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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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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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正 恒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于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85) 

 

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位於中國河南省之土地使用權 

及 

控股股東提供財務資助 
 

收購土地使用權 

董事局欣然公佈，於 2018 年 3 月 16 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河南河洛以總代價

人民幣 312,420,000 元成功於鞏義市國土資源局提呈出售之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拍賣

會中投得十六幅該等地塊之國有土地使用權。 

 

該等地塊位於中國河南省鞏義市米河鎮趙岭村。 

 

地塊 I 的收購價為 RMB25,980,000，總佔地面積 61,857.62 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

1.0 並不高於 1.4。地塊 I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 70 年。 

 

地塊 II 的收購價為 RMB27,700,000，總佔地面積 65,950.72 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

1.0 並不高於 1.4。地塊 II 指定作住宅及商業用途，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 70 年、商業用

途使用年限為 40 年。 

 

地塊 III 的收購價為 RMB29,160,000，總佔地面積 69,433.31 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

於 1.0 並不高於 1.1。地塊 III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 70 年。 

 

地塊IV的收購價為 RMB28,100,000，總佔地面積66,901.15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

1.0並不高於1.4。地塊IV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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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塊 V 的收購價為 RMB18,870,000，總佔地面積 44,933.99 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

1.0 並不高於 1.1。地塊 V 指定作住宅及商業用途，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 70 年、商業

用途使用年限為 40 年。 

 

地塊 VI 的收購價為 RMB13,010,000，總佔地面積 30,976.05 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

於 1.0 並不高於 1.2。地塊 VI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 70 年。 

 

地塊 VII 的收購價為 RMB13,650,000，總佔地面積 32,492.77 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

於 1.0 並不高於 1.2。地塊 VII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 70 年。 

 

地塊VIII 的收購價為 RMB13,180,000，總佔地面積31,377.46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高

於1.2。地塊VIII 指定作住宅及商業用途，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商業用途使用年

限為40年。 

 

地塊 IX 的收購價為 RMB25,650,000，總佔地面積 61,055.49 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

於 1.0 並不高於 1.2。地塊 IX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 70 年。 

 

地塊 X 的收購價為 RMB25,080,000，總佔地面積 59,701.95 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

1.0 並不高於 1.2。地塊 X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 70 年。 

 

地塊 XI 的收購價為 RMB18,520,000，總佔地面積 44,095.12 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

於 1.0 並不高於 1.2。地塊 XI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 70 年。 

 

地塊XII 的收購價為 RMB20,150,000，總佔地面積47,962.23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

1.0並不高於1.2。地塊XII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 

 

地塊 XIII 的收購價為 RMB19,330,000，總佔地面積 46,013.35 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

於 1.0 並不高於 1.2。地塊 XIII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 70 年。 

 

地塊 XIV 的收購價為 RMB22,230,000，總佔地面積 52,928.47 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

於 1.0 並不高於 1.2。地塊 XIV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 70 年。 

 

地塊 XV 的收購價為 RMB9,310,000，總佔地面積 22,167.96 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高

於 1.0。地塊 XV 指定作公共設施用途，使用年限為 50 年。 

 

地塊 XVI 的收購價為 RMB2,500,000，總佔地面積5,951.50平方米，許可容積率高於

1.0。地塊XVI 指定作公共設施用途，使用年限為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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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東提供財務資助 

董事局另宣佈，於2018年3月16日, 正商與河南河洛簽訂十六份貸款協議同意提供予河

南河洛每筆分别為期二年的人民幣25,980,000元(用於地塊I)、人民幣27,700,000元(用於

地塊II)、人民幣29,160,000元(用於地塊III)、人民幣28,100,000元(用於地塊IV)、人民幣

18,870,000元(用於地塊V)、人民幣13,010,000元(用於地塊VI)、人民幣13,650,000元(用於

地塊VII)、人民幣13,180,000元(用於地塊VIII)、人民幣25,650,000元(用於地塊IX)、人民

幣25,080,000元(用於地塊X)、人民幣18,520,000元(用於地塊XI)、人民幣20,150,000元(用

於地塊XII)、人民幣19,330,000元(用於地塊XIII)、人民幣22,230,000元(用於地塊XIV)、人

民幣9,310,000元(用於地塊XV)及人民幣2,500,000元(用於地塊XVI) 之財務資助。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該收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因此，該

收購事項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由於財務資助並非以本集團的任何資產作抵押，亦由於董事認為財務資助乃按一般

（或更優惠）的商業條款提供，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90條，財務資助獲完全豁

免遵守股東批准、年度審閱及一切有關的披露規定。 

 

 

收購土地使用權 

正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 董事 (「董事」) 局 (「董事局」) 欣然公佈，2018

年3月16日，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河南正商河洛置業有限公司(「河南河洛」)以總代

價人民幣 312,420,000 元成功於鞏義市國土資源局提呈出售之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公開

拍賣 (「拍賣會」) 中投得十六幅位於中國河南省鞏義市土地编號為 2018-015 (「地塊 

I」)、土地编號為 2018-016 (「地塊 II」)、土地编號為 2018-017 (「地塊 III」)、土地编

號為 2018-018 (「地塊 IV」)、土地编號為 2018-019 (「地塊 V」)、土地编號為 2018-020 

(「地塊 VI」) 、土地编號為 2018-021 (「地塊 VII」)、土地编號為 2018-022 (「地塊 VIII」)、

土地编號為 2018-023 (「地塊 IX」)、土地编號為 2018-024 (「地塊 X」)、土地编號為 

2018-025 (「地塊 XI」)、土地编號為 2018-026 (「地塊 XII」) 、土地编號為 2018-027 (「地

塊 XIII」)、土地编號為 2018-028 (「地塊 XIV」)、土地编號為 2018-031 (「地塊 XV」) 

及土地编號為 2018-032 (「地塊 XVI」) 之土地使用權（「該收購事項」)。上述十六幅地

塊統稱為「該等地塊」。 各收購事項之代價按鞏義市國土資源局所發出的拍賣會文件而

釐定。 

 

該等地塊位於中國河南省鞏義市米河鎮趙岭村。 

 

地塊I 的收購價為 RMB25,980,000，總佔地面積61,857.62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1.0



4 
 

並不高於1.4。地塊I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 

 

地塊II 的收購價為 RMB27,700,000，總佔地面積65,950.72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1.0

並不高於1.4。地塊II 指定作住宅及商業用途，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商業用途使用

年限為40年。 

 

地塊III 的收購價為 RMB29,160,000，總佔地面積69,433.31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1.0

並不高於1.1。地塊III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 

 

地塊IV 的收購價為 RMB28,100,000，總佔地面積66,901.15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1.0

並不高於1.4。地塊IV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 

 

地塊V 的收購價為 RMB18,870,000，總佔地面積44,933.99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1.0

並不高於1.1。地塊V 指定作住宅及商業用途，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商業用途使用

年限為40年。 

 

地塊VI 的收購價為 RMB13,010,000，總佔地面積30,976.05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1.0

並不高於1.2。地塊VI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 

 

地塊VII 的收購價為 RMB13,650,000，總佔地面積32,492.77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1.0

並不高於1.2。地塊VII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 

 

地塊VIII 的收購價為 RMB13,180,000，總佔地面積31,377.46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高於

1.2。地塊VIII 指定作住宅及商業用途，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商業用途使用年限為

40年。 

 

地塊IX 的收購價為 RMB25,650,000，總佔地面積61,055.49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1.0

並不高於1.2。地塊IX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 

 

地塊X 的收購價為 RMB25,080,000，總佔地面積59,701.95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1.0

並不高於1.2。地塊X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 

 

地塊XI 的收購價為 RMB18,520,000，總佔地面積44,095.12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1.0

並不高於1.2。地塊XI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 

 

地塊XII 的收購價為 RMB20,150,000，總佔地面積47,962.23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1.0

並不高於1.2。地塊XII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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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塊 XIII的收購價為 RMB19,330,000，總佔地面積46,013.35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

1.0 並不高於1.2。地塊XIII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 

 

地塊XIV的收購價為 RMB22,230,000，總佔地面積52,928.47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少於1.0

並不高於1.2。地塊XIV 指定作住宅用途，使用年限為70年。 

 

地塊XV 的收購價為 RMB9,310,000，總佔地面積22,167.96平方米，許可容積率不高於1.0。

地塊XV 指定作公共設施用途，使用年限為50年。 

 

地塊 XVI 的收購價為 RMB2,500,000，總佔地面積5,951.50平方米，許可容積率高於1.0。

地塊XVI 指定作公共設施用途，使用年限為50年。 

 

河南河洛已分别支付人民幣 25,980,000 元 (用於地塊 I)、人民幣 27,700,000 元 (用於地

塊 II) 、人民幣 29,160,000 元 (用於地塊 III)、人民幣 28,100,000 元 (用於地塊 IV)、人民

幣 18,870,000 元 (用於地塊 V) 、人民幣 13,010,000 元 (用於地塊 VI)、人民幣 13,650,000

元 (用於地塊 VII)、人民幣 13,180,000 元 (用於地塊 VIII) 、人民幣 25,650,000 元 (用於

地塊 IX)、人民幣 25,080,000 元 (用於地塊 X)、人民幣 18,520,000 元 (用於地塊 XI) 、

人民幣 20,150,000 元 (用於地塊 XII)、人民幣 19,330,000 元 (用於地塊 XIII)、人民幣 

22,230,000 元 (用於地塊 XIV)、人民幣 9,310,000 元 (用於地塊 XV) 及人民幣 2,500,000

元 (用於地塊 XVI)作為拍賣會之保證金。根據提呈出售之土地拍賣會程序，隨成功競拍

後三個工作天内，河南河洛須呈交資格審核文件予鞏義市國土資源局，待資格審核程序

完成，鞏義市國土資源局將為各該等地塊向河南河洛發出成交確認書 (「成交確認書」)。

當成交確認書發出後，河南河洛須於鞏義市國土資源局於成交確認書所訂明的期限内與

鞏義市國土資源局訂立關於各該收購事項之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該收購事項各方的資料 

 

河南河洛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乃一間於中國成立之公司，為屬物業發展公司。 

 

鞏義市國土資源局 (即該等地塊之土地使用權出讓人) 為一所當地政府機關並負責(其

中包括)管理有關中國河南省鞏義市國有土地之土地規劃、轉讓及出讓土地使用權之審

議及批准，以及發行各類土地證書。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鞏義市國土資源局及其最終實益擁有

人均為獨立於本集團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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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該收購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 主要從事物業發展、物業投資及買賣、酒店業務

及證券買賣及投資。董事會相信，該收購事項符合本集團擴大於中國河南省及其他第一、

第二缐城市發展的策略。 

 

董事亦認為，各收購事項乃屬具收益性質的交易，且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

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本公司仍將根據其整體策略繼續尋求更多有潛力及可行的商機，並利用集團在資金、人

員、技術等方面的優勢，快速提升 本公司的專案數量、資產規模和品牌形象。 

 

控股股東提供財務資助 

於 2018 年 3 月 16 日, 河南正商置業有限公司 (「正商」) (本公司董事及控股股東

HuangYanping 女士為其最終受益人) 與河南河洛簽訂十六份貸款協議 (「貸款協議」)，

據此，正商同意應河南河洛要求提供自貸款協議日起每筆分别為期二年人民幣 

25,980,000 元 (用於地塊 I)、人民幣 27,700,000 元 (用於地塊 II) 、人民幣 29,160,000 元 

(用於地塊 III)、人民幣 28,100,000 元 (用於地塊 IV)、人民幣 18,870,000 元 (用於地塊

V) 、人民幣 13,010,000 元 (用於地塊 VI)、人民幣 13,650,000 元 (用於地塊 VII)、人民幣 

13,180,000 元 (用於地塊 VIII) 、人民幣 25,650,000 元 (用於地塊 IX)、人民幣 25,080,000

元 (用於地塊 X)、人民幣 18,520,000 元 (用於地塊 XI) 、人民幣 20,150,000 元 (用於地

塊 XII)、人民幣 19,330,000 元 (用於地塊 XIII)、人民幣 22,330,000 元 (用於地塊 XIV)、

人民幣 9,310,000 元 (用於地塊 XV) 及人民幣 2,500,000 元 (用於地塊 XVI) 之無抵押貸

款 (「財務資助」)，惟正商有酌情權可要求即時還款。河南河洛於貸款協議日起計二年

內可按實際需要提取有關貸款，利率按不高於年息 4 厘計算。財務資助所得之款項，將

用作支付該收購事項以及該等地塊的發展。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該收購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的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因此，該收

購事項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由於 HuangYanping 女士為本公司董事及控股股東，財務資助將以正商向河南河洛提供財

務援助的形式構成一項關連交易。然而，由於財務資助並非以本集團的任何資產作抵押，

亦由於董事認為財務資助乃按一般(或更優惠)的商業條款提供，因此，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之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 第 14A.90 條，財務資助獲完全豁免遵守股東

批准、年度審閱及一切有關的披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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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正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張敬國 

 

 

香港，2018 年 3 月 16 日 

 

於本公布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敬國先生及張國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HuangYanping女士；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劉達先生、劉俏博士及馬運弢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