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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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91）

公告

關連交易

技改工程合同

技改工程合同

於 2017年12月22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托克托第二發電公司、遷安熱電
公司各自與大唐科技工程公司簽署了技改工程合同，合同金額分別為
人民幣7,742.0859萬元、人民幣4,098.5309萬元。

上市規則含義

於本公告日，大唐集團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與其子公司合共持有本
公司34.77%的已發行股本；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由於大唐集團的控
股子公司大唐環境公司之子公司大唐科技工程公司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技改工程合同項下之交易構成了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技改工程合同交易金額及匯總過往交易後之合併計算交易金額
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0.1%但低於5%，
且其他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故技改工程合同項下擬進行之
交易須遵守上巿規則第14A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無須經本
公司獨立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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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工程合同（一）

合同日期：

2017年12月 22日

合同各方：

(1) 業主方：托克托第二發電公司

(2) 總承包方：大唐科技工程公司

合同主要條款：

(1) 合同標的：托克托第二發電公司同意委任大唐科技工程公司進行托
克托第二發電公司五期煤場封閉總承包工程。

(2) 合同價格合計及明細：

幣種：人民幣 單位：萬元

合同總價格 設備費 安裝費

建築

安裝費

技術

服務費 其他

7742.0859 641.6604 120.9490 6834.8254 111 33.6511

(3) 結算及付款：

1. 設備費的支付

1.1 合同生效日期起 1個月內總承包方提交金額為合同總價的
10%以業主方為受益人的不可撤銷的履約保函和金額為合
同設備價格 10%的財務收據，業主方審核無誤後 1個月內，
支付給總承包方合同設備價格的 10%作為預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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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總承包方按到貨順序在規定的時間內將設備（及其部組件）
運到施工現場並經過業主方的現場檢驗，並將金額為該批
設備價格 100%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驗收清單等單據提供給
業主方，並經業主方驗明無誤後45天內支付該設備價格的
70%。

1.3 總承包方應按照業主方的要求進行設備現場安裝調試，現
場調試驗收合格後，總承包方提供由調試單位、安裝單位、
監理單位、廠家等匯簽的驗收合格單給業主方，業主方驗
證無誤後1個月內支付該批設備價格的 10%。

1.4 剩餘的合同設備價格的 10%作為設備質量保證金。待合同
設備保證期滿沒有問題，總承包方提交金額為合同設備價
格10%的財務收據及合同設備最終驗收證書，經業主方審
檢無誤後，業主方在1個月內支付給總承包方合同設備價格
的10%（而倘有任何問題出現，則該等費用的相應部分予以
扣除）。

2. 總技術服務費的支付

總技術服務費包括設計費、調試費。

2.1 設計費的支付

2.1.1 合同生效後 1個月內，總承包方向業主方提供金額為設
計費價格10%的財務收據，業主方審核無誤後1個月內，
支付給總承包方設計費總價格的 10%。

2.1.2 施工圖完成後 1個月內，總承包方提交金額為設計費總
金額的 70%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業主方審核無誤後 1個
月內，支付給總承包方設計費總價格的 60%。

2.1.3 竣工圖完成後 1個月內，總承包方提交金額為設計費總
金額的 30%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業主方審核無誤後 1個
月內，支付給總承包方設計費總價格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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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剩餘的設計費的 10%作為設計費的質量保證金，機組完
成168小時試驗一年後，且完成性能驗收試驗，試驗結
果滿足合同設計要求，總承包方提交金額為合同設計
價格10%的財務收據，經業主方審檢無誤後，業主方在
1個月內支付給總承包方合同設計總費用的 10%。

2.2 調試費的支付

2.2.1 專業調試人員進駐現場後30天內，業主方向總承包方
支付金額為調試費 20%的預付款，總承包方同時提供該
預付款的財務收據。

2.2.2 機組完成168小時試驗後1個月內，總承包方提交金額
為調試費總金額的100%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業主方審
核無誤後 1個 月內，支付給總承包方調試費總價格的
70%。

2.2.3 剩餘調試費的 10%作為調試費的質量保證金，機組完成
168小時試驗一年後，待合同調試保證期滿沒有問題，
總承包方提交金額為合同調試價格10%的增值稅專用
發票，經業主方審檢無誤後，業主方在1個月內支付給
總承包方合同調試費用的 10%。

3. 建築安裝費的支付

3.1 在建築安裝隊伍進駐現場後 30天內業主方向總承包方支付
預付款，其金額為建築安裝費的10%，總承包方同時提供該
預付款的財務收據。

3.2 業主方在施工開始後並滿足合同項下若干條件後按月度向
總承包方支付進度款。當預付款在付至建築安裝工程進度
款的50%起扣，分4次等額扣回。經審計部門審計前，支付的
進度款（含預付款）達到建築安裝費總額的 90%停止支付，經
審計後，方付至審計後工程款的95%，而其餘5%為工程質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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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築安裝費的 5%將作為質量保證金，封閉煤場及輸煤系統
保證期滿無異常和遺留問題，經業主方審核無誤後，業主
方在1個月內支付給總承包方封閉煤場建築安裝質保金。

4. 其他費用按建築安裝費的支付方式同時支付。

(4) 合同生效日期：合同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理人簽字蓋章後生效。

技改工程合同（二）

合同日期：

2017年12月 22日

合同各方：

(1) 業主方：遷安熱電公司

(2) 總承包方：大唐科技工程公司

合同主要條款：

(1) 合同標的：遷安熱電公司同意委任大唐科技工程公司承擔遷安熱電
公司煤場封閉項目總承包。

(2) 合同價格合計及明細：

幣種：人民幣 單位：萬元

合同總價格 設備費 安裝費

建築

安裝費 設計費 其他

4,098.5309 292 147.4988 3,529.9021 100 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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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算及付款：

1. 預付款的支付

合同生效日期起 1個月內總承包方提交金額為合同總價的10%

以業主方為受益人的不可撤銷的履約保函和金額為合同總價
10%的財務收據，業主方支付給總承包方合同設備價格的 10%

作為預付款。

2. 設備費、設計費和其他費的支付

總承包方提供以下設備費、設計費、其他費的增值稅專用發票，
業主方完成合同設備費、設計費、其他費的支付。設備費、設計
費、其他費的支付將一次性扣回，預付款不足扣回時，其差額
轉入下一次支付。

3. 建築安裝費的支付

3.1 在建築安裝隊伍進駐現場後30天後，總承包方向業主方提
供本合同建築安裝費 10%的正式發票，業主方向總承包方
支付10%的建築安裝費。

3.2 業主方在土建施工開始後並滿足合同項下若干條件後按月
度向總承包方支付進度款。經審計部門審計前，支付的進
度款（含預付款）達到建築安裝費總額的90%停止支付，或經
審計後，方付至審計後工程款的 95%。

3.3 建築安裝費的餘下 5%將作為質量保證金，封閉煤場及輸煤
系統保證期滿無異常和遺留問題，經業主方審核無誤後，
業主方在1個月內支付給總承包方質保金（如出現任何問題，
應扣除相關費用的相應部分）。

(4) 合同生效日期：合同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理人簽字蓋章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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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技改工程合同的原因及好處

根據公司年度技改工程計劃，公司對托克托第二發電公司、遷安熱電公
司技改工程進行公開招標，經履行相關評審程式及考慮多方因素，包括
所有投標者的技術經驗、專業資格、商業信譽、項目管理技術、費用總
額及其他相關因素，選擇大唐科技工程公司為托克托發電公司、遷安熱
電公司技改工程中標單位。

大唐科技工程公司在實施技改工程方面擁有足夠的專業資格及豐富經驗。
公司認為大唐科技工程公司可確保技改工程順利實施。

本公司、托克托發電公司、遷安熱電公司同意委任大唐科技工程公司實
施技改工程，主要是為了保證托克托發電公司、遷安熱電公司的技改工
程按期完成，充分利用該公司的專業優勢，並在一定程度上通過規模採
購設備，從而控制成本。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意見）認為技改工程合同及項下交易為通
過公開招投標程序而確定，相關條款公平、合理，並根據一般商業條款
訂立，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會批准

本公司第九屆十一次董事會審議批准之《關於大唐國際及其子公司技改
工程招標的議案》（詳情請參閱公司於2017年3月15日的海外監管公告），
公司及其子公司就2017年度技改工程進行公開招標。

本公司董事於技改工程合同之交易中並無重大利益，按照上海證券交
易所上市規則，關聯董事陳進行、劉傳東、梁永磐已於相關董事會上就
該項決議案迴避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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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合同各方的資料

1. 大唐科技工程公司，是大唐環境公司（其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的
子公司，成立於2004年5月10日，註冊資本金人民幣 1.8億元。業務範
圍主要包括：火力、風力發電系統設計及工程總承包；能源、冶金、
化工等領域的煙氣脫硫、脫硝等環保項目系統設計及工程總承包等。

2. 托克托第二發電公司，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裝機容量為3,600兆瓦。

3. 遷安熱電公司，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裝機容量為 220兆瓦。

上市規則含義

於本公告日，大唐集團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與其子公司合共持有本公
司34.77%的已發行股本；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由於大唐集團的控股
子公司大唐環境公司之子公司大唐科技工程公司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技改工程合同項下之交易構成了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技改工程合同交易金額及匯總過往交易後之合併計算交易金額一
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 0.1%但低於5%，
且其他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 5%，故技改工程合同項下擬進行之交
易須遵守上巿規則第 14A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無須經本公司
獨立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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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在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大唐集團」 指 中國大唐集團有限公司（前稱中國大唐集
團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律成立之全資
國有企業，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於本公
告日，大唐集團及其子公司合共持有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約 34.77%

「本公司」 指 大唐國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 1994

年12月13日在中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
份有限公司，其H股於聯交所及倫敦證券
交易所上市；其A股則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關連交易」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大唐環境 

 公司」
指 大唐環境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是大唐集

團之控股子公司

「大唐科技工程 

 公司」
指 中國大唐集團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是大唐

集團之子公司大唐環境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有關詳情載於「有關合同各方的資料」一節
中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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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交易」 指 本公司子公司與大唐科技工程公司訂立的
多份技改工程合同，即披露於公司日期為
2016年12月29日、2017年5月10日 相 關 公 告
的該等合同及山西大唐國際臨汾熱電有限
責任公司與大唐科技工程公司於2017年8

月4日訂立的有關山西大唐國際臨汾熱電
公司一號機高背壓供熱改造工程的技改工
程合同（合同金額為人民幣 986.81599萬元，
獲完全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76條項下
披露的規則）的統稱

「遷安熱電 

 公司」
指 河北大唐國際遷安熱電有限責任公司，有

關詳情載於「有關合同各方的資料」一節中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技改工程 

 合同（一）」
指 托克托第二發電公司與大唐工程公司於

2017年12月22日訂立有關封閉托克托第二
發電公司五期煤場的合同，合同金額為人
民幣7,742.0859萬元

「技改工程 

 合同（二）」
指 遷安熱電公司與大唐工程公司於 2017年12

月22日訂立有關遷安熱電公司煤場封閉項
目的總承包合同的合同，合同金額為人民
幣4,098.530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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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改工程」 指 技術改造工程，是指在堅持科技進步的前
提下，用先進的技術改造落後的技術，用
先進的工藝和裝備代替落後的工藝和裝備，
實現內涵擴大再生產，達到增加品種，提
高質量，節約能源，降低原材料消耗，提高
勞動生產率，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

「技改工程合同」 指 技改工程合同（一）及技改工程合同（二）的
統稱

「托克托第二 

 發電公司」
指 內蒙古大唐國際托克托第二發電有限責任

公司，有關詳情載於「有關合同各方的資料」
一節中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
應學軍

公司秘書

中國 •北京，2017年12月22日

於本公告日，公司董事為：

陳進行、劉傳東、王欣、梁永磐、應學軍、朱紹文、曹欣、趙獻國、劉海峽、
關天罡、劉吉臻 *、馮根福 *、羅仲偉 *、劉熀松 *、姜付秀 *

* 獨立非執行董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