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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拟购买现金管理类非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在确保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运用自有闲置资

金投资银行发行的现金管理类非保本理财产品，投资金额不超过 5 亿元（含 5 亿），期限

365 天以内（含 365 天），预计年化收益率 3.2%-4.0%。具体议案如下： 

一、产品要素 

1、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2、资金投向：货币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基金、

剩余期限（或剩余回售期限）在 1 年以内债券等；债券，包括但不限于在交易所/银行间/

清算所上市交易的国债、高信用级别的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含私募债券）、可转换/可交

换债券、各类金融债、中央银行票据、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高信用等级的证券化产品

（包括资产支持证券、专项受益凭证、资产支持票据等）、债券分级基金优先级等；固定

收益类产品（非标债权），主要为信托公司发行的各类信托计划。 

3、投资金额：5 亿元以内（含 5 亿元） 

4、期限：365 天以内（含 365 天） 

5、预计年化收益率：3.2%-4.0% 

6、投资机构选择：此类产品风险水平及实际收益与产品发行人的风险防范能力和投

资管理能力密切相关，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拟根据理财发行银行一级资本和综合理财

能力排名，选择两项排名均处于行业前十的银行作为合作对象，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

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共 8 家银行。在

以上 8 家银行发行的现金管理类非保本理财产品中，选择收益率高的产品进行投资。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运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现金管理类非保本理财产品是在确保正常经营和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

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收益。 

三、风险防范措施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www.shaangu.com 4 

1、会计核算部资金会计按照公司《资金理财管理办法》，每季度分析和跟踪理财产

品投向情况，如评估发现理财资金投向与产品说明书不一致的情况或其他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如提前赎回等，以控制投资风险。 

2、选择不同的金融机构，分散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监察室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持续审计与监督。 

4、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购买现金管理类非保本理财产品的议

案》，该议案前期已经过充分的讨论研究，并采取了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在不影响正常

经营活动和充分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风险较低、现金管理

类非保本理财产品。该事项有利于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公司股东的利益，

同意《关于公司拟购买现金管理类非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五、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已经按照该规则第 9.2 条或者第 9.3 条

履行相关义务的委托理财，不再纳入相关的累计计算范围。截止 2016 年 12 月 13 日，公

司理财产品累计投资额 29.215 亿元。本次公司投资金额不超过 5 亿元（含 5 亿），购买现

金管理类非保本理财产品已经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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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拟投资建设陕鼓分布式能源智能综合利用 

研发示范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了践行智能制造和绿色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公司战略转型，构建分布式能源领域的

核心竞争能力，公司拟投资建设“陕鼓分布式能源智能综合利用研发示范项目”（以下简

称“研发示范项目”）。本项目将以公司园区为蓝本，实践及研发“陕鼓能源互联岛”一

体化方案，打造园区冷、热、电、风、水、废六合一综合系统，建成后将在市场、技术、

环境方面发挥重要的示范效应。现将研发示范项目情况汇报如下： 

一、项目概况 

研发示范项目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代王街办陕鼓路 18 号，总建筑面积 4679.55m
2，

其中，地下建筑面积 408.80 m
2，地上建筑面积 4270.75 m

2，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建筑高

度 12 米。本示范项目属于工业建筑，丁类厂房。 

研发示范项目从用户体验出发，利用互联网思维和系统思维，对接区域资源供给、排

放和区域需求，将能源消费本地化，将能源利用向资源利用转化，实现综合平衡，最终实

现园区的节能减排。 

研发示范项目总投资为 6887.46 万元，其中设备费 967.75 万元，建筑工程费 3144.98

万元，安装工程费 2082.22 万元，设计费 406.85 万元，不可预见费用 285.66 万元。资金来

源全部由企业筹措解决。 

表 1:建设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额 占投资比例 

1 建筑工程费 3144.98  45.66% 

2 设备购置费 967.75  14.05% 

3 安装工程费 2082.22  30.23% 

4 设计费 406.85 5.91% 

5 不可预见费 285.66 4.15% 

6 合计 6887.4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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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主体 

经公司管理层研究讨论，研发示范项目拟以陕鼓动力作为投资主体。本议案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向有关上级主管单位和部门履行项目的立

项申报等手续。 

三、项目建设内容 

为构建分布式能源领域的核心竞争能力，从用户体验出发，研发示范项目以互联网思

维，采取一体化方案，实现园区冷、热、电、风、水、废六合一综合系统。本项目预计 2017

年底建成。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供冷、供热：新建多热源联合供热系统（带冷调峰的垂直埋管土壤源+污水源+空

压机废热的水源热泵供冷供热系统 1800kW、蓄能装置（蓄热 14400kWh/蓄冷

6417kWh）、原有燃气热水锅炉（4200kW）、三联供余热利用系统）  

 局域微电网（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200kW（内燃机）、光伏 70kW、2*1600KVA 市

电）  

 污水处理及回用系统采用技术先进的 MBR 膜生物反应器，处理规模为 300t/d 

 固废处理：本期仅预留用地  

 压缩空气供应：搬迁原空压站设备（2*20m3/h、40m3/h、60m3/h 螺杆式空压机及

循环冷却设施）  

 配套智能控制系统一套、综合能源服务站建筑按绿色建筑二星标准建设  

 综合能源项目展示功能建设及相关生态工程建设 

四、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经济指标分析 

新建项目每年预估总成本费用为 756.17 万元，其中材料及能源消耗 271.73 万元，人

工成本 80 万元，维修费用 13.78 万元，折旧费用 339.72 万元，土地成本摊销 0.94 万元，

其他费用预估 50 万元。 

（二）示范效应分析 

1、市场示范效应 

数据显示，我国的单位 GDP 能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是欧美发达国家的 2.5 倍，节能

降耗空间巨大；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源消费需求也在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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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到 2030 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将提高 20%，

而分布式能源正是非化石能源的重要来源。分布式能源的利用和发展已成为落实国家能源

结构调整、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据初步预测，未来三到五年分布式能源市场总量将

超过 1 万亿元人民币。 

公司在“两个转变”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形成了能量转换设备制造、工业服务和能源

基础设施运营三大业务板块。通过不断技术研发、创新商业模式和服务理念，陕鼓在从单

一产品制造商向系统解决方案商和系统服务商转变的过程中，已在分布式能源领域积累了

众多技术和商务实力，已向工业流程领域及智慧城市提供多种定制化的分布式能源系统解

决方案，在能源梯级利用、余能综合利用及能源高效利用领域屡屡取得佳绩，并获得了国

内外专家的一致认可。 

研发示范项目结合太阳能利用、风能利用、燃料电池、天然气冷热多联供应用等技术，

在满足区域能源合理需求的前提下，采用互联网思维，因地制宜、量体裁衣，通过技术、

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水、冷、暖、电、气、固废处理等能源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综合定制化

解决方案。本项目致力于建设成为陕鼓能源互联岛示范工程，打造特色的企业文化示范基

地，提升公司品牌形象，为公司开拓分布式能源市场奠定基础。 

2、 技术示范效应 

研发示范项目设计理念先进，采用国际先进技术。能源岛设计采用国际先进、可靠、

安全、稳定的多种能源相结合的复合型能源系统设计方案，确保项目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管网系统采用可靠性强、稳定性高、节能性好、水利平衡性好的多源支状多级泵形式的能

源总线系统，进一步确保该项目运行的安全、可靠、稳定。污水处理系统设置在能源站附

近的地下空间，采用速分生物处理技术为本建设项目的处理工艺，实施模块化建设及运行，

实现土地集约和系统集成。光伏发电系统采用技术成熟可靠的单晶硅电池组件技术。智能

管理系统初步考虑采用业界通行的 Web Services 技术，用户可以在局域网及互联网上任何

地方对设备及能源进行监控和管理，技术安全稳定。  

研发示范项目致力于打造全球透平行业耗能最低、排放最少的首个园区能源、资源全

循环利用及管理能源中心，为公司开拓分布式能源领域市场积累系统技术研发的经验。  

3、环境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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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示范项目通过系统规划，实现各子系统间资源循环利用，最终实现土地集约、功

能集约、设备集约和运营集约的目的。 

相比于传统的分散式、各自为政的供给单元，本项目可提高系统整体效率。项目实施

后，较原功能系统相比，节约土地 3166m
2，年减少 CO2 排放 80%、年减少 SO2 排放 79%、

年减少 NOx 排放 80%。同时该绿色、智能能源系统实现清洁能源使用率 100%，可再生能

源贡献率 40.67%，工业余热利用率 33.4%，中水回用率 100%。 

五、风险分析 

（一）项目建设拖期风险 

受项目审批，工程施工等因素影响，项目建设存在不能按期完工的风险。可加大督促

协调力度，按照施工程序要求，科学组织施工，按期完成，并确保工程质量。 

（二）项目示范效应不达预期的风险 

研发示范项目整体设计理念先进，但受项目规模、园区能源供应及需求现状的制约，

项目示范效应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可通过加大宣传力度、流程技术优化升级、加快推进

实体项目落地等措施来降低相应风险。 

六、结论及建议 

综上分析，研发示范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战略聚焦分布式能源发展战略，项目建成

后将为我公司在分布式能源领域的市场开拓、技术研发和储备、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重

要的示范效应，同时能够帮助公司临潼生产厂区实现节能减排。鉴于此，建议以陕鼓动

力为主体投资 6887.46 万元，建设研发示范项目。 

本议案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