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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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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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
YANZHOU COAL MINING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71）

持續關連交易

於 2017年 11月 27日，本公司與兗礦集團及世紀瑞豐（視情況而定）就續訂若干現有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及
訂立若干新持續關連交易協議（視情況而定）而訂立建議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部分建議持續關連交易協
議待於臨時股東大會上獲得獨立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兗礦集團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期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約 56.59%已發行股本，因此，根據
香港上市規則，其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世紀瑞豐為本公司附屬公司中垠瑞豐的主要股東，因此，根據
香港上市規則，其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據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建議持續關
連交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董事會已經批准 (1)設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考慮並就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建議保險金管理協
議、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
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及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及其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向獨立股東提出建議；及 (2)

委任獨立財務顧問以就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及建議大宗
商品購銷協議及其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出建議。由於需要額外時間準備
及定稿通函將包括的資料，例如董事會函件及獨立財務顧問意見函件，本公司預期將於 2018年 1月 11

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建議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及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詳
情、獨立董事委員會函件，以及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意見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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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2014年 10月 24日及 2016年 3月 29日的公告及 2014年 11月 27日及 2016年 4月 25

日的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兗礦集團若干成員公司與本集團之間根據各現有持續關連交易協議供應貨
物及╱或服務的現有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告中，凡就有關提供產品、材料物資或服務等持續關連交易而提述本公司及兗礦集團之處，就本公司
而言，包括其附屬公司，而就兗礦集團而言，包括其附屬公司及其聯繫人，但不包括本集團。

兗礦集團與本公司其他關連人士（視情況而定）簽訂的現有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包括：

1. 現有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
2. 現有煤炭火車押運服務合同
3. 現有保險金管理協議
4. 現有材料物資供應協議
5. 現有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
6. 現有電力及熱能供應協議
7. 現有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
8. 現有技術使用許可協議

於2017年11月27日，本公司與兗礦集團及世紀瑞豐就續訂若干現有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及訂立若干新持續關
連交易協議而訂立建議持續關連交易協議（視情況而定）。部分建議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待於臨時股東大會上
獲得獨立股東批准後方可作實。

兗礦集團為本公司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期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約 56.59%已發行股本，因此，根據香港
上市規則，其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世紀瑞豐為本公司附屬公司中垠瑞豐的主要股東，因此，根據香港上
市規則，其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據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建議持續關連交易協
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I. 續訂現有持續關連交易

1. 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

於2014年10月24日，本公司與兗礦集團訂立現有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
12月31日止，為期三年。於2016年2月17日，本公司與兗礦保安訂立現有煤炭火車押運服務合同，自
2016年 1月 1日起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為期兩年。有關現有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及現有煤炭火車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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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服務合同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2014年 10月 24日及 2016年 2月 17日的公告及 2014年 11

月 27日的通函。

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

為了更好地管理本集團與兗礦集團之間於現有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及現有煤炭火車押運服務合同項下
的勞務及服務供應，於2017年11月27日，本公司合併現有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及現有煤炭火車押運服
務合同，訂立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

日期

2017年 11月 27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及
(2) 兗礦集團

期限

三年，由 2018年 1月 1日起生效及於 2020年 12月 31日屆滿

主要條款

本公司向兗礦集團提供勞務及服務：

根據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本公司已同意向兗礦集團提供服務，包括運輸服務、維修服務、培訓
服務及諮詢服務。

兗礦集團向本公司提供勞務及服務：

根據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兗礦集團已同意向本公司提供服務，包括供暖服務、房產管理服務、
信息化及通訊服務、維修服務、工程施工及管理服務、員工個人福利、離退人員福利、資產租賃及服
務、食堂運營服務、擔保服務及安保服務（包括保安服務及煤炭火車押運服務）。

每年 11月 30日或之前，需求方可以向供應方提供一份關於下一年度要求對方提供勞務或服務的年度計
劃，雙方應於每年 12月 31日前就下一年度的該計劃達成一致。訂約方可根據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
的條款訂立具體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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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

(1) 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的代價可以一次性或根據下文第 (2)段分期支付。

(2) 訂約雙方最遲須於每個公曆月的最後一個營業日就當月到期應支付給另一方或應向另一方收取的
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項下有關交易的款項登記入賬。除尚未完成交易所涉及款項或仍有爭議
的款項外，每個公曆月發生的所有款項應於緊隨的下一個月度內結算完畢。

定價

就兗礦集團向本公司提供工程施工及管理服務、信息化及通訊服務、建築物及設備的維修服務、食堂
運營服務、擔保服務、安保服務中的保安服務及資產租賃及服務而言，該等交易的代價應根據市場價
格（定義見下文）釐定。

就本公司向兗礦集團提供培訓服務、運輸服務、維修服務及諮詢服務而言，該等交易的代價應根據市
場價格（定義見下文）釐定。

市場價格應盡可能於各財政年度開始前計算及估計。

「市場價格」將按正常商業條款並基於下列方式釐定：

(i) 在相同或類似區域或鄰近區域的獨立第三方，在彼等日常業務運營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提供相
同或類似類型服務的價格；或

(ii) 倘上文 ( i )段不適用，則為中國境內獨立第三方按正常商業條款在彼等日常業務運營過程中提供相
同或類似類型服務而收取的價格。

為釐定市場價格，本公司的銷售部門或採購部門及其指定人員主要負責核查其他獨立第三方一般通過
獲得報價所提供的價格以確定市場價格，報價是通過電郵、傳真或電話問詢至少兩名獨立第三方或通
過各種媒體資源（如當地的報刊）發佈招標公告而從標書上獲得。本公司的銷售部門或採購部門會基
於採購要求不定期更新相關信息並將持續監控市場價格以確保各項交易均依照上文所載的定價政策進
行。

就兗礦集團向本公司提供房產管理、員工個人福利，及離退人員福利而言，該等代價應根據成本價格
（定義見下文）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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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價格」為以實際成本為基礎釐定的交易價格。實際成本為供應方提供該等交易標的項目所產生的
費用。就計算實際成本而言，兗礦集團應向本公司提供有關該等服務成本的完整賬冊和記錄。

兗礦集團提供房產管理服務的代價應等於兗礦集團向本公司提供該等服務的總成本與接受該等服務的
本公司員工人數佔接受該等服務的兗礦集團與本公司員工總數的比例的乘積。

員工個人福利費用為兗礦集團提供該等服務時產生的實際成本。

離退人員福利費用按照本集團於相關時間員工工資總額的 18%為測算基礎支付，測算基於兗礦集團
過去提供服務的歷史金額並結合未來的情況變化進行預計。倘待支付的實際離退人員福利超出上述估
計，兗礦集團將支付超出金額。

兗礦集團向本公司提供供暖服務的代價應根據相關政府機關批覆的價格釐定且不得超過當地物價局規
定的價格。

兗礦集團向本公司提供的安保服務中的煤炭火車押運服務的代價應以兗礦集團發生的薪酬、材料器材
消耗和折舊等成本加上合理利潤為基礎釐定。倘到貨重量與發貨重量之間的差額在本公司指定或經本
公司同意的自然及合理損耗範圍內，則費用將基於煤炭的發貨重量按每噸人民幣 2.35元釐定。

兗礦集團承諾該等勞務及服務的價格在任何情況下將不會高於其向任何獨立第三方提供相同類型勞務
及服務而收取的價格。

因此，董事認為，上述方法及程序可確保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將根據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規定的條
款（包括定價政策）進行，且相關交易將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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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金額、建議年度上限及理由

以下載列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兩個財政年度及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止九個月現有勞務及服務互供
協議及現有煤炭火車押運服務合同項下提供之勞務及服務的歷史年度金額（部分項目據建議勞務及服
務互供協議載列之類別重新分類）：

類別
截至2015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6年

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7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2017年
1月1日至

2017年
9月30日
期間

年度上限 實際金額 年度上限 實際金額 年度上限 實際金額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兗礦集團向本公司提供勞務及服務：
供暖服務 50,600.0 43,751.8 52,900.0 41,293.0 55,200.0 42,172.4

房產管理服務 140,000.0 137,200.0 140,000.0 137,200.0 140,000.0 106,270.0

離退人員福利 630,000.0 539,989.0 670,000.0 568,237.7 700,000.0 455,751.8

員工個人福利 56,000.0 27,681.3 58,000.0 25,527.9 60,000.0 6,768.1

信息化及通訊服務 258,000.0 10,164.3 259,000.0 11,507.0 260,000.0 35,063.2

建築物及設備的維修服務 400,000.0 74,378.3 500,000.0 69,305.0 600,000.0 41,983.2

工程施工和管理服務 900,000.0 687,234.3 900,000.0 264,057.4 900,000.0 336,665.2

資產租賃及服務 50,000.0 22,027.6 50,000.0 27,408.0 50,000.0 19,735.8

擔保服務 – – – – – –

食堂運營服務 – – – – – –

安保服務 36,000.0 24,374.1 30,000.0 26,669.0 31,000.0 12,950.6

汽車運輸 12,000.0 10,184.0 12,000.0 – 12,000.0 –
      

小計 2,532,600.0 1,576,984.7 2,671,900.0 1,171,205.0 2,808,200.0 1,057,360.3
      

本公司向兗礦集團提供勞務及服務：
培訓服務 7,000.0 6,381.6 7,100.0 2,557.9 7,300.0 2,621.2

運輸服務 – – – – – –

維修服務 – – – – – –

諮詢服務 – – – – – –

洗選煤加工服務 107,640.0 6,730.0 192,600.0 9,272.0 365,040.0 77.0

煤礦運營服務 197,000.0 300.0 215,000.0 – 232,000.0 –
      

小計 311,640.0 13,411.6 414,700.0 11,829.9 604,340.0 2,698.2
      

總計 2,844,240.0 1,590,396.3 3,086,600.0 1,183,034.9 3,412,540.0 1,060,058.5
      

於本公告日期，尚未超過 2017年之現有年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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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慮歷史數字及下文所載的原因，董事會建議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
個財政年度本公司根據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應付兗礦集團的服務費總金額分別不超過人民幣
2,907,000,000元、人民幣 2,830,700,000元及人民幣 2,768,270,000元，而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兗礦集團根據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應付本公司的服務費總金額分
別不超過人民幣 177,100,000元、人民幣 179,100,000元及人民幣 179,100,000元。

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項下進行的交易之建議年度上限主要基於以下原因：

兗礦集團向本公司提供之服務的建議上限擬定基礎

(1) 考慮到本公司本部新增的煤泥乾燥項目的蒸汽用量的增加，預期本集團於2018年至2020年三個年
度所需的熱能將會增加。預計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本集
團有關供暖服務的年度費用將分別為人民幣 85百萬元、人民幣 95百萬元及人民幣 110百萬元；

(2) 由於公司本部經營場所預計不會發生重大變化，預計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
止三個財政年度，由兗礦集團向本公司提供的房產管理服務的費用將執行現有勞務及服務互供協
議規定的固定結算價格及維持相同價格，即人民幣 140.00百萬元；

(3) 鑒於離退人員人數增加及離退工資上漲，預計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
財政年度，本集團離退人員福利的年度費用將分別為人民幣 887.00百萬元，人民幣 975.70百萬元
及人民幣 1,073.27百萬元；

(4) 考慮到健康查體項目的擴大及療養費用增加，預計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
三個財政年度，本集團員工個人福利的年度費用將分別為人民幣 40.00百萬元、人民幣 45.00百萬
元及人民幣 50.00百萬元；

(5) 考慮到財務共享系統的增加，安全生產調度系統及資料庫的持續建立及完善，成立及收購新附屬
公司致使服務範圍持續擴大，服務價格上漲及其他因素，預計於截至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2

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本集團信息化及通訊服務的年度費用將分別為人民幣90.00百萬元、人民
幣 100.00百萬元及人民幣 110.00百萬元；

(6) 考慮到礦用設備及房屋老化及維修費用逐年增加，預計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

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本集團維修服務的年度費用將分別為人民幣 120.00百萬元、人民幣 130.00百
萬元及人民幣 140.00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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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鑒於榆林能化及鄂爾多斯能化煤化工項目的第二期建設工程、萬福煤礦及洗煤廠的建設規劃，預
計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本集團工程施工服務的年度費用
將分別為人民幣 1,100.00百萬元、人民幣 900.00百萬元及人民幣 700.00百萬元；

(8) 考慮到本公司的新增附屬公司（如兗煤藍天及兗煤礦業工程）為兗礦集團帶來租賃土地、建築物、
設備等增加以及租賃費用增加，預計於截至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
本集團有關資產租賃及服務的年度費用每年均為人民幣 50.00百萬元；

(9) 由於目前兗礦集團向本公司提供的擔保餘額為人民幣 266億元，且預計將不會發生重大變化，於
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按照 1.22%的擔保收費標準計算，本
集團有關擔保服務的年度費用每年均按現有金額（即人民幣 325.00百萬元）計算；

(10) 考慮到鄂爾多斯能化及榆林能化食堂的運營實際，預計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

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本集團有關食堂運營服務的年度費用每年均為人民幣 18.00百萬元；及

(11) 安保服務包括火車押運服務及保安服務。考慮到煤炭運輸量的增加，本公司本部取消安保部門及
新增附屬公司的安保服務需求增加，預計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
年度，本集團有關安保服務的年度費用每年均增加至人民幣 52.00百萬元。

本公司向兗礦集團提供服務的建議上限擬定基礎

(1) 經考慮歷史數字及本公司分公司安培中心的培訓計劃，預計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

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本集團有關培訓服務的年度收益每年均為人民幣 10.00百萬元；

(2) 根據兗礦集團的需求，本公司鐵路運輸處及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山東端信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分別
向兗礦集團提供鐵路運輸及汽車運輸服務。預計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
個財政年度，本集團有關運輸服務的年度收益每年均為人民幣 126.50百萬元；

(3) 本公司於2015年收購兗礦集團先前持有的東華重工100%股權。東華重工將根據實際需求向兗礦集
團提供維修服務。預計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本集團有關
維修服務的年度收益將分別為人民幣28.00百萬元、人民幣30.00百萬元及人民幣30.00百萬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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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慮到中垠國貿與上期資本進行的合作套期保值業務，中垠國貿將根據相關協議每年就現貨市場
分析及現貨交易從上期資本收取固定諮詢服務費，預計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

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本集團有關諮詢服務的年度收益每年均為人民幣 12.6百萬元。

訂立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的原因及益處

就兗礦集團提供勞務及服務而言，由於兗礦集團與本公司均位於山東省鄒城市，本公司可以從兗礦集
團獲得及時、穩定的勞務及服務供應，因而降低經營成本及風險，有利於提高本公司日常經營效益。

就本公司向兗礦集團提供勞務及服務而言，由於本公司擁有提供培訓服務、運輸服務、維修服務及諮
詢服務等服務的專業資質及豐富的風險管理經驗，通過按公允價格向兗礦集團提供該等服務，可提高
本公司經營效益。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就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項下交易計算的最高相關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將超過 5%，因此，建議
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申報、公告
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的意見將載列在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寄發的通函的獨立董事委員會
函件中）認為，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 ( i )乃於本集團的日常業
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ii)屬公平合理；且 (iii)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2. 建議保險金管理協議

於 2014年 10月 24日，本公司與兗礦集團訂立現有保險金管理協議，自 2015年 1月 1日起至 2017年 12

月 31日止，為期三年。有關現有保險金管理協議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2014年 10月 24日
的公告及 2014年 11月 27日的通函。

建議保險金管理協議

於2017年11月27日，本公司與兗礦集團按大致相同條款訂立建議保險金管理協議以續訂現有保險金管
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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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7年 11月 27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及
(2) 兗礦集團

期限

三年，由 2018年 1月 1日起生效及於 2020年 12月 31日屆滿

主要條款

兗礦集團承諾無償負責管理本集團職工的養老保險款項、基本醫療保險款項、補充醫療保險款項、失
業保險款項、生育保險款項和工傷保險款項。

本公司每月須向兗礦集團支付一筆款項，金額相當於 (1)本集團職工月工資總額的 18%作為養老金款
項；(2)本集團職工月工資總額的 6%作為基本醫療保險款項；(3)本集團職工月工資總額的 4%作為補
充醫療保險款項；(4)本集團職工月工資總額的2%作為失業保險款項；(5)本集團職工月工資總額的1%

作為生育保險款項；及 (6)本集團職工月工資總額的 2%作為職工工傷保險款項。款項將存入兗礦集團
開立的專設賬戶，而兗礦集團將代表本集團職工免費轉繳該等款項至地方政府轄下的有關社會福利機
構。相關保險款項的各自比例將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按該等款項的各自比例變動不時調整。

兗礦集團須每年向本公司提供各項保險金款項的報表，而本公司則有權監察及查核支付至保險金的款
項及該等款項的運用。

定價

根據建議保險金管理協議提供的保險金管理服務按免費基準進行。

歷史金額、建議年度上限及理由

由於兗礦集團根據建議保險金管理協議提供的保險金管理服務按免費基準進行，故並無歷史金額且無
需就提供該等服務設定年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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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適用的中國法規，本公司須就由兗礦集團代表本集團員工免費轉繳的向相關社會福利機構繳納並
由地方政府保管的保險金款項作出年度預算。隨著行業的景氣度提升、本公司業務的拓展，與僱員業
績掛鉤的工資總額不斷增加。此外，新增職工工傷保險款項亦已增加。考慮到上述因素，根據建議保
險金管理協議，本公司估計，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兗礦集團為
本公司提供免費轉繳的保險金數額將分別為人民幣1,379,400,000元、人民幣1,517,340,000元及人民幣
1,669,080,000元。

訂立建議保險金管理協議的原因及益處

本公司不具備提供社會服務的資源，建議保險金管理協議項下有關醫療及社會保障等社會服務對本集
團極為重要，由兗礦集團為本公司免費提供轉繳服務最具效益。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保險金管理服務將由兗礦集團免費提供，建議保險金管理協議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獲豁免遵守香
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且無需就提供該等服務設定年度上限。

根據適用的中國法規，本公司將遞交有關建議保險金管理協議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的決議案，以供獨
立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建議保險金管理協議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 (i)乃於本集團的日常業務
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ii)屬公平合理；且 (iii)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3. 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

於 2014年 10月 24日，本公司與兗礦集團訂立現有材料物資供應協議，自 2015年 1月 1日起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為期三年。有關現有材料物資供應協議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 2014年 10月
24日的公告及 2014年 11月 27日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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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

於2017年11月27日，本公司與兗礦集團按大致相同條款訂立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以續訂現有材料物
資供應協議。

日期

2017年 11月 27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及
(2) 兗礦集團

期限

三年，由 2018年 1月 1日起生效及於 2020年 12月 31日屆滿

主要條款

兗礦集團向本公司供應以下材料物資：水管、磁鐵粉、錨桿及其他支護用品、托輪及其他類似材料物
資。

每年 11月 30日或之前，需求方可以向供應方提供一份關於下一年度要求對方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年度計
劃，雙方應於每年 12月 31日前就下一年度的該計劃達成一致。訂約方可以在符合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
議的條款下訂立具體合約。

付款

(1) 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的代價可以一次性或根據下文第 (2)段分期支付。

(2) 訂約雙方最遲須於每個公曆月的最後一個營業日或之前就當月到期應支付給另一方或應向另一方
收取的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項下有關交易的款項登記入賬。除尚未完成交易所涉及款項或仍有
爭議的款項外，每個公曆月發生的所有款項應於緊隨的下一個月度內結算完畢。

定價

所有材料物資均按市場價格供應，而有關價格應盡可能在每個財政年度開始前計算及估計。

為釐定市場價格，本公司的採購部門及其指定人員主要負責核查其他獨立第三方一般通過獲得報價所
提供的價格以確定市場價格，報價是通過電郵、傳真或電話問詢至少兩名獨立第三方或通過各種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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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如當地的報刊）發佈招標公告而從標書上獲得。本公司的採購部門會基於採購要求不定期更新相
關信息並將持續監控市場價格以確保各項交易均依照上文所載的定價政策進行。

兗礦集團承諾該等材料物資的價格在任何情況下將不會高於其向任何獨立第三方提供相同類別材料物
資的價格。

如果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材料物資的條款比兗礦集團提出的條款更優惠，或者倘兗礦集團提供的材料
物資不能滿足本公司的需要，則本公司有權選擇從其他第三方購買該類材料物資。

因此，董事認為，上述方法及程序可確保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將根據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規定的條款
（包括定價政策）進行，且相關交易將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歷史金額、建 議年度上限及理由

以下載列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兩個財政年度及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止九個月現有材料物資供應協
議的歷史年度金額：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止年度

2017年1月1日
至2017年

9月30日期間
年度上限 實際金額 年度上限 實際金額 年度上限 實際金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387,000.0 157,201.5 1,544,000.0 699,066.0 1,719,000.0 497,668.0

於本公告日期，尚未超過 2017年之現有年度上限。

考慮到兗煤藍天（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的項目及位於內蒙古自治區的煤礦項目已建成投產，預計兗礦集
團向本公司提供的材料物資將會減少。同時，本公司將通過大力開展修舊利廢以及市場直購減少向兗
礦集團採購材料物資。基於上述，董事會建議於截至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
度，本公司根據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應付兗礦集團的服務費總金額每年均不超過人民幣 300,000,000

元。

訂立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的原因及益處

本公司需要可靠的供應商以穩步拓展業務。兗礦集團提供的部分設備和材料物資的質量優於外部供應
商所提供者。另外，由於兗礦集團的生產場地靠近本公司礦井，材料物資運輸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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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就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項下交易計算的最高相關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超過 0.1%但少於 5%，因
此，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申報
及公告之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根據適用的中國法規，本公司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有關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及其項下交易的決
議案供獨立股東批准。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 (i)乃於
本集團的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ii)屬公平合理；且 (iii)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
體利益。

4. 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

於2014年10月24日，本公司與兗礦集團訂立現有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及現有電力及熱
能供應協議，自 2015年 1月 1日起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為期三年。現有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
租賃協議、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及年度上限於 2014年 12月 12日舉行的本公司 2014年度第二次臨時股東
大會上獲獨立股東批准。有關現有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及現有電力及熱能供應協議的
詳情，請分別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14年 10月 24日的公告及 2014年 11月 27日的通函。

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

為更好地管理本集團與兗礦集團之間於現有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及現有電力及熱能供
應協議項下的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於2017年11月27日，本公司合併現有產品、材料物資
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與現有電力及熱能供應協議，訂立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

日期

2017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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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

(1) 本公司；及
(2) 兗礦集團

期限

三年，由 2018年 1月 1日起生效及於 2020年 12月 31日屆滿

主要條款

根據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本公司將向兗礦集團供應：煤炭產品、甲醇、電力、
熱能、材料物資（包括鋼材、有色金屬、木材、油脂、軸承、礦用設備及機器，如液壓支架及橡膠輸
送機，以及其他類似材料物資）及設備租賃。

每年 11月 30日或之前，需求方可以向供應方提供一份關於下一年度要求對方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年度計
劃，雙方應於每年 12月 31日前就下一年度的該計劃達成一致。訂約方可以在符合建議產品、材料物資
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的條款下訂立具體合約。

付款

(1) 支付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的代價可以一次性或根據下文第 (2)段分期支付。

(2) 訂約雙方最遲須於每個公曆月的最後一個營業日或之前就當月到期應付另一方或應收另一方的產
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項下有關交易的款項登記入賬。除尚未完成交易所涉及款項或
仍有爭議的款項外，每個公曆月發生的持續關連交易款項應於緊隨的下一個月度內結算完畢。

定價

煤炭產品、甲醇、物資及設備租賃的價格須根據市場價格釐定。

電力及熱能的價格須根據相關政府機構（包括但不限於山東省物價局及濟寧地方物價局）批准的價格釐
定且將按照兗礦集團的實際用量結算。

為釐定市場價格，本公司的銷售部門及其指定人員主要負責核查其他獨立第三方一般通過獲得報價所
提供的價格以確定市場價格，報價是通過電郵、傳真或電話問詢至少兩名獨立第三方或通過各種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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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如當地的報刊）發佈招標公告而從標書上獲得。本公司的銷售部門會基於採購要求不定期更新相
關信息並將持續監控市場價格以確保各項交易均依照上文所載的定價政策進行。

因此，董事認為，上述方法及程序可確保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將根據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
賃協議規定的條款（包括定價政策）進行，且相關交易將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
體利益。

歷史金額、建議年度上限及理由

以下載列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止兩個財政年度及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止九個月現有產品、材料物資
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及現有電力及熱能供應協議的歷史年度金額：

類別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年度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2017年
12月31日
止年度

2017年
1月1日至

2017年
9月30日
期間

年度上限 實際金額 年度上限 實際金額 年度上限 實際金額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煤炭銷售 3,671,000.0 1,092,512.2 3,881,000.0 1,103,442.4 4,091,000.0 760,779.8

材料物資供應 1,053,000.0 380,494.8 1,247,000.0 457,954.7 1,481,000.0 242,506.4

甲醇銷售 768,000.0 29,668.3 768,000.0 48,353.1 768,000.0 4,032.9

設備租賃 335,150.0 615.0 664,700.0 391.3 994,250.0 4,858.4

電力供應 120,000.0 95,936.3 120,000.0 83,022.0 120,000.0 51,249.5

熱能供應 22,600.0 22,549.4 23,700.0 15,913.0 24,800.0 10,783.1
      

總計 5,969,750.0 1,621,776.0 6,704,400.0 1,709,076.6 7,479,050.0 1,074,210.1
      

於本公告日期，尚未超過 2017年之現有年度上限。

董事會建議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兗礦集團根據建議產品、
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應付本公司的年度金額分別不超過人民幣 3,837,300,000元、人民幣
4,495,800,000元及人民幣 4,876,700,000元。

(1) 考慮到本公司營銷中心、附屬公司鄂爾多斯能化和兗煤菏澤能化有限公司的銷售計劃及兗礦集團
的需求，董事會建議於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本公司向兗礦集團
銷售煤炭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 227,250萬元、人民幣 263,800萬元、人民幣 277,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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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慮到：( i )兗礦集團煤制油二期項目等新增項目陸續開工，導致兗礦集團對材料物資的需求增
加；及 ( i i )本公司附屬公司東華重工根據兗礦集團需求向其銷售液壓支架、橡胶輸送機等機電裝
備，董事會建議於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本公司向兗礦集團提供
材料物資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 131,880萬元、人民幣 159,680萬元、人民幣 180,970萬元；

(3) 考慮到兗礦集團甲醇產品的實際需求、本公司目前的銷售能力以及榆林能化、鄂爾多斯能化二期
建設工程的產能擴大，董事會建議於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本公
司向兗礦集團銷售甲醇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 8,000萬元、人民幣 8,000萬元、人民幣 10,000萬元；

(4) 考慮到兗礦集團資產租賃的需求，董事會建議於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
年度，本公司向兗礦集團提供資產租賃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 3,000萬元、人民幣 3,500萬元、人民
幣 4,000萬元；

(5) 現有電力和熱能供應由現有電力及熱能供應協議調整至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
議，考慮到兗礦集團對電力和熱能產品需求增加，董事會建議於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 i )本公司向兗礦集團銷售電力的收益分別為人民幣 11,000萬元、人民幣
12,000萬元、人民幣 13,000萬元；及 ( i i )本公司向兗礦集團提供熱能產品的收益每年均為人民幣
2,600萬元。

訂立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的原因及益處

由於兗礦集團及本公司之間的距離較近，本公司按市場價格向兗礦集團提供產品及材料物資，既可降
低本集團管理及經營成本，並能使本公司獲得穩定的銷售市場。同時，本公司所屬的物資供應中心具
備分銷材料物資和設備的資質。因此，其能夠以較低的批發價格採購材料物資及設備，隨後以較高的
市場價格向兗礦集團轉售該等材料物資及設備，因而提高本公司經營收益。此外，本公司可透過其設
備管理中心及中垠融資租賃，根據正常商業條款按兗礦集團的營運需求向兗礦集團提供設備租賃，因
而可以有效控制融資租賃業務的風險並獲得經濟利益。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根據香港上市規則就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項下交易計算的相關百分比率按年
度基準超過 5%，因此，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
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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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的意見將載列在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寄發的通函的獨立董事委員會
函件中）認為，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 ( i )乃於
本集團的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ii)屬公平合理；且 (iii)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
體利益。

5. 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

於2016年10月28日，本公司與兗礦化工（兗礦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訂立現有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
期限自 2016年 10月 28日起至 2017年 12月 31日止。有關現有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的進一步詳情，請
參閱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 10月 28日的公告。.

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

於2017年11月27日，本公司與兗礦集團按與現有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大致相同的條款訂立建議化工
項目委託管理協議。

日期

2017年 11月 27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及
(2) 兗礦集團

期限

三年，由 2018年 1月 1日起生效及於 2020年 12月 31日屆滿

主要條款

根據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兗礦集團承諾負責本協議所指目標公司（「目標公司」）的戰略管理、
產業發展、重大安全技術管理、相關生產經營管理、化工產品銷售等。兗礦集團承擔目標公司的安全
環保重大事項監管責任。

於委託管理期限屆滿前三十日內，雙方經協商一致，可續簽管理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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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

在委託管理期限內，本公司按年度分期支付管理費用。每年的管理費用於次年度1月底之前支付70%，
於經營目標管理責任制審計結果核定後一個月內，清算剩餘部分。

在委託管理期限內，按照協議條款，當需要本公司支付銷售費用時，本公司將於每年經營目標管理責
任制審計結果核定後一個月內，向兗礦集團支付相應費用。

在委託管理期限內，若目標公司發生任何安全或環保事故（含非計劃性停產），按照上級部門確認的調
查意見，兗礦集團應對該事故承擔責任的，根據事故損失情況相應按比例扣減本公司應支付給兗礦集
團的管理費用，直至所有管理費用完全扣除。

定價

管理費用將按照目標公司生產的甲醇產品每噸人民幣 3元的標準計提：(1)倘目標公司的產量低於產量
考核指標，管理費用將按照標準費率（即產量考核指標完成率×人民幣 3元╱噸）計提；(2)倘目標公司
的產量等於產量考核指標，管理費用將按照標準費率每噸人民幣 3元計提；及 (3)倘目標公司的產量高
於產量考核指標，管理費用將為 (i)「產量考核指標的產量×人民幣 3元╱噸」的乘積與 (ii)「超出產量考
核指標的產量×人民幣 3.5元╱噸」的乘積之和。

兗礦集團銷售目標公司生產的化工產品的價格按照第三方網站 (http://www.icis-china.com)公佈價格的
99%（「標準銷售價格」）執行。具體的定價機制以雙方一致同意的不時修改為準。

倘實際銷售價格高於標準銷售價格，餘額將由本公司作為銷售費用支付給兗礦集團；倘實際銷售價格
低於標準銷售價格，差額將由本公司自應支付予兗礦集團的管理費用中扣除。倘所有管理費用已扣
除，兗礦集團將以現金支付未付款的不足部分。

因此，董事認為，上述方法及程序可確保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將根據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規定的
條款（包括定價政策）進行，且相關交易將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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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金額、建議年度上限及理由

於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及 2017年 12月 31日止兩個財政年度現有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的年度上限分
別為人民幣 5,500,000元及人民幣 5,500,000元。於相關期間概無根據現有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進行
交易。因此，於本公告日期，尚未超過 2017年之現有年度上限。

榆林能化和鄂爾多斯能化煤化工產品的設計年產能合計為1.6百萬噸。於彼等各自的第二期建設工程完
成後，榆林能化和鄂爾多斯能化煤化工產品的設計年產能合計將達 3百萬噸。考慮到煤化工產品產量
增加及煤化工產品價格上漲，董事會建議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
本公司根據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應付兗礦集團的年度金額分別不超過人民幣 20,000,000元、人
民幣 25,000,000元及人民幣 40,000,000元。

訂立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的原因及益處

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能充分發揮兗礦集團在生產、銷售、專業知識以及安全及環保管理上擁有
的經驗及優勢，本公司可因此降低管理成本及穩定銷售收入。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亦有助於化
工行業部門及煤炭生產部門的資源共享和協同發展，提升經濟效益及加強本公司的競爭力，因而實現
長遠發展。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就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項下交易計算的最高相關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超過 1%但少於 5%，
因此，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
豁免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根據適用的中國法規，本公司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交有關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及其項下交易
的決議案以供獨立股東批准。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
(i)乃於本集團的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ii)屬公平合理；且 (iii)符合本公司及股
東之整體利益。



21

II. 訂立新持續關連交易協議

1. 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

於 2017年 11月 27日，本公司與兗礦集團訂立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

日期

2017年 11月 27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及
(2) 兗礦集團

期限

三年，由 2018年 1月 1日起生效及於 2020年 12月 31日屆滿

主要條款

根據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本公司及兗礦集團不時相互出售或採購煤炭、大豆、鐵礦石及其他大宗
商品。

每年 11月 30日或之前，需求方可以向供應方提供一份關於下一年度要求對方提供產品的年度計劃，雙
方應於每年 12月 31日前就下一年度的該計劃達成一致。訂約方可以在符合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的條
款下訂立具體合約。

付款

(1) 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的代價可以一次性或根據下文第 (2)段分期支付。

(2) 訂約雙方最遲須於每個公曆月的最後一個營業日或之前就當月到期所有應付另一方或應收另一方
的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項下有關交易的款項登記入賬。除尚未完成交易所涉及款項或仍有爭議
的款項外，每個公曆月發生的所有款項應於緊隨的下一個月度內結算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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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

煤炭、大豆、鐵礦石及其他大宗商品的價格應按市場價格釐定。

為釐定市場價格，本公司的銷售部門或採購部門及其指定人員主要負責核查其他獨立第三方一般通過
獲得報價所提供的價格以確定市場價格，報價是通過電郵、傳真或電話問詢至少兩名獨立第三方或通
過各種媒體資源（如當地的報刊）發佈招標公告而從標書上獲得。本公司的銷售部門或採購部門會基
於採購要求不定期更新相關信息並將持續監控市場價格以確保各項交易均依照上文所載的定價政策進
行。

兗礦集團承諾該等大宗商品的價格在任何情況下將不會高於其向任何獨立第三方提供相同類別大宗商
品的價格。

若任何第三方就同類大宗商品所提出的供應或購買條款或條件比兗礦集團提供的條款或條件更優惠，
或者倘兗礦集團提供的大宗商品不能滿足本公司的需求，則本公司有權選擇從第三方購買或向其銷售
該類大宗商品。

因此，董事認為，上述方法及程序可確保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將根據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規定的條款
（包括定價政策）進行，且相關交易將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建議年度上限及理由

就本公司向兗礦集團銷售大宗商品而言，考慮到 ( i )於 2017年前八個月相關商品的平均價格，( i i )中垠
國貿於 2018年向兗礦集團銷售煤炭、大豆及鐵礦石的銷售計劃（根據兗礦集團的採購需求及中垠國貿
的業務發展計劃制定），及 ( i i i )於 2019年及 2020年煤炭銷量規模預期維持不變，大豆、鐵礦石等大
宗商品銷售規模預期每年分別遞增 10%及 20%，董事會建議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兗礦集團根據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應付本公司的年度費用分別不超過人民幣
3,641,000,000元、人民幣 3,841,000,000元及人民幣 4,281,000,000元。



23

就本公司向兗礦集團購買大宗商品而言，考慮到 ( i )於 2017年前八個月相關商品的平均價格，( i i )中垠
國貿於 2018年向兗礦集團採購煤炭、大豆及鐵礦石的採購計劃（根據中垠國貿的發展需求及兗礦集團
的銷售意向制定），及 ( i i i )於 2019年及 2020年煤炭採購規模預期維持不變，大豆、鐵礦石的採購規模
預期每年分別遞增 10%及 20%（與上一年度相比），董事會建議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本公司根據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應付兗礦集團的年度費用分別不超過人民幣
4,500,000,000元、人民幣 4,700,000,000元及人民幣 5,140,000,000元。

訂立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的原因及益處

由於本公司對兗礦集團的運營及信譽較為了解，本公司相信與兗礦集團交易的風險低於與第三方交易
的風險。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亦將充分發揮本公司及兗礦集團在資源銷售及銷售渠道上的優勢，繼
而實現協同效應。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項下交易的最高相關百分比率按年度基準計算超過 5%，建議大宗商品購銷
協議、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章下的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
准的規定。

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的意見將載列於將於適當時候向股東寄發的通函的獨立董事委員
會函件中）認為，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 i )乃於本集團的日常
業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ii)屬公平合理；且 (iii)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2. 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

於 2017年 11月 27日，本公司與世紀瑞豐訂立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

日期

2017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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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

(1) 本公司；及
(2) 世紀瑞豐

期限

三年，由 2018年 1月 1日起生效及於 2020年 12月 31日屆滿。

主要條款

根據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本公司及世紀瑞豐可不時相互銷售或採購大宗商品，包括鐵礦石、煤炭
及鋼材。

每年 11月 30日或之前，需求方可以向供應方提供一份關於下一年度要求對方提供產品的年度計劃，雙
方應於每年 12月 31日前就下一年度的該計劃達成一致。訂約方可以在符合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的條
款下訂立具體合約。

付款

(1) 支付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的代價可以一次性或根據下文第 (2)段分期支付。

(2) 各訂約方最遲須於每個公曆月的最後一個營業日就當月到期應支付給另一方或應向另一方收取的
產品、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項下有關交易的款項登記入賬。除尚未完成交易所涉及款項或仍有
爭議的款項外，每個公曆月發生的所有款項應於緊隨的下一個月度內結算完畢。

定價

鐵礦石、煤炭、鋼材及其他大宗商品價格應按市場價格釐定。

為釐定市場價格，本公司的銷售部門或採購部門及其指定人員主要負責核查其他獨立第三方一般通過
獲得報價所提供的價格以確定市場價格，報價是通過電郵、傳真或電話問詢至少兩名獨立第三方或通
過各種媒體資源（如當地的報刊）發佈招標公告而從標書上獲得。本公司的銷售部門或採購部門會基
於採購要求不定期更新相關信息並將持續監控市場價格以確保各項交易均依照上文所載的定價政策進
行。

世紀瑞豐承諾該等大宗商品的價格在任何情況下將不會高於其向任何獨立第三方提供相同類別大宗商
品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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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任何第三方就同類大宗商品所提出的供應或購買條款或條件比世紀瑞豐提供的條款或條件更優惠，
或者倘世紀瑞豐提供的大宗商品不能滿足本公司的需求，則本公司有權選擇從第三方購買或向其銷售
該類大宗商品。

因此，董事認為，上述方法及程序可確保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將根據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規定的條款
（包括定價政策）進行，且相關交易將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建議年度上限及理由

就本公司向世紀瑞豐銷售大宗商品而言，經計及 ( i )於 2017年前八個月相關煤炭的平均價格及 ( i i )本公
司的國內及海外附屬公司於未來三個財政年度向世紀瑞豐銷售煤炭的銷售計劃（根據世紀瑞豐的採購
需求及本公司及附屬公司的業務發展計劃而制定），董事會建議於截至2018年、2019年及2020年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世紀瑞豐根據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應付本公司的年度費用分別不超過人民幣
1,733,000,000元、人民幣 2,195,000,000元及人民幣 3,119,000,000元。

就本公司向世紀瑞豐購買大宗商品而言，經計及 ( i )中垠瑞豐於未來三個財政年度向世紀瑞豐採購大宗
商品的採購計劃（根據本公司的業務發展計劃而制定）及 ( i i )世紀瑞豐的銷售意向，董事會建議於截至
2018年、2019年及 2020年 12月 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本公司根據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應付世紀瑞
豐的年度費用分別不超過人民幣 1,315,000,000元、人民幣 1,100,000,000元及人民幣 900,000,000元。

訂立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的原因及益處

由於世紀瑞豐為本公司附屬公司中垠瑞豐的另一股東，本公司易於獲取有關世紀瑞豐信用等級及經營
狀況的信息。本公司相信，與世紀瑞豐交易的風險低於與第三方交易的風險。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
亦將充分發揮世紀瑞豐及本公司在資源銷售和銷售渠道方面的優勢，繼而實現協同效應。

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世紀瑞豐為本公司附屬公司中垠瑞豐的主要股東，因此其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且
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構成本公司與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進行的持續關連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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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 i )乃
於本集團的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ii)屬公平合理；且 (iii)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
整體利益。

由於董事已批准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建議大
宗商品互供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
益，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101條，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申報及公
告之規定，惟獲豁免遵守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股東批准之規定。

根據適用中國法規，本公司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交有關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及其項下交易的決議
案以供獨立股東批准。

III. 一般事項

本公司於2017年11月27日召開的第七屆董事會第七次會議批准了建議持續關連交易協議、據此擬進行
的交易及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

於上述董事會會議中，三名董事李希勇先生、李偉先生及吳玉祥先生（亦為兗礦集團的董事或高級管
理層成員）被視為於上述持續關連交易（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除外）中擁有重大權益，因此，彼等已
於就批准該等交易而召開的所述董事會會議上放棄表決。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概無於該等交易中
擁有重大權益。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主要從事煤炭開採、洗選加工、銷售和煤化工。本公司的產品主要為適用於大型電廠的動力
煤、冶金生產的煉焦配煤和高爐噴吹用煤的優質低硫煤。

兗礦集團

兗礦集團為國有獨資企業，註冊資本人民幣 3,353,388,000元，主營業務包括煤炭生產及煤化工，煤電
鋁、機電成套設備製造及金融投資。截至本公告日期，兗礦集團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6.59%，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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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瑞豐

世紀瑞豐乃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主要業務範圍包括國際貨運代理、自營和代理各
類商品和技術的進出口、運輸諮詢；批發和零售金屬材料（不含貴稀金屬）、建築材料、鐵礦石、日用
雜品、服裝、機械設備、化工產品（不含危險品）、電工器材及相關代理業務、焦碳；國內船舶代理、
水路貨物運輸代理。

IV. 臨時股東大會

於本公告日期，兗礦集團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 56.59%。兗礦集
團及其聯繫人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就批准建議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除外）、據此
擬進行的交易及其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的普通決議案放棄表決（根據香港上市規則規定表決將以投票
方式進行）。於本公告日期，就董事所知，除上述兗礦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外，兗礦集團概無任何其
他聯繫人持有本公司股份並因而須就相關普通決議案放棄投票。

董事會已經批准 (1)設立獨立董事委員會，以考慮並就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建議保險金管理協
議、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
議、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及其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向獨立股東提出建議；
及 (2)委任獨立財務顧問以就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及建
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以及其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出建議。

根據適用的中國法規，本公司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交有關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建議保險金管
理協議、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
協議、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及其各自的建議年度上
限的決議案以供獨立股東批准。

由於需要額外時間準備及定稿通函將包括的資料，本公司預期將於 2018年 1月 11日或之前向股東寄發
一份通函，當中載有（其中包括）建議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及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詳情、獨立董事委員會
函件，以及獨立財務顧問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的意見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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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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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指 本公司普通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內資股，在上海證
券交易所上市

「聯繫人」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營業日」 指 於中國或香港（視情況而定）並非星期六、星期日或公眾假期的
日子

「世紀瑞豐」 指 青島世紀瑞豐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

「本公司」 指 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1997年依據中國法律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其H股及A股分別在香港聯交所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
市

「關連人士」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成本價格」 指 具本公告第 I節「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一段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東華重工」 指 兗礦東華重工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且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臨時股東大會」 指 將適時舉行的本公司臨時股東大會或其任何續會，藉以審議及
酌情批准（其中包括）於本公告所提述的建議持續關連交易協
議、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及其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

「現有煤炭火車押運服務合同」 指 本公司與兗礦保安於 2016年 2月 17日訂立的煤炭火車押運服務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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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持續關連交易」 指 各份現有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的交易

「現有持續關連交易協議」 指 現有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現有煤炭火車押運服務合同、現有
保險金管理協議、現有材料物資供應協議、現有產品、材料物
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現有電力及熱能供應協議、現有化工
項目委託管理協議及現有技術使用許可協議

「現有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 指 本公司與兗礦化工於2016年10月28日訂立的化工項目委託管理
協議

「現有技術使用許可協議」 指 兗煤藍天與兗礦科技於2016年10月11日訂立的技術使用許可協
議

「現有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 指 本公司與兗礦集團於2014年10月24日訂立的勞務及服務互供協
議

「現有電力及熱能供應協議」 指 本公司與兗礦集團於2014年10月24日訂立的電力及熱能供應協
議

「現有保險金管理協議」 指 本公司與兗礦集團於 2014年 10月 24日訂立的保險金管理協議

「現有材料物資供應協議」 指 本公司與兗礦集團於2014年10月24日訂立的材料物資供應協議

「現有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
設備租賃協議」

指 本公司與兗礦集團於2014年10月24日訂立的產品、材料物資供
應及設備租賃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普通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的境外上市外資股，
在香港聯交所上市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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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價格」 指 具本公告第 I節「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一段所賦予的涵義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為考慮載於本公告之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建議保險金管
理協議、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
設備租賃協議、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建議大宗商品購
銷協議及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及其各自的建議年度上限而成
立的董事委員會，由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獨立股東」 指 不需要就於臨時股東大會提呈關於建議持續關連交易協議之決
議案放棄投票權的股東（兗礦集團及其聯繫人除外）

「鄂爾多斯能化」 指 兗州煤業鄂爾多斯能化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且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百分比率」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 指 本公司與兗礦集團於2017年11月27日訂立的大宗商品購銷協議

「建議大宗商品互供協議」 指 本公司與世紀瑞豐於2017年11月27日訂立的大宗商品互供協議

「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 指 本公司與兗礦集團於2017年11月27日訂立的化工項目委託管理
協議

「建議持續關連交易」 指 建議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的建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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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持續關連交易協議」 指 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建議保險金管理協議、建議材料物
資供應協議、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設備租賃協議、建議
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建議大宗商品購銷協議及建議大宗商
品互供協議

「建議保險金管理協議」 指 本公司與兗礦集團於 2017年 11月 27日訂立的保險金管理協議

「建議勞務及服務互供協議」 指 本公司與兗礦集團於2017年11月27日訂立的勞務及服務互供協
議

「建議材料物資供應協議」 指 本公司與兗礦集團於2017年11月27日訂立的材料物資供應協議

「建議產品、材料物資供應及
設備租賃協議」

指 本公司與兗礦集團於2017年11月27日訂立的產品、材料物資供
應及設備租賃協議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上期資本」 指 上期資本管理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且
為兗礦集團的控股附屬公司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標準銷售價格」 指 具本公告第 I節項下「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一段所賦予
的涵義

「附屬公司」 指 具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目標公司」 指 具本公告第 I節項下「建議化工項目委託管理協議」一段所賦予
的涵義

「萬福煤礦」 指 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兗煤菏澤能化有限公司所屬的位於山東省西
南部的一座煤礦

「兗煤藍天」 指 兗煤藍天清潔能源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中外合資企
業，且為本公司擁有 51%權益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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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兗煤礦業工程」 指 兗煤礦業工程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且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兗礦集團」 指 兗礦集團有限公司，一家國有獨資公司，本公司控股股東，於
本公告日期直接和間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總股本約 56.59%

「兗礦保安」 指 山東兗礦保安服務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兗礦化工」 指 兗礦化工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且為兗
礦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

「兗礦科技」 指 兗礦科技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且為兗
礦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

「榆林能化」 指 兗州煤業榆林能化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且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中垠國貿」 指 山東中垠國際貿易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且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中垠瑞豐」 指 青島中垠瑞豐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且為本公司擁有 51%權益的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兗州煤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希勇

中國山東省鄒城市
2017年 11月 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李希勇先生、李偉先生、吳向前先生、吳玉祥先生、郭德春先生、趙青春先
生及郭軍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孔祥國先生、蔡昌先生、潘昭國先生及戚安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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