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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75       证券简称：华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37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污泥和污水

处理建设项目 BOT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名称：《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污泥处理项目 BOT 协议》（以下

简称“污泥处理 BOT 协议”）和《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污水处理项

目 BOT 协议》（以下简称“污水处理 BOT 协议”）。 

 项目估算总投资：污泥处理项目估算投资额约 3.04 亿元，污水处理项目估算投

资额约 1.45 亿元，合计总投资额约 4.49 亿元。实际总投资以政府部门审计确定

的金额为准。 

 项目内容：污泥处理 BOT 项目规模 700t/d，其中一期规模 500t/d，二期规模 200t/d。

污水处理 BOT 项目负责接收并处理示范基地内所产生的渗滤液、生产生活废水，

日处理规模为 800m
3
/d。 

 特许经营期限：特许经营权经营期为 30 年（含建设期）。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污泥和污水处理 BOT 项目实施对公司 2018 年度经

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

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 

污泥和污水处理 BOT 项目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存在

政府部门审批进度不及预期、建设工期延误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可能存在服务

费收入波动和不能及时收取的风险；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以及协议履行

期限较长，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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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晋联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晋联”、“项目公司”）于近日与太原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局（以下简称“政府方”）签署了《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污泥处理项目

BOT 协议》和《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污水处理项目 BOT 协议》。山西

晋联作为项目公司负责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污泥和污水处理建设项目

及其配套工程的投资、建设、运营与维护工作。 

上述污泥和污水处理 BOT 项目由公司原控股股东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联环保”）和天津市裕川微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裕

川”）组建联合体投标并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中标。经 2016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的无

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投资评审委员会审核同意，最终由国联环保

及天津裕川于 2017 年 1 月合资设立项目公司负责上述污泥和污水处理项目的投资、

建设、运营与维护工作，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6,500 万元，国联环保现金出资 4,550

万元，持股 70%。 

鉴于公司于 2017 年 6 月实施完成吸收合并国联环保（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4 日公告的《华光股份关于吸收合并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项目公司山西晋联的 70%

股权及上述污泥和污水处理 BOT 项目的履约执行义务由华光股份承继。 

二、项目合同双方基本情况 

污泥及污水处理 BOT 协议的合同双方基本情况如下： 

（一）甲方（政府方）：太原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地址：太原市杏花岭区旱西关街 56 号 

法定代表人：段耀辉 

（二）乙方（社会资本方）：山西晋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李雄伟  

注册资本：6,500 万元 

成立时间：2017 年 1 月 16 日 

注册地址：太原高新区创业街 27 号 11 层 110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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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研发；污泥产品的技术研发及技术转让；污水污

泥处理处置（仅限设立分公司时使用）；水处理设备、机电设备、机械设备、五金产

品、污泥脱水添加剂（不含危险化学用品）的销售；污泥制品及土壤改良剂的生产

（仅限设立分公司时使用）；建设工程：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取

得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企业资质后，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占比%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4,550 70 

天津市裕川微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1,950 30 

合计 6,500 100 

 

    （三）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甲方

未与乙方及华光股份发生交易事项。 

（四）履约能力分析：甲方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五）公司与甲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污泥及污水处理 BOT 协议主要内容 

（一）污泥处理 BOT 协议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污泥处理 BOT 项目 

2、项目背景 

为推动太原市市政公用事业改革与发展，提高市政公用设施运营效率，太原市

人民政府授权批准市市容环卫局负责实施监管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污

泥和污水处理建设项目建设工作；太原市市容环卫局与公开招标方式选择的投资人

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太原市政府授权市市容环卫局授予项目公司项目经营权，同意

项目公司采用 BOT 方式展开本项目的相关投资、建设及运营工作，具体包括：投资、

建设、运营、维护和更新改造污泥处理处置项目，提供污泥处理处置服务并向太原

市市容环卫局收取补贴费，并在项目合作期满时将本项目设施无偿、完好地移交给

太原市市容环卫局或其指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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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概况 

（1）项目规模及建设内容 

污泥处理项目估算投资额约 3.04 亿元，实际总投资以政府部门审计确定的金额

为准。本建设项目规模 700t/d，其中一期规模 500t/d，二期规模 200t/d。 

（2）项目范围 

①甲方授予乙方项目公司在合作期限内在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拥

有独家的权利以完成本项目，即：  

（a） 设计、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并收取污泥处理处置补贴费； 

（b） 在项目合作期终止时，将项目设施的所有权、使用权一并无偿移交给太

原市市容环卫局或其指定的机构；  

（c） 自行解决上述事项的融资安排，并自行承担相应的费用和风险。  

②依照本协议的约定，项目公司应在项目合作期内自行承担费用、责任和风险，

负责项目设施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与维护，并于项目合作期期满时将项目设

施的所有权、使用权无偿完好移交给太原市市容环卫局或其指定的机构。  

③除发生因项目公司违约而导致本协议的提前终止（解除）事项外，项目公司

的项目经营权在整个项目合作期内始终持续有效。 

（3）结算方式及价格 

太原市市容环卫局从开始商业试运行日起每运营月向项目公司支付污泥处理处

置补贴费。 

自开始商业运行日起前十二个月，污泥处理处置价格暂按 274 元/吨的价格执行，

自进入商业运行日起的第十三个月，开始执行根据投资和运营成本审核确定的新的

污泥处理处置价格。 

（4）项目合作期限 

项目合作期应为自生效日起三十（30）年（含建设期），运营期自污泥处理处置

项目开始商业运行日起至项目合作期最后一日止的期间。  

（5）合作期限结束后的移交 

乙方将在合作期限结束后向甲方无偿、完好移交本项目的项目公司对项目设置

设施的所有权和所有权益，包括有形资产（设备、机器、装置、零配件以及各种设

计和管理、保险等文件）和无形资产（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所要求的所有技术和技

术诀窍）及项目场地与使用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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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生效日期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本协议即生效并具有法律效力。 

4、污泥处理 BOT 协议双方主要的声明与条件 

（1）甲方声明 

甲方在此向乙方声明并保证，在本合同生效日： 

1、已获得市政府批准签署本协议；  

2、本协议项下的污泥处理处置价格及调价公式已获得市政府财政部门的批准；  

3、保证不因人事变动或政府换届而影响协议履行；  

4、如果甲方在本协议第 3.2 条款下所作的声明被证明在作出之时在实质方面不

属实，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2）乙方声明 

乙方在此向甲方声明并保证，在本合同生效日： 

1、乙方已经依据中国法律正式成立并注册，具有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融资文件

的法人资格和权利；  

2、乙方的注册资本金不低于项目总投资的 20%，金额为陆仟伍佰万元

（¥ 65,000,000）；  

3、乙方已经取得了与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有关的一切内部、外部的授权和许可，

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项目公司具有完全的法律约束力，签署和履行本协议的义务、

条款和条件不会导致项目公司违反适用法律的规定以及生效判决，或违反与第三方

签订的合同的条款、条件和承诺，也不会引致任何利益冲突；  

4、乙方已经为本协议的履行准备了足够的资金、人员和设备，将从财务、设备、

技术力量等一切可能与本协议的履行有关的方面确保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的履行；  

5、如果乙方在本协议第 3.1 条款下所作的声明被证明在作出之时在实质方面不

属实，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二）污水处理 BOT 协议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污水处理 BOT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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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背景 

为推动太原市市政公用事业改革与发展，提高市政公用设施运营效率，太原市

人民政府授权批准市市容环卫局负责实施监管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污

泥和污水处理建设项目（下称“本项目”）建设工作；太原市市容环卫局与公开招标

方式选择的投资人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太原市政府授权市市容环卫局授予项目公司

项目经营权，同意项目公司采用 BOT方式展开本项目的相关投资、建设及运营工作，

具体包括：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和更新改造污水处理处置项目，提供污水处理

处置服务并向太原市市容环卫局收取补贴费，并在项目合作期满时将本项目设施无

偿、完好地移交给太原市市容环卫局或其指定机构。  

3、项目概况 

（1）项目规模及建设内容 

污水处理项目估算投资额约 1.45 亿元，实际总投资以政府部门审计确定的金额

为准。本项目负责接收并处理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内所产生的渗滤液、

生产生活废水，日处理规模为 800m
3
/d。 

（2）项目范围 

①甲方授予乙方项目公司在合作期限内在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拥

有独家的权利以完成本项目，即：  

（a） 设计、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污水处理项目设施并收取污水处理 

服务费；  

（b） 在项目合作期终止时，将项目设施的所有权、使用权一并无偿移交给太

原市市容环卫局或其指定的机构；  

（c） 自行解决上述事项的融资安排，并自行承担相应的费用和风险。  

②依照本协议的约定，项目公司应在项目合作期内自行承担费用、责任和风险，

负责项目设施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与维护，并于项目合作期期满时将项目设

施的所有权、使用权无偿完好移交给太原市市容环卫局或其指定的机构。  

③除发生因项目公司违约而导致本协议的提前终止（解除）事项外，项目公司

的项目经营权在整个项目合作期内始终持续有效。 

（3）结算方式及价格 

太原市市容环卫局从开始商业试运行日起每运营月向项目公司支付污水处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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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费。 

自开始商业运行日起前十二个月，污水处理服务费暂按可用性服务费 846 万元/

年及单位处理水价 23.5 元/吨执行。自进入商业运行日起的第十三个月，开始执行根

据投资和运营成本审核确定的新的可用性服务费和单位处理水价。 

（4）项目合作期限 

项目合作期应为自生效日起三十（30）年（含建设期），运营期自污水处理厂开

始商业运行日起至项目合作期最后一日止的期间。 

（5）合作期限结束后的移交 

乙方将在合作期限结束后向甲方无偿、完好移交本项目的项目公司对项目设置

设施的所有权和所有权益，包括有形资产（设备、机器、装置、零配件以及各种设

计和管理、保险等文件）和无形资产（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所要求的所有技术和技

术诀窍）及项目场地与使用权等。 

（6）生效日期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本协议即生效并具有法律效力。 

4、污水处理 BOT 协议双方主要的声明与条件 

（1）甲方声明 

甲方在此向乙方声明并保证，在本合同生效日： 

1、已获得市政府批准签署本协议；  

2、本协议项下的污水处理处置价格及调价公式已获得市政府财政部门的批准；  

3、保证不因人事变动或政府换届而影响协议履行；  

4、如果甲方在本协议第 3.2 条款下所作的声明被证明在作出之时在实质方面不

属实，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2）乙方声明 

乙方在此向甲方声明并保证，在本合同生效日： 

1、乙方已经依据中国法律正式成立并注册，具有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融资文件

的法人资格和权利； 

2、乙方的注册资本金不低于项目总投资的 20%，金额为陆仟伍佰万元

（¥ 6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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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乙方已经取得了与签署和履行本协议有关的一切内部、外部的授权和许可，

本协议一经签署，即对项目公司具有完全的法律约束力，签署和履行本协议的义务、

条款和条件不会导致项目公司违反适用法律的规定以及生效判决，或违反与第三方

签订的合同的条款、条件和承诺，也不会引致任何利益冲突；  

4、乙方已经为本协议的履行准备了足够的资金、人员和设备，将从财务、设备、

技术力量等一切可能与本协议的履行有关的方面确保本协议项下各项义务的履行；  

5、如果乙方在本协议第 3.1 条款下所作的声明被证明在作出之时在实质方面不

属实，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 

四、协议签署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太原市循环经济环卫产业示范基地污泥和污水处理建设项目 BOT 协议的签

署，是公司业务从传统能源领域向市政环保领域转型的重要项目，有利于促进公司

市政环保领域的业务拓展，为公司在污泥及污水处理领域市场的开拓积累丰富的经

验，从而提高公司在环保行业的综合竞争实力。 

上述项目的实施对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公司未来业

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污泥和污水处理 BOT 项目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存在

政府部门审批进度不及预期、建设工期延误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可能存在服务

费收入波动和不能及时收取的风险；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以及协议履行

期限较长，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依据信息披露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应进展，

请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