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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阿勒泰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签订的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 意向性、初步

的约定，双方在协议书签署之日后还需进一步沟通并签订特许经营协议详细约定。

协议书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同时协议履行还存在受不可

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2、协议的生效条件：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只是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具体的合作方式和投资金额存在不确

定性。框架协议所签订的金额与实际投入金额可能存在差异，具体以项目申请核

准报告为准。 

4、公司将根据本公告所述项目涉及金额大小，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对该合同及其相关事项履行相应审议程序，

并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一、协议签署概况  

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以下简称“甲方”）与新疆宝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按照国家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为了对阿勒泰

地区生活垃圾进行“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和处置，清洁美化当地生活

环境，同时对焚烧过程产生的热能和灰渣进行综合利用，以达到资源循环利用的

目的，双方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合作意向，于近日签订了《阿勒

泰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权框架协议》，协议商定就乙方在阿勒泰



 

地区设立项目公司，负责建设阿勒泰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二、协议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甲方：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 

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为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2、乙方：新疆宝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合作中心 C3 地块新疆三宝集团中国名优机电展

示中心项目（一期）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其中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3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为控股子公司；新疆三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 

经营范围：新能源、新环保、新型工程机械项目投资；咨询及技术研发、企

业管理咨询、节能环保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及技术服务；垃圾发电及生物质

能源开发建设运营、城市综合管廊项目开发、环卫一体化建设；货物与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并开展边境小额贸易。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  

最近三年会计年度甲方未与本协议签署方及上市公司发生交易事项。  

4、履约能力分析：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5、关联关系：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规模 

本项目建设规模日处理生活垃圾 500吨，总投资暂估为 4 亿元，投资额以初

步设计的相应概算额为依据，实际投资额以工程结算审计为准，项目经营期限

35年（含建设期 5年），乙方独立经营，甲方不参与本项目的利润分配，特许经

营期满 90日内，乙方应将本项目（包括厂房、技术、人员、设备等）全部无偿

交给甲方。 

（二）项目用地 

项目建设用地 100亩（该宗土地符合环保要求和城市规划，土地性质为国有），

使用期限为 35年。 

（三）项目发电 



 

本项目发电的上网电价按国家、自治区发改委文件及相关规定，甲方应优先

协调乙方的全部发电量入网。 

（四）权利和义务 

1、甲方权利和义务 

在乙方提供完备手续并提出申请的情况下，甲方协助乙方项目所在地相关部

门及时办理前期报批等有关手续，获取所有必须的许可和批准，以便乙方如约履

行本协议；甲方协助乙方办理项目建设过程中用地、用水、用电、交通、场地、

搬迁安置等手续，负责城市辖区内生活垃圾的收集和装运；甲方依法帮助解决乙

方在项目建设、运营期间的相关事宜；甲方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

范对项目实施监督、监管。 

2、乙方权利和义务 

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乙方在甲方当地注册成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

整体投资运营甲方辖区内的所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乙方保证在取得项目用

地的《建设用地批准书》和项目的可研、环评、立项的批准以及项目选址意见、

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许可、施工许可等手续的批复及《施工许可证》后，及时与

甲方书面确定开工日期；乙方在建设期间必须严格遵守执行国家规定的环保和安

全标准；乙方优先使用当地劳动力。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告所述协议的签署，是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在新疆地区的延伸，

对于公司在新疆及西北地区的市场开拓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公告所述合作协议的

实施将对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本次合作协议的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及增加新的盈利增长点产

生积极的影响。从长期看，项目的成功建设及运营将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增加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综合竞争实力。本公司通过该协议的落实将为

公司在环保行业积累更为丰富的经验，占领更加广阔的市场。 

五、重大风险提示 

1、具体合作事宜需双方另行签订相关合作合同，具体合作的内容和进度尚

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项目框架协议进展情况： 



 

序

号 
披露日期 签约方 协议主要内容 进展情况 

1 2017-8-8 

昌吉市人民政

府与控股子公

司新疆宝润新

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资总额

约 5亿元 

进一步洽谈签署正

式合作协议 

2 2017-6-24 

克拉玛依市人

民政府与控股

子公司新疆宝

润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循环经济产业项目约 5.9 亿元以及其他

市政项目 

正在积极推进与当

地政府签订特许经

营 

3 2017-5-17 

公司与菲律宾

VISAYAS 省市

政府 

城市垃圾再生能源发电厂、生物质再生

能源发电厂、城市自来水厂、城市污水

处理厂、现有四个垃圾填埋场的治理改

造及其污染土壤修复工程、项目相关配

套工程的道路、桥梁、园林绿化、安居

工程等公共配套设施投资。项目资金共

约 13.8 亿美元。 

公司正在积极推进

与当地政府签订特

许经营相关正式合

作协议以及项目选

址、土地、立项、环

评、项目公司注册等

事项问题。 

4 2017-3-25 

塔城地区行政

公署与控股子

公司新疆宝润

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塔城地区乌苏市

生物质焚烧发电项目、塔城地区沙湾县、

乌苏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生活垃

圾城乡一体化项目。涉及金额 15 亿。 

塔城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选址已定

并签署了特许经营

协议，其他工作推进

中。乌苏垃圾发电项

目选址正在进行中。 

5 2017-2-21 

公司与孟津县

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3 亿。 孟津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选址、核准

正在进行中。 

6 2017-2-11 

公司与渭南市

华州区人民政

府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77 亿及生活污

水处理项目 5.55 亿。 

渭南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选址、核准

正在进行中，项目公

司正在考虑注册。 

7 2017-2-7 

公司与鹤壁市

人民政府 

垃圾发电、环保设备制造、环保新型材

料、PPP 等环保产业及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总投资约 40 亿元人民币。 

项目已经开工。 

8 2017-1-6 

公司与呼伦贝

尔市莫旗人民

政府 

生物质发电 5 亿。 项目公司已注册，各

项报批手续正在进

行中。 

9 2016-10-21 

公司与枣庄市

薛城区人民政

府 

循环经济产业园（10.8 亿元）及城乡垃

圾收运一体化项目（3000 万元）。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一期正进行试运行

及设备整改，消防、



 

环保验收的准备工

作，二期开始扩建。

餐厨项目建设完成

待餐厨垃圾进场即

开始试运行。生物质

项目正进行技术设

计。 

10 2016-8-27 

公司与包头市

昆都仑区人民

政府 

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工程项目及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项目 50 亿元。 

项目建设已开始。 

11 2016-5-31 

公司与安徽安

贝尔合成革有

限公司，安徽安

贝尔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公司拟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对安徽安贝

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投资，拟受让

安徽安贝尔合成革有限公司不低于 51%

的股权并成为安徽安贝尔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东。 

公司正在对项目情

况进行尽职调查。 

12 2016-5-28 

鹰潭市城市管

理局与公司控

股子公司鹰潭

中科环保电力

有限公司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二期扩建 2 亿

元。 

二期扩建已动工。 

13 2016-5-27 

公司与甘肃省

陇南市武都区

人民政府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5亿元。 项目公司已注册，各

项报批手续正在进

行中。 

14 2016-1-20 

公司与山东省

聊城市莘县人

民政府 

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及环卫收运项目总

投资估算为 10 亿元。 

项目公司已注册，各

项报批手续正在进

行中。 

15 2016-1-5 

宣城市人民政

府与全资公司

北京中科通用

能源环保有限

责任公 司 

环保产业园总投资估算为 12.74 亿。 项目已经动工。 

16 2015-12-28 

公司与包头市

昆都仑区人民

政府 

投资建设包头市静脉（环保）产业园项

目，项目总投资估算 12.8 亿元人民币 

项目已经动工。 

17 2015-9-2 

公司与东宁县

人民政府 

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

金约 4.5 亿元。 

项目公司已注册，各

项报批手续正在进

行中。 

18 2015-7-8 

公司与青海省

玉树市人民政

府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项目总投资金

额约 3.5 亿元。 

项目已经动工。 

19 2014-12-10 

公司与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

十二师 

生活垃圾发电 BOT 项目及环保产业园

环保项目，总投资约 7.2 亿元。 

项目正在与合作方

进行进一步的洽谈。 

20 2014-11-22 公司与海阳市 垃圾填埋及焚烧发电无害化处理 BOT 项目已经开工建设。 



 

人民政府 项目。 

21 2014-8-7 

公司与西安市

临潼区人民政

府 

投资建设西安市临潼区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项目总投资估算 3 亿元人民

币。 

项目公司已注册，各

项报批手续正在进

行中。 

公司将积极推动框架协议的落实，争取项目的尽快落实、落地，加快项目建

设，从而使项目能够早日建成见效，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规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依据信息披露有关规定，对该合作事宜

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审议决策程序并进行及时的披露。  

七、备查文件  

1、《阿勒泰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特许经营权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8 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