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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地点 

（一）现场股东大会 

时间：2019年 3月 25日 上午 9：30  

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21号新大都饭店 2号楼 2212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9年 3月 25 日至 2019年 3月 2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会议召集人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内容 

（一）主持人介绍到会嘉宾 

（二）主持人宣布股东及股东代表到会情况 

（三）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讨论、审议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变更的议案 

累积投票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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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2.01 关于选举苗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四）股东提问和发言 

（五）会议对以上议案进行逐项审议和投票表决 

（六）主持人宣布工作人员统计表决票 

（七）监票人宣读表决结果 

（八）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出席会议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上签字 

（十）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五、会议其他事项 

（一）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按照持股数确定表决权。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表需要在表决票上签名。 

（二）按审议顺序依次完成议案的表决。 

（三）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可对会议审议的议案提出质询意见，由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管人员作出答复和解释，对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质询，公司董事、监事

或高管人员有权不予以回答。 

（四）表决分为同意、反对或弃权，空缺视为无效表决票。 

（五）会议选派股东或股东代表、监事代表进行表决票数的清点、统计，并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六）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对表决结果和会议议程的合法

性进行见证。 

（七）到会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和记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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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变更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19 年 3月 8日，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 2019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变更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城区杨家

溪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和浙江省嵊州市嵊新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拟投

入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1,312 万元使用用途变更为投入娄底市第一污水处理厂三

期扩建及提标改造工程 PPP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430 号）核准，公司于 2015 年 1 月以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方式向 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10,307,062 股，发行价

格 9.7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2,054,699,995.74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 2,012,839,995.74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全部到位，

并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致同验字（2015）第 110ZC0016

号《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分别在工商银行北京安定支行、

交通银行北京三元支行、兴业银行北京世纪坛支行开立了三家募集资金监管账

户，同时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 

2015 年 1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

事会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议案》，同意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28,408,795.0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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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

事会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期限不

超过 12 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或办理银行定

期存款，并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以滚动使用投资额度。 

2016 年 2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第六届监

事会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2016 年 3 月 16 日召开 2016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在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5

亿元的投资额度。 

2017 年 2月 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7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可使用

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12个月。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于 2018年 2月 1日归还。 

2018 年 3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可使用 3.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已使用金额约为 176,753万元,具体投资

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总投资（万

元） 

拟使用募

集资金（万

元） 

已使用募

集资金

（万元） 

募投项目

余额（万

元） 

1 
湖南省常德市皇木关污水

处理工程  

常德首创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 
11,259 11,259 9,079 2,180 

2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城区

杨家溪污水处理厂二期工

程 

张家界首创水务有限责

任公司 
6,949 6,949 39 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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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元） 2018年12月31日余额（元） 

专户 1 工商银行安定门支行 0200001119024599537 800,000,000.00 67,577,170.58 

专户 2 交通银行三元支行 110060635018150362356 619,699,995.74 1,693,912.48 

专户 3 兴业银行世纪坛支行 321200100100215458 600,000,000.00 2,113,962.58 

 

3 
湖南省常宁市污水处理工

程项目 

常宁首创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 
3,500 3,500 3,500 - 

4 
安徽省阜阳市泉北污水处

理厂工程 

阜阳首创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 
14,687 14,687 12,637 2,050 

5 

安徽省淮南市淮南首创水

务第一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造工程 

淮南首创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 
2,338 2,338 2,010 328 

6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第二

污水处理厂项目 
沂南首创水务有限公司 4,900 4,900 4,043 857 

7 
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第二

污水处理厂项目 
兰陵首创水务有限公司 3,600 3,600 3,600 - 

8 
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污水

处理厂项目 

微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 
6,720 6,720 6,720 - 

9 
山东省临沂市第二污水处

理厂扩建工程 

临沂首创博瑞水务有限

公司 
8,904 8,904 7,197 1,707 

10 
浙江省嵊州市嵊新污水处

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 

绍兴市嵊新首创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 
4,402 4,402 - 4,402 

11 

江苏省徐州市区区域供水

中心水厂（刘湾水厂）改

扩建工程 

徐州首创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 
39,998 39,998 39,998 - 

12 
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自

来水厂项目 

淮南首创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 
12,550 12,550 2,267 10,283 

13 
安徽省铜陵市第五水厂一

期工程 

铜陵首创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 
12,022 12,022 12,022 - 

14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生活

垃圾无害化填埋场项目 

岳阳县首创环境综合治

理有限责任公司 
7,000 7,000 7,000 - 

15 
湖南省凤凰县城镇生活垃

圾处理工程项目 

凤凰首创环境综合治理

有限责任公司 
5,000 5,000 5,000 - 

16 
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银行

贷款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61,641 61,641 61,641 - 

合计 205,470 205,470 176,753 2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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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变更基本情况及原因 

（一）变更项目的基本情况 

1、拟变更的项目名称：（1）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城区杨家溪污水处理厂二

期工程；（2）浙江省嵊州市嵊新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 

2、变更项目的原投资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城区杨家溪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本项目采用 BOT 方式建设运营，项目的实施主体是张家界首创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首创持有其 100%的股权。本项目总投资额约 6,949

万元，拟全部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的建设对有利于保护澧水

水质，改善张家界市环境质量。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二期项目污水处理工程规

模为 4万吨/日，建设内容包括污水处理部分、污泥处理部分、配套的附属辅助

工程、电气系统、仪表控制系统等内容。其中，污水和污泥处理设施主要包括：

进水泵房、粗格栅、细格栅、曝气沉砂池、生物池、沉淀池集配水井及污泥泵房、

沉淀池、紫外线消毒渠、鼓风机房、贮泥池、脱水机房、加药间、出水及雨水泵

房等。本项目已取得张家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杨家溪污水处理二

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张发改地区[2011]31号）和《关于杨家溪污水

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延期的批复》（张发改环资[2013]178号）。本项目已取得张

家界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对<张家界市永定区杨家溪污水处理厂（二期）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张环评[2011]1 号）。本项目已取得张家界市国

土资源局出具的《张家界市杨家溪污水处理厂二期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张

国土资源预审字[2011]38 号）。按照投资时情况测算，本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不

低于 8.00%。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城区杨家溪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原计划投资 6,949万

元，因政府规划变化和土地拆迁问题，2014 年 8月开始暂缓开工，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39万元，募集资金余额 6,910万元。 

（2）浙江省嵊州市嵊新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 

本项目采用 BOT 方式建设运营，项目实施主体是绍兴市嵊新首创污水处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嵊新首创”），公司直接持有嵊新首创 51%的股权，嵊州市

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和新昌县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嵊新首创 26.95%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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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5%的股权。本项目初始拟定总投资额约 8,631万元，由公司与其他股东同比

增资方式投入，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4,402万元。嵊新污水处理厂主要负

责处理绍兴地区的嵊州市区和新昌县城的污水，一期工程设计规模为 15.0万吨/

日，随着形势的发展，嵊新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的一级 B标准的排放水质已逐渐

不能满足当地环保要求。因此，嵊新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对当地促进经

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生物接触氧

化池、砂滤池、消毒池、废水池、加药间、均质池、水解酸化池、最终反应沉淀

池、鼓风机房、电气设备、自控系统和厂区总平面扩建等。按照投资时情况测算，

本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7.45%。 

浙江省嵊州市嵊新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原计划投资 4,402 万元，因

工期要求较紧，未实际参与实施，募集资金余额 4,402万元。 

3、拟变更的主要内容：拟将原计划投入（1）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城区杨家

溪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及（2）浙江省嵊州市嵊新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

的资金 11,312 万元全部变更用于娄底市第一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及提标改造工

程 PPP项目。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金额占总募集资金金额的 5.51%，具体以转账日

金额为准。 

4、本次变更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变更项目的原因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城区杨家溪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因政府土地拆迁问题

和政府规划变化，预计短期内工程无进展，正在协调政府退还已投入的项目资金。

浙江省嵊州市嵊新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因工期要求较紧，未实际参与实

施。 

以上项目已不具备实施条件，为更好地回报股东，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提升企业价值，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娄底市第一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及

提标改造工程 PPP项目。 

 

四、新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项目为娄底市第一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及提标改造工程 PPP项目，项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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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15 万吨/日，其中存量项目提标改造 10 万吨/日，新增三期扩建 5万吨/日。

特许经营期为 20 年（包含建设期），出水水质标准执行 GB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 

（二）市场前景及可行性分析 

娄底市总人口 453.61 万人（其中城市人口 185.34万人），下辖娄星区、涟

源市、冷水江市、新化县、双峰县和娄底经济开发区、万宝新区。2017 年全市

GDP1,544.98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15.62 亿元，财政支出 277.84 亿元,具

备良好发展前景。公司作为国内领先的水务运营企业，已提前在娄底市进行水务

业务布局。目前，娄底市拥有第一污水处理厂 10 万吨/日和第二污水处理厂 5

万吨/日，其中，第一污水厂由公司在娄底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娄底首创水务有限

公司运营，公司分别于 2008年和 2013年分批接收娄底市第一污水处理厂一期和

二期项目特许经营权，目前已运营 11年，水费回收率 100%。娄底首创水务有限

公司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45 万元，净利润 508 万元，项目已实现稳定运营

及收益。本次娄底市第一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及提标改造工程 PPP项目的实施，

将满足娄底市污水处理水质标准提升及对新增污水处理能力的需求。本次三期新

建项目紧贴已有一期、二期项目，原有项目的稳定运营有助于三期项目的顺利拓

展。同时，本次提标改造完成后，水价也将随之进行调整，提高公司收益。 

（三）投资计划 

本项目测算总投资为 17,272万元，其中：土建费用 8,029.24万元、安装费

1,660.24万元、设备费 4,322.73万元、二类费用 1,140.26万元(不含土地)、

预备费 1,515.25万元、其他资金 604.28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出资 5180万元，

为本项目总投资额的 30%，其余资金 12,092 万元为债务性融资，占比 70%，由项

目公司融资解决。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1,312万元，募集资金投入方

式为拟以借款的形式投入。 

（四）建设内容和规模 

本项目包括娄底市第一污水处理厂一期和二期项目合计 10 万吨/日的提标

改造，三期扩建污水处理 5 万吨/日。新建预处理构筑物、中间提升泵站、高效

沉淀池、纤维滤池、接触消毒池、沉淀泵站、鼓风机房及配电间、脱水机房及加

药见、加氟间、粗格栅井 1座、AAO池、二沉池各 2座，除臭设施 1 套、改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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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氧化沟、二期氧化沟、出水提升泵站、贮泥池、闸门、阀门等污水深度处理装

置，达到 15万吨/日深度污水处理规模，建成后出水水质满足国家《城镇污水处

理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 

（五）收益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 6.63%。 

（六）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为自来水销售、污水处理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对国家产业政策

依赖性较强。产业政策、财税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将对市场供

求和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较大影响。由于公司所处的水务行业前期投入较大，投资

回收期较长，且主要与地方政府发生业务往来，因此在市场拓展和行业发展上受

国家行业政策的影响较大。目前，我国水务行业正处于产业化、市场化的改革进

程中，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仍有待建立和完善。如果水务行业产业政策发生不利变

化，或公司不能满足新的行业管理政策的要求，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销售产

生不利影响。 

2、销售收入按时回收风险 

公司污水处理费多由政府财政支出。虽然公司已在与政府签订的协议中明确

污水处理费缴纳时间等相关条款，但仍可能存在因政府财政状况不佳等原因带来

的销售收入回收周期较长，不能按时收回的风险。 

3、工期延误以及项目不能顺利实施的风险 

水务项目开发具有周期长、投入资金大、涉及合作方多的行业特征。尽管投

资本项目经过了慎重、充分的可行性研究和论证，预期能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但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因工程进度、工程质量、资金投入变化

而产生的风险。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否按时完成、项目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效

果仍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4、预期收益实现风险 

本项目为污水处理项目，属于市政公用事业的范畴，《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

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建城[2002]272号）的规定，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价格

应由政府审定和监管；应在充分考虑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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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根据行业平均成本并兼顾企业合理利润来确定市政公用

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收费）标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亦指出应

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明确约定价格和收费的确定方法、标准以及调整程序。因此，

公司在进行项目投资时，一般在相关协议或合同中明确约定收费价格标准和调价

机制。 

但是公司业务实际开展项目时，受到城乡供水一体化战略、市场整合等其他

因素影响，价格调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此外，由于污水处理项目基础设施建设

时间较长，项目总投资额容易受到人工成本、材料成本等成本上升的影响而有所

增加。因此，由于水价调整期滞后于刚性成本增长期，本次变更的募投项目存在

因投资较预测有所增加而水价没有相应调整到位而影响项目预期收益的风险。 

（七）批准及审批情况 

本项目已经取得娄底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娄底市第一污水处理厂三期

扩建以及提标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娄发改行审[2018]2 号）。 

本项目已取得娄底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娄底市第一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以及

提标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娄环审[2017]96号）。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助于公司适应外部环

境的变化和战略规划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

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整体行业环境变化趋势及公司未来发展

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与效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意见 

1、公司本次拟将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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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溪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和浙江省嵊州市嵊新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工程

拟投入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1,312万元使用用途变更为投入娄底市第一污水处理

厂三期扩建及提标改造工程 PPP项目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以及第七届监事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且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2、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符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于公司以上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变更事项无异

议。  

敬请各位股东审议。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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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

团有限公司首创函【2019】7号文件，不再推荐贺文宝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及所任

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公司对贺文宝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提名苗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敬请各位股东审议。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附：苗艇先生简历 

苗艇：男，1977 年 4月出生，工学学士，工程师，高级企业文化师。曾任

北京巴士专线分公司、北京公交专线客运分公司、北京畅通客运分公司、北京公

交第五客运分公司技术部部长、信息中心主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等；北京首

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室副主任、纪检监察室主任、纪委副书记、职工监

事。现任公司党委会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