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021              证券简称：大禹节水            公告编号：2022－146 

债券代码：123063              债券简称：大禹转债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酒泉市人民政府等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禹节水”或“公司”）

与酒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酒泉市政府”）及其他签约方为全面贯彻落实种

业振兴行动战略部署，加快种业强市建设进程，建设现代化高标准种业基地，经

充分协商，签订《高标准种子基地建设项目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一”）。 

2、公司与酒泉市政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深化

战略合作关系，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二”）。 

3、在《框架协议一》与《框架协议二》签署后，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可能

存在法规政策、市场、价格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或风险，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

成的风险。 

4、《框架协议一》与《框架协议二》均为框架协议，是今后合作的指导性

文件，也是签订相关协议的基础。在签约方拟就具体项目进行合作时，应另行签

订协议，具体需视协议各方后续具体项目协议或合同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四、重大风险提示和其

他相关说明”之“3、近三年披露的协议相关情况”。 

一、《框架协议一》签订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2022 年 11月 10日，本次公司与酒泉市政府、甘

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煌种业”）、酒泉奥凯种子机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凯种机”）、酒泉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酒泉农发集团”）为全面贯彻落实种业振兴行动战略部署，加快种业强市建

设进程，建设现代化高标准种业基地，经酒泉市政府及其他签约方充分协商，签

订《框架协议一》。 

2、《框架协议一》为合作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项目投资合同事项。未

来若涉及具体业务，签约方将依法履行审批程序和签订具体项目合同协议。 

3、《框架协议一》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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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签约对手方介绍 

1、签约对手方一 

本次签约对手方一是酒泉市人民政府。酒泉市政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酒泉市政府信誉度优良，具备良好的信用状况和履约能力。 

2、签约对手方二 

公司名称：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2,780.208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7102487488 

成立日期：1998-12-28 

法定代表人：刘兴斌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肃州路 28号 

经营范围：粮食、瓜类、蔬菜、花卉、油料、牧草、棉花等农作物种子的引

进、选育、繁殖、加工、储藏、销售；棉花的收购、加工（仅限分公司经营）、

储藏、销售，其它农产品的收购、加工，农科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农业技术的引

进、示范、推广、应用和咨询服务；果树、桑树、进出口；投资管理及咨询；化

肥、地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农机产品的销售，商品粮的收购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酒泉地区现代农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该公司 12.92%

股权；其他股东合计持有该公司 87.08%股权。 

敦煌种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签约对手方三 

公司名称：酒泉奥凯种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26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900566429076H 

成立日期：2010 年 12月 31日 

法定代表人：贾峻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南郊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各类种子机械及其配套的输送设备、仓储设备、干燥设备等产品

的研发、制造和国内外市场销售、服务；种子工程项目的规划和成套设备的设计、

制造、安装；其他农作物加工机械和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服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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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酒泉奥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67.11027%股权；贾生活

持有该公司 11.65399%股权；其他股东合计持有该公司 21.23574%股权。 

奥凯种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签约对手方四 

公司名称：酒泉市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900094607355M 

成立日期：2014 年 03 月 12日 

法定代表人：甘宜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阳关路 20号广厦建业办公楼四楼 

经营范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企业管理；农产

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等。。 

股权结构：酒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酒泉农发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酒泉市政府围绕建设国家级玉米制种基地和世界级蔬菜花卉制种基地，



 

充分发挥地域优势，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在全市范围内选择有条件的县(市、区)

推进酒泉高标准种子基地项目建设，打造国家级核心种业基地；积极争取中央、

省级高标准种子基地项目补助资金和种业发展资金，由市农业农村局依据国家、

省级的项目管理要求严格组织实施，落实奖补政策，并做好项目监督管理；县（市、

区）积极整合项目资金，加大资金投入，不断提高基地建设水平；根据企业生产

需求，组织县（市、区）政府和相关业务部门，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有

序开展土地流转，全面保障企业用地需求。 

2、公司充分发挥节水灌溉技术优势，合作开展高标准农田项目及农田水利

工程建设，有效促进酒泉高标准种子基地项目协同、协调、共同发展；公司严格

执行《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试行）》，全面落实项目法人制、招标投

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强化项目全过程管理，对工程质量、安全、进

度、投资等环节严格把关，确保建设的项目符合国家标准。 

二、《框架协议二》签订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2022 年 11月 10日，公司与酒泉市政府为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深化战略合作关系，本着互惠互利、共同

发展、合作共赢的原则，经双方充分协商，签订《框架协议二》。 

2、《框架协议二》为合作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项目投资合同事项。未

来若涉及具体业务，双方将依法履行审批程序和签订具体项目合同协议。 

3、《框架协议二》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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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签约对手方介绍 

本次签约对手方是酒泉市人民政府。酒泉市政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酒泉市政府信誉度优良，具备良好的信用状况和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酒泉市政府积极支持公司全方位参与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并围绕

“三农”发展不断创新合作方式，拓展合作领域，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开展政

企合作；积极为公司发展争取政策、项目、资金支持，为企业发展搭建广阔平台；

积极支持公司依托重大项目建设，更新改造设备，加大科研投入，扩大生产规模，



 

提升企业效益，增加市场竞争力；支持公司优先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效节水灌

溉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发展。酒泉市政府组织动员各县（市、区）

与公司多领域开展合作，协调相关部门提高服务质量，为公司在项目申报、入库

及项目实施等多领域提供有效支持。 

2、公司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和产品优势，积极参与全市农业优势产业发展、

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化灌区建设、农村污水处理、城乡一体化供水等领域项目，

探索全市农业、水利及乡村建设新模式，为酒泉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公司应加强合作交流，吸引相关企业来酒泉共同投资发展，主动参与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为地方经济发展多做贡献。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1、西北制种区域作为我国三大制种片区之一，在保障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粮

食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公司通过签订《框架协议一》积极参与现代化高标准

种业基地项目建设，未来如有具体项目实施将对公司经营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2、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二》涉及合作内容与合作方式符合公司“三农三

水三张网”战略布局和未来经营发展方向。未来如有具体项目实施将有利于提高

公司在酒泉地区的品牌知名度，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3、上述协议尚未涉及具体项目业务，故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影响程度具

有不确定性。 

4、上述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协议而对

协议对方形成依赖，不对公司与其他合作方的合作构成排他性。 

四、重大风险提示和其他相关说明 

1、以上协议为原则性、框架性内容，不涉及该项目具体投资事项，具体项

目投资事项需另行签订具体协议，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未来在以上两个协议下的具体项目投资运作，本公司需根据深交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审批权限及程

序，提交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后实施。 

3、近三年披露的协议相关情况 

序号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1  

关于与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提示性

公告 

2021 年 12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  
关于与敦煌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的提示性公告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  
关于与徐州市沛县人民政府签订框架合

作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2020 年 11 月 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  

关于与定西市人民政府签订定西市引洮

水综合利用项目合作协议书的提示性公

告 

2020 年 11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  

关于与临洮县洮阳水厂农村供水巩固提

升暨城区第二水源工程合作框架协议书

的提示性公告 

2020 年 11 月 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6  
关于与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2020 年 10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  

关于与甘肃省水利厅签订甘肃省现代节

水农业综合改革示范项目合作协议的提

示性公告 

2020 年 10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8  
关于与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2020 年 8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9  

关于与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政府签订 5.22

万亩农业灌溉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

性公告 

2020 年 3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0  
关于与甘肃省水利厅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2020 年 1 月 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1  
关于与白银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的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12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2  
关于与北京慧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12 月 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3  
关于与北京水务投资中心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12 月 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1） 2021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司与水利部淮河水利委

员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就全面落实水利部部署，推动数字孪生淮河建设，本着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共赢的原则，拟建立长期、紧密、稳定的业务合作关

系，充分发挥淮委在流域水利管理和水利科技、华为公司在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

大禹节水在建管服的全产业链体系和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推动三

方在智慧水利和网信管理等领域的合作与创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目前公

司正在积极对接、商谈后续合作。 

（2） 2021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敦煌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司与敦煌市人民政府本着公平、公正、平等、自愿



 

的原则，就共同加强敦煌市乡村振兴、重点水源工程、现代化灌区改造、城乡供

水一体化、城乡污水处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水利建设、水资源综合利用

规划、水生态综合治理、水利信息化建设、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土地集约化规模

化经营等领域的合作事宜订立《战略合作协议》。2022 年 11月 8日，公司披露

了《关于联合体预中标 13.06 亿元敦煌水安全与高质量发展项目公示的公告》，

公司下属子公司与甘肃省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体牵头人）及其下属子公

司组成的联合体预中标敦煌水安全与高质量发展项目。 

（3） 2020 年 11月 6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徐州市沛县人民政府签订框

架合作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司与沛县政府根据江苏省政府发布的《江苏省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升行动方案》（苏政办发〔2020〕38 号）等文件精神,双方就

沛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建设管理等合作事宜订立框架协议。2020 年 12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 5.42 亿元沛县 2020 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EPC 项目中

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大禹节水集团水利水电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与沛县兴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组成的联合体收到招标人徐州市沛县生态环境局发出的沛县 2020 年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 EPC 项目中标通知书。 

（4） 2020年 11月 4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定西市人民政府签订定西市

引洮水综合利用项目合作协议书的提示性公告》，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共谋发展、

诚实守信、合法合规的原则，按照“双线谋划、单独算账、以县为主、用水奖励、

补贴运行、项目支撑、过桥建设、补齐短板”的工作思路与“政府主导、市场运

作、山上修池、山下输水、城乡联动”的建设要求，就开展《定西市引洮水综合

利用项目》签订框架合作协议。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对接、商谈后续合作。 

（5） 2020 年 11月 4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临洮县洮阳水厂农村供水巩

固提升暨城区第二水源工程合作框架协议书的提示性公告》，双方本着平等自愿、

互惠互利、诚实守信、合法合规、共同发展的原则，为解决临洮县中铺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水源地调整及临洮县城市备用水源问题，同时保障临洮县洮阳水厂、东

部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工程水源水质水量，订立框架合作协议。目前公司正在积极

对接、商谈后续合作。 

（6）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双方本着遵循平等、自愿和诚信的原则，

就加快天津市水利建设、管理和改革发展的步伐，促进全市乡村振兴战略，美丽

乡村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环境治理、智慧水务体系

和农业综合开发建设，深化治水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水利综合管控能力，确保“十

四五”农业、水利、生态发展目标的实现，签订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2021 年 6

月 1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 16.88 亿元天津市武清区新一轮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大禹节水集团水利水电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收到招标人天津市武清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与招标代理机构国信国

际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出的本项目中标通知书。 

（7） 2020 年 10 月 12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甘肃省水利厅签订甘肃省

现代节水农业综合改革示范项目合作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双方本着平等自愿、

共谋发展、诚实守信、合法合规的原则，就甘肃省现代节水农业综合改革示范项

目合作签订本《项目合作协议》。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对接、商谈后续合作。 

（8） 2020年 8月 13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双方本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就加

快山西省水利建设，深化水利投资体制改革，运用市场化手段推进水利事业发展，

推动双方在山西水利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开拓山西水利市场

签订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对接、商谈后续合作。 

（9） 2020 年 3月 17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政府签订

5.22 万亩农业灌溉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双方本着共谋发展、互

惠互利、平等自愿的原则，积极探索西秀区重点水利工程项目的合作模式，通过

引入社会资本加大水利建设投入，着力推进西秀区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完善水

利基础设施网络、健全水利发展体制机制而签订的意向性协议。目前公司正在积

极对接、商谈后续合作。 

（10） 2020 年 1 月 9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甘肃省水利厅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双方就推进甘肃省水资源高效利用管理体系、水生态

综合治理体系、智慧水务体系建设，深化水利机制体制改革，提高水利综合管控

水平，培育和提升甘肃水利企业综合服务能力而签订的意向性协议。目前公司正

在积极对接、商谈后续合作。 



 

（11） 2019年 12 月 25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白银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

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双方就共同加强白银市基础水利建设、水资源综合利

用规划、水生态综合治理、水利信息化建设及“三农三水”等领域的合作而订立

的意向性协议。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对接、商谈后续合作。 

（12） 2019 年 12月 9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北京慧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为实现优势互补，共同致力于智慧水利、

智慧农业领域签订框架性约定。2020 年 6月 30日，公司公告了《对外投资暨增

资北京慧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司以其持有的云南大禹节水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北京慧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并认购其新发行股份 43,212,756

股，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现北京慧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13） 2019 年 12月 9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北京水务投资中心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为双方搭建强强联合的合作交流平台，实现资源

互补优势，以北京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和《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等文

件精神为指导，推动北京美丽乡村建设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意向框架性约定。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对接、商谈后续合作。 

4、本协议签署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不存

在持股变动情形。 

五、其他应披露的事项及后续进展情况的披露 

上述框架协议为原则性、框架性内容，本协议具体的合作项目仍需进一步签

署相关协议，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具体合作项目履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正

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高标准种子基地建设项目框架协议》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2、《酒泉市人民政府与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1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