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7－101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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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龙津阳岐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或“项目”）。



投资金额和比例：项目总投资约 16 亿元（最终投资额以项目初设概算批
复为准）；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福州市水务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水投”）、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市政路桥”）、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市政设计院”）、首创生态环境（福建）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首创”）合资设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名称为“福
州首创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以下简称“项
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设计、投资、建设及运营等工作，项目公司注
册资本人民币 36,000 万元，其中公司股本出资人民币 18,360.00 万元，
持有其 51%股权；福建首创出资人民币 14,032.80 万元，持有其 38.98%
股权；北京市政路桥出资人民币 3.60 万元，持有其 0.01%股权；上海市
政设计院出资人民币 3.60 万元，持有其 0.01%股权；福州水投出资人民
币 3,600 万元，持有其 10%股权。



特别风险提示：建设期延误风险。

一、项目概述
2017 年 2 月 21 日，公司与北京市政路桥、上海市政设计院组成联合体，中
标本项目，公司已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发布了临 2017-029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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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福建
省福州市仓山龙津阳岐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
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PPP 的方式投资本项目，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16 亿元（最
终投资额以项目初设概算批复为准）。公司拟设立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设计、
投资、建设及运营等工作。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对本项目的投资及相关协议的签署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建设范围包括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龙津、阳岐片区域的水系治理，包
括 2 个流域片区，分别是区域①龙津阳岐区域包括：阳岐河、跃进河、龙津流域
（包括半洋亭河、龙津河、龙津一支河、龙津跃进连通河、跃进支河及港头河）；
区域②白湖亭区域包括：马洲支河、吴山河、竹榄河、白湖亭河及马洲河。本项
目投资内容包括河道内、外源污染控制、行洪能力的保持和提升、驳岸新建及改
造、景观绿化、水体生态系统基础的构建和恢复以及长期水质在线监测系统等。
本项目预计总投资约人民币 16 亿元（最终投资额以项目初设概算批复为准）。本
项目合作期限为 15 年（含建设期）；由福州市政府向项目公司支付可用性服务费、
运营服务费与绩效奖金。
（二）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联合体为公司、北京市政路桥和上海市政设计院。公司将与福州水投、
北京市政路桥、上海市政设计院、福建首创共同设立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设
计、投资、建设及运营等工作。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6,000 万元，各方股东出资方式为现金，各方
出资金额及持股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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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金额

股东名称

（万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18,360.00

51.00%

首创生态环境（福建）有限公司

14,032.80

38.98%

3.60

0.01%

3.60

0.01%

3,600.00

10.00%

36,000.00

100%

北京市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
公司
福州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合计

三、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福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陈漠诚；地址：福州市仓
山区南江滨西大道 193 号东部办公区 7、8 座 10-11 层。
（二）福州水投：法定代表人：陈宏景；成立日期：2008 年 11 月；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东街 104 号（榕水大厦）；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给水、排水
和污水处理企业的投资、建设、管理及原水和污水处理；给水、排水和污水处理
工程项目投资、建设、管理；温泉开发与利用及相关项目的投资、建设、管理；
污水处理费征收；股东情况：福州市国有资产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三）北京市政路桥：成立时间：1992 年 9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13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军；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17 号；经营范围：
制造建筑材料；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设计、施工；
技术咨询；技术开发；销售建筑材料；房地产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境外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施工；股东情况：北京市政路桥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原北京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首
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北京市
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四）上海市政设计院：成立时间：1994 年 3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周军；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中山北二路 901 号；经营范
围：承担本行业国内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及上述项目所需的设备、

3

材料及零配件出口，工程项目总承包，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
理劳务人员，按国家有关规定在国（境）外办企业，工程环境评价；股东情况：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福建首创：成立时间：2017 年 5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征戍；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林浦路与潘墩路交汇处
E6 号楼第 10 层 01、02、03、04 房间（自贸试验区内）；经营范围：水污染治理；
光污染治理；污水处理服务；防洪除涝设施管理；水资源管理；固废处理（不含
危险品）；水土保持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园林绿化养护；市政设
施管理；环境监测服务；工程勘察设计；城市规划设计；工程项目管理；股东情
况：公司。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由福州市政府授权福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甲方）和福州
水投（乙方）、公司、北京市政路桥、上海市政设计院、福建首创（联合体各方
及福建首创合称丙方）签署《福州市仓山龙津阳岐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PPP
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1、项目建设范围：包括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龙津、阳岐片区域的水系治理。
2、付费机制：本项目采用可用性服务费、运营服务费与绩效奖金相结合的
付费方式，其中可用性付费是指政府依据项目公司所提供的项目设施是否符合合
同约定的标准和要求来付费；运营服务费是指政府依据运营期间项目公司所提供
的运营维护质量付费。绩效奖金根据项目公司运营质量给予不同金额的奖金。付
费主要因素包括建设费用、投资回报、运营费用和绩效奖金等。
3、工程建设周期：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本项目实施范围内 90%以上黑臭水
体消除黑臭。项目公司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区域 1 竣工验收转入运
营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3 年内，区域 2 竣工验收转入运营期。
4、协议生效条件：自各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二）协议签署：由福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甲方）与项目公司（乙方）签
署《福州市仓山龙津阳岐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PPP 项目合同》。
1、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期内，甲方授予乙方独占的、具有排他性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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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特许经营权，该权利在约定的特许经营期内保持有效。乙
方享有的特许经营权包括：乙方通过承担项目投资、融资、设计（勘察）、建设、
运营管养、移交的义务，享有投资、设计（勘察）、建设、运营管养和收回投资
总费用并取得项目收益等权利。
2、特许经营期：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5 年（含建设期）。
3、协议生效条件：自各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三）协议签署：由福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甲方）与项目公司（乙方）签
署《福州市仓山龙津阳岐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PPP 项目合同附件一运营服务
协议》
。
1、运营管养范围：包括本次应设计、建设的 2 个区域共计 13 条河及与之相
关的水工设施运营管养。
2、运营管养内容：包括日常管养和水质维持两部分，主要包括特许经营期
内，项目蓝（绿）线范围内河道治理、保洁养护、绿化养护、基础设施维护、社
会服务责任等。
3、运营管养考核标准：运营管养考核标准包括日常管养考核标准和水质维
持考核标准两部分。
4、运营日：以竣工日第二日起至特许经营期届满止。
5、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自以下两个条件均已得到满足之日（以较晚者为
准）正式生效：（1）各方签字并加盖公章；（2）上述《PPP 项目合同》生效。
（四）协议签署：由福州水投（甲方）与公司、北京市政路桥、上海市政设
计院、福建首创（联合体各方与福建首创合称乙方）签署《福州市仓山龙津阳岐
水系综合治理及运营维护 PPP 项目合资经营协议》。
1、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36,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18,360.00
万元，持有其 51%股权；福建首创出资人民币 14,032.80 万元，持有其 38.98%
股权；北京市政路桥出资人民币 3.60 万元，持有其 0.01%股权；上海市政设计
院出资人民币 3.60 万元，持有其 0.01%股权；福州水投出资人民币 3,600 万元，
持有其 10%股权。
2、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3、协议生效条件：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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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福州市是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试点城市，该项目是固原海绵城市后，公司在
全国性的试点海绵城市中的第二个项目，这将逐步夯实公司以生态为核心的城市
综合价值管理的实力，投资本项目对公司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投资本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公司将顺利进入水系综合治理市场，环保
产业链得以延伸。本次投资将在拓展公司主营业务范围的同时，使得公司进入福
建省水务与生态环境市场，扩大公司在全国的市场版图，对公司今后开拓福建省
市场拥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司取得本项目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的情况。

六、项目的风险分析
建设期延误风险：按照协议安排，特许经营期为 15 年，无论建设期因何种
原因延误，特许经营期均不作调整。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不可控因素
导致建设期延误，一旦建设期出现延误，除可能触发惩罚条款外，运营期相应缩
减，获得运营服务费的时间相对缩短，投资回报将下降。
解决方案：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格把握建设进度，提前预判建设延误风险，
避免出现建设期延误的可能。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13 日

 报备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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