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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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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NTOW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關連交易
有關西安全運村 10#地塊商業物業

的建造協議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西安國際陸港透過公開招標程序，就西
安全運村10#地塊商業物業建造工程甄選主要承建商，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
根據招標文件項下的相關規定並經公開評審後獲選。於本公告日期，西安國
際陸港與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訂立建造協議，據此，西安國際陸港同意委聘
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為主要承建商，進行西安全運村10#地塊商業物業的建
造工程，代價為人民幣72,073,489.60元。

於本公告日期，中交集團及其附屬公司持有 624,851,793股股份，相當於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約25.055%，故根據上市規則，中交集團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
因此，中交集團及其聯繫人（包括中交集團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中交二公局
第五工程）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建造協議項下擬進
行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有關建造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一項
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0.1%但全部低於 5%，該等交易
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
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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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董事會宣佈，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西安國際陸港與中交二公
局第五工程訂立建造協議，據此，西安國際陸港同意委聘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
為主要承建商，進行西安全運村 10#地塊商業物業的建造工程，代價為人民幣
72,073,489.60元。

建造協議的主要條款

建造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訂約方 ： (1) 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西安國際陸港；及

(2) 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

主要事項 ： 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將根據建造協議項下由西安國際
陸港訂明的技術規格，負責西安全運村10#地塊商業物
業的建造工程。

西安全運村10#地塊位於中國西安市國際港務區，其商
業物業部分的總建築面積約為27,180平方米。

建造協議下的建造工程將涵蓋土建、安裝工程及西安全
運會賽事期間的裝飾工程。

建造期 ： 建造期預期自2020年9月（可予調整）起開始，建造期為自
建造工程開始日期起272個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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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 西 安 國 際 陸 港 根 據 建 造 協 議 應 付 總 代 價 為 人 民 幣
72,073,489.60元，該代價透過西安國際陸港就該建造工程
進行的招標邀請，經招標程序達致。經考慮（其中包括以
下因素）技術規格、中交集團的建造經驗及提交的標價，
本公司認為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的投標就建造工程而
言最合宜。

本公司擬以其內部資源及外部融資撥付建造協議項下
應付的總代價。

付款條款 ： 代價將按下列方式以現金支付：

(i) 工程款項將根據施工進度支付：

(a) 地下室主體結構建造工程完成後，西安國際陸
港將就實際完成建造工程量的70%向中交二公
局第五工程支付相應工程款項，隨後將按實際
完成建造工程量的70%按月進一步支付款項；

(b) 主體結構建造工程封頂後，西安國際陸港將按
實際完成建造工程量的80%進一步向中交二公
局第五工程支付相應工程款項，隨後將按實際
完成建造工程量的80%按月進一步支付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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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竣工驗收前一個月，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應依照當
地的備案規定遞交有關竣工情況的資料，且待其提
供增值稅專用發票並驗證符合規定後，西安國際陸
港將支付85%的代價；

(iii) 於完成結算審定後，西安國際陸港將根據相關建造
協議償付最終審定總代價的95%。代價餘下的5%將
作為質量保證金按如下方式支付：

(a) 其中，相等於代價1.5%的金額將用於委聘維修
服務；

(b) 餘下金額的 60%將自竣工日期起 2年的質量保
證期後償付；而餘下金額的40%將自竣工日期
起5年的質量保證期後償付。

訂立建造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經考慮該項目的技術規格及中交集團於中國
建造行業的豐富經驗，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能夠符合建造協議項下的建造要
求。

本公司透過公開招標程序，就西安全運村10#地塊商業物業建造工程甄選主要
承建商，多家單位報名參與投標。經評審及市場化比選後，中交二公局第五工
程根據招標文件項下的相關規定獲選。因此，本公司認為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
乃於公開及具競爭性的招標程序中選定，而建造協議的條款與市場慣例一致
且符合本集團的商業利益。

董事會認為，建造協議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
其條款屬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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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中交集團及其附屬公司持有 624,851,793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約25.055%，故根據上市規則，中交集團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因
此，中交集團及其聯繫人（包括中交集團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中交二公局第五
工程）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建造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
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有關建造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一項或多項適
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0.1%但全部低於5%，該等交易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中交集團於建造協議及其項下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且鑒於劉文生先生、
周連營先生、耿忠強先生及李駿先生與中交集團的關係，該等董事已就建造協
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票。

一般資料

本集團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其為中
國領先的物業發展商之一，在中國多個主要城市經營業務，主要從事發展優質
物業，以中國中高收入居民為目標客戶。

西安國際陸港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由本集
團擁有51%權益。餘下49%權益由西安國際陸港體育文化產業有限公司（由西安
國際港務區管理委員會間接全資擁有）擁有。西安國際陸港為一家主要從事物
業開發的項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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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集團

中交集團為於中國成立的國有獨資企業，並為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
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上市及A股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證券代碼：601800）的控股股東。根據公開可得資料，中交集團主要從事運輸基
建的設計及建設、疏浚業及重型機械製造業務，並涵蓋以下業務範疇：港口、
碼頭、公路、橋樑、鐵路、隧道、土木工程設計和施工、基建疏浚及填海疏浚、
集裝箱起重機、海上重型機械、大型鋼結構及路面機械製造，以及國際項目承
包、進出口貿易服務。根據中交集團的資料，其為中國最大的港口建設及設計
公司、領先的公路及橋樑建設及設計公司、領先的鐵路建設公司、中國最大的
疏浚公司及全球最大的疏浚公司（就疏浚容量而言）。經董事作出合理查詢後所
深知，中交集團的最終實益股東為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為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中交集團的間接非全資附
屬公司。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主要從事公路、橋樑、交通、房屋建築、隧道、市
政、綠化工程、土方工程及公共設施工程業務，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住房和城
鄉建設部認定的建築工程施工總承包貳級資質，並為一家集工程材料營銷、工
程機械、機電設備管理、租賃、安裝、維護及工程技術諮詢服務於一體的國有
企業。

釋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內所用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中交二公局
第五工程」

指 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公
司，為中交集團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中交集團」 指 中國交通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國有獨
資企業，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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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綠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碼：03900），於開曼
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該詞的相同涵義

「代價」 指 西安國際陸港就承包建造協議項下西安全運村10#地
塊商業物業的建築工程應付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
的總代價人民幣72,073,489.60元

「建造協議」 指 西安國際陸港與中交二公局第五工程於本公告日
期所訂立的建造協議，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承包西
安全運村10#地塊的商業物業建築工程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西安全運村
10#地塊」

指 西安國際陸港開發的 10#地塊商業物業建設項目，
位於西安市國際港務區，總建築面積約為 27,180平
方米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 0.1港元的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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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指 平方米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主要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該詞的相同涵義

「西安國際陸港」 指 西安國際陸港全運村建設開發有限公司，於中國成
立的公司，為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綠城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亞東

中國，杭州
2020年8月3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張亞東先生、劉文生先生、郭佳峰先生、
周連營先生、耿忠強先生及李駿先生；非執行董事吳天海先生（周安橋先生為
其替任董事）及武亦文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賈生華先生、許雲輝先生、邱
東先生及朱玉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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