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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有關第四期校舍建設計劃的建設合同

建設合同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2年12月30日，建橋學院（本公司的綜合聯屬實體）與長輝

建築（獨立第三方建築承包商）訂立建設合同，據此，長輝建築獲委任為建築承包

商，開展建橋學院第四期校舍建設計劃當中的校園設施建設工程、安裝工程及相

關配套工程，代價預計為約人民幣345.6百萬元（相當於約387.1百萬港元）（視乎結

算審核予以調整，預期調整並不重大）。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建設合同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少於25%，建設

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故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

章，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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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言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2022年12月30日，建橋學院（本公司的綜合聯屬實體）與長輝建

築（獨立第三方建築承包商）訂立建設合同，據此，長輝建築獲委任為建築承包商，

開展建橋學院第四期校舍建設計劃當中的校園設施建設工程、安裝工程及相關配套

工程，代價預計為約人民幣345.6百萬元（相當於約387.1百萬港元）（視乎結算審核予

以調整，預期調整並不重大）。

建設合同的主要條款

日期： 2022年12月30日

訂約方： (1) 建橋學院（本公司的綜合聯屬實體）

(2) 長輝建築（建築承包商）

主題： 長輝建築獲委任為建築承包商，開展建橋學院第四期校舍建

設計劃當中的校園設施建設工程、安裝工程及相關配套工

程。校園設施位於建橋學院目前的校園，地址為中國上海市

浦東新區滬城環路1111號，總建築面積為約86,400平方米。

建設期： 預期動工日期：2022年12月30日

預期交付日期：2024年8月31日

代價及付款方式： 建橋學院根據建設合同應付的總代價預計為約人民幣345.6

百萬元（相當於約387.1百萬港元）（視乎結算審核予以調整，

預期調整並不重大）。

代價包括勞工成本、建築材料成本、安全文明施工費以及根

據建設合同建設校園設施的其他開支。

– 2 –



建設期內，倘勞工成本及建築材料成本波動，代價將根據建

設合同的條款及條件按結算審核予以調整。

建橋學院與長輝建築根據工程範疇、項目成本預算、長輝建

築的經驗及能力、以及進行相似規模及複雜程度的工程的現

行市價，經公平磋商釐定代價。

代價由本公司首次公開發售部分所得款項（用於撥付建橋學

院的校舍建設項目、採購傢俬及設備）、內部資源以及銀行借

款撥付。

我們須以下列方式支付代價：

(i) 建橋學院須根據建設合同的工程進度支付已完成工程最

多65%的代價，長輝建築負責匯報進度，建橋學院、建

設監管方及投資監管方負責審閱及確認；

(ii) 投資監管方通過完工檢查以及完成初步結算審核後，建

橋學院須支付最多80%的代價（視乎初步結算審核予以

調整），減上文(i)所述的65%已付代價；

(iii)最終結算審核完成後，建橋學院須支付最多90%的代價

（視乎最終結算審核予以調整），減上文(i)及(ii)所述的

80%應付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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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通過完工檢查以及完成最終結算審核起一年後，建橋學

院須支付最多97%的代價（視乎最終結算審核予以調

整），減上文(i)至(iii)所述的90%已付代價；及

(v) 餘下3%代價（視乎最終結算審核予以調整）作為質量保

證金保留，當中1%於通過完工檢查以及完成最終結算審

核起兩年後支付，1%於通過完工檢查以及完成最終結算

審核起四年後支付，1%於通過完工檢查以及完成最終結

算審核起五年後支付。

訂立建設合同的理由及裨益

建橋學院為擁有校內宿舍的寄宿學校。為滿足駐校工程師、產業專家、教職工住宿

需求，提升校園生活品質，優化教學培訓設施，及滿足本集團未來數年的擴張需

求，建橋學院決定開始第四期校舍建設計劃。為滿足建橋學院第四期校舍建設計劃

的建設及開發需求，建橋學院委任長輝建築為建築承包商，開展第四期校舍建設計

劃當中的校園設施建設工程、安裝工程及相關配套工程。有關校園設施主要包括(i)

一幢教學培訓大樓（其將有助於對接校企資源，深度產教融合），(ii)三幢人才公寓樓

（其將提高本學院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及助力本學院產教融合各類專家引進），(iii)

一幢多功能研發中心（其將有助於產教融合研究及入駐企業聯合人才培養）。建設工

程預期於 2 0 2 2年 1 2月 3 0日動工，根據建設合同將建設的校園設施預期將於

2024/2025學年投入使用。

董事認為，建設合同的條款以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股

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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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建設合同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少於25%，建設合

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故此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須

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

有關本集團及長輝建築的資料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提供民辦高等教育。建橋學院（本公司的綜合聯屬實體）為上海領

先民辦大學。

長輝建築主要從事建設工程及相關業務。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

悉及確信，(i)長輝建築分別由陳天明先生及趙壯先生直接擁有約98.0008%及約

1.9992%權益；及(ii)長輝建築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獨立

第三方。

釋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校園設施」 指 根據建設合同將建設的公寓樓、教學培訓樓及其他設

施，總建築面積約86,400平方米

「長輝建築」 指 南京長輝建築工程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為獨立第三方

「本公司」 指 上海建橋教育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2018年5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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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價」 指 根據建設合同應付的代價，目前預計為約人民幣345.6百

萬元（相當於約387.1百萬港元）（視乎結算審核予以調

整，預期調整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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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合同」 指 建橋學院與長輝建築訂立的日期為2022年12月30日的建

設合同，內容有關校園設施建設工程、安裝工程及相關

配套工程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其不時的附屬公司及綜合聯屬實體（包括建橋學

院）

「港元」 指 港元，香港現時的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其附屬公司任何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

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繫人且

與彼等概無關連（定義見上市規則）的個人或公司

「建橋學院」或

「本學院」

指 上海建橋學院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其自2021年8月10日起經營一家民辦高等學歷

教育機構，於民辦學校經營許可證中簡稱「上海建橋學

院」。其為本公司的綜合聯屬實體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修訂）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特

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中國現時的法定貨幣人民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上海建橋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周星增

上海，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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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周星增先生、鄭祥展先生及施銀節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趙東輝先生及杜舉勝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百助先生、胡戎恩先生及劉濤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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