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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煤炭之主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山東凱萊，億和與棗庄八一訂立有關 

供應煤炭之主協議，主要條款及條件如下 : 

 

供應煤炭主協議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山東凱萊，億和與棗庄八一訂立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為期三年有關由山東凱萊供應煤炭給億和的供

應煤炭主協議。根據供應煤炭主協議，預期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三年交易金

額，將不超過之年度上限分別為 414,000,000 港元，448,500,000 港元及 448,500,000 

港元。 

 

創業板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 (i) 山東八一乃山東凱萊之主要股東，而山東凱萊屬本公司之非全資擁有及非直

屬附屬公司；(ii) 山東八一乃億和全資擁有；及 (iii) 山東八一持有 75%棗庄八一，

因此，供應煤炭主協議項下之交易屬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20 章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20.99 條，由於 (i) 億和及棗庄八一於附屬公司層面為本公司

的關連人士；(ii) 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iii)董事會 (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

已批准供應煤炭之主協議項下的交易；及確認交易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交易乃按一

般商業條款進行，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故供應煤炭主協議須根據創業板上

市規則第 20 章遵守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

准的規定。沒有任何董事在供應煤炭之主協議具重大利益。 

 



 

  

供應煤炭之主協議 
 

日期及訂約各方 
 

日期 : 2017年 11月 30日 

 

訂約各方: (a)  山東凱萊，作為賣方  

(b)  億和，作為買方 

(c)  棗庄八一，作為收貨方 : 
 

供應煤炭主協議的主要條款 
 

於供應煤炭主協議期間，同意億和將從山東凱萊每月購買不少於 50,000 噸煤炭，而由山

東凱萊運送至棗庄八一指定的交貨地點。根據供應煤炭主協議，供應之煤炭將用於發電。 

 

按供應煤炭主協議，雙方將按公平交易原則，以當時市場價格商議煤售價，而在任何情況

下，由山東凱萊供應煤給億和之條款和條件 (包括每單元煤之售價) 不遜於出售給獨立於

本集團第三方的煤炭買家 (「獨立第三方」)。在其他獨立第三方提供與山東凱萊可相比

的煤炭數量及規格供應而其售價與山東凱萊相同，山東凱萊具優先權供應煤給億和。根據

供應煤炭主協議，並沒有限制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供應煤炭的承諾。 

 

為評估根據供應煤炭主協議之售價是否公平合理及不遜於出售給獨立第三方，在按供應煤

炭主協議供應煤給億和前，本集團將考慮以下因素 : 

 

1. 中國之國家工業政策及在中國之工業及市場情況； 

 

2.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訂立有關煤炭採購價格之特定指引 (如有) 

 

3. 在中國當地煤炭交易所及當時市埸成交之煤價； 

 

4. 煤炭質量 (包括能提供給不同能源單位對煤炭估計其發熱量之要求); 

 

5. 煤炭數量 

 

6. 按相關煤礦與棗庄八一指定送貨地點之距離來估計運輸費用。 

 

7. 由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供應可相比的煤炭數量及規格之當時市場價格。 

 

董事會 (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 認為上述方式及程序可確保供應煤炭之主協議項下

的交易可按一般商業條款，不遜於出售給獨立第三方的條款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

益來進行。 

 

億和將與山東凱萊按實際購買數量以每月結算。 

 

供應煤炭主協議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生效 (包括 2018 年 1 月 1 日及

2020 年 12 月 31 日當天) ，為期三年。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建議年度上限 

 

董事認為按直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建議年度上限分別不超過 414,000,000 港元， 

448,500,000 港元及 448,500,000 港元。董事考慮以下因素後以厘定建議年度上限 : 

 

1. 根據棗庄八一估算所須電量而估計億和須購買之煤炭量； 

 

2. 根據中國山東省過去數年按歷史平均增長率估算對電力需求之增長，及在完成電廠二

期專後而達至可實現每年發電量 41.5 億千瓦時後；及 

 

3. 於供應煤炭主協議之當時及預期市場價格 

 

供應煤炭主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6 年 12 月 20 日有關本公司從每持有兩股股份可獲發一股供股股

份的基準進行供股 (「供股」) 的上市文件 (「上市文件」) 。如上市文件所述，建議約

12.5% 供股所得款項淨額，用於本集團在山東的開放場地建立環保防塵牆，可令本集團於

此場地儲存煤炭及擴大其煤炭之貿易量。在完成供股後，本集團在山東的場地建立環保防

塵牆，而商業夥伴以此地儲存煤炭。訂立此供應煤炭主協議令本集團可於供應煤炭主協議

期間穩定獲取煤炭以供銷售，亦增進其煤炭貿易業務或由於商業夥伴使用已建立環保防塵

牆之場地來售煤，增強本集團供應鏈管理服務的業務。 

 
董事會 (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 認為主協議之條款及相關之年度上限乃按一般商業

條款，屬本集團日常業務，公平合理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來進行。 

 
創業板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 (i) 山東八一乃山東凱萊乃之主要股東而山東凱萊屬本公司之非全資擁有及非直屬

附屬公司；(ii) 山東八一乃億和全資擁有；及 (iii) 山東八一持有 75%棗庄八一，因此，

供應煤炭主協議項下之交易屬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20 章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20.99 條，由於 (i) 億和及棗庄八一於附屬公司層面為本公司的關

連人士；(ii)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iii)董事會 (包括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批淮供

應煤炭之主協議項下交易；及確認交易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

行，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故供應煤炭主協議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20 章遵

守申報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的規定。沒有任何董

事在供應煤炭之主協議具重大利益。 
 

本集團，億和及棗庄八一之資料 

 

本公司為香港聯交所創業板上市的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在一帶一路從事提供供應鏈

管理服務業務及礦山及冶金機械的生產。凱順於中國香港、深圳及山東，以及絲綢之路有

關區域如新疆及塔吉克斯坦均具營運經驗。凱順不單只在塔吉克斯坦具數年營運經驗，亦

曾為其商業夥伴在其他中亞項目擔當顧問角色。本集團之管理層及董事不僅擁有能源及礦

業的經驗，亦具備香港及其他已發展國家及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及資本市場經驗。作為「一

帶一路」倡議的先驅者及「一帶」之支持者，在「一帶一路」倡議於 2013年提出以前，

凱順能源自 2011 年已開始在中亞的塔吉克斯坦投資，並於「一帶一路」倡議繼續尋找商

機。運用我們在香港上市公司的特質，我們在「一帶一路」國家所累積之經驗及與我們戰



 

  

略夥伴之合作，凱順將能掌握「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之良好機遇。 

 

億和 

 

億和煤電化集團有限公司位於山東省棗莊市,目前公司已發展成為集煤炭生產加工、水煤

漿產銷、熱電聯產、胎圈鋼絲、隔離膜、精密鑄造、物流貿易等一體的現代化、集團化企

業。 
 

棗庄八一 

 

棗莊八一水煤漿熱電有限責任公司位於山東省棗莊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占地面積約

300 餘畝。公司主要經營發電(有效期至 2027 年 7 月 26 日，有效期限以許可證為准)、供

熱、供冷、水煤漿製造、銷售及其副產品開發、煤炭銷售。 

 

棗莊八一水煤漿熱電有限責任公司電廠二期專案是棗莊市重點民生工程，被山東省政府列

為 2015 年省重點建設專案。專案全部建成後，可實現年發電量 41.5 億千瓦時，對於緩解

城區供熱，改善社會民生，提高空氣品質，促進經濟發展具有顯著作用。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凱順能源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 

  發行股份於創業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創業板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彼等並無關連之人士 

 

「供應煤炭主協議」指  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由山東凱萊作為賣方，億和作為買方 

及棗庄八一作為收方所簽訂之煤炭購銷協議書，按此協議條款及

條件，山東凱萊同意供應煤及億和同意購買煤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山東八一」指  山東八一煤電化有限公司，在中國註冊之有限責任公司及億和之全資 

附屬公司 

 

「山東凱萊」 指 山東凱萊能源物流有限公司，在中國註冊之有限責任公司及  

          按註冊資本，本公司非全資及非直屬公司持有 70%及山東 

    八一持有 30%的合資企業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億和」 指  億和煤電化集團有限公司，在中國註冊之有限責任公司，其註冊資本的 

43.75%由山東八一煤電化有限公司工會持有，餘下 56.25% 由獨立第三 

方持有 

 

「棗庄八一」指 棗庄八一水煤漿熱電有限責任公司，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註

冊資本的 75%由山東八一持有，餘下 25% 由獨立第三方持有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凱順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立基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本公告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本為準。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立基先生、周博裕博士及楊永成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
瑞源先生、蕭兆齡先生、黃潤權博士及 Anderson Brian Ralph 先生。 
 
本公告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本公司之資料。董事願就本公告共同及個別承
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1)本公告所載資料
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或欺詐成份及(2)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事實
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內容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自其刊發日期起於創業板網站 www.hkgem.com 之「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內最少刊
登七日及於本公司網站 www.kaisunenergy.com 刊載。 
 
*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