑫」 指 上海易鑫融資租賃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1美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不時的股份持有人

「深圳富盛資產管理」 指 深圳市富盛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
法律成立的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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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分享科技」 指 新分享科技服務（深圳）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
國法律成立的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Yixin Group Limited
易鑫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序安

香港，2022年6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 張序安先生及姜東先生

非執行董事 謝晴華先生、楊峻先生、繆欽先生及朱芷欣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袁天凡先生、郭淳浩先生及董莉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