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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55       证券简称：蒙草生态       公告编号：（2018）187号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内蒙古财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PPP合作协议》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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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协议为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乙方”）与内蒙古财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甲方”）本着长期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签署。 

2、双方就合伙设立阿拉善盟生态修复PPP基金（阿拉善盟中野碧

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系列内容达成战略合作。 

3、签订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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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公司与内蒙古财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PPP合作协

议》，为深化双方合作，落实国家及内蒙古自治区生态文明建设要

求，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为民营

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等要求，双方本着自愿、平等、互利、守信的

原则，以实现长期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为目标，双方就合伙设

立阿拉善盟生态修复PPP基金（阿拉善盟中野碧芳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等系列内容达成战略合作。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企业名称：内蒙古财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高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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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4年06月20日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19号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三、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1、甲乙双方互为战略合伙伙伴，着眼建立全面长期的合作关

系，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甲乙双方产品策略与内部规章制度

的前提下，维护双方共同利益，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2、双方将围绕自治区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种业、生态大数据、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各方面的股权投资、PPP 基金、产业基金、生态

产业上下游产业链投融资、PPP 咨询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 

3、本协议为指导甲乙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双方签订的各项具

体业务遵照本协议所确立的原则订立。本协议框架下涉及的具体业

务，可根据业务实际签订具体业务合同。本协议约定事项与业务合同

或补充协议/函件等不一致的，以具体业务合同为准。 

4、协议的生效与有效期，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

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两年。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与内蒙古财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

强互信，有助于整合双方资源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形成长期战略

合作关系，实现合作共赢，此次合作的确立，双方将围绕自治区生态

环境建设、生态种业、生态大数据、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各方面的

股权投资、PPP 基金、产业基金、生态产业上下游产业链投融资、PPP

咨询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

用。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作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协议，涉及具体业

务的，可根据业务实际签订具体业务合同，以具体业务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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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进展情况： 

序号 披露日期 协议名称 后续进度 

1 2016年4月6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绿化景观升级改造PPP

项目合作协议》 

2016年12月，公司与巴彦淖尔市怡春绿化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了《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绿化景观升级改造工程施工
合同》，合同价款为44,976.51万元。截止2018年6月30
日，主要进行了绿化栽植、养护、土建、电器照明，累
计确认收入42,951.78万元。 

2 2016年4月27日 
《生态建设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乌海）》 

2017年11月公司与内蒙古绿兴生态环境有限公司正式签
署了施工合同，合同价款95,357.00万元。主要进行了
绿化工程、养护工程、土建工程。截至2018年6月30日
累计确认收入50,173.80万元。 

3 2016年5月5日 
《乌兰浩特工业大道
绿化景观带扩建工程

框架协议》 

2016年6月24日，公司签署了《乌兰浩特市2016年城区
绿化工程四标段（工业大道绿化景观带扩建工程）》合
同，合同金额8,549.94万元；工程内容为博源酒店广场
的景观及绿化工程。本项目主要进行了土方工程、给水
工程、苗木栽植及养护工程。截至2018年6月30日累计
确认收入3,126.35万元。 

4 2016年10月14日 
《包头市人民政府与
蒙草公司生态建设合

作框架协议》 

2017年12月，公司取得了包头市农牧业局《包头市大青
山南坡生态修复工程PPP项目中标通知书》、《包头市
山北生态修复工程PPP项目中标通知书》、《包头市公
园生态建设工程PPP项目中标通知书》，中标价合计81
亿。根据包头市人民政府2018年第4次常务会议的要求
对项目进行调整，将项目投资金额拟调整为22.50亿
元。截止2018年6月30日累计确认收入50,233.59万元。 

5 2017年1月5日 
《乌拉特前旗PPP项目

合作框架协议》 

2018年1月，公司与内蒙古西公绿盛生态坏境投资有限
公司签署了《乌拉特前旗生态治理 PPP项目施工合
同》，合同价款28,672.20万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
本项目土方、绿化、硬化铺装、给水及木栈道工程已全
部完成，正在进行养护作业工程，累计确认收入
17,484.57万元。 

6 2017年1月26日 
《大青山前坡治理项
目合作意向书》 

2017年12月，公司与内蒙古山北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签署了《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前坡生态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合同价款385,381.89万元。截止2018年6月30
日，主要进行了养护工程，累计确认收入104,610.18万
元。 

7 2017年2月14日 
《五原县PPP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 

2017年11月，公司与五原县原美生态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正式签署了施工合同，合同价款为28,864.81万元。截
止2018年6月30日，主要进行了硬化铺装，景观工程、
管道、电气、绿化、养护，累计确认收入11,853.09万
元。 

8 2017年2月28日 《战略合作协议》 
2017年2月27日，公司与通辽市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截止2018年6月30日，主要进行了土石方
工程、土建工程，景观、小品工程、绿化及养护工程。 

9 2017年3月14日 
《杭锦后旗生态治理
PPP项目合作框架 

协议》 

2017年3月13日，公司与杭锦后旗人民政府签署了《杭
锦后旗生态治理PPP项目合作框架协议》，投资总额初
步估算为6亿元人民币。目前在施工子项目为五个。
2017年12月，就其中三个子项目，公司与杭锦后旗景丰
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签署了《杭锦后旗一湖两路宽林带景
观建设PPP项目施工合同》，合同价款为10,195.15万
元。截止2018年6月30日，主要进行了绿化栽植、土方
工程，给水工程，土建工程，景观工程，累计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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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2.54万元。 

10 2017年3月14日 《战略合作协议》 

2018年6月，公司与二连浩特市绿景生态环境有限公司
签署了《二连浩特市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生态环境
治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PPP项目施工合同》，合同
金额44,799.20万元。截止2018年6月30日，主要进行了
绿化工程，网围栏，给水管网工程，累计确认收入
11,026.78万元。 

11 2017年3月28日 
《阿鲁科尔沁旗PPP项
目合作框架协议》 

2018年7月，公司与阿鲁科尔沁旗锦城生态建设有限公
司签署了《阿鲁科尔沁旗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程PPP项
目施工合同》，合同金额22,000.00万元。截止2018年6
月30日，主要进行了绿化及养护工程，累计确认收入
5,727.75万元。 

12 2017年3月28日 
《生态建设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 

2017年3月27日，公司与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人民政府
分别签署了两份《生态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议》，投资
总额初步估算分别为12,013.56万元、12,800万元。 

13 2017年4月10日 
《西乌珠穆沁旗PPP项
目合作框架协议》 

2017年4月9日，公司与西乌珠穆沁旗人民政府签署了
《西乌珠穆沁旗PPP项目合作框架协议》，投资总额初
步估算为2亿元人民币。合作内容为西乌珠穆沁旗所辖
区域内开发建设，包括：退化草场修复、城市园林绿
化、生态牧场、室内生态公园、生态大数据、新型牧民
职业培训等。截止2018年6月30日项目主要进行了养护
工程。 

14 2017年4月15日 
《和林格尔县浑河流
域生态及附属设施建
设PPP项目合作协议》 

2017年4月，公司与和林格尔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和林
格尔县浑河流域生态及附属设施建设PPP项目合作协
议》，投资总额初步估算为10亿元。 

15 2017年4月15日 
《鄂托克前旗特色景
观及生态建设PPP项目

合作框架协议》 

2018年4月，公司与鄂托克前旗首创投资建设运营有限
公司签署了《鄂托克前旗红色小镇基础设施建设PPP项
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8,618.34万元；2018
年6月，公司与鄂托克前旗首创投资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签署了《鄂托克前旗红色小镇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园
林绿化养护合同》，合同金额6,480.05万元。截止2018
年6月30日，主要进行了养护、硬化铺装、给水工程、
土方工程、电气工程，累计确认收入2,816.71万元。 

16 2017年4月25日 
《2017年蒙草磴口县
PPP项目合作框架 

协议》 

2018年7月，公司与磴口县怡晨生态环境有限公司签署
了《磴口县生态PPP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价款
29,407.69万元。截止2018年6月30日，主要本项目已完
成建设期任务，进入新工养护期，累计确认收入
16,465.47万元 

17 2017年4月26日 

《霍林郭勒市人民政
府与蒙草公司生态建
设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 

2017年10月，公司取得了霍林郭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霍林郭勒市生态景观绿化工程 PPP项目中标通知
书》，中标价47,299.85万元，并签订了PPP合同，合同
价款50,000万元。2018年2月，公司与霍林郭勒市绿环
景观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47,299.85万元。截止2018年6月30日，主要进行了养护
工程，累计确认收入11,984.77万元。 

18 2017年5月3日 
《2017年蒙草乌拉特
后旗PPP项目合作框架

协议》 

2018年1月，公司与乌拉特后旗林业局签订了《乌拉特
后旗生态PPP项目合同》，总投资23,057.25万元。2018
年3月，公司与乌拉特后旗怡馨绿化有限公司签署了
《乌拉特后旗生态PPP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
同金额17,248.04万元。本项目建设期内绿化栽植已基
本完成，进入新工养护期，硬化铺装及景观工程正在进
行施工。截至截止 2018年6月30日，累计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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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38.37万元。 

19 2017年5月13日 
《河南洛阳平乐观文
旅特色小镇建设项目
合作框架协议》 

2017年5月11日，控股子公司浙江普天园林建筑发展有
限公司与晋祥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河南洛阳平乐观文
旅特色小镇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建设规模不低于
6亿元人民币，项目内容包括平乐观文化旅游综合体项
目及牡丹小镇建设。截至2018年6月30日，累计确认收
入57.58万元。 

20 2017年5月23日 
《2017年锡林浩特市
园林绿化工程PPP项目

合作框架协议》 

2017年11月，公司取得了锡林浩特市园林绿化管理局

《2017年锡林浩特市园林绿化工程PPP项目中标通知

书》。2018年5月，项目公司锡林浩特市晨草生态修复

治理有限公司与锡林浩特市园林绿化管理局签署了

《2017年锡林浩特市园林绿化工程PPP项目合同》，投

资估算金额26,299.00万元。截止2018年6月30日，主要

进行了绿化、养护工程，累计确认收入4,437.03万元。 

21 2017年5月25日 
《伊金霍洛旗生态建
设工程PPP项目合作框

架协议》 

2017年5月24日，公司与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签署了
《伊金霍洛旗生态建设工程PPP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合同初步约定投资为31.35亿元人民币，根据双方约
定，实际投资总额以约定单价的计价基础下浮40%，预
计为18.81亿元人民币。 

22 2017年7月4日 《框架协议》 

2017年7月3日，公司与镶黄旗人民政府签署了《镶黄旗
城镇园林绿化工程PPP项目合作协议》，合同初步约定
投资为1.38亿元人民币。截止2018年6月30日，本项目
主要进行了铺装、景观、养护工程。 

23 2017年7月14日 《框架协议》 

2017年9月，公司取得了《扎赉诺尔露天矿地质环境治
理工程设计、采购及实施总承包（EPC）项目》中标通
知书，中标价为12,479.15万元。2018年，公司与扎赉
诺尔区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扎赉诺尔露天矿
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设计、采购及施工总承包（EPC）项
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价12，479.15万元。截止
2018年6月30日，本项目主要进行了土方工程、绿化工
程、养护工程，累计确认收入3,233.34万元。 

24 2017年7月26日 
《大理白族自治州永
平县人民政府与蒙草
公司战略合作协议》 

2017年7月25日，公司同云南滇草绿化有限公司与大理
白族自治州永平县人民政府签订《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
县人民政府与蒙草公司战略合作协议》，合同初步约定
投资为1.6亿元人民币。 

25 2018年5月14日 《投资意向协议》 

2018年5月，公司、陕西秦草自然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美术学院风景建筑设计研究总部作为联合体与渭南
经开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沋河入渭口综合整
治工程施工总承包（EPC）招标1标段（工程总承包）合
同》，合同金额10,000.00万元。截止2018年6月30日，
本项目主要进行了绿化工程、铺装工程、给水工程，累
计确认收入4,027.22万元。 

26 2018年6月14日 
《债权转让意向 

协议》 

公司与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债权转让
意向协议》，金额不超过2.65亿元。2018年9月14日，
公司、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务人（清水河
县城发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清水河县水务局、清水
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清水河县财政局签署了《债
权转让协议》，公司将部分债权合计金额4111.67万元
转让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权转让价为人民币 
3577.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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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018年8月23日 
《扎鲁特旗生态治理
工程PPP项目合作意向 

协议》 

公司与扎鲁特旗人民政府签署了《扎鲁特旗生态治理工
程PPP项目合作意向协议》，项目的工程建设投资总额
估算为人民币2.07亿元。 

28 2018年8月27日 
《金融合作框架协
议》、《战略合作 

协议》 

公司与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金融合作框架
协议》，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就存款和理财服务、授信融
资服务、现金管理服务、国际业务服务、其他金融服务
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29 2018年11月6日 
《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开展深度合作，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分
行将公司作为重要客户，为公司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
务。 

30 2018年11月20日 《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公司提供各项丰富的金融资源
和全面金融服务。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内蒙古财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PPP 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