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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關於子公司簽訂特許經營協議

茲提述上海大眾公用事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2016年11月23日的上市
文件（「上市文件」）。按上市文件「概要」章節及「業務－我們的公用事業服務業務－管道
燃氣供應業務－缺乏特許經營協議的情況下在南通地區運營」章節，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
司以政府主管部門發出的燃氣經營許可證在中國江蘇省南通地區運營管道燃氣供應業
務，但無任何特許經營權及訂立任何特許經營協議，主要因政府主管部門當時仍在制定
規管程序並將據此授予特許經營權。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為進一步明確雙方權利義
務，為特許經營權範圍內的所有燃氣用戶和潛在用戶提供經濟、安全、穩定、高效、便
捷、優質的和有利於環境保護和燃氣事業發展的管道燃氣供應及其相關服務，江蘇省南
通市城鄉建設局與本公司下屬子公司南通大眾燃氣有限公司（「南通大眾）」於2018年12月
24日補充簽訂《南通市市區管道燃氣特許經營協議》（「協議」）。以下為協議主要條款及協
議有關的事宜。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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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議概述

2003年11月12日南通市人民政府專題會議紀要第81號文件第二條第3款明確規定南
通大眾燃氣有限公司的「合資期限：50年」，並在第四條中明確：「會議同意建設局
與有關部門會商提出的政策支持事項，主要有：授予合資公司在市區內獨家建設和
經營管道燃氣的特許經營權，期限20年」。為進一步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為特許經
營權範圍內的所有燃氣用戶和潛在用戶提供經濟、安全、穩定、高效、便捷、優質
的和有利於環境保護和燃氣事業發展的管道燃氣供應及其相關服務，南通市城鄉建
設局與南通大眾於2018年12月24日補充簽訂《南通市市區管道燃氣特許經營協議》。

二、協議和當事人情況

（一）協議當事人情況

1. 協議雙方分別為：

甲方：南通市城鄉建設局，是中國江蘇省南通市人民政府授權的南通市
城市管道燃氣特許經營權授權單位。法定地址：江蘇省南通市工農南路
150號政務中心，法定代表人：王開亮，職務：局長。

乙方：南通大眾燃氣有限公司，是南通市市區管道燃氣特許經營權的唯
一被授權單位。法定地址：南通市工農北路59號，法定代表人：莊建
浩，職務：董事長。

– 2 –



2. 協議情況

《南通市市區管道燃氣特許經營協議》中甲方授予乙方的特許經營權，指
在特許經營權期限內獨家在特許經營區域範圍內投資、建設、運營、維
護、更新、改造城市燃氣設施、以管道輸送形式向用戶供應燃氣，提供
相關管道燃氣設施的搶修搶險業務等並收取費用的權利。

（二）南通市城鄉建設局與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間不存在關聯關係、產權、業
務、資產、債權債務、人員等方面的其它關係。南通市城鄉建設局為本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的獨立第三方。

三、協議主要條款

（一）特許經營權的授予

1. 在乙方同意接受本協議全部條款並遵守本協議規定義務的前提下，甲方
代表南通市人民政府授予乙方南通市市區管道燃氣特許經營權。

甲方按本協議授予乙方的特許經營權具有獨佔性和排他性，甲方保證在
同一區域範圍內不再把管道燃氣的特許經營權授予除乙方之外的其它單
位或企業，除非乙方未能履行本協議下乙方的保證事項、責任和義務。

本協議簽署後二十日內，甲方向乙方發放特許經營授權書，並報省住建
廳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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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許經營權期限：除非根據本協議的規定被提前終止，根據2003年11月
12日南通市人民政府專題會議紀要第81號文件精神，甲方首次授予乙方
特許經營權的有效期限為二十年，自2004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
止。

3. 特許經營權地域範圍

(1) 本協議之特許經營權行使地域範圍為南通市區（是指除通州區、通州
灣示範區外的南通市市區行政區劃範圍）。

(2) 因市區行政區劃調整，需要變更特許經營權地域範圍的，必須經
甲、乙雙方協商一致並修改本協議有關條款（簽訂特許經營權地域範
圍調整補充協議），乙方不得擅自變更特許經營權地域範圍。

4. 特許經營業務範圍：在特許經營權業務範圍內，投資、建設、運營、維
護、更新、改造燃氣設施、經營管道燃氣並以管道輸送形式獨家向用戶
輸配、銷售管道燃氣；提供相關燃氣設施的搶修搶險業務和用戶燃氣設
施的維修、收費、服務與管理等。

5. 特許經營權使用費：甲方從2013年開始（2012年前乙方享受財政補助）每
年向乙方收取特許經營權使用費人民幣伍拾萬元整，2013年至2017年間
的特許經營費用貳佰伍拾萬元整從2018年開始分5年收取，即每年補收伍
拾萬元整。乙方應在每年12月份之前繳納到指定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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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許經營權轉讓、出租和質押：在特許經營期間，除非甲乙雙方另有約
定，乙方不得將特許經營權及相關收益轉讓、出租和質押給第三方。

7. 特許經營權的取消乙方在特許經營期間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甲方可以終
止特許經營協議，取消其特許經營權，並實施臨時接管。(1)擅自轉讓、
出租特許經營權；(2)擅自將所經營的財產進行處置或者抵押的。

8. 特許經營履約擔保

簽訂協議後15日內，乙方應向甲方提供銀行出具的不可撤銷的、獨立於
本協議的有效的履約保函，履約保函要確保在特許經營權期限內處於接
續狀態，乙方應在保函到期前一個月內辦理接續手續，以保證乙方履行
本協議有關義務。

履約保函金額為人民幣300萬元。如果乙方沒有遵守本協議約定的義務，
並且乙方在收到甲方指出其未遵守的書面通知後30日內未予以糾正，甲
方有權按違約責任相應規定提取履約保函下的款項。

如果甲方在特許經營期間提取履約保函項下的款項，乙方必須在提取後
15個工作日內將履約保函的數額恢復到人民幣300萬元，並向甲方提供履
約保函已恢復至該數額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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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燃氣設施的建設、維護和更新

1. 燃氣設施建設

在本協議規定的區域範圍內，乙方應根據城市規劃和燃氣專業規劃的要
求，承擔城市燃氣管道和設施的投資建設，並可按市政府相關規定向用
戶收取費用。

2. 燃氣設施建設用地

特許經營期間，甲方應按規劃為乙方預留燃氣設施建設用地。乙方投資
建設的燃氣設施，所占土地為公用事業用地的，乙方按照城市基礎設施
用地交納有關稅費，依法依規享受政府對該燃氣項目給予的稅費優惠政
策。未經審批，乙方不得變更該土地用途性質，也不得將該土地使用權
轉讓和抵押。

3. 燃氣設施運行、維修及更新

特許經營期間，乙方應按照國家標準和地方標準以及相關規定進行燃氣
設施運行、維修及更新。

（三）供氣安全

甲乙雙方須嚴格遵守國家和地方有關安全的法律、法規、規章及規範性文件，
乙方承諾燃氣供應、運行、質量、安全、服務符合國家、行業和地方相關標
準，依法對特許經營區域內的管道燃氣供氣安全、公共安全和安全使用宣傳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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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供氣能力、質量和服務標準

乙方應採取必要措施保證特許經營的區域內的燃氣需求。乙方所供應的燃氣應
符合GB 50494、GB 50028和GB/T 13611的規定並符合相應燃氣種類標準。乙
方應當根據用戶的實際需要向用戶提供業務熱線、用戶維修服務網點、營業接
待、定期抄表、設施安裝檢修等綜合服務，並確保能夠達到相關規定的標準要
求。

（五）燃氣價格及相關費用

1. 燃氣的價格

(1) 燃氣的價格由成本、稅費和利潤組成，市政府對燃氣價格依法實行
監管。

(2) 乙方居民管道燃氣銷售價格執行物價主管部門批准或備案的銷售價
格，並向服務範圍內的用戶收取費用。

(3) 乙方對用戶管理維護責任範圍內的燃氣設施改造、維修等其他有償
服務按照物價主管部門備案的價格收費。

(4) 乙方與大用戶在物價主管部門批准的價格範圍內自行協商供氣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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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燃氣價款的結算

燃氣價款的計算可按每立方米的單價乘以用氣量計算。燃氣價款的結算
方式可實行週期抄表並結算燃氣價款。

3. 燃氣價格的調整

燃氣價格實行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實行政府指導價的，乙方可以在
政府授權的定價範圍內進行相應調整，並將調整標準、對象和時限及時
向物價部門和監管部門備案。

4. 價格調整的程序

因非乙方原因造成的經營成本發生重大變動時，乙方可向甲方提出城市
管道燃氣收費標準調整申請，乙方在調價申請中應說明調整價格的理
由，並且按有關規定提供必要的資料。甲方核實後應向市物價等有關部
門提出調整意見，市物價等有關部門可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
以及有關燃氣價格政策的規定提出新的定價標準、或調價方案。在新收
費標準核准後，乙方方可執行新收費標準。

5. 燃氣設施建設安裝費

燃氣設施建設安裝費用執行物價主管部門批准的標準。

– 8 –



四、協議履行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本協議的簽訂對南通大眾經營區域和業務範圍做了進一步明確，確定了南通大眾在
南通市區獨家從事管道燃氣業務的經營權利和資格，促進公司做優、做強燃氣核心
產業，符合公司發展戰略，將對大眾公用的經營有促進作用。

五、協議履行的風險分析

本協議約定了南通市城鄉建設局與南通大眾雙方的權利、責任及特許經營權的終止
條款，對燃氣設施的建設、維護和更新、供氣安全、質量和服務標準等方面有明確
的要求。未來如果南通大眾不能持續滿足相關要求，將可能導致特許經營權被終止
或取消，從而導致南通大眾經營受到不利影響。南通大眾將保障燃氣供應以及燃氣
設施建設和相關維護工作的質量，以使協議順利履行。敬請廣大投資者謹慎決策，
防範投資風險。

承董事會命
上海大眾公用事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
楊國平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18年12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楊國平先生、梁嘉瑋先生、俞敏女士、莊建浩先生及
楊衛標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陳永堅先生、李松華先生及張葉生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王開國先生、姚祖輝先生、鄒小磊先生、王鴻祥先生及劉正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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