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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本

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88,000.00 万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 

1 乌海市生态建设 PPP 项目 138,272.57 61,500.00 

2 霍林郭勒市生态景观绿化工程 PPP 项目 50,000.00 23,000.00 

3 
五原县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提升改造工

程 PPP 项目 
5,794.59 3,500.00 

合计： 194,067.16 88,000.00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

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

换。如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金

额，不足部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背景 

（一）国家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却日益突出，资源环境保护压

力也不断加大，这将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生态安全，因此，我

国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

中国”的目标，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其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明确提出“建

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

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

“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强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全

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保护培育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荒漠生态系统，

加快风沙源区治理，遏制沙化扩展。保障重要河湖湿地及河口生态水位，保护修

复湿地与河湖生态系统，建立湿地保护制度。”、“坚持源头保护、系统恢复、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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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施策，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继续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二

期工程。”、“开展典型受损生态系统恢复和修复示范。完善国家地下水监测系统，

开展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建立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制度。”。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及政府提出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及政府提出的“8337”发

展战略，根据总体部署，科学确定发展定位和路径；把内蒙古建成绿色农畜产品

生加工输出基地，建成体现草原文化、独具北疆特色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基地，

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更加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呼和浩特市

城市绿地规划（2011～2020）》以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为总体要求，以形成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促进经济建设、城

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 

国家的政策方针和整体发展战略给生态环境建设行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

保障，生态环境建设的具体规划与政策落实也给本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行业带来

长期、巨大的市场空间。 

（二）政府和社会资本创新合作模式，有效提高项目运作效率。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是近年来国家

重点鼓励和支持的投融资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 

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2014 年 11 月 26 日，国务院

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4]60 号），明确指出将积极推动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生态建

设、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鼓励社

会投资城镇供水、供热、燃气、污水垃圾处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处理、城

市综合管廊、公园配套服务、公共交通、停车设施等市政基础设施项目，政府依

法选择符合要求的经营者。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PPP 模式已经成为政府项目建设的主流合作模

式，必将深刻影响生态环境建设行业的发展格局。PPP 模式使政府和社会资本之

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伙伴关系，并能有效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提高

项目运作效率，因而获得政府大力推广，是未来生态环境建设行业承揽项目的发

展方向。同时，PPP 模式还利用多种多方协议形式规范各方风险分配，确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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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方的地位平等与利益诉求。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项目实施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大问

题。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等国家的政策方针和整体发展战略给生态环境建设行业提供了强有

力的政策保障。与此同时，PPP 模式已成为生态环境建设行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

向，PPP 模式让生态环境建设企业有机会与地方政府、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等多

方共同投资建设生态环境建设项目，提升项目效率。 

公司是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领先者，主要从事自然生态环境

建设工程与城市园林景观建设工程施工。公司拥有蒙草研发--苗木种植--工程设

计及施工的完整产业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草抗旱低碳绿化”节约型生态环境

建设的发展模式。公司利用资本市场支持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用于 PPP 项目，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的发展战略。 

（二）公司具有丰富的经验，能够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公司以驯化乡土植物进行生态修复为核心，利用种质资源、大数据和生态标

准进行环境修复，涵盖草原、矿山、盐碱地、垃圾场、工业废弃地、隔壁、荒漠

等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修复及节水园林、生态景观建设，并相应形成一系列地标、

行标及国标，是中国草原生态修复的引领者。 

公司拥有国内领先的草原生态修复研究实力及数据支撑，设立“抗旱植物研

究院、草原生态系统研究院、乡土植物研究院、耐寒植物研究院、盐碱地改良研

究所”等九大生态环境研究机构并建有相应的种质资源数据库。在多年的科学研

究和实践中，掌握了野生植物驯化育种技术，节水抗旱园林绿化技术，生态修复

集成技术。公司以草为媒，深耕二十多年，业务遍及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完成

大批优质工程，积累了大量的核验技术专业人才，能切实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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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及必要性分析 

（一）乌海市生态建设 PPP 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名称为：乌海市生态建设 PPP 项目；项目属地为：内蒙古乌海市；

实施机构为：乌海市林业局；项目合作期 10 年，其中建设期 1 年，运营期 9 年，

按实际竣工时间分期计算各子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甘德尔山生态综合治理二期、矿山植被恢复试点工程、

龙游湾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工程、乌达区村屯道路及农业园区绿化工程、海南区通

道及村屯绿化、乌海湖左岸绿化、甘德尔河岸景观绿地绿化、城南苗圃、乌海湖

右岸（含桥头公园）、黄河海渤湾水利枢纽生态建设项目、乌海市海勃湾区沿黄

公路彩色林带绿化工程、乌海市沿黄人工湿地草原建设项目、乌兰淖尔镇生态绿

化工程一期、乌达区棚户区及周边绿化项目、乌海市棚改区废弃采砂坑地址环境

恢复治理工程（城北森林公园）、乌尔特河生态综合治理工程、恩格尔山万亩植

树基地及植物园生态项目、北出口西湖北侧绿化项目、海南区绿化供水增容项目

等。 

2、项目的背景及必要性 

乌海市位于是内蒙古自治区西部一个重要的新兴工业城市，地处干旱荒漠地

区。多年来，由于大规模工业建设，人类活动对区域生态环境扰动较大，造成了

区域部分地段生态环境严重破环，再加上乌海市地处库布其沙漠、毛乌素沙漠、

乌兰布和沙漠的交汇处，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第三

次荒漠化、沙化土地监测报告，乌海市的荒漠化、沙化面积占全市国土总面积的

比例高达 80.12%。严重的荒漠化和沙化，导致了乌海自然生态环境恶劣，年均

降水量不足 160 毫米（2005 年仅有 81.5 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 3500 毫米；沙

尘天气、沙尘暴频发，日均风速大于 3 米/秒的日数最多达到 301 天。由于自然

人为双方面的影响，乌海市出现了水土流失、沙漠化、植被锐减、土地利用不合

理、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灾害频繁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影

响了乌海市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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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各级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虽然经过数十年

的不懈治理，但由于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仍然十分脆弱。近年来，由于气候干

旱，降水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樵采过牧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使沙漠边

缘植被严重退化，原来处于相对固定和半固定状态的沙丘逐渐活化，向外扩张。

现在乌兰布和沙漠每年以 8-10m 的速度东侵南移，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地也

日益扩展，已发出了三大沙漠在连为一体的告警信号。因此，为治理土地沙漠化，

提升广大市民居住水平和质量，改善城市环境面貌，塑造现代化城市的整体形象，

拟实施乌海市生态建设项目，项目实施具有必要性。 

3、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建设期投资额约为 138,272.57 万元（不含建设期利息，其中工程建筑

安装费下浮了 4%）。其中包括工程建筑安装费 122,146.34 万元（在 127,235.77

万元的基础上下浮 4%），工程其他费用工程其他费用 14,502.28 万元，预备费

1,623.95 万元。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1 工程建筑安装费 122,146.34 

2 工程其他费用 14,502.28 

3 预备费 1,623.95 

合计： 138,272.57 

4、项目效益情况 

本项目的收入构成主要包括：公司对 PPP 项目的工程收入、公司向项目公

司提供借款的利息收入、公司取得的 PPP 项目公司分红收益。 

根据测算，公司投资本项目总体内部收益率不低于 10%，具有较好的经济效

益。 

5、审批和环评情况 

本项目供包括 6 个子项目及 1 个暂列项目，其中 6 个子项目均已取得相关审

批文件，暂列项目尚未取得。暂列项目未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并不影响其他子项目

的实施，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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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子项目名称 发文部门 批准文件及文号 

1 
市林业局生态建

设项目 

乌海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乌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乌海市林

业局生态建设 PPP 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

（乌海发改农字[2016]363 号） 

乌海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对<乌海市林业局生态建设 PPP 项目

环境保护>的复函》（乌环函[2016]148 号） 

2 
市园林局生态建

设项目 

乌海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乌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乌海市园

林局生态建设 PPP 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

（乌海发改投字[2016]371 号） 

乌海市环境保护局 

《乌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乌海市园林局关

于办理生态建设 PPP 项目环境保护意见>的

复函》（乌环函[2016]164 号） 

3 

黄河海渤湾水利

枢纽生态建设项

目 

乌海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乌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黄河海渤

湾水利枢纽生态绿化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

（乌海发改农字[2016]373 号） 

乌海市环境保护局 

《乌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黄河海渤湾水利

枢纽生态绿化项目环境保护意见》的复函》

（乌环函[2016]172 号） 

4 
海勃湾区生态建

设项目 

乌海市海勃湾区发

展和改革局 

《海勃湾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乌海市海勃

湾区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海发改发[2016]397 号） 

乌海市海勃湾区环

境保护局 

《关于乌海市海勃湾区生态环境建设项目

的环境保护意见》 

5 
乌达区生态建设

项目 

乌海市乌达区发展

和改革局 

《乌达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乌海市乌达区

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乌区发改字[2016]157 号） 

乌海市乌达区环境

保护局 

《关于对<乌海市乌达区生态环境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意见>的复函》（乌区环函[2016]106

号） 

6 
海南区生态建设

项目 

乌海市海南区发展

和改革局 

乌海市海南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乌海市海

南区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

批复（海南发改发[2016]142 号） 

乌海市海南区环境

保护局 

《乌海市海南区环境保护局关于<乌海市海

南区生态环境建设项目保护意见>的复函》

（海南环函[2016]41 号） 

6、合作模式 

本项目将采用 PPP 模式，公司与政府出资方代表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

由项目公司具体负责 PPP 项目的建设及运营维护等工作。项目所需资金中，通

过对项目公司资本金投入 43,008.60 万元，剩余金额通过债务方式投入。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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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由公司出资 34,406.88 万元，持股比例 80%，剩余部分由政府出资方代表进

行出资。 

7、募集资金实施方式 

公司将通过资本金及借款方式将募集资金投入到 PPP 项目公司，由 PPP 项

目公司支付建安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等支出。 

（二）霍林郭勒市生态景观绿化工程 PPP 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名称为：霍林郭勒市生态景观绿化工程 PPP 项目；项目属地为：内

蒙古霍林郭勒市；实施机构为：霍林郭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合作期 15

年，其中建设期 1 年，存活保养期 2 年，运营期 12 年。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霍林郭勒市境内 101 省道西侧采石场绿化工程、霍林郭

勒市宝发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绿化工程、霍林郭勒市华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绿化工

程、霍林郭勒市机场东山及废弃石场绿化工程、霍林郭勒市机场山体护坡绿化工

程、霍林郭勒市锦联场内外护坡绿化工程、霍林河坑口电厂灰厂绿化工程、霍林

郭勒市盛兴砂场护坡绿化工程、霍林郭勒市滨河路托修山体护坡绿化工程、内蒙

古源源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煤矿 958 采区绿化工程、内蒙古源源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煤矿 968 采区绿化工程等。 

2、项目的背景及必要性 

2016 年，霍林郭勒市完成沿山路、中企大道、机场路、食品加工园区等 21

个重要节点绿化，新增绿化 80 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达到 630 万平方

米，绿化覆盖率达到 40%，城区绿化工程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城市生态绿化

景观建设投入还远远不够，城区机场山体、东外环路两侧、锦江锦联铝厂内外、

霍林河南入口及旅游区、滨河路托修山体、101 省道西侧采石场、霍林河东外环

路加油站南侧采石场、机场东山及弃石场等大部分矿区还未进行绿化建设，严重

影响了城市形象。因此，需要尽快加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建设国家级绿

色矿山试点，加强水生态保护和水土流失治理，加快“自治区园林城市”创建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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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生态景观绿化工程的实施，对于霍林郭勒市城区建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

义。首先，这些绿地和林带不但可以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而且还可

以改善城市环境，美化城市环境，健全城市的生态平衡；其次，还可以给居民创

造良好的自然环境，给人们提供良好的休息、锻炼、运动和娱乐的场所；第三，

它可以防灾避难，有利于城市的安全；第四，它可以美化地方整体市容，给整个

霍林郭勒市增加色彩和生机；第五，它还是重要的旅游开发资源之一。因此，项

目实施具有必要性。 

3、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建设期投资额约为 50,000.00 万元（不含建设期利息）。其中包括工

程建筑安装费 47,299.85 万元，工程其他费用工程其他费用 1,883.17 万元，预备

费 816.98 万元。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1 工程建筑安装费 47,299.85 

2 工程其他费用 1,883.17 

3 预备费 816.98 

合计： 50,000.00 

4、项目效益情况 

本项目的收入构成主要包括：公司对 PPP 项目的工程收入、公司向项目公

司提供借款的利息收入、公司取得的 PPP 项目公司分红收益。 

根据测算，公司投资本项目总体内部收益率不低于 8%，具有较好的经济效

益。 

5、审批和环评情况 

本项目已取霍林郭勒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关于霍林郭勒市生态景观绿化

工程 PPP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霍发改审字[2016]323 号），并已取得

霍林郭勒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霍林郭勒市环境保护局关于霍林郭勒市生态景观

绿化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霍环审表[2016]35 号）。 

6、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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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将采用 PPP 模式，公司与政府出资方代表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

由项目公司具体负责 PPP 项目的建设及运营维护等工作。项目所需资金中，通

过对项目公司资本金投入 15,000.00 万元，剩余金额通过债务方式投入。资本金

投入由公司出资 14,700.00 万元，持股比例 98%，剩余部分由政府出资方代表进

行出资。 

7、募集资金实施方式 

公司将通过资本金及借款方式将募集资金投入到 PPP 项目公司，由 PPP 项

目公司支付建安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等支出。 

（三）五原县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提升改造工程 PPP 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名称为：五原县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提升改造工程 PPP 项目；项

目属地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实施机构为：五原县农牧业局；项目合作

期 10 年，其中建设期 1 年，运营期 9 年。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一栋农业高新技术展示馆，在农业高新技术展示馆

的南侧建设室外景观工程及相应配套设备设施，同时对农业高新技术展示馆室外

景观工程南侧的晟宇电力公司光伏基地的盐碱地进行改良。 

2、项目的背景及必要性 

内蒙古地处我国北部边疆地区，该地区是干旱半干旱区域，生态环境脆弱、

生态资源丰富、类型复杂，内蒙古地区不仅是我国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也是国家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近年来，内蒙古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是，生

态环境仍然十分脆弱，内蒙古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东北、华北、西北地区

的生态安全，关系到社会、经济、资 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过去，我

国生态数据信息化建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内蒙古生态资源信息化整体发展刚

刚起步，多年来在生态资源生产、管理、产品流通等方面产生的大量信息和数据

没有有效地、系统地、比较完整地采集；对于已有的生态数据缺乏有效的挖掘和

分析。此外，传统的生态资源功能工作强调生产功能多、重视生态功 能少，强

调开发利用多、重视保护建设少，以致生态、生产、生活失调，制约了农牧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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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五原县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提升改造工程项目的实施，通过建设农业生态

大数据平台，能够在农业的生产结构方面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可以为用户提供

全面的决策支持系统，帮助农业生产更加具有专业性、目的性和方向性。这样不

仅能够帮助农民在种植时，提供资源上的监控，提供病虫害防治信息，帮助农民

规避不必要的风险。通过建设农业高新技术展示馆，可以展示国内外先进设施农

业技术、新品种推广、展示当地特色蔬果作物等功能，提高当地农民的种植眼光。

与此同时，通过对五原县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晟宇电力公司光伏基地区域下的

盐碱地改良，改善了土壤条件，解决了土地资源利用和开发最主要的障碍，提高

水资源利用效率，维持农业可持续发展。 

因此，项目实施具有必要性。 

3、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建设期投资额约为 5,794.59 万元（不含建设期利息，其中工程建筑安

装费下浮了 1%）。其中包括工程建筑安装费 5,140.80 万元（在 5,192.73 万元的

基础上下浮了 1%），工程其他费用工程其他费用 421.55 万元，预备费 232.24

万元。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1 工程建筑安装费 5,140.80 

2 工程其他费用 421.55 

3 预备费 232.24 

合计： 5,794.59 

4、项目效益情况 

本项目的收入构成主要包括：公司对 PPP 项目的工程收入、公司向项目公

司提供借款的利息收入、公司取得的 PPP 项目公司分红收益。 

根据测算，公司投资本项目总体内部收益率不低于 10%，具有较好的经济效

益。 

5、审批和环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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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已取五原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关于五原县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提升改造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五发改字[2017]55 号），并已

取得五原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五原县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提升改造工程建设

项目环保审批意见》（五环审表[2017]15 号）。 

6、合作模式 

本项目将采用 PPP 模式，公司与政府出资方代表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

由项目公司具体负责 PPP 项目的建设及运营维护等工作。项目所需资金中，通

过对项目公司资本金投入 1,836.00 万元，剩余金额通过债务方式投入。资本金投

入由公司出资 1,468.80 万元，持股比例 80%，剩余部分由政府出资方代表进行出

资。 

7、募集资金实施方式 

公司将通过资本金及借款方式将募集资金投入到 PPP 项目公司，由 PPP 项

目公司支付建安工程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等支出。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

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本次募集资金将有利于公司实现业务的进一步拓展，

巩固和发展公司在行业的领先地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求及股东利益。本次发

行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保持不变，经营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不会导致公司

业务和资产的整合。与此同时，PPP 模式尚属一种较为新型的模式，与传统项目

相比需要协调更多的信息和资源，但不会导致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模式发生重大变

化。本次发行后，公司资本实力将显著增强，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主营业务领

域的项目承揽和项目全流程服务能力，提升市场份额。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

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均有所增长，其中流动资产特别是货币资金比例将上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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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财务结构将更加稳健、合理，有利于降低财务风险。

随着未来可转债持有人陆续实现转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 

本次可转债的募集资金用于乌海市生态建设 PPP 项目、霍林郭勒市生态景

观绿化工程 PPP 项目、五原县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提升改造工程 PPP 项目等

三个项目，项目建设期内确认的收入和工程毛利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通

过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募集资金将会得到有效使用，为公司和投资者带来

较好的投资回报，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六、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以及公司的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公司具备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能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并且投资效益良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顺利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可持

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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