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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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0323）  

  

持續關連交易  

修訂現行節能環保協議 

及現行持續關聯交易協議的年度上限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5 年 9 月 10 日的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 2015 年 10 月 19 日的通

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集團與安徽欣創根據現行節能環保協議項下的交易及本集團

與母公司集團根據現行持續關聯交易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 

 

節能環保補充協議 

於 2015年 9 月 10 日，本公司與安徽欣創訂立現行節能環保協議，同意在 2016年 1 月 1 日

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繼續由安徽欣創向本集團提供節能環保工程及服務，以及由本集團向

安徽欣創出售鋼鐵生產的廢棄物。 

 

由於國家要求日趨嚴格，本公司需要改造現有設備以符合國家法規，加上人工費及材料費

增加，導致成本上漲，現行節能環保協議上限不能滿足預期，本公司與安徽欣創簽訂節能

環保補充協議，擬將 2018 年年度由安徽欣創向本集團提供的節能環保工程及服務的年度建

議金額上限由人民幣 619,500,000 元，調增人民幣 217,500,000 元，調整後 2018 年年度由安

徽欣創向本集團提供的節能環保工程及服務的年度建議金額上限為人民幣 837,000,000 元。

現行節能環保協議項下的所有現有主要條款及條件均維持不變。 

 

本公司確認，截至本公告日，現行節能環保協議項下的交易金額均未超越現有年度上限。 

 

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 

於 2015 年 9 月 10 日，本公司與母公司訂立現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同意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繼續由本集團向母公司集團銷售或提供服務與產品，以及由母公司

集團向本集團銷售或提供服務、產品與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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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工費及材料費增加導致成本上漲的影響，現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上限不能滿足預期，

本公司與母公司簽訂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擬將 2018 年年度的服務與產品年度金額上限

由人民幣 4,954,414,100 元，調增人民幣 1,447,421,000 元，調整後二零一八年年度上限為人

民幣 6,401,835,100 元。現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的所有現有主要條款及條件均維持不

變。 

 

本公司確認，截至本公告日，現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的交易金額均未超越現有年度上

限。 

 

截至本公告之日，母公司持有本公司股本約 45.54%的權益，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及關連人

士。於本公佈日期，安徽欣創是由母公司控制的公司，本公司亦持有安徽欣創 16.34%之股

本。安徽欣創作為母公司的聯營公司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

交易補充協議項下之交易構成了上市規則第 14A 章的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以按年基礎計算，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的年度

建議金額上限之適用百分比率預期將高於 5%，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建議金額上限須遵

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的申報、公告、年度審核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獨立董事委員會將就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的持續關連交易的有關條

款包括有關年度建議金額上限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新百利融資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獨立

財務顧問，就此方面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一份載有（i）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詳情的通函包括有關年度建議金

額上限，（ii）獨立董事委員會給予獨立股東的函件，（iii）獨立財務顧問對獨立董事委員會

及獨立股東的意見函件就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的有關條款和有關年

度建議金額上限，（iv）以及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之通知，將於 2018 年 9 月 5 日或之前寄發予

股東。  

   

 

節能環保補充協議  

  

背景   

 

於 2015年 9 月 10 日，本公司與安徽欣創訂立現行節能環保協議，同意在 2016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繼續由安徽欣創向本集團提供節能環保工程及服務，以及由本集團向安徽欣

創出售鋼鐵生產的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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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國家要求日趨嚴格，本公司需要改造現有設備以符合國家法規，加上人工費及材料費增

加，導致成本上漲，現行節能環保協議上限不能滿足預期，本公司與母公司簽訂節能環保補充

協議，擬將 2018年年度由安徽欣創向本集團提供的節能環保工程及服務的年度建議金額上限由

人民幣 619,500,000元，調增人民幣 217,500,000元，調整後 2018年年度由安徽欣創向本集團提

供的節能環保工程及服務的年度建議金額上限為人民幣 837,000,000元。現行節能環保協議項下

的所有現有主要條款及條件均維持不變。  

 

本公司確認，截至本公告日，現行節能環保協議項下的交易金額均未超越現有年度上限。 

 

日期   

  

2018年 8月 15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及  

(2) 安徽欣創  

 

主旨  

  

安徽欣創須向本集團提供節能環保工程及服務。節能環保工程及服務的條款（包括但不限於定

價及付款）按公平協商及根據一般商業條款定訂，條款（包括但不限於定價及付款）須不遜於

由獨立第三方向本集團提供的類似環保工程及服務的條款。  

 

本集團須向安徽欣創出售鋼鐵生產的廢棄物以供運用。出售鋼鐵生產的廢棄物的條款（包括但

不限於定價及付款）按公平協商及根據一般商業條款定訂，條款（包括但不限於定價及付款）

須不優於由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類似鋼鐵生產的廢棄物的條款。  

  

定價   

 

雙方同意按公平原則採取恰當﹑合理及公允的計價方法訂立節能環保補充協議項下的交易。有

國家價格的按照國家價格，沒有國家價格的則按照市場價格，市場價格應通過公開招標﹑比價

以及雙方公平協商，按照一般商業條款定訂。同時，價格不可超過獨立第三方向本集團提供相

同類別節能環保工程及服務的價格；有關廢棄物之價格則不可低於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銷售相

同類別廢棄物的價格。 

 

按照現行的定價標準，除了節能環保工程及服務內的燒結餘熱發電服務以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

最新所定的國家價格定價外，節能環保補充協議項下的交易以市場價格為價格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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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   

 

有關節能環保工程及服務的付款須由本公司根據建設進度支付予安徽欣創，並經由本公司的管

理部門核實。有關出售鋼鐵生產的廢棄物的付款須由安徽欣創於每月底前預先支付下月的預計

銷售款予本公司。   

  

先決條件  

  

節能環保補充協議須取決於獨立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有關年度建

議金額上限。  

  

期限  

  

自將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中獲得獨立股東批准方為生效，並於 2018年 12月 31日屆滿。 

  

現行年度金額上限及實際交易金額 

 

在現行節能環保協議下，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之各年度的現行年度金額上限（不含稅）以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年 5 月 31 日首五個月止之各年度由安徽欣創向本集團提供的節能環保工程及服務的實際

交易金額(不含稅)如下:  

 

    人民幣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 

之年度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之年度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之年度 

截至 2018年 

5 月 31 日 

首 5 個月 

     

現行年度金額上限 658,500,000 639,500,000 619,500,000 不適用 

實際交易金額 597,743,000 567,360,000 不適用 291,763,900 

 

在現行節能環保協議下，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之各年度的現行年度金額上限（不含稅）以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年 5 月 31 日首五個月止之各年度由本集團向安徽欣創出售鋼鐵生產的廢棄物的實際交易

金額(不含稅)如下:  

 

    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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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 

之年度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之年度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之年度 

截至 2018年 

5 月 31 日 

首 5 個月 

     

現行年度金額上限 25,000,000 25,000,000 25,000,000 不適用 

實際交易金額 4,577,000 15,912,000 不適用 4,332,800 

 

年度建議金額上限   

  

在節能環保補充協議下，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之年度的年度建議金額上限（不含稅）如下：  

 

   人民幣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之年度 

    

由安徽欣創向本集團提供的節能環

保工程及服務的年度建議金額上限 

  837,000,000 

由本集團向安徽欣創出售鋼鐵生產

的廢棄物的年度建議金額上限 

  25,000,000 

合共   862,000,000 

2018年年度節能環保補充協議的年度建議金額上限乃參考下列各項後釐定：（i）有關節能環保

工程及服務及鋼鐵生產廢棄產品的國家指定價格及／或市場價格；（ii）本集團對節能環保工

程及服務的預計需求；（iii）安徽欣創於提供節能環保工程及服務的預計產能；及（iv）本集

團鋼鐵生產的廢棄物的預計產量及安徽欣創對此廢棄物的預計需求。  

 

 

節能環保補充協議的原因及好處  

  

鑑於中國政府對環保─尤其在鋼鐵行業─的嚴謹要求，採用安徽欣創提供的建設和服務將有利於

本公司就近使用安徽欣創先進的節能環保的硬件配套設施，並專注於鋼鐵生產的主業營運及業

務。節能環保補充協議的條款與定價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體的利益。 

 

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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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於 2015年 9月 10日，本公司與母公司訂立現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同意在 2016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繼續由本集團向母公司集團銷售或提供服務與產品，以及由母公司集團向本

集團銷售或提供服務、產品與建築工程。 

 

受人工費及材料費增加導致成本上漲的影響，現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上限不能滿足預期，本公

司與母公司簽訂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擬將 2018年年度的服務與產品年度金額上限由人民幣

4,954,414,100 元，調增人民幣 1,447,421,000 元，調整後 2018 年年度上限為人民幣

6,401,835,100元。現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的所有現有主要條款及條件均維持不變。 

 

本公司確認，截至本公告日，現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項下的交易金額均未超越現有年度上限。 

 

日期 

 

2018年 8月 15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及 

(2) 母公司 

  

主旨 

 

(1) 本公司經自身及本集團同意向母公司集團銷售或提供以下服務與產品： 

(i)   水、電和氣； 

(ii) 產成品及相關商品；及 

(iii) 服務。 

 

(2) 母公司經自身及母公司集團同意，向本集團銷售或提供以下服務、產品與建築工程： 

(i)   備品﹑備件及相關商品； 

(ii)         基建技改工程服務；及 

(iii) 水陸運輸及相關服務。 

 

雙方同意按公平原則，採取恰當﹑合理及公允的計價方法訂立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項下的

交易。由本集團向母公司集團提供之服務與產品的交易條款（包括但不限於價格及付款），不

得優於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銷售或提供類似服務與產品的交易條款；由母公司集團向本集團

提供之服務、產品與建築工程的交易條款（包括但不限於價格及付款）不得遜於獨立第三方

向本集團銷售或提供類似服務、產品與建築工程之交易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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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實施期限內，本公司有權決定是否自行與任何獨立第三方達成持續關

聯交易補充協議項下的交易。 

 

定價 

 

有國家價格的按照國家價格訂價，沒有國家價格的則按照市場價格，市場價格應通過公開招

標﹑比價以及雙方公平協商，按照一般商業條款定訂。 

 

同時，本集團向母公司集團銷售或提供之服務與產品之價格，不可低於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銷

售相同類別服務與產品的價格；由母公司集團向本集團銷售或提供之服務、產品與建築工程之

價格，不可超過獨立第三方向本集團提供相同類別服務、產品與建築工程的價格。 

 

按照現行的定價標準，除了由本集團向母公司集團提供之電以國家發展改革委員 最新所定的國

家價格以及生活水和工業淨水以中國馬鞍山市人民政府 最新所定的國家價格定價外，持續關聯

交易補充協議項下其他的交易均以市場價格為價格基準。 

 

付款 

 

有關服務與產品下的水﹑電和氣的付款，須由母公司按月於每月月初把上月的銷售款支付予本

公司。產成品及相關商品下的鋼材﹑鋼錠及氧化鐵皮的付款，須由母公司按月於每月月末預先

把下月的預計銷售款支付予本公司；輔料﹑材料及其他商品的付款，須由母公司按月支付上月

的銷售款予本公司。至於服務下的鋼坯加工﹑計量服務、檢測服務及相關服務的付款，須由母

公司按月向本公司支付上月的銷售款。 

 

有關服務﹑產品與建築工程下的備品﹑備件及相關商品，在本公司在接收有關備品﹑備件及相

關商品並驗明品質無誤後，本公司須於 30 個工作天內支付有關備品﹑備件及相關商品的貨

款。基建技改工程服務的付款，須由本公司根據工程進度並經本公司的管理部門確認後，於 30

個工作天內支付母公司。水陸運輸及相關服務的付款，須由本公司在驗明品質無誤後，按照服

務進度確定支付金額，於 30個工作天內支付母公司。 

 

先決條件 

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的生效的先決條件必須由獨立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批准持續關聯交易

補充協議，及有關年度建議金額上限。 

 

期限 

 

自將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中獲得獨立股東批准方為生效，並於 2018年 12月 31日屆滿。 

 

現行年度金額上限及實際交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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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下，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之各年度服務與產品的現行年度金額上限(不含稅)以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8 年 5 月 31 日首五個月止之各年度服務與產品的實際交易金額（不含稅）分

列如下： 

 

     人民幣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 

之年度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之年度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之年度 

截至 2018年 

5 月 31 日 

首 5 個月 

      

1. 水、電

和氣 

現行年度金額上限 141,019,800 142,837,800 142,665,800 不適用 

實際交易金額 80,231,300 90,800,700 不適用 39,508,800 

      

2. 產成品

及相關

商品 

現行年度金額上限 570,688,000 570,688,000 570,688,000 不適用 

實際交易金額 154,715,800 372,982,100 不適用 253,682,400 

      

3. 服務 
現行年度金額上限 9,340,400 8,334,000 7,342,400 不適用 

實際交易金額 3,065,400 360,000 不適用 540,000 

 

在現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下，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2017年 12月 31日及 2018年 12月 31

日止之各年度服務、產品與建築工程的現行年度金額上限（不含稅）以及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2017年 12月 31日及 2018年 5月 31日首五個月止之各年度服務、產品與建築工程的

實際交易金額(不含稅)分列如下： 

 

     人民幣 

 

  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 

之年度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 

之年度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之年度 

截至 2018年 

5 月 31 日 

首 5 個月 

      

1. 備品﹑備件

及相關商品 

現行年度金額上限 1,460,810,000 1,470,170,000 1,475,170,000 不適用 

實際交易金額 1,075,434,500 1,419,553,600 不適用 985,574,000 

      

2. 基建技改工

程服務 

現行年度金額上限 730,000,000 730,000,000 730,000,000 不適用 

實際交易金額 422,916,600 669,481,500 不適用 283,099,000 

      

3. 水陸運輸及

相關服務 

現行年度金額上限 1,934,869,700 2,001,808,000 2,028,547,900 不適用 

實際交易金額 902,244,200 1,854,430,700 不適用 880,73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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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建議金額上限 

 

在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下，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之年度，本集團根據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

議向母公司集團提供之服務與商品的年度建議金額上限（不含稅）分列如下：  

 

   人民幣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之年度 

    

1. 水、電和氣的年度建議金額上限   160,000,000 

2. 產成品及相關商品的年度建議金

額上限 

  707,403,800 

3. 服務的年度建議金額上限   19,569,000 

合共   886,972,800 

 

在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下，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之年度，母公司集團根據持續關聯交易補

充協議向本集團提供之服務﹑產品與建築工程的年度建議金額上限（不含稅）分列如下： 

 

   人民幣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之年度 

    

1. 備品﹑備件及相關商品的年度建

議金額上限 

  1,666,945,500 

2. 基建技改工程服務的年度建議金

額上限 

  1,350,000,000 

3. 水陸運輸及相關服務的年度建議

金額上限 

  2,497,916,800 

合共   5,514,862,300 

 

2018 年年度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的年度建議金額上限乃參照（i）歷史交易金額；（ii）持續

關連交易的國家價格或市場價格；（iii）本集團預計向母公司集團提供服務與產品的能力和本集

團預計為滿足其生產計劃對母公司集團之服務、產品與建築工程所產生的需求；及（iv） 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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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集團預計對本集團之服務與產品的需求和母公司集團預計向本集團提供服務、產品與建築工

程的能力。 

 

 

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的原因及好處 

 

從母公司集團獲得可靠並具有獨特技能的服務、產品與建築工程，以確保本集團能夠穩定並持

續地開展生產及符合本集團的利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的條款與定價公平合理，符合本公

司及其股東整體的利益。 

 

有關本公司、母公司及安徽欣創的資料  

  

本公司為中國最大的鋼鐵生產商及銷售商之一，主要從事鋼鐵產品的生產和銷售。  

  

母公司為全資國有有限責任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主要從事礦產品開採及篩選、建設、建

築材料生產、貿易、倉儲及物業管理，以及農業和林業。  

  

安徽欣創主要從事節能環保工程與運營、工業水處理與運營、節能環保裝備製造、合同能源管

理、環境監測以及固廢資源綜合利用。   

  

協議的內部管理 

 

為了確保協議項下的交易定價有效地執行與實施，本公司設有<<關聯交易內部控制管理辦法>>

以規管有關關連交易的定價管理。 

 

董事會批准 

 

通過 2018 年 8 月 15 日召開的第九屆董事會第十次會議，董事會批准了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

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 

 

於 2018 年 8 月 15 日出席有關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董事會會議的董事認

為，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及其年度建議金額上限已按公平基準及根據一

般商業條款磋商，彼等協議下之條款及年度建議金額上限乃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

整體利益，以及該等協議乃於本集團之日常及慣常業務過程內訂立。 

 

在出席上述董事會會議的董事之中，丁毅先生、錢海帆先生和任天寶先生由於受僱於母公司因

此被認為擁有重大利益，須就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及年度建議金額上限

之相關董事會決議放棄其投票權。除上文披露之外，出席上述董事會會議的董事均無在節能環

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中擁有重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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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截至本公告之日，母公司持有本公司股本約 45.54%的權益，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及關連人士。

於本公告日期，安徽欣創是由母公司控制的公司，本公司亦持有安徽欣創 16.34%之股本。安徽

欣創作為母公司的聯營公司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

項下之交易構成了上市規則第 14A 章的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以按年基礎計算，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的年度建議

金額上限之適用百分比率預期將高於 5%，有關持續關連交易及年度建議金額上限須遵守上市

規則第 14A 章的申報、公告、年度審核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一般情況  

  

本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以考慮及酌情批准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及據

此擬進行的交易（包括各自之年度建議金額上限）。根據上市規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進行的

獨立股東投票以批准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包括各

自之年度建議金額上限）將以按股數方式表決進行。於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擁有重大利益

之任何股東及其聯繫人士將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因此，母公司及其聯繫人士將於臨時

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投票結果將於臨時股東大會後公佈。  

  

獨立董事委員會將會（其中包括）考慮根據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及據此

擬進行的交易（包括各自之年度建議金額上限）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的條款及向獨立股東提供

意見。新百利融資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就此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

意見。  

  

一份載有（i）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詳情的通函包括有關年度建議金額上

限，（ii）獨立董事委員會給予獨立股東的函件，（iii）獨立財務顧問對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

東的意見函件就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的有關條款和有關年度建議金額上

限，（iv）以及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之通知，將於 2018年 9 月 5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釋義 

 

本公告內，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棄權董事」  指 丁毅先生、錢海帆先生和任天寶先生，就協議之相關董事

會決議放棄其作為董事的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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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 指 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 

「安徽欣創」  指 安徽欣創節能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聯繫人士」  指 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臨時股東大會」  指 本公司為批准其中包括節能環保補充協議﹑持續關聯交易

補充協議﹑協議項下之交易及有關年度建議金額上限等而

將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 

「節能環保工程及服

務」 

指 根據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將由安徽欣創向本集團提供的環保

工程﹑檢修服務﹑採購備件及除塵布袋﹑除塵袋籠﹑合同

能源服務﹑環保設施托管運營﹑燒結餘熱發電服務及水質

托管運營等 

 

「現行年度金額上限」 指 在現行節能環保協議下，由 2016年 1月 1日起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之期間，及在現行持續關連交易協議，由

2016年 1月 1日起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之期間所涉及交

易相關的最高累計年度金額 

 

「現行持續關連交易協

議」  

指 本公司與母公司之間於 2015年 9月 10日訂立的持續關連

交易協議 

「現行節能環保協議」 指 本公司與安徽欣創公司於 2015 年 9 月 10 日訂立之節能環

保協議  

「產成品及相關商品」  指 根據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將由本集團銷售給母公司集團

的產成品及相關商品，包括銷售鋼材﹑鋼錠﹑連鑄坯﹑輔

料﹑材料（電纜、工具等）﹑氧化鐵紅及氧化鐵皮及其他商

品（勞保、辦公用品等）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由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董事委員會，將會（其中包

括）考慮節能環保補充協議﹑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及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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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包括年度建議金額上限）並向獨立

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財務顧問」  指 新百利融資有限公司是從事第一類（證券交易）及第六類

（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證券及期貨條例規管活動的持

牌公司。新百利融資有限公司，作為獨立財務顧問，就節

能環保補充協議﹑持續關連交易補充協議項下之交易及各

年度的年度建議金額上限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

供意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指 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獨立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母公司及其聯繫人士除外）  

「基建技改工程服務」  指 將由母公司集團根據「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向本集團

提供的基建技術改造工程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

議」 

指 本公司與母公司之間於 2018年 8月 15日訂立的持續關連

交易補充協議 

 

「節能環保補充協議」      指 本公司與安徽欣創公司於 2018 年 8月 15 日訂立之節能環

保補充協議 

「母公司」  指 馬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為一家國有獨資公司。公司前

身為馬鞍山馬鋼總公司，於 1998 年 9 月獲政府批准改制成

為馬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母公司集團」  指 母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和關連公司（不包括本集團）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年度建議金額上限」  指 於 2018年年度，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及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

議所涉及交易相關的最高累計年度金額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服務」 指 根據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將由本集團向母公司集團提供

的服務，包括委託鋼坯加工﹑計量服務及相關服務（鐵路

運輸、檢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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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產品」 

 

指 根據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將由本集團向母公司集團銷售

或提供的水、電和氣、產成品及相關商品與服務 

「服務、產品與建築工

程」  

指 根據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將由母公司集團向本集團銷售

或提供的備品﹑備件及相關商品、基建技改工程服務與水

陸運輸及相關服務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章)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備品﹑備件及相關商

品」  

指 根據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將由母公司集團向本集團銷售

的備品﹑備件及相關商品，包括採購耐火材料﹑購買備件

及成套設備﹑採購非標準備件﹑回收廢鋼及採購相關商品

（焦炭、生鐵、煤炭等）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廢棄物」 指 根據節能環保補充協議將由本集團向安徽欣創出售鋼鐵生

產的廢棄物 

 

「水陸運輸及相關服

務」  

指 根據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將由母公司集團向本集團提供

的水陸運輸及相關服務，包括保證生產的運輸﹑公路運

輸﹑水路運輸﹑接受港口綜合服務（含貨物裝卸、存儲、

塊礦篩分、中轉短倒、過磅、取送等綜合服務）﹑接受設備

（設施）維修保產服務﹑設備大、中型修理﹑接受電氣、

電機、變壓器工程及檢修服務﹑自動化、資訊化運維服務

及改造﹑接受吊裝物流服務﹑委託代理進出口及相關服務

（汽車修理、監測、診斷服務等） 

 

「水、電和氣」  指 根據持續關聯交易補充協議將由本集團向母公司集團銷售

的水、電和氣，包括電﹑生活水﹑工業淨水﹑高爐煤氣﹑

焦爐煤氣﹑轉爐煤氣﹑蒸汽﹑壓縮空氣及其他氣體 

 

                                                                                                                     承董事會命 

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何紅雲                                                                                                        

             公司秘書 

 

 

2018年 8月 15日 

中國安徽省馬鞍山市 

 



15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   

執行董事：丁毅、錢海帆、張文洋  

非執行董事：任天寶  

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春霞、朱少芳、王先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