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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EPC協議

EPC協議

於 2023年 3月 17日，協鑫新能源非洲（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杭州福斯達及
浙江工程訂立EPC協議。據此，杭州福斯達及浙江工程（作為聯合承包人）將向協鑫
新能源非洲（作為發包人）提供EPC服務，以建設天然氣液化廠，代價約為 15,030,000

美元（含稅）。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EPC協議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訂立EPC協議構成本公司之
一項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緒言

於 2023年 3月 17日，協鑫新能源非洲（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杭州福斯達及浙
江工程訂立EPC協議。據此，杭州福斯達及浙江工程（作為聯合承包人）將向協鑫新能
源非洲（作為發包人）提供EPC服務，以建設天然氣液化廠，代價約為 15,030,000美元
（含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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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C協議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EPC協議

日期

2023年 3月 17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i) 協鑫新能源非洲（作為發包人）；

(ii) 杭州福斯達（作為主承包人及聯合承包人）；及

(iii) 浙江工程（作為聯合承包人）。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盡悉及確信，該等承包人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標的事宜

根據EPC協議，該等承包人同意作為承包人向協鑫新能源非洲提供EPC服務，以建設
天然氣液化廠，並符合其合法營運所需的所有手續及工程建設。

EPC服務包括（其中包括）設計、設備、設施及材料採購、建築工程、設備安裝、調
試、性能評估、竣工驗收、測試、項目管理、技術服務以及提供與天然氣液化生產有
關的其他設施。

該等承包人應根據EPC協議的條款負責提供完成天然氣液化廠建設所需的技術、勞
工、設備、材料、機器、工具、測試及檢驗，並修復天然氣液化廠建設在 24個月質保
期內的任何故障及缺陷。

建設期

天然氣液化廠預期將於協鑫新能源非洲根據EPC協議條款作出預付款項之日後 330個
曆日內竣工，並須達到調試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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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及付款條款

EPC協議的代價為 15,030,000美元（含稅），其中包括固定合約價 12,030,000美元及土
木工程付款 3,000,000美元。該代價包括購買設備及材料約 9,350,000美元、建築工程約
4,250,000美元，以及設計、項目管理、運輸及清關及其他費用約 1,430,000美元，該等
款項將按以下方式結算：

(i ) 預付款項

EPC協議項下固定合約價的 20%（金額為 2,406,000美元）須於訂立EPC協議及協鑫
新能源非洲通知該等承包人提交與預付款款項相等的銀行保函（並經協鑫新能源非
洲審核接納）後 15日內支付予杭州福斯達及浙江工程作為預付款項。

(ii ) 進度付款

EPC協議項下固定合約價的 20%（金額為 2,406,000美元）應作為設備採購費在達成
下列條件後支付予該等承包人，包括 (i)通過初始設計審查及簽署主要設備採購合
約；(ii)解除預付款項擔保；及 (iii)由該等承包人提交總代價金額 10%的履約擔保。

EPC協議項下固定合約價的 30%（金額為 3,609,000美元）應作為設備交付付款在所
有撬裝設備滿足交付條件後支付予該等承包人。

EPC協議項下固定合約價的 20%（金額為 2,406,000美元）應作為項目付款在所有設
備安裝完畢並經協鑫新能源非洲驗收達到調試條件後支付予該等承包人。

(iii ) 驗收付款

EPC協議項下固定合約價的剩餘金額（金額為 1,203,000美元）應在達成下列條件後
根據竣工結算審計結果支付予該等承包人，包括 (i)由協鑫新能源非洲簽發性能評
估證書；(ii)項目竣工及驗收；(iii)項目完成移交；(iv)由協鑫新能源非洲審查及確
認竣工結算資料；及 (v)提供由協鑫新能源非洲認可的一間銀行簽發的質量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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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 質量保證金

EPC協議毋需質量保證金。於 24個月質保期後，協鑫新能源非洲應免除質量擔
保，前提是 (i)不存在有關本項目的質量問題；(ii)性能及能耗指標正常；及 (iii)項
目運行正常穩定。

(v ) 土木工程款項

土木工程款項應根據該等承包人與施工分包商簽訂的合約條款支付，並應於協鑫新
能源非洲批准施工質量及進度後 14天內支付予該等承包人。

釐定代價之基準

EPC協議的代價乃由訂約方經公平磋商後通過競標選擇程序釐定。具體而言，本公司
已於選擇時考慮以下因素：(i)候選承包人承接類似規模項目的往績記錄；(ii)候選承包
人的營運規模、人力、財務表現、專業技術知識及專業資質；及 (iii)候選承包人提交的
報價及提供類似服務的現行市價。

訂立EPC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由於全球液化天然氣的供應可能無法滿足未來全球對於液化天然氣的強勁需求，近年
來液化天然氣的價格一直走高。最近，歐洲議會投票允許天然氣納入歐盟環境可持續
經濟活動的清單中。預期將天然氣列入綠色能源類別將使天然氣得以在更廣泛的領域
應用，並將會促進對天然氣生產的投資。因此，本集團認為其開發液化天然氣業務將
可拓寬本集團在能源行業的收益來源，從而提高對股東的回報。

本集團須委聘承包人提供EPC服務以建設、開發及維護其液化天然氣項目。該等承包
人均乃資深的EPC承包人，並在建設及開發液化天然氣項目上有豐富經驗。本集團認
為該等承包人能夠提供優質服務，符合國際設計準則及規範，滿足安全、環境保護及
經濟營運的要求，且達致本集團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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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EPC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乃於本集團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進行，且有關
交易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有關EPC協議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為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本集團主要從事電力銷售、光伏電站的開發、建設、運營及管理。

協鑫新能源非洲

協鑫新能源非洲為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間接全資擁
有的附屬公司。其主要從事投資控股。

杭州福斯達

杭州福斯達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並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
603173）。杭州福斯達主要從事各類深冷技術工藝的開發及深冷裝備的設計、製造和銷
售，並為製造專業天然氣液化工廠、空氣分離設備、繞管式換熱器和低溫儲罐的製造
商。

浙江工程

浙江工程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浙江工程是集化工石化醫藥工程、建築行業
建築工程的規劃、諮詢、設計、項目管理，以及EPC服務為一體的高新技術企業。

根據目前公開可得資料，於本公告日期，

(i) 浙江工程由巨化集團有限公司（「巨化集團」）擁有 45%的權益、由北京三聯虹普新
合纖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並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
300384）的有限公司）擁有 39.5%的權益、由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
立並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600160）的有限公司）擁有 10%的權益，及
由杭州金聯自動化工程技術有限公司（「杭州金聯」）擁有 5.5%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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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巨化集團由中國浙江省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直接或間接擁有約 90%的
權益及由中國浙江省財政廳擁有約 10%的權益；及

(iii) 杭州金聯由金為良、徐英姿及金國良分別直接擁有 80%、10%及 10%的權益。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EPC協議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但低於 25%，訂立EPC協議構成本公司之一
項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之申報及公告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所載的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英屬處女群島」 指 英屬處女群島

「本公司」 指 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為 451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該等承包人」 指 杭州福斯達與浙江工程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EPC」 指 工程、採購及建設

「EPC協議」 指 協鑫新能源非洲與該等承包人於 2023年 3月 17日訂立
的EPC協議，內容有關天然氣液化廠建設

「協鑫新能源非洲」 指 協鑫新能源非洲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之有限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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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福斯達」 指 杭州福斯達深冷裝備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之
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液化天然氣」 指 液化天然氣

「天然氣液化廠」 指 天然氣液化廠位於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州Calub氣田，計
劃產量為 200,000 Nm3╱天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為十二分之一 (1/12)港元（相等
於 0.083

4

港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

「浙江工程」 指 浙江工程設計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之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GCL New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共山

香港，2023年 3月 1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朱共山先生（主席）、朱鈺峰先生、王東先生及胡晓艷女
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孫瑋女士、楊文忠先生及方建才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港衛先
生、王彥國先生、陳瑩博士及蔡憲和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