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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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93）

持續關連交易

新框架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就本集團若
干成員公司與山西天然氣之間採購及供應天然氣的持續關連交易。

山西天然氣於洪洞華潤燃氣、陽泉華潤燃氣、大同華潤燃氣及霍州華潤燃氣的
註冊資本中分別擁有10%、25%、25%及30%權益。山西天然氣為山西能源公
司（由山西能源發展擁有31.64%權益）的全資附屬公司。陽曲華潤燃氣由山西
遠東實業擁有35%權益，而山西遠東實業為山西能源發展的全資附屬公司。山
西天然氣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因此，本集團與山西天然氣之間
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現有框架協議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為持續進行該等持續關連
交易，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陽泉華潤燃氣、大同華潤燃氣、洪洞華潤
燃氣、霍州華潤燃氣及陽曲華潤燃氣已就採購及供應天然氣分別與山西天然氣
訂立新框架協議，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
滿，為期三年。

上市規則的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及第14A.78條，新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將須
予彙集並且於新框架協議年期內本公司在計算持續關連交易的資產比率、收益
比率及代價比率時必須使用最大年度上限。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第
14A.78條及第14.07條，就本集團根據新框架協議應向山西天然氣支付的最高年
度代價總額計算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故根據第14A.76條，新框架協
議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獲豁免遵守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
規定並僅須遵守申報、公告及年度審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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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i)山西天然氣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ii)新框架協議下擬進
行的持續關連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iii)董事會已批准持續關連交易；
及(iv)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持續關連交易條款屬公平合理，且該等交易乃按
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1
條，新框架協議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獲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股
東批准規定並僅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就本集團若干
成員公司與山西天然氣之間採購及供應天然氣的持續關連交易。

現有框架協議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新框架協議詳情如下：

新框架協議詳情

(a) 日期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陽泉華潤燃氣、大同華潤燃氣、洪洞華潤燃
氣、霍州華潤燃氣及陽曲華潤燃氣就採購及供應天然氣分別與山西天然氣
訂立新框架協議，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
滿，為期三年。

(b) 訂約方

各項新框架協議項下的買方（視情況而定）：

(i) 陽泉華潤燃氣；

(ii) 大同華潤燃氣；

(iii) 洪洞華潤燃氣；

(iv) 霍州華潤燃氣；或

(v) 陽曲華潤燃氣；

各項新框架協議項下的供應商

(i) 山西天然氣。



3

(c) 交易性質

根據各項新框架協議，陽泉華潤燃氣、大同華潤燃氣、洪洞華潤燃氣、霍州
華潤燃氣及陽曲華潤燃氣（均為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分別承諾將於協議期
間（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起計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為期三
年）採購及山西天然氣承諾將供應每年最低量的天然氣。陽泉華潤燃氣、大
同華潤燃氣、洪洞華潤燃氣、霍州華潤燃氣及陽曲華潤燃氣（視情況而定）及
山西天然氣，倘各自未能採購或供應其所訂立新框架協議中規定的每年最低
量的天然氣，各方須向另一方作出賠償，惟倘該未達每年最低量乃由於不可
抗力或由於另一方違約而令新框架協議無法繼續履行則除外。任何賠償將根
據有關新框架協議規定的預設公式計算。

根據有關新框架協議，陽泉華潤燃氣、大同華潤燃氣、洪洞華潤燃氣、霍州
華潤燃氣及陽曲華潤燃氣各自可要求山西天然氣供應超過其所承諾的每年最
低量的天然氣。山西天然氣同意盡其合理所能（但並無任何責任）按照有關
新框架協議的條款及條件的更高採購價滿足該額外要求。根據其所訂立的新
框架協議，陽泉華潤燃氣、大同華潤燃氣、洪洞華潤燃氣、霍州華潤燃氣及
陽曲華潤燃氣已各自承諾於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八年間，採購下表A第(II)至
(IV)欄所載最低量的天然氣：

表A

(I) (II) 
二零一六年

最低量（立方米）

(III)
二零一七年

最低量（立方米）

(IV)
二零一八年

最低量（立方米）

陽泉華潤燃氣 78,220,000 84,140,000 90,020,000

大同華潤燃氣 136,000,000 136,300,000 146,800,000

洪洞華潤燃氣 22,891,800 25,200,900 27,502,200

霍州華潤燃氣 13,535,000 24,424,000 27,611,000

陽曲華潤燃氣 17,000,000 20,000,000 2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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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價格及定價基準

各項新框架協議採購及供應的天然氣價格乃按照省級物價局頒佈的相關政策
規定的政府定價釐定，惟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上游燃氣供應商及任何其
他相關中國政府部門可作出價格調整。

陽泉華潤燃氣、大同華潤燃氣、洪洞華潤燃氣、霍州華潤燃氣及陽曲華潤燃
氣各自同意分別根據其所訂立的新框架協議採購，及山西天然氣同意按下列
作非住宅用途及住宅用途的價格（載於下表B第(II)及(III)欄，以每立方米價格
計算）向各公司銷售及供應天然氣：

表B

(I) (II)
作非住宅用途的
每立方米價格
（人民幣）

(III)
作住宅用途的
每立方米價格
（人民幣）

陽泉華潤燃氣 2.28 1.67

大同華潤燃氣 2.28 1.68

洪洞華潤燃氣 2.28 1.72

霍州華潤燃氣 2.28 1.72

陽曲華潤燃氣 2.28 1.68

(e) 期限

各項新框架協議由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有
效，為期三年。

(f) 付款

根據有關新框架協議，陽泉華潤燃氣、大同華潤燃氣、洪洞華潤燃氣、霍州
華潤燃氣及陽曲華潤燃氣同意每月均按有關月份估計將消耗的燃氣量（即基
於每年最低量的按比例燃氣量）以現金方式預先支付天然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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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框架協議釐定的代價

現有框架協議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開始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為
期五年。於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五年期間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各年的年度
上限及實際交易金額如下：

年度╱期間
年度上限
（人民幣）

實際交易金額
（人民幣）

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48,604,900 444,032,000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967,511,100 425,828,000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220,211,500 462,432,000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701,532,100 584,346,000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988,742,300 587,561,460*

* 該數字計算至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釐定新年度上限的基準

於釐定新年度上限時，本公司已考慮多項假設及因素，包括過往交易的相關數
據、天然氣過往耗量、參與此等交易之本集團有關成員公司的現有規模及營運、
本集團天然氣分銷業務的預計增長及發展、因經濟增長而產生的氣體用戶預計增
長以及陽泉市、大同市、洪洞縣、霍州市及陽曲縣有關地區的預計增加人口。

董事預期，陽泉華潤燃氣、大同華潤燃氣、洪洞華潤燃氣、霍州華潤燃氣及陽曲
華潤燃氣根據全部新框架協議向山西天然氣採購天然氣的最高年度總代價將不會
超過以下金額：

表C

年度╱期間
年度上限
（人民幣）

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610,234,704
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661,347,972
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722,607,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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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C所示估計的年度上限乃各項新框架協議下採購的最高總代價。各項該等最
高代價乃基於上表B第(II)欄所載有關新框架協議訂約方協定作非住宅用途的價格
乘下表D第(V)至(VII)欄所載有關新框架協議協定各有關期間將採購的天然氣估計
數量：

表D

(I) (II)
二零一三年
實際量

（立方米）

(III)
二零一四年
實際量

（立方米）

(IV)
二零一五年
實際量

（立方米）*

(V)
二零一六年
估計量

（立方米）

(VI)
二零一七年
估計量

（立方米）

(VII)
二零一八年
估計量

（立方米）

陽泉華潤燃氣 89,050,269 83,204,541 74,779,183 78,220,000 84,140,000 90,020,000

大同華潤燃氣 104,533,695 111,125,149 121,002,971 136,000,000 136,300,000 146,800,000

洪洞華潤燃氣 18,003,849 27,010,215 21,871,494 22,891,800 25,200,900 27,502,200

霍州華潤燃氣 7,668,113 10,695,979 8,586,075 13,535,000 24,424,000 27,611,000

陽曲華潤燃氣 6,309,043 11,268,858 14,852,834 17,000,000 20,000,000 25,000,000

* 該等數字包括二零一五年一月至十一月的實際量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的預計量

根據各項新框架協議買賣天然氣的每立方米價格乃經本集團與山西天然氣參考現
行市場價格及省級物價局制定的相關政策按公平基準釐定。於新框架協議期限內
採購及供應的估計數量乃經參考上表D第(II)至(IV)欄所示過往根據現有框架協議
採購及供應的數量釐定。

本公司認為，根據各項新框架協議進行交易的條款屬一般商業條款。

進行持續關連交易的好處

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下游燃氣分銷。董事相信，持續關連交易(i)對本集團持續
經營業務而言屬必要，(ii)對本集團的業務營運有利，(iii)與本集團探索燃氣及燃
氣相關產品及服務在中國的市場商機的業務及商業目標一致，及(iv)有助陽泉華潤
燃氣、大同華潤燃氣、洪洞華潤燃氣、霍州華潤燃氣及陽曲華潤燃氣確保其於陽
泉市、大同市、洪洞縣、霍州市及陽曲縣的業務及天然氣分銷業務獲得穩定可靠
的天然氣供應。

各項新框架協議的期限為三年。本公司相信其乃中國的正常商業慣例，將為本集
團在有關市縣的持續經營獲得來自山西天然氣更穩定的天然氣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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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確認

董事（包括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批准簽立新框架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彼等認為，本集團與山西天然氣簽訂的新框架協議下的持續關連交易乃：(i)於本
公司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ii)屬一般商業條款（按公平基準）；及(iii)新框
架協議的條款（包括新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持續關連交易符合本公司及
股東的整體利益。

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於本公告日期，山西天然氣並
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持有任何權益。此外，各董事均已確認並無持有山西天然氣、
山西遠東實業、山西能源公司或山西能源發展的任何股權。概無董事須就有關新
框架協議（包括新年度上限）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上市規則的涵義

山西天然氣乃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在中國從事能源開發、製造與供
應天然氣。

山西天然氣於洪洞華潤燃氣、陽泉華潤燃氣、大同華潤燃氣及霍州華潤燃氣的註
冊資本中分別擁有10%、25%、25%及30%權益。山西天然氣為山西能源公司（由
山西能源發展擁有31.64%權益）的全資附屬公司。陽曲華潤燃氣由山西遠東實業
擁有35%權益，而山西遠東實業為山西能源發展的全資附屬公司。山西天然氣為
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因此，本集團與山西天然氣之間的交易構成本
公司的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及第14A.78條，新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將須予彙
集並且於新框架協議年期內本公司在計算持續關連交易的資產比率、收益比率及
代價比率時必須使用最大年度上限。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第14A.78條
及第14.07條，就本集團根據新框架協議應向山西天然氣支付的最高年度代價總額
計算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故根據第14A.76條，新框架協議下擬進行的
持續關連交易獲豁免遵守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規定並僅須遵守申
報、公告及年度審核規定。

由於(i)山西天然氣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ii)新框架協議下擬進行的
持續關連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iii)董事會已批准持續關連交易；及(iv)獨
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持續關連交易條款屬公平合理，且該等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
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1條，新框架協議
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獲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規定並僅須
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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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本公司」 指 華潤燃氣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主板上市；

「大同華潤燃氣」 指 大同華潤燃氣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為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現有框架協議」 指 陽泉華潤燃氣、大同華潤燃氣、洪洞華潤燃氣、
霍州華潤燃氣及陽曲華潤燃氣（作為買方）各自與
山西天然氣（作為供應商）訂立的日期介於二零一
一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一日之間的
五項獨立框架協議，有關詳情可參閱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一年六月七日的公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洪洞華潤燃氣」 指 洪洞華潤恒富燃氣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

「霍州華潤燃氣」 指 霍州華潤燃氣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為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

「新框架協議」 指 陽泉華潤燃氣、大同華潤燃氣、洪洞華潤燃氣、
霍州華潤燃氣及陽曲華潤燃氣（作為買方）各自與
山西天然氣（作為供應商）訂立的日期均為二零一
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的五項獨立新框架協議，詳情
載於本公告「新框架協議詳情」一節，各稱一項
「新框架協議」；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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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能源公司」 指 山西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山西能源發展」 指 山西省國新能源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於山西能源公司的註冊資
本中擁有31.64%權益；

「山西遠東實業」 指 山西遠東實業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為山西能源發展的全資附屬公司，及
於陽曲華潤燃氣的註冊資本擁有35%權益；

「山西天然氣」 指 山西天然氣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
任公司，於洪洞華潤燃氣、陽泉華潤燃氣、大同
華潤燃氣及霍州華潤燃氣的註冊資本中分別擁有
10%、25%、25%及30%權益；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陽曲華潤燃氣」 指 陽曲華潤燃氣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為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

「陽泉華潤燃氣」 指 陽泉華潤燃氣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為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及

「立方米」 指 立方米。

承董事會命
華潤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王添根
執行董事及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執行董事王傳棟先生、石善博先生、葛彬先生及
王添根先生；非執行董事杜文民先生、魏斌先生、陳鷹先生及王彥先生；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黃得勝先生、于劍女士、俞漢度先生及秦朝葵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