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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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C工程合同

EPC工程合同

於2018年1月18日，本 公 司 子 公 司 雷 州 發 電 公 司 與 大 唐 集 團 控 股 子
公司大唐環境產業公司簽署了一項EPC工程合同，雷州發電公司委
任大唐環境產業公司承擔輸煤系統EPC總承包，交易金額為人民幣
38,598.32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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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唐集團控
股子公司大唐環境產業公司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EPC工程合同項下
之交易構成了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EPC工程合同項下之交易額及匯總過往交易後之合併計算的一
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5%，故EPC工
程合同項下之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所載之申報、公告及
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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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按照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相關規定，在下一份公司年度報告
及帳目中披露EPC工程合同的相關細節。載有EPC工程合同詳情及就
EPC工程合同的條款發表意見的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及獨立
財務顧問函件的通函，將於 2018年2月8日或之前寄發給股東。

EPC工程合同

合同日期：

2018年1月18日

合同各方：

(1) 業主方：雷州發電公司

(2) 總承包方：大唐環境產業公司

合同主要條款：

(1) 合同標的：雷州發電公司同意委任大唐環境產業公司承擔雷州發電
公司輸煤系統EPC總承包。

(2) 合同價格合計及明細：

貨幣：人民幣 單位：萬元

合同

總價格 設備費 安裝費

建築

工程費

總技術

服務費 其他費用

38,598.329 26,392.276 1,012.7858 10,740.7672 390附註 62.5

附註： 總技術服務費包括人民幣335萬元的設計費及人民幣55萬元的調試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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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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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總承包方按到貨順序在規定的時間內須將設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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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運提單、質量
檢驗合格証明、進口設備報關單等單據提供給業主方，並
經業主方驗明無誤後45天內須支付該設備價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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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機組通過168小時試運後，承包人須提供由調試單位、安裝
單位、監理單位、廠家等匯簽的驗收合格單及金額相當於
設備費10%的財務收據給業主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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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承包方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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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支付給承包人合同設備價格
的10%。（倘有任何問題出現，該等費用的相應部分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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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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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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提交金額為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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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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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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方向承包人
支付預付款，其金額為調試費的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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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提交金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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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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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金額應為建築安裝費的10%，總承包方同時提供
該預付款的財務收據。當支付的進度款在付至建築安裝費
的50%，則預付款須分 4次等額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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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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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工程完工，
經審計部門審計後，方須付至審計後工程款的95%，其餘5%

應為工程質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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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築安裝費的 5%須作為質量保證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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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方須在 1個月
內支付給總承包方輸煤系統建築安裝質保金。（倘有任何問
題出現，該等費用的相應部分予以扣除）

4. 其他費用按建築安裝費的支付安排同步支付。

(4) 合同生效日期：合同將於合同各方代表人簽字蓋公章及業主方收到
總承包方提交相當於合同總價格10%的履約保函後生效。

訂立EPC工程合同的原因及好處

公司對雷州發電公司EP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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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大唐環境產業公司為中標單位。

大唐環境產業公司在承包EPC工程方面擁有足夠的專業資格及豐富經驗。
公司認為大唐環境產業公司可確保EPC工程順利實施。

雷州發電公司同意委任大唐環境產業公司實施EPC工程承包服務，主要
是為了充分發揮該等公司的專業技術優勢，保證相關工程按期完成。

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之意見將於考慮獨立財務顧問意見
後載入通函）認為EP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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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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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批准

本公司第九屆十六次董事會審議批准之《關於委託大唐環境公司承擔公
司部分企業相關EPC項目及脫硫脫硝特許經營項目的議案》（詳情請參閱
公司於2017年8月15日的海外監管公告）。

董事於EP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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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EPC工程合同各方的資料

1. 大唐環境產業公司，是大唐集團的控股子公司，註冊資本金約人民
幣29.7億元。業務範圍主要包括環保項目開發、環保設施投資與運
營管理等。

2. 雷州發電公司，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註冊資本金人民幣44,114萬元，
規劃建設 6×1000MW機組，規劃配套建設 1個10萬噸級卸煤碼頭及 1

個3,000噸的重件碼頭。一期工程按「上大壓小」模式建設2台1000MW

超超臨界二次再熱燃煤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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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唐集團控股子
公司大唐環境產業公司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EPC工程合同項下之交易
構成了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由於EPC工程合同項下之交易額及匯總過往交易後之合併計算的一項
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5%，故EPC工程合
同項下之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所載之申報、公告及獨立股
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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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按照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相關規定，在下一份公司年度報告及
帳目中披露EPC工程合同的相關細節。載有EPC工程合同詳情及就EPC工
程合同的條款發表意見的本公司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及獨立財務顧問
函件的通函，將於2018年2月8日或之前寄發給股東。

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財務顧問

由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獨立董事委員會將成立，根據EPC工程合同的
條款對獨立股東提出意見。

本公司將委任獨立財務顧問，根據EPC工程合同的條款對公司獨立董事
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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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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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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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環境 

產業公司」
指 大唐環境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大唐集團

之控股子公司，有關詳情載於「有關EPC工程
合同各方的資料」一節中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EPC工程」 指 工程總承包，是指承包人受業主方委託，按
照EPC工程合同約定的對工程建設項目的設
計、採購、施工、試運行等實行全過程或若
干階段的承包。

「EPC工程合同」 指 雷州發電公司與大唐環境產業公司於2018年
1月18日簽署之《廣東大唐國際雷州電廠「上
大壓小」新建工程項目輸煤系統EPC總承包
合同》，經雷州發電公司與大唐環境產業公
司於同日就調整EPC工程的合同總價格所訂
立的補充協議修訂

「雷州發電公司」 指 廣東大唐國際雷州發電有限責任公司（本公
司之控股子公司），有關詳情載於「有關EPC

工程合同各方的資料」一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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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子公司葫蘆島熱電公司、雷州發電公
司、唐山北郊熱電公司、青銅峽風電公司與
大唐集團控股子公司大唐環境產業公司及
其子公司大唐科技工程公司簽署的若干EPC

工程合同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詳情請參閱本
公 司 日 期 為2017年10月30日 及2017年12月22

日的公告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應學軍

公司秘書

中國 •北京，2018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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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