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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9－124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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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中山市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程（五乡、大南联围流域）

EPC+O（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运营）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投资金额和比例：项目本项目采用“EPC+O”（勘察设计、采购、施工+

运营）模式建设。项目中标价为 469,968.92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含设备

购置费）约 375,672 万元，运营维护费约 83,040 万元，设计费约为 7,546 万

元，勘察费约为 3,711 万元。（最终以竣工结算审计报告确认的审计结算价为

准；以下除非特别注明，所称“元”均指人民币元）；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

洲坝”）、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市政院”）、

陕西工程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地勘院”）合资设立项目公

司 “中山首创葛洲坝生态环境治理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

商部门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中山首创”或“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

的勘察、设计、建设及运营维护等项目的管理协调工作，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暂定额，实际注册资本金额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由公司以自有

资金出资 51 万元，持股比例为 51%；葛洲坝以自有资金出资 48.98 万元，持

股比例为 48.98%；北京市政院、陕西勘察院分别出资 0.01 万元，分别持有

项目公司 0.01%的股权。 

 风险提示：水质考核不达标风险。 

 

一、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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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20 日，公司与葛洲坝、北京市政院、陕西地勘院组成联合体，

中标本项目，公司已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发布了临 2019-108 号公告。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中山市

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程（五乡、大南联围流域）EPC+O（勘察设计、采购、施工

+运营）（第 3 次）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EPC+O 模式实施本项目，项目中标价为

469,968.92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费（含设备购置费）约 375,672 万元，运营维护

费约 83,040万元，设计费约为 7,546万元，勘察费约为 3,711万元。公司将与葛

洲坝、北京市政院、陕西地勘院共同设立“中山首创葛洲坝生态环境治理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由其负责本项目勘察、设计、建设及运营维护等项目管理协调工作。

联合体内部职责分工：公司主要负责管理、运营维护和项目公司的运营管理等工

作；北京市政院负责项目的工程设计工作；葛洲坝负责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工作等；

陕西地勘院负责项目的勘察工作。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对本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截污工程（包括截污管网、分散式一体化处理工程）、

管道检测与修复工程、清淤工程、河涌养护工程、水务信息化建设工程、亲水滨

岸工程、水系循环及补水工程、生态修复工程、单座预处理系统、人工湿地处理

系统等内容。范围为东凤镇、阜沙镇、港口镇的中南村和下南村。 

本项目建安工程费（含设备购置费）约 375,672万元，运营维护费约 83,040

万元，设计费约为 7,546 万元，勘察费约为 3,711 万元。（最终以竣工结算审计

报告确认的审计结算价为准）。本项目合作期为 96 个月（其中项目建设期 36个

月，运营管理期 5年）。 

（二）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100 万元（暂定额，实际注册资本金额将根据实际情况调

整），各股东出资金额及持股比例如下：由公司自有资金出资 51 万元，持股比例

为 51%；葛洲坝以自有资金出资 48.98 万元，持股比例为 48.98%；北京市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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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勘察院分别出资 0.01 万元，分别持有项目公司 0.01%的股权。 

经营范围：污水及环境污染治理、水环境类项目的建设、运营；环保技术及

产品的开发；环保工程的设计、施工及运维；生态环境工程咨询服务；环保仪器

和设备的设计、生产及销售；环保化学药剂的生产及销售；建筑材料的研发、生

产及销售；给排水设备的设计、生产及销售；水处理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及其安装；

废水、废气、噪声治理；污泥处置；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污染治理及设施运营；

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及设施运营；物业管理；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

设计、施工及运维；防洪排涝设施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工程勘察设计；城市规

划设计；市政工程施工，工程管理。(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三、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中山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主任：李伟军；联系地址：广东省中

山市石岐区民生路 38 号民生办公区 9楼。 

（二）葛洲坝：法定代表人：陈晓华；成立日期：1997 年 5 月 21 日；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 558 号葛洲坝大酒店；经营范围：按国家核准的资质等级范围、

全过程或分项承包国内外、境内国际招标的水利水电、公路、铁路、市政公用、

港口与航道、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堤防、桥梁、隧道、机场、公路路基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园

林绿化工程、输电线路、机电设备制作安装和其他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及施工安

装,船舶制造修理,低压开关柜制造,电力工程施工；上述工程所需材料、设备的出

口；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的劳务人员；公路、铁路、水务、水电、城市公

用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分布式能源系统、储能、储热、制冷、发电机组、

三维数字设备、机电一体化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环保业

务；生产销售和出口水泥；建筑安装设备的购销和租赁；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

及工程的投资开发；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农林

牧渔产品、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金属结构、五金产品及电子产

品的销售；煤炭批发经营,金属结构压力容器制作安装,运输及旅游服务(限分支机

构持证经营)；普通货运(限分公司经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

可后方可经营)。控股股东：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2.34%。 

https://www.qichacha.com/firm_299cfede8f194575e60cc4dce988c1a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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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京市政院：成立时间：2013 年 11 月 8 日；注册资本：17,590.23 万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刘桂生；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32 号

3 号楼 ；经营范围：工程设计（工程设计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工程

勘察（勘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10 月 14 日）；工程测量（勘察许可证有效期

至 2019 年 10 月 14 日）；城乡规划编制（城乡规划编制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工程咨询（工程咨询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8 月 14 日）；工程造价咨询

（工程造价咨询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施工图

设计文件审查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项目管理（项目管理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8 月 14 日）；工程招标代理（工程招标代理证有效期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压力管道设计（特种设备设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9 月 27 日）对外承

包工程；主办《特种结构》期刊（期刊出版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水体环境评价；工程技术研究；技术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特种结构》杂志发布广告。（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控股股东：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四）陕西地勘院：成立时间：1993 年 4 月 5 日；注册资本：3,698 万元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刘咸斌；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含光路中段 19 号；

经营范围：综合类工程勘察(岩土工程勘察、设计、物探测试检测监测、水文地

质勘察,工程测量等)及咨询监理；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勘查、设计、施工；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环境工程施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

液体矿产勘查、固体矿产勘查、地球物理勘查；地质钻探；地质实验测试；水资

源论证；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地下水工程取水钻井方案编制、施工、配套、

修复、改造,灌注桩工程:工程测量、不动产测绘、摄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

统工程；土地规划；水质检测、土工试验、岩石试验；地基基础施工；基坑支护、

降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境外项

目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控股股东：陕西地矿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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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议签署：由中山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甲方）和联合体各方签

署《中山市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程（五乡、大南联围流域）EPC+O（勘察设计、

采购、施工+运营）项目合同》（简称“《EPCO 合同》”。协议内容如下： 

1.项目期限：合作期限共 96 个月（其中项目建设期 36 个月，运营管理期 5

年）。 

2.项目建设范围：中山市东凤镇、阜沙镇、港口镇的中南村和下南村。 

   3.付费方式：本项目工程价款约 375，672 万元，工程竣工验收支付 60%，其

余 40%与水质绩效达标挂钩；运营期 5 年分季度支付，水质达标与建安费、设计

费、勘察费挂钩。水质考核达标是指水质在政府部门检测及第三方检测的任何一

次检测结果中任何一个水质指标均达到考核标准。 

4.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且加盖法人印章后

成立，待政府过会后生效。 

（二）协议签署：由公司（甲方）和葛洲坝（乙方）、北京市政院（丙方）、

陕西地勘院（丁方）签署《中山首创葛洲坝生态环境治理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项目

公司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协议内容如下： 

1.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00 万元（暂定额，实际注册

资本金额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应由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

在项目公司开立基本账户之后的 30 日内缴足 100 万元。 

2.董事会：项目公司设董事 3 名，其中甲方推荐 2 名，乙方推荐 1 名。 

3.监事会：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设执行监事 1 名，由员工民主选举。监事

任期每届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4.经营管理机构：项目公司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 3 名。总经理由公司推

荐，执行董事聘任或解聘，任期为三年；副总经理均由公司推荐，经总经理提名，

执行董事聘任。项目公司设财务总监 1 名，财务总监人选由公司提名，并由执行

董事聘任或解聘。 

5.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之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在

本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四方公章后生效。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是广东省重点项目，项目资金已纳入中山市财政预算，是中山黑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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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流域综合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资源优势明显。本项目为我司在中山

市第二个水环境轻资产项目，此项目为中山市目前已开标黑臭水体项目最大的项

目包。中山市位于大湾区，战略意义重大，投资该项目使公司进入广东省流域水

环境综合治理市场，扩大公司在全国的市场版图，对公司今后开拓广东省及大湾

区市场拥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六、项目的风险分析 

水质考核不达标风险：水质考核严格，存在考核不达标的风险。 

防控措施：严格把控技术方案，确保技术可行、工艺合理，根据工程建设进

度，分批采购设备，严格把控一体化设备质量，确保水质稳定达标。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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