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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及相关事项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投票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时间：2019年 8月 19日 14点 00分

地点：无锡市金融一街 8号 国联金融大厦 1516会议室

四、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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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19日

至 2019年 8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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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会议主持：董事长 蒋志坚

六、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投资建设下属惠联电厂提标扩容项目的议案》

报告人：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钟文俊

七、会议议程

1、董事长宣读参会股东（股东代表）人数及所持股份数，介绍参加会议的

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律师；

2、董事长宣读会议表决办法，推举计票人、监票人；

3、董事会秘书介绍股东大会现场投票、计票、监票规定；

4、宣读并审议议案；

5、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对议案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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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计票人统计现场表决结果；

7、监票人宣读现场表决结果；

8、公司董事及管理层解答股东提问，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9、监票人宣布现场及网络投票汇总表决结果；

10、董事长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11、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12、出席会议股东及董事签字；

13、董事长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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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一、本次股东会议将进行表决的事项

本次会议共 1项议案，为非累积投票事项：

1、《关于投资建设下属惠联电厂提标扩容项目的议案》

二、现场会议监票规定

会议设计票人三名（其中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一名、律师一名）和监票人三名

（其中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一名、律师一名），于议案表决前由股东及监事推举产生。

计票人的职责为：

1、负责表决票的发放和收集；

2、负责核对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数；

3、统计清点票数，检查每张表决票；

4、计算并统计表决议案的得票数。

监票人负责对投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公司聘请的律师与计票人和监票人共

同负责计票和监票。

三、现场会议表决规定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全部议案宣布完毕后统一表决的方式，全部议案列于表决

票内。

2、按照同股同权原则，股东及代理人的表决权的权重由该股东所持股份占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的比例决定。股东及代理人对表决票中的议案，可以表示赞成、

反对或弃权，但只能选择其中一项，并在对应项内“√”。股东或代理人应在每张表

决票的签名栏内签名，不按上述要求填写的表决票视为无效。

3、统计和表决办法

全部议案宣读完毕，与会股东或代理人即就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后由计票人收

集、统计表决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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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决结果的宣读

计票人统计好现场表决票数后，监票人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

决结果；待网络投票结果出来并汇总后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及网络

投票汇总表决结果。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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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投资建设下属惠联电厂提标扩容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拟对下属惠联电厂进行提标扩容，垃圾处置能力由原来的日处理入厂垃圾

1,000吨提标扩容至 2,000吨，总投资约 12.85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投资概述

根据《无锡市区环境卫生专业规划修编（2015-2030）规划说明》及无锡市政府

专题会议纪要要求，结合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光股份”、“公司”）

向市政环保深化转型的战略目标，公司拟对下属惠联电厂进行提标扩容，垃圾处置

能力由原来的日处理入厂垃圾 1,000吨提标扩容至 2,000吨，总投资约 12.85亿元，

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联垃圾热电”）新

建垃圾焚烧炉排炉项目，投资约 11.80亿元；控股子公司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惠联热电”）新建化水、氨水及干煤棚扩建项目，投资约 1.05亿元。项目建

设投运后，公司的垃圾焚烧业务进一步提升，同时能有效提高无锡城区生活垃圾的

焚烧处置比例，提高资源化利用效率。

本次项目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惠联电厂提标扩容项目主要系对惠联垃圾热电的 3台 400吨/日循环流

化床垃圾焚烧锅炉提标扩容，改为配置目前国内已投运单台最大的 2台 850吨/日炉

排炉；同时配合垃圾焚烧炉提标扩建的需要，对化水、氨水及干煤棚进行扩建，项

目基本情况如下：

（一）项目投资的主要内容

1、惠联电厂提标扩容项目之垃圾焚烧炉排炉项目

项目规模：本项目建设规模为日处理入厂垃圾 2,000吨/日，配置 2台 850吨/日

垃圾焚烧线、2台 18MW汽轮机组、2台 20MW发电机，以及对应的配套系统（包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8 / 11

括烟气净化系统等）。

拟建地点：无锡市北部的惠山经济开发区西侧仓桥头。

项目建设单位：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司

服务区范围：无锡市区。

本项目拟采用特许经营权 BOT模式或者政府采购服务模式进行投资建设，尚待

公司与无锡政府相关部门商谈后签署相关协议确定。

本项目将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惠联垃圾热电负责项目建设资金筹集及项目建设、

运营管理等工作，本项目建设期预计为 2年。

2、惠联电厂提标扩容项目之新建化水、氨水及干煤棚扩建项目

项目规模：由于新建炉排炉项目场地占用原有绿化、办公楼、食堂、宿舍、化

水、液氨区域，故需先行对#2干煤棚进行扩建，拆除#1干煤棚用于建设化水处理系

统，并对有影响的热网管道进行改造，绿化移植，消防水、生活水、雨水、废水管

道等相应改造。

拟建地点：惠联热电厂区内。

项目建设单位：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

本项目主要为配合垃圾焚烧炉提标扩建的需要，将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惠联热电

投资建设，建成后也为园区内各企业提供除盐水，并收取供除盐水费。

（二）项目投资背景

1、满足无锡市区快速发展的垃圾处置的需要

无锡是中国重要经济中心城市、区域性交通枢纽和著名的旅游胜地，江苏省重

点发展的特大型城市。随着无锡快速发展，根据《无锡市区环境卫生专业规划修编

（2015-2030）规划》，无锡市区生活垃圾产生量与垃圾处理能力存在缺口。本次提标

扩容能及时满足无锡市区垃圾处置的需要。

2、提升公司垃圾焚烧项目的标准、设备及工艺，打造示范项目

现有无锡惠联垃圾热电的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炉工艺有较大提升空间、原有设

备较为陈旧，公司拟按照“最高标准、最优设备、最佳工艺”的要求，努力将本项

目打造成为行业标杆项目、示范项目。环保排放标准低于《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

标准》（GB18485-2014）和欧盟 2010标准的低值；设备选用目前国内已投运单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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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 850吨/日炉排炉等设备；设计工艺以行业领先标准为准则；同时，结合工业生

产智能化要求，采用大数据分析、三维可视、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将本

项目建设成公众开放型及智慧型垃圾焚烧厂。

（三）项目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

1、投资规模：无锡下属惠联电厂提标扩容项目总投资约 12.85亿元，其中新建

垃圾炉排炉项目投资约 11.80亿元，新建化水、氨水及干煤棚扩建项目投资约 1.05

亿元。

2、本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资金、融资借款等渠道。

（四）可行性分析

1、惠联电厂提标扩容项目之垃圾焚烧炉排炉项目

（1）根据垃圾量预测结论及当地规划要求，本项目建设规模为年处理入厂垃圾

70万吨，日处理入厂垃圾约 2,000吨，有效地缓解了服务区域的生活垃圾处理严峻

形势，提高了服务区域内生活垃圾的焚烧处置比例，提高了资源循环利用率，减少

了填埋量，有效改善了服务区域的生态环境，符合国家与地方的规划，因此本项目

的建设是必要的。

（2）本项目采用成熟的机械炉排炉焚烧方式处置生活垃圾，配置 2台处理能力

为 850t/d机械炉排焚烧炉及 2台中温中压余热锅炉（4.0MPa，400℃），配置 2台 18MW

抽凝式汽轮机及 2台 20MW发电机。

（3）本项目实行热电联产，综合考虑本项目经济性，设计工况下对外供汽量为

30t/h，年供热量为 21.02万 t。全厂热效率为 33.63%。

（4）烟气净化系统采用“SNCR炉内脱硝＋半干式脱酸＋干法喷射+活性炭吸

附＋布袋除尘+SCR，预留湿法”组合工艺，达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14标准和欧盟 2010限值后通过烟囱排放。

（5）本期项目厂内渗沥液均送入渗沥液处理站，采用 “调节池+预处理+厌氧

反应器 UASB+硝化反硝化+外置式MBR+NF纳滤膜+RO反渗透膜工艺”处理工艺，

处理达标后回用。

（6）项目产生的炉渣为一般固废，收集运至厂外进行综合利用；产生的飞灰为

危废，采用螯合剂稳定化达到无害化标准后外运至填埋场进行无害化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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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项目总投资为 11.80亿元。根据财务分析初步测算，假设垃圾处理费为

81元/吨，供热价格为 209元/吨，本项目税后财务内部收益预计为 7.84%。

综上，建设本项目技术方案可行，污染达标排放，可实现垃圾处理“无害化、减

量化、资源化”，取得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故建设本项目是可行的、必要的。

2、惠联电厂提标扩容项目之新建化水、氨水及干煤棚扩建项目

（1）本项目为惠联垃圾热电提标扩容前期配套项目，该项目的开展是提标扩容

项目的前提条件。

（2）该项目整合了现有厂区 3处化水处理系统，减少运行成本。

（3）该项目将原有液氨项目改为现在 20%氨水，在不影响原有运行及效率情况

下，消除了危险隐患。

（五）需要履行的审批手续

本次建设项目涉及的土地、项目设计和建设等尚需政府主管部门（包括但不限

于发改委、国土、环保等部门）的批准或备案。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建立起垃圾焚烧处置全产业链平台，完全具备投资、建设、运营的能力、

资源和业绩。本次提标扩建项目将对公司推进无锡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

带来积极影响，增加公司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规模，提高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增加公

司未来收益。项目建成后，该垃圾焚烧项目将成为公司下属垃圾焚烧处理示范项目，

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发展。

本项目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该项目的实施

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本项目对公司 2019年度经营业绩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较大影

响。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建设项目涉及的土地、项目设计和建设等尚需政府主管部门（包括但不

限于发改委、国土、环保等部门）的批准或备案，存在政府部门审批进度不及预期、

建设工期延误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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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生活垃圾热值变化；国家产业、税收政

策变化的风险，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的风险。

3、本次建设项目的具体建设计划、建设内容可能根据建设进程等情况进一步调

整。本次建设项目尚未与无锡市市政府相关部门正式签署相关合同，合同具体条款

尚存在不确定性，项目收益水平尚存在不确定性。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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