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300266 证券简称：兴源环境 公告编号：2018-011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一、合同签署概况 

2018 年 2 月 8 日，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兴

源环境”)参与设立的控股子公司南平市兴源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

司”、“南平水务”、“乙方”），与南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南

平市住建局”）下辖的 9个政府单位（以下统称“甲方”），在南平市就《南平

市乡镇污水处理 PPP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分别签订了合同。 

 

二、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 

（1）提交建设期履约保函（仅适用新建项目） 

本项目的社会资本方（指由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浙江水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美环保”）、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院”）组成的联合体）向甲方提供建设期

履约保函。 

（2）项目融资完成 

乙方或社会资本方应确保在本合同签订后 6个月内实现项目融资完成，并向

甲方交付所有签署的融资文件的复印件，以及甲方可能合理要求的表明融资完成

已实现的其它证明文件。 

“融资完成”指乙方已为项目融资的目的与贷款人签署并递交所需的有效融

资文件，以证明本项目获得资金的所有前提条件得到满足。 



 

  

（3）获得项目相关审批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实施本项目可能需要履行相关行政审批程序，已获得相

应的批准或备案，项目的合法合规地实施没有法律障碍。 

2、合同的履行期限：项目合作期，包括建设期和运营期两个部分。 

建设期：具体子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发出开工令至竣工验收合格为止。 

建设节点要求：新建部分要求项目公司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必须完成项

目前期工作及工程建设等工作，并最终通过竣工验收。（除政府方或不可抗力原

因不能实现竣工验收的除外） 

存量部分要求项目公司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必须实现对所有存量项目

进行运营。（除政府方或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实现改造运营或委托运营的除外） 

运营期：新建部分运营期为 25 年，运营期为对应子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次

日起的二十五（25）年内。 

存量部分运营期为 10 年，运营期为对应子项目改造竣工验收合格（或委托

运营）之次日起的十（10）年内。 

若建设期延长（缩短），运营期年限不变，对应合作期相应延长（缩短）。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

风险。同时，合同的总投资额与上市公司实现的收入、净利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存在着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合同工程款回收分阶段按比例执行，存在工

程款回收较慢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合同当事人介绍 

1、基本情况： 

甲方 1：延平区城乡建设和旅游局 

住所地：南平市玉平北路 1号 

 

甲方 2：建阳区规划建设和旅游局 

住所地：南平市建阳区桥南街西桥西路 1号 

 

甲方 3：武夷山市住房保障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住所地：武夷山市富贵华府 9号楼三层 



 

  

 

甲方 4：建瓯市规划建设和旅游局 

住所地：建瓯市中山西路 141号 

 

甲方 5：浦城县规划建设和旅游局 

住所地：南平市浦城县南浦街道五一三路 210号 

 

甲方 6:顺昌县规划建设和旅游局 

住所地：南平市顺昌县城南中路 16号 

 

甲方 7：光泽县规划建设和旅游局 

住所地：南平市光泽县杭川镇 217路 44号 

 

甲方 8：松溪县规划建设和旅游局 

住所地：南平市松溪县红旗街 233号 

 

甲方 9：政和县规划建设和旅游局 

住所地：南平市政和县建设大厦 

 

乙方：南平市兴源水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林喜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住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八一路 320号外贸大厦 401室 

经营范围：水处理设施及工程；环境治理设施及工程；市政设施及工程设计、

规划、投资、建设、改造、运营及项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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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构成：南平水务注册资本 3000万人民币，其中兴源环境出资比例 97%，

成都院出资比例 2%，水美环保出资比例 1%。 

甲方 1、甲方 2、甲方 3、甲方 4、甲方 5、甲方 6、甲方 7、甲方 8、甲方 9

统称甲方。 



 

  

甲乙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及南平水务未与南平市住建局及其下辖 9 个政府

单位发生任何购销金额。 

3、南平市住建局及其下辖 9 个政府单位为政府机关，履约能力良好，并且

本项目已经通过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力论证。 

 

四、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名称：《南平市乡镇污水处理 PPP项目合同》（以下简称“本合

同”） 

（二）项目范围：南平市乡镇污水处理 PPP项目范围，包括项目的投资、融

资、建设（含勘察、设计）、改造（含设计）、项目范围内设施的运营维护、移

交及合同约定的其他相关内容。 

（三）项目内容： 

本项目内容涉及南平市延平区、建阳区、武夷山市、建瓯市、浦城县、顺昌

县、光泽县、松溪县、政和县 9个县（市、区）。 

1、延平区项目内容： 

（1）项目类型：新建项目和存量项目 

（2）项目地点： 

新建项目位于南平市延平区（南山镇、赤门乡、洋后镇） 

存量项目位于南平市延平区（樟湖镇、太平镇、王台镇、炉下镇（一期）、

来舟镇（一期）、峡阳镇、塔前镇、巨口乡、大横镇） 

（3）项目规模及污水处理工艺： 

新建部分：设计规模 1800m3/d，涉及 3 个乡镇，共计污水处理设施 3 座，

管网长度 17.183公里。新建部分污水处理工艺采用厌氧+好氧+生态槽工艺+紫外

线消毒池，管材采用 HDPE双壁波纹管。 

存量部分：设计总规模 5600m3/d，涉及 9个乡镇，共计污水处理设施 9座，

管网长度 37公里。 

（4）项目投资估算： 

总投资约 11238万元，新建部分总投资约 4636万元，工程费用约 3931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约 480万元（其中征地费用 83.13万元），其他费用约 226万元；



 

  

存量部分原建设总投资约 6602 万元（非改造费用）。 

最终的投资规模以各县（市、区）有权部门审核的金额为准。 

2、建阳区项目内容： 

（1）项目类型：新建项目和存量项目 

（2）项目地点： 

新建项目位于南平市建阳区（书坊乡、崇雒乡、回龙乡、黄坑镇） 

存量项目位于南平市建阳区（水吉镇、麻沙镇、漳墩镇、小湖镇、徐市镇、

莒口镇） 

（3）项目规模及污水处理工艺： 

新建部分：设计规模 1400m3/d，涉及 4 个乡镇，共计污水处理设施 4 座，

管网长度 20.635公里。新建部分污水处理工艺采用厌氧+好氧+生态槽工艺+紫外

线消毒池，管材采用 HDPE双壁波纹管。 

存量部分：设计总规模 5800m3/d，涉及 6个乡镇，共计污水处理设施 6座，

管网长度 32.8公里。 

（4）项目投资估算： 

总投资约 10715万元，新建部分总投资约 5155万元，工程费用约 4415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约 486万元（其中征地费用 40.85万元），其他费用约 254万元；

存量部分原建设总投资约 5560 万元（非改造费用）。 

最终的投资规模以各县（市、区）有权部门审核的金额为准。 

3、武夷山市项目内容： 

（1）项目类型：存量项目 

（2）项目地点： 

存量项目位于武夷山市（星村镇、洋庄乡、吴屯乡、岚谷乡、兴田镇、五夫

镇、上梅乡） 

（3）项目规模及污水处理工艺： 

存量部分：设计总规模 5095m3/d，涉及 7个乡镇，共计污水处理设施 7座，

管网长度 63.36公里。 

（4）项目投资估算： 

总投资约 5636万元，存量部分原建设总投资约 5636万元（非改造费用）。 

最终的投资规模以各县（市、区）有权部门审核的金额为准。 



 

  

4、建瓯市项目内容： 

（1）项目类型：新建项目和存量项目 

（2）项目地点： 

新建项目位于建瓯市（吉阳镇、房道镇、迪口镇、小桥镇、顺阳乡、水源乡、

龙村乡、玉山镇） 

存量项目位于建瓯市（徐墩镇、东游镇、东峰镇、南雅镇、川石乡、小松镇） 

（3）项目规模及污水处理工艺： 

新建部分：设计规模 5800m3/d，涉及 8 个乡镇，共计污水处理设施 8 座，

管网长度 66.594公里。新建部分污水处理工艺采用厌氧+好氧+生态槽工艺+紫外

线消毒池，管材采用 HDPE双壁波纹管。 

存量部分：设计总规模 8000m3/d，涉及 6个乡镇，共计污水处理设施 6座，

管网长度 33.97公里。 

（4）项目投资估算： 

总投资约 24609 万元，新建部分总投资约 17514 万元，工程费用约 14938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约 1718 万元（其中征地费用 220.48万元），其他费用约

859万元；存量部分原建设总投资约 7095万元（非改造费用）。 

最终的投资规模以各县（市、区）有权部门审核的金额为准。 

5、浦城县项目内容： 

（1）项目类型：存量项目 

（2）项目地点： 

存量项目位于南平市浦城县（忠信镇、富岭镇、仙阳镇、临江镇、九牧镇、

古楼乡、山下乡、枫溪乡、管厝乡、盘亭乡、官路乡、水北街镇、永兴镇、濠村

乡、石陂镇） 

（3）项目规模及污水处理工艺： 

存量部分：设计总规模 9600m3/d，涉及 15 个乡镇，共计污水处理设施 15

座，管网长度 97.2公里。 

（4）项目投资估算： 

总投资约 16354万元，存量部分原建设总投资约 16354万元（非改造费用）。 

最终的投资规模以各县（市、区）有权部门审核的金额为准。 

6、顺昌县项目内容： 



 

  

（1）项目类型：存量项目 

（2）项目地点： 

存量项目位于南平市顺昌县（仁寿镇、洋口镇、岚下乡、大干镇、埔上镇、

建西镇、元坑镇、郑坊镇、高阳乡、洋墩乡、大历镇） 

（3）项目规模及污水处理工艺： 

存量部分：设计总规模 5600m3/d，涉及 11 个乡镇，共计污水处理设施 11

座，管网长度 52.3公里。 

（4）项目投资估算： 

总投资约 7447万元，存量部分原建设总投资约 7447万元（非改造费用）。 

最终的投资规模以各县（市、区）有权部门审核的金额为准。 

7、光泽县项目内容： 

（1）项目类型：存量项目 

（2）项目地点： 

存量项目位于南平市光泽县（李坊乡、止马镇、司前乡、崇仁乡、寨里镇、

华侨乡） 

（3）项目规模及污水处理工艺： 

存量部分：设计总规模 1565m3/d，涉及 6个乡镇，共计污水处理设施 6座，

管网长度 14.7公里。 

（4）项目投资估算： 

总投资约 2260万元，存量部分原建设总投资约 2260万元（非改造费用）。 

最终的投资规模以各县（市、区）有权部门审核的金额为准。 

8、松溪县项目内容： 

（1）项目类型：存量项目 

（2）项目地点： 

存量项目位于南平市松溪县（溪东乡、花桥乡、渭田镇、旧县乡、郑墩镇、

祖墩乡、茶平乡） 

（3）项目规模及污水处理工艺： 

存量部分：设计总规模 5710m3/d，涉及 7个乡镇，共计污水处理设施 7座，

管网长度 49.75公里。 

（4）项目投资估算： 



 

  

总投资约 5281万元，存量部分原建设总投资约 5281万元（非改造费用）。 

最终的投资规模以各县（市、区）有权部门审核的金额为准。 

9、政和县项目内容 

（1）项目类型：新建项目和存量项目 

（2）项目地点： 

新建项目位于南平市政和县（外屯乡、澄源乡、岭腰乡） 

存量项目位于南平市政和县（杨源乡、铁山镇、镇前镇、东平镇、石屯镇） 

（3）项目规模及污水处理工艺： 

新建部分：设计规模 1600m3/d，涉及 3 个乡镇，共计污水处理设施 3 座，

管网长度 8.302 公里。新建部分污水处理工艺采用厌氧+好氧+生态槽工艺+紫外

线消毒池，管材采用 HDPE双壁波纹管。 

存量部分：设计总规模 3280m3/d，涉及 5个乡镇，共计污水处理设施 5座，

管网长度 53.65公里。 

（4）项目投资估算： 

总投资约 12604万元，新建部分总投资约 3696万元，工程费用约 3147万元，

工程建设其他费约 367万元（其中征地费用 47.33万元），其他费用约 182万元；

存量部分原建设总投资约 8908 万元（非改造费用）。 

最终的投资规模以各县（市、区）有权部门审核的金额为准。 

（四）项目运作方式 

新建部分采用投资—建设（含勘察、设计）—运营、维护—移交方式运作。 

存量部分根据存量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实际运行情况采用 ROT（改造-

经营-移交）模式和 O&M（委托运营）模式运作。 

注：对于污水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需要修缮恢复的，采用 ROT模式实施。

对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良好的，采用 O&M模式实施。 

（五）付费机制： 

本项目付费采用政府付费的回报方式，即： 

新建项目：采用“可用性付费+绩效付费”形式。按照“基于可用性的绩效”

模式，由政府向项目公司购买本项目可用性（符合竣工验收标准的公共产品）以

及为维持本项目可用性所需的运营维护服务（符合绩效要求的公共服务），即政

府需向项目公司支付可用性服务费和绩效服务费。 



 

  

存量项目：相应的回报机制参照新建工程部分（ROT模式实施的项目采用“可

用性付费+绩效付费”形式，OM 模式实施的项目采用“绩效付费”形式）。 

（六）合作模式：本项目采用 PPP模式。 

（七）项目移交： 

1、移交范围： 

项目合作期满，项目公司应将本项目的使用权、收益权、所有权及完好的项

目全部设施（含为维持项目正常使用所必需的项目设施及与项目设施有关的维护

手册、图纸、文件和资料）经检测完好后无偿移交给政府或其指定机构。 

移交范围包括： 

（1）项目设施； 

（2）项目用地相关的其他权利； 

（3）与项目设施相关的设备、装置、零部件、备品备件以及其他动产； 

（4）项目实施相关人员； 

（5）运营维护项目设施所要求的技术和技术信息； 

（6）与项目设施有关的手册、图纸、文件和资料(书面和电子文档)； 

（7）移交项目所需的其他文件。 

2、移交程序: 

在项目合作期满至少 6个月前，政府和项目公司共同达成协议，明确移交项

目的详细计划。 

（1）评估和测试。在项目移交前，应对项目的资产状况进行评估并对项目

状况能否达到合同约定的移交条件和标准进行测试。上述评估和测试工作应由甲

方委托的独立专家或者由甲方和乙方共同组成的移交工作组负责。 

（2）移交手续办理。移交相关的资产过户和合同转让等手续由乙方负责提

出清单，甲方或其机构进行接收、确认。 

（3）移交费用(含税费)承担。由乙方承担移交手续的相关费用。如果因为

一方违约事件导致项目终止而需要提前移交，可以约定由违约方来承担移交费

用。 

（八）甲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协调项目属地政府征迁安置工作； 



 

  

（2）将项目范围内本县（市、区）存量项目委托给项目公司统一运营或改

造后运营； 

（3）负责协助获得应由政府方负责的项目建设立项等批准项目实施的相关

文件； 

（4）按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对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监管、监测、审计、

绩效考核等； 

（5）负责协助有关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审核确定项目建设及改造投资总额以

及可用性服务费、绩效服务费等费用，并监督资金支付与使用； 

（6）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负责除项目资本金外所需资金的筹集； 

（2）若乙方具备工程总承包资质的，则乙方自行组织建设； 

（3）负责项目投资、融资、建设（含勘察、设计）、改造（含设计）和项

目范围内设施的运营维护、移交等相关事项； 

（4）本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 

（九）违约处理 

1、违约行为认定 

（1）甲方违约的情形 

在项目合作期内发生的下列情况属甲方违约： 

1）因国家或公共利益的需要，政府需提前收回本项目； 

2）无正当理由在逾期 6个月（自应付日算起）后仍未支付服务费； 

3）甲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的其他主要义务。 

（2）乙方违约的情形 

在项目合作期内发生的下列情况属乙方违约： 

1）未能提供建设履约保函、运营维护保函、移交维修保函并保持其有效的； 

2）乙方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业、清算或破产；或者乙方不愿或无

力继续经营，或发生清算、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破产； 

3）未经政府事先书面同意，项目公司擅自停止对项目全部或部分设施的管

理养护； 

4）在项目运营期，项目公司运营运维考核分数连续次数和累计次数低于约



 

  

定分数； 

5）在本合同规定的股权锁定期内，未经政府同意，社会资本方擅自出租、

质押、抵押、转让项目产权；或者社会资本方转让其在乙方中的股权或改变乙方

内部的股权比例； 

6）由于乙方的责任，使项目施工不能在预计的竣工日期内整体完成； 

7）项目资本金及其他建设资金不能按计划分期足额到位，造成项目建设资

金链中断；乙方为社会资本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抽回、侵占和挪用项目资本金及

其他建设资金； 

8）乙方发生本合同规定的重大违约行为，或本合同规定的视为放弃施工的

行为； 

9）本项目工程质量低于本合同约定的质量目标； 

10）乙方未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移交义务； 

11）乙方违反合同约定采购材料设备，或采购的材料设备经有资质的第三方

认定不合格的； 

12）乙方违反本合同规定的其他主要义务。 

2、违约责任承担 

（1）对甲方违约的处理 

1）甲方发生本合同规定的甲方违约的情形的第一项约定的违约情况时，乙

方应按本合同约定立即终止合同。 

2）甲方发生本合同规定的甲方违约的情形的第二、三项约定的违约情况时，

乙方将向甲方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改正；甲方未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改正的，甲方

应承担因此给乙方造成损失的合理补偿，且乙方有权按本合同的规定立即终止合

同。 

（2）对乙方违约的处理 

1）乙方发生本合同规定的乙方违约的情形的第二、八项约定的违约情况时，

甲方有权按本合同规定立即终止合同，甲方有权提留履约担保作为违约金。 

2）乙方发生本合同规定的乙方违约的情形的第六项约定的违约情况时，每

延误 1天，甲方有权从建设期履约担保中扣除 20万元作为违约金。 

3）乙方发生本合同规定的乙方违约的情形的第九项约定的违约情况时，甲

方有权按本合同规定立即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全部损失。 



 

  

4）乙方发生本合同规定的乙方违约的情形的第一、三、四、五、七、十、

十一、十二项约定的违约情况时，甲方将向乙方发出书面通知要求其改正，并有

权从履约担保中扣除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的违约金；乙方未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改

正的，甲方有权按本合同规定立即终止合同。 

如果乙方的履约担保不足以支付违约金的，甲方有权继续从乙方应付费中扣

减。 

3、违约行为处理 

（1）合同任何一方违约后，对方可书面告知违约方发生的违约事实与理由，

并有权责令违约方在三十（30）个日历日（除本合同另有预定外）期限内改正。 

（2）被告知违约的一方收到违约告知书后，有权在改正期内对对方的告知

提出异议，或者在改正期限内予以改正，不能按期改正或改正未达到约定条件的，

立即告知对方事实与理由。 

（3）违约告知方接到告知异议书后有权重新核实情况，并将结果通报告知

异议人；在三十（30）个日历内未告知核实结果的，视为违约告知异议成立。 

（4）违约方未在被告知的改正期内改正违约行为的，告知方有权依据本合

同违约责任承担的约定，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且继续履行本合同；或者

依据本合同约定与对方签订终止协议或向对方发出终止通知，并按照本合同的约

定处理其他事宜。 

（十）争议的解决 

1、本合同适用我国法律并按照我国法律进行解释。 

2、友好协商或调解 

当发生因履行、违反、终止本合同或因本合同的无效而产生任何争议、纠纷

或索赔要求(统称为“争议”)时，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

决。 

甲乙双方就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达成一致的，应当签

订补充合同并遵照执行。 

甲乙双方就合同中的专业技术问题发生争议的，可以共同聘请专家或第三方

机构进行调解。调解达成一致的，应当签订补充合同并遵照执行。 

3、争议解决。如果争议在首次要求协商之日起 60 日内未能通过友好协商

或调解予以解决，则任何一方可以向福州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4、 继续的权利和义务 

在对争议进行友好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时，除争议的事项外，双方应继

续行使、履行各自在本合同项下的其他权利、义务。 

 

五、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若本次合同能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2个方面：一是为公司后续 PPP 项目的开拓和合作提供更多的经验，提高项目建

设和运营能力，凝聚公司整体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业务支持；二

是公司将取得一定的项目利润。同时有利于公司业务全国化的推进，其合同的履

行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该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96,144 万元，无需公司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也不需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七、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披露合同的履行进展

情况； 

2、备查文件：《南平市乡镇污水处理 PPP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