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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75        证券简称：万润新能         公告编号：2022-013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1、 本次签订的协议均为双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战略框架性约定，确立了双

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不构成强制的

法律约束。具体项目内容及实施进度将在项目履行决策程序及报批手续时根

据法律、法规及双方内部审议程序等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以双方签订的正

式合作协议为准。 

2、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润新能”或“公司”）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3、 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

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均属于协议双方的框架性

约定，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将根据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房县人民政府、保康县人民政府在充分

协商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于2022年11月10日达成合作意向并分别签订了《房县

人民政府与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房县

合作框架协议”）和《保康县人民政府与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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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协议》（以下简称“保康合作框架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房县合作框架协议》的基本情况 

1、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房县人民政府 

单位性质：国家行政机关 

单位负责人：谢晓鸣 

单位地址：湖北省房县城关镇吉甫路9号 

本公司与房县人民政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 

2、协议签订的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与房县人民政府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于2022年11月10日在

湖北省十堰市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3、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双方友好协商达成的战略性约定，不涉及具体内容和金额，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后续合作进展按要求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4、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协议无需有关部门审批或向有关部门备案。 

（二）《保康合作框架协议》的基本情况 

1、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保康县人民政府 

单位性质：国家行政机关 

单位负责人：杜云峰 

单位地址：保康县城关镇南关街 122 号 

本公司与保康县人民政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

易。 

2、协议签订的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与保康县人民政府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于2022年11月10日

在湖北省襄阳市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 

3、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3 

本协议为双方友好协商达成的战略性约定，不涉及具体内容和金额，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根据后续合作进展按要求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4、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协议无需有关部门审批或向有关部门备案。 

二、《房县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双方 

甲方：房县人民政府 

乙方：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合作内容 

1、项目内容： 

甲方与乙方拟共同投资建设新能源材料及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包括磷酸铁

锂、磷酸铁、磷盐、磷酸、磷矿石等一体化产业链材料，具体建设内容及实施进

度将在项目履行决策程序及报批手续时根据法律、法规及双方内部审议程序等有

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以双方签订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 

2、占地面积 

本项目占地面积约 1612 亩（具体以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确定的红线图为准）。 

3、合作方式 

甲乙双方成立合资公司，由合资公司负责项目的具体投资建设和运营，相关

协议另行签订。 

（三）主要权利与义务 

1、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土地 

①甲方在当地化工工业园区内为乙方提供不少于 1612 亩连片化工工业用地。

项目投资开工建设前，须由甲方完成征收、拆迁和安置工作。 

②甲方为乙方或合资公司提供必要的矿山开采用地，负责协调处理矿山建设

的相关问题。甲方为乙方或合资公司提供必要的选矿厂建设用地。 

（2）矿业权 

甲方应确保为乙方配置满足项目需要的磷、锰、钒等原矿，并支持乙方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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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该等矿产的探矿权、采矿权及其他权利。 

①甲方支持乙方或合资公司合法取得已探明储量不低于 5000 万吨的磷矿探

矿权及采矿权（以平均品位 24%折算），协助乙方在神农架阳日镇等地收购磷矿

矿山，帮助乙方在房县周边地区联系磷矿开采企业直供矿石，保证项目所需的磷

矿石长期稳定供应。未探明的磷矿如果在未来探明，甲方优先支持乙方或合资公

司合法取得总计不低于 2 亿吨的磷矿探矿权、采矿权及其他权利。 

②甲方支持乙方或合资公司合法取得已探明储量不低于 180 万吨（V2O5 净

含量）的钒矿探矿权及采矿权，协助乙方收购房县地区钒矿矿山，保证项目所需

的钒矿长期稳定供应。 

③甲方支持乙方或合资公司合法取得已探明储量不低于 800 万吨（20%平均

品位）的锰矿探矿权及采矿权，协助乙方收购房县地区锰矿矿山，保证项目所需

的锰矿长期稳定供应。 

（3）产能及绿电指标 

①甲方支持乙方或合资公司获取项目建设内容所需的产能指标，包括但不限

于 24 万吨/年磷酸一铵（工业级）、30 万吨/年磷酸一铵（农业级）产能。 

②甲方负责与省市主管部门沟通，明确磷酸一铵（工业级）作为中间体材料

不受产能指标限制，协调省市主管部门出具相关证明或备忘录，确保项目建设后

验收通过。 

③甲方充分利用房县光伏发电（含分布式光伏）、风力发电、储能、小水电、

抽水蓄能、生物质发电协助乙方建成源网荷储一体化的零碳工厂，提高乙方绿电

竞争力。甲方承诺将甲方所在地的上网绿电电量最大程度给予合资公司，若未能

满足项目所需的绿电电量，由甲方协助乙方获取房县周边地区的上网绿电。 

（4）基础设施 

甲方负责保证项目用地交付使用时达到“八通一平”（指水、电、道路、通

讯、污水管网、雨水管网、蒸汽、燃气通，场地平整），满足本项目建设的要求。 

（5）优惠政策 

甲方根据湖北省、十堰市、房县有关政策规定为本项目提供产业支持、融资

支持、人才奖励、用工保障等方面最大限度优惠。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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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协调相关部门将项目建设涉及的所有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立项、环评批复、

安评批复、能评批复、行政许可及相关资质、证照登记注册、工程报建等办理完

毕。 

2、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本协议签订后，乙方迅速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报乙方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批并通过，作为实施本项目的前置条件。 

（1）乙方就项目实施方案认真做好规划方案，并报主管规划部门审批后实

施，积极推进项目备案、环评、安评、能评前期审批工作。 

（2）乙方促使合资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取得土地使用权，依法缴纳出让金及

相关税费。 

（四）项目实施的前提与审批程序 

1、本协议为框架协议，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或合资公司落实项目用

地、矿业权及相关产能指标后，由甲乙双方再另行签订正式的合作投资协议。 

2、本项目规划仅为产业方向的初步约定，项目的实施如涉及相关法律法规

及乙方公司章程规定的，乙方将履行决策程序和报批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具体以乙方公司最终审批情况及公告为准。 

（五）协议履行期限 

协议有效期为 6 个月，自签订之日起计算，协议期满后，若双方均无异议，

协议有效期自动延续 6 个月。 

（六）其他事项 

1、本框架协议条款表明双方合作的基本意愿，双方在本协议签署后应进一

步协商。因本协议涉及的具体建设项目（含项目名称、建设内容、项目投资等）

的实施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双方的权利义务以签订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 

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6 个月内，甲方承诺优先支持乙方或合资公司取得协

议约定的土地、矿业权、产能及绿电指标。同时，甲方（包括甲方的关联方、代

理或中介机构）承诺不与第三方就协议约定的土地、矿业权、产能及绿电指标相

关合作事宜以任何形式进行商谈或签署任何协议、意向等。若本协议有效期延续

的，则前述所有甲方承诺在延续期内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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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康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双方 

甲方：保康县人民政府 

乙方：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合作内容 

1、项目内容： 

甲方与乙方拟共同投资建设磷酸铁锂循环一体化产业链项目，包括磷酸

铁锂、磷酸铁、磷盐、磷酸、磷矿石等一体化产业链材料，具体建设内容及

实施进度将在项目履行决策程序及报批手续时根据法律、法规及双方内部审

议程序等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以双方签订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 

2、占地面积 

项目拟选址在襄阳余家湖保康工业园及保康磷化工产业园，计划用地约

1900 亩。 

3、合作方式 

甲方指定国有主体通过合法程序对乙方子公司按股权比例进行增资。增

资后，由该乙方子公司（即“合资公司”）负责项目的具体投资建设和运营。

具体增资及合资公司相关事项由双方另外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 

（三）主要权利与义务 

1、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土地 

①甲方向合资公司提供余家湖保康工业园及保康磷化工产业园约 1900

亩的连片化工工业用地，项目投资开工建设前，须由甲方完成征收、拆迁和

安置工作。 

②甲方为乙方或合资公司提供必要的矿山开采用地，负责协调处理矿山建设

的相关问题。甲方为乙方或合资公司提供必要的选矿厂建设用地。（矿山开采和

选矿厂用地不包含在上述余家湖保康工业园及保康磷化工产业园约 1900 亩的用

地范围内） 

（2）矿业权 

①甲方支持乙方或合资公司合法取得已探明储量不低于 2 亿吨的磷矿探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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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采矿权（以平均品位 24%折算）。 

②甲方支持乙方或合资公司合法取得现有已具备生产能力的、保有储量不低

于 5000 万吨、合计设计开采规模不低于 200 万吨/年的磷矿采矿权（以平均品位

24%折算），该磷矿采矿权不包括在前述已探明储量不低于 2 亿吨的磷矿探矿权

和采矿权范围内。实施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指定国有主体与乙方指定主体合作

对已具备生产能力的磷矿采矿权进行收购。 

（3）产能指标 

甲方支持乙方或合资公司获取项目建设内容所需的产能指标，包括但不

限于 24 万吨/年磷酸一铵（工业级）、30 万吨/年磷酸一铵（农业级）、1.75 万吨

/年黄磷产能。甲方协调相关部门将项目建设涉及的所有手续包括但不限于立

项、环评批复、安评批复、能评批复、行政许可及相关资质、证照登记注册、

工程报建等办理完毕。 

（4）基础设施 

甲方负责保证项目用地交付使用时达到“八通一平”（指水、电、道路、

通讯、污水管网、雨水管网、蒸汽、燃气通，场地平整），满足本项目建设的

要求。 

（5）优惠政策 

甲方按照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有关政策规定为本项目提供产业支持、

融资支持、人才奖励、用工保障等方面最大限度优惠，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

给予支持。 

2、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本协议签订后，乙方迅速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报乙方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批并通过，作为实施本项目的前置条件。 

（1）乙方就项目实施方案认真做好规划方案，并报主管规划部门审批后

实施，积极推进项目备案、环评、安评、能评前期审批工作。 

（2）乙方促使合资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取得土地使用权，依法缴纳出让金

及相关税费。 

（3）乙方取得土地使用权、产能指标和矿业权后，非经双方协商一致或

另有约定，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和转让、出售产能指标、矿权，确保在甲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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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或所辖的园区内按双方最终确定的投资计划新上项目。 

（四）项目实施的前提与审批程序 

1、本协议为框架协议，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或合资公司落实项目

用地、矿业权及相关产能指标后，由甲乙双方再另行签订正式的合作投资协

议。 

2、本项目规划仅为产业方向的初步约定，项目的实施如涉及相关法律法

规及乙方公司章程规定的，乙方将履行决策程序和报批手续，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具体以乙方公司最终审批情况及公告为准。 

（五）协议履行期限 

协议有效期为6个月，自签订之日起计算，6个月内未签订正式合作协议的本

协议自动终止。 

（六）其他事宜 

1、本框架协议条款表明双方合作的基本意愿，双方在本协议签署后应进一

步协商。因本协议涉及的具体建设项目（含项目名称、建设内容、项目投资等）

的实施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双方的权利义务以签订的正式合作协议为准。 

2、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6 个月内，甲方承诺优先支持乙方或合资公司取得协

议约定的土地、矿业权及产能指标。同时，甲方（包括甲方的关联方、代理或中

介机构）承诺不与第三方就协议约定的土地、矿业权及产能指标相关合作事宜以

任何形式进行商谈或签署任何协议、意向等。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均属于协议双方的框架性约定，对公司

经营业绩的影响将根据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二）本次签订的协议拟投资的项目，均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符合公司

的发展规划，有助于公司长远发展。两份协议均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

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协议对方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本次签订的协议均为双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战略框架性约定，确

立了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不构成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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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约束。具体项目内容及实施进度将在项目履行决策程序及报批手续时根据

法律、法规及双方内部审议程序等有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以双方签订的正式合作

协议为准。 

（二）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项目

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1 日 

 

 

备查文件： 

1、《房县人民政府与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2、《保康县人民政府与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