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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澳大利亚柯蓝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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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与 Careline Australia Pty 

Ltd(澳大利亚柯蓝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书》”）仅作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协议，投资项目尚未形成具体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有关具体合作内容、投资安排、投资进度等方面尚需签订正

式相关合同予以明确，因此该事项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对公司当期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

经营业绩尚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长期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3、公司与 Careline Group Australia Pty Ltd(澳大利亚柯蓝集团)的合作，

是公司首次围绕工业大麻开展运用领域的探索，虽然目前已有美国、阿根廷、澳

大利亚等国家将医用大麻全面合法化，英国、法国、新西兰等国家部分医用大麻

药物合法化，但研发、选育、种植和应用推广能否在海外市场运用存在市场推广、

地域政策等不确定性的经营风险。 

4、我国政府对工业大麻的种植及应用产业有着严格的监管规定，大麻种植

及加工需提前报批获得相应许可。国家对工业大麻种植、加工等均有明确的准入

政策，公司是否能取得相关部门关于种植工业大麻的许可，存在不确定性。此外，

根据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加强工业大麻管控工作的通知》，我国



目前尚未批准工业大麻用于医用和食品添加领域，所以目前国内企业在工业大麻

中提取的大麻二酚主要被应用于科研及出口，应用端与需求端能否放开以及放开

的时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5、公司将根据事项的后续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书》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签署概况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杭州赛

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石园林”或“乙方”）与 Careline Group 

Australia Pty Ltd（中文名：澳大利亚柯蓝集团）（以下简称“柯蓝集团”或

“甲方”）双方本着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的精神，经友好协商，就工业大麻的

研发、选育、种植和应用推广等方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于 2019 年 05 月 06

日在杭州市签订《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与 Careline Australia Pty Ltd 

(澳大利亚柯蓝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履约能力介绍和分析 

Careline Group Australia Pty Ltd（中文名：澳大利亚柯蓝集团）成立于 1997

年，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悉尼市，拥有澳大利亚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生产加工执

照，是一家致力于在澳大利亚和国际市场上生产健康产品和护肤产品的公司，从

事药品、化妆品、保健食品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柯蓝集团在澳洲、亚洲、

欧洲拥有 5000 余家药店和零售终端出售柯蓝集团的产品。因此，柯蓝集团具备

良好的信用和支付能力，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能保证本协议的履行。 

本次交易澳大利亚柯蓝集团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

与柯蓝集团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Careline Group Australia Pty Ltd（中文名：澳大利亚柯蓝集团） 

乙方：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的精神，经友好协商，就工业大麻的研

发、选育、种植和应用推广等方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达成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如下，以资共

同遵守。 

（一）战略合作项目简介 

工业大麻是指去除毒性、四氢大麻酚（THC）含量低于 0.3%的大麻品种，不

具备毒品利用价值。从工业大麻提取出的原材料可广泛用于医药、保健食品、化

妆品、纺织、建筑材料等领域，目前全球 30多个国家能够合法使用。我国云南、

黑龙江、吉林也对其种植和销售合法化。 

2018 年初研究机构 Arcview 与美国大麻品牌 BDS Analytics 合作发布了大

麻行业《全球 570 亿美元市场路线图报告》，该报告预测到 2027 年全球合法大

麻消费预计达到 570 亿美元，医疗大麻支出费用将达到约 191 亿美元，其中：

北美将继续作为最大的大麻消费市场，从 2017年 92亿美元增长至 473亿美元，

年复合增长率约 18%。预计 2022 年，全球合法大麻消费预计达到 320 亿美元，

其中医疗用大麻支出将达到 120 亿美元。 

甲乙双方拟共同出资，组建合资企业开展工业大麻的研发、选育、种植和应

用推广，并在澳大利亚建立总面积约 30万亩种植基地。 

（二）战略合作内容 

1、前期合作准备 

（1）柯蓝集团利用澳大利亚对于工业大麻种植、销售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优

势，进行与工业大麻相关的产品开发，并获取相关的法律许可。 

（2）柯蓝集团为双方在澳大利亚合作种植进行可行研究，并初步完成种植

场地的选址工作。 

（3）赛石园林集团充分利用自身在植物研发、选种、培育等方面的经验为

双方合作提供种植技术支持。 

（4）双方密切关注国内工业大麻种植方面的资讯和政策法规变化，为将来

在国内开展种植业务储备信息资源。 

（5）前期合作准备工作时限为 六 个月。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正式



签订之日起至 2019年 11 月前，双方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6）双方共同聘请的第三方机构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估算投资额及

投资回报。经双方决策机构批准后，开展正式投资合作。 

2、正式投资合作 

（1）在完成前期合作后，双方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估算的投资额，签

订正式《投资协议》，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组建合资企业。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不

超过贰仟万澳元，投资额不超过壹亿贰仟万澳元，股权比例初步确定为：甲方占 

33 %，乙方占 67 %。具体以合资公司的《投资协议》和公司章程为准。 

（2）合资公司成立后，根据《投资协议》条款，开展在澳大利亚的种植基

地建立，工业大麻的选育、种植，以及工业大麻在产品中的应用和产品推广。 

（3）甲乙双方正式投资合作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以《投资协议》和合资公司

章程约定的内容为准。 

（三）合作期限 

本框架协议有效期 3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 

（四）费用承担和知识产权 

本框架协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研发、种植试

验产生的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正式签订《投资协议》前形成的知识产权由双

方各自享有。 

（五）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主要权利及义务 

（1）积极关注澳大利亚相关政策法规，为工业大麻的种植、使用和产品推

广创造条件。 

（2）开展工业大麻在相关产品中应用的研发、试生产。 

（3）开展在澳大利亚种植基地的选址和相关前期工作。 

2、乙方主要权利及义务 

（1）积极关注国内相关政策法规，在法律政策允许范围内开展种植技术的

研究。 

（2）在符合相关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对甲方提供的品种进行育种、选种，



培育适合国内种植的品种； 

（3）寻求国内种植基地，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为双方合作拓展工业大麻相关

原料、种植场地及提取开发等。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的精神，就工业大麻的研发、选育、

种植和应用推广等方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若本协议能够顺利实施和推进，有利

于发挥双方资源优势，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价值。 

   2、本协议的签订预计对公司今后年度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协议的签订对公

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不会因此而对柯蓝集团形成业务依赖。 

五、风险提示 

1、协议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2、本次签订的《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与 Careline Australia Pty 

Ltd(澳大利亚柯蓝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仅作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框架性、

意向性协议，投资项目尚未形成具体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各具体项目的实施，应

另行签订项目合同或投资协议，因此上述事项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3、公司与柯蓝集团的合作，是公司首次围绕工业大麻开展运用领域的探索，

虽然目前已有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家将医用大麻全面合法化，英国、法

国、新西兰等国家部分医用大麻药物合法化，但研发、选育、种植和应用推广能

否在海外市场运用存在市场推广、地域政策等不确定性的经营风险。 

4、我国政府对工业大麻的种植及应用产业有着严格的监管规定，大麻种植

及加工需提前报批获得相应许可。国家对工业大麻种植、加工等均有明确的准入

政策，公司是否能取得相关部门关于种植工业大麻的许可，存在不确定性。此外，

根据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加强工业大麻管控工作的通知》，我国

目前尚未批准工业大麻用于医用和食品添加领域，所以目前国内企业在工业大麻

中提取的大麻二酚主要被应用于科研及出口，应用端与需求端能否放开以及放开

的时间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5、麻类作物种植在气温、土壤、水分等自然条件与公司已有的传统苗圃种

植存在一定差异，公司目前没有该类作物种植直接相关的经验、资源以及相关人



员储备，同时工业大麻的种植受种植资源、种植管理、环境控制、生产要素、病

虫害防治等管理和技术能力的限制，以及恶劣天气、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

影响，存在成本波动、产量波动、产出不足、产品品质差异或质量不达标的风险。

产业链终端的市场需求、销售渠道、市场行情、竞争格局均会影响产品销量、价

格，该类市场和经营因素可能会造成产品跌价、积压、损失的风险。 

6、目前工业大麻应用领域较广，发展势头快，但如果宏观经济情况出现较

大波动，必将影响到整个行业发展，从而对工业大麻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

响的风险。 

7、随着工业大麻价值被大众所认可，产业资本竞相涌入，虽然行业存在较

高的准入门槛，但已获许可企业之间的竞争与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将使得工业大

麻市场竞争加剧、经营成果不达预期。 

8、本协议的履行，存在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从而导致公司资金压力较大，

项目全部或部分无法实施或延期的风险。  

9、公司于 2019年 04月 24 日在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关

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郭柏峰先生计划自 2019年 05月 21日—2019年 11月 20日 6个月

内（窗口期不减持）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29,061,400 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2.00%（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应

对该数量进行除权处理）。 

六、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进展情况 

编号 公告日期 协议名称 后续进度 

1 2016 年 2月 28 日 

康达环保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与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

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具体实施方案在商务谈判中。 

2 2016 年 4月 7 日 

赛石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与章

丘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合作框架协议书 

具体实施方案在商务谈判中。 

3 2016 年 5月 13 日 
衢州市柯城区全域旅游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已中标柯城区小城镇（石梁镇）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花彩小镇及通景道路建设工程、三线绿

化提升工程，施工进行中，已中标衢州市柯城

区（华墅乡）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4 2016 年 8月 9 日 
山东省禹城市大禹文化旅游

产业园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规划设计进行中。 



5 2016年 10月 24日 

大余县人民政府与杭州赛石

园林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已中标大余县生态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PPP 项目，施工进行中。 

6 2016年 12月 23日 

彬县人民政府与杭州赛石园

林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合

作框架协议 

已中标彬县东花西苗南北林建设项目 PPP 项

目，施工进行中。 

7 2017 年 1月 15 日 

江西省崇义县人民政府与杭

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已中标振兴大道、知行公园、PPP 项目阳明社

区公园及文竹路景观提升工程、上堡梯田

（EPC）项目、两杰葡萄沟（EPC）项目，施工

进行中。 

8 2017 年 3月 17 日 

新疆乌苏市人民政府与杭州

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已中标乌苏市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建设 

PPP 项目，施工进行中。 

9 2017 年 4月 28 日 

上犹县人民政府与杭州赛石

园林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合作

框架协议 

已中标上犹县城西旅游带园林景观提升工程

设计施工一体化（EPC 总承包）项目，施工进

行中。 

10 2017 年 6月 12 日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政

府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

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具体实施方案在商务谈判中。 

11 2017 年 9月 6 日 

德清县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与杭州赛石园林集团

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已成立合资公司，已中标德清下渚湖湿地 3

号岛改造提升工程。 

12 2017 年 12月 7 日 

泾源县人民政府与法雅生态

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框架

协议 

具体实施方案在商务谈判中。 

13 2018 年 1月 5 日 

凯里市人民政府与杭州赛石

园林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框架

协议 

具体实施方案在商务谈判中。 

14 2018 年 1月 29 日 

裕民县人民政府与杭州赛石

园林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具体实施方案在商务谈判中。 

15 2018 年 2月 27 日 

金乡县人民政府与杭州赛石

园林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具体实施方案在商务谈判中。 

16 2018 年 3月 8 日 

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与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

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合资公司注册办理中。 

17 2018 年 3月 12 日 

郯城县人民政府与杭州赛石

园林集团有限公司、法雅生

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具体实施方案在商务谈判中。 



18 2018 年 5月 8 日 

德清县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与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

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已中标德清美丽县城提升工程。 

19 2018 年 5月 18 日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人民政

府与法雅生态环境集团有限

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已中标向阳镇贾坪营梁乡振兴工程示范建设

(EPC)项目。 

20 2018 年 6月 1 日 

湖北省安陆市人民政府与法

雅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具体实施方案在商务谈判中。 

21 2018 年 10月 9 日 

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人民政

府与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

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具体实施方案在商务谈判中。 

22 2018年 10月 10日 

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政府与杭

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已成立合资公司，并中标菏泽市曹州牡丹园

2019 年花朝节景观绿化工程。 

23 2018年 12月 16日 

华夏幸福产业新城（杭州）

有限公司与杭州赛石园林集

团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具体实施方案在商务谈判中。 

七、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有关监管规定，根据后续合作的进展情 

况及项目投资金额的大小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并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杭州赛石园林集团有限公司与 Careline Australia Pty Ltd(澳大利

亚柯蓝集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05 月 0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