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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通辽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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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大禹节水”）

与通辽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为

双方对内蒙古通辽市所辖各旗县区农牧业农村牧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展开合作的

意向框架性约定，未来若涉及该项目具体业务，将依法签订具体业务协议。 

2、本协议合作期限为自签订之日起至 2022年底，与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个五

年规划期保持一致。由于尚未有具体项目，故对本公司 2019 年度的经营业绩影

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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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3、近三年披露的协议相关情况”。 

一、协议基本情况 

1、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2019 年 6 月 18 日，大禹节水与通辽市人民政府

就针对内蒙古通辽市所辖各旗县区农牧业农村牧区绿色高质量发展展开合作订

立意向框架性协议。 

本协议未涉及具体业务，未来若涉及具体业务，双方将依法签订具体业务协

议。 

2、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本次交易的业主是通辽市人民政府，与本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以前年度未与通辽市人民政府签署过类似的框架协议。 

3、本协议为双方合作原则性的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的项目投资合同事

项。 

本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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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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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内容 

农业高效节水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结合通辽市资源性缺水的实际情况，

开展农业高效节水以及田、林、路、井、电等配套工程建设方面的合作,大力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农业高效节水，缓解通辽市水资源供需矛盾，为进一步

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提供保障。 

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方面：结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农村牧区垃圾污

水治理、厕所革命和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等项目建设，推进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

复、水资源保护等方面合作。结合城镇化建设、水系开发等项目,开展城乡供排

水、水生态建设、河道综合整治、智慧水利及污水处理等方面合作,加快补齐农

村牧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建设美丽乡村。 

土地托管服务和智慧农业方面：开展土地托管服务、规模化流转等方面合作，

通过规模化土地托管服务，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生产。同时，依托

土地托管服务创新农田水利设施运行管护模式。开展智慧农业规划、建设、运营

等方面合作,建设农牧业信息服务平台和一站式基层(村级)综合信息服务站，实

现信息全面、高效、快捷的服务广大农牧民。 

2、合作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 

双方共同建立落实战略合作协议的协调推进小组,负责合作事宜的协调联系

和推进落实。 

双方建立协商机制,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合作中的相关事宜，通报

双方合作工作进展、决策重大问题,共同推进合作协议的全面落实。 

通辽市人民政府有权监督本公司在通辽市内的投融资、建设等各项活动的合

法合规性。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涉及的投资方向、合作模式符合公司的经

营发展方向和战略定位。未来具体项目的有效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在内蒙古通辽

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有利于丰富公司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人居环境

整治、智慧农业等领域的技术积累和服务经验，有利于推动公司主营业务长久健

康稳定发展，对公司的经营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2019 年至今，公司已在内蒙古通辽地区累计中标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和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共计 4个，中标金额合计 349,639,515.22元，服务面积达到 37

万亩，在当地取得了良好口碑。 

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涉及项目具体业务，故对本公司 2019 年度的经

营业绩影响程度具有不确定性。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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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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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在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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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雄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合作框架协议 
2019 年 05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 
公司与凤庆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

框架协议 
2018 年 05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 

公司与黔东南州水利投资有限公

司签署骨干水源工程项目合作协

议 

2018 年 03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4 
公司与弥渡县人民政府签署农业

高效节水项目框架协议 2018 年 03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 
公司与定西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2017 年 12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6 

公司与景东彝族自治县签署《引入

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合作意向书》 

2017 年 11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7 
公司与宾川县人民政府签署高效

节水灌溉 PPP 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2017 年 08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8 
公司与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政府签

署框架协议 
2017 年 06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9 
公司与阜阳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2017 年 05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0 
公司与祥云县人民政府签署投资

框架协议 
2017 年 05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1 
公司与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签署

合作框架协议 
2017 年 05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2 
公司与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农垦

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7 年 05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3 
关于与甘肃省阿克塞县人民政府

签订投资建设框架协议书 
2017 年 04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4 
公司与吉林省双辽市人民政府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7 年 03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2019年5月16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雄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双方就公司拟为雄岸科技计划于双方约定服务期限（本

协议生效之日起3年内）实施的不超过20万亩工业大麻种植基地提供智能灌溉系

统解决方案服务事项达成合作框架。目前公司正在与雄岸科技积极对接，探索合

适的合作模式。 

（2）2018年5月23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凤庆县人民政府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的提示性公告》，该协议就针对农业高效节水项目以PPP模式展开合作订立意

向框架性协议，初步核定合作项目1.68亿元。目前公司正与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

人民政府积极对接，踏勘现场，进行经济、技术调研，探索合适的合作模式，为

项目实施打下良好基础。 

（3）2018年3月23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黔东南州水利投资有限公司签署

骨干水源工程项目合作协议的提示性公告》，该合作协议为双方拟针对黔东南州

部分骨干水源工程建设项目展开合作订立合作性协议, 初步核定合作项目估算

总投资19亿元人民币。目前公司正在与黔东南州水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积极对

接，踏勘现场，进行经济、技术调研，探索合适的合作模式，为项目实施打下良

好基础。 

（4）2018年3月13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弥渡县人民政府签署农业高效节

水项目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该框架协议为双方拟针对大理州弥渡县15万亩

农业高效节水项目以PPP模式展开合作的意向框架性约定，初步估计总投资越3

亿元。其中公司已于2019年6月18日发布《关于云南省大理州弥渡县河库水系连

通规划高效节水（一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预中标的公告》，具体内容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2017年12月15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定西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该框架协议涉及高效节水农业、引洮水综合利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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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的六大方面）、河道综合治理、渭河源生态治理、规模化林场建设、城乡污

水处理、农村安全饮水等项目展开合作。目前公司正在与定西市水务局、林业局、

定西市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及定西市陇西县政府、通渭县政府积极对接，踏勘现场，

进行经济、技术调研，探索合适的合作模式，为项目实施打下良好基础。 

（6）2017年11月8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景东彝族自治县签署合作意向书

的提示性公告》，该框架协议涉及景东县水利、农业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方

面展开合作，初步估计总投资约18.65亿元，拟定特许经营期限不少于10年。目

前公司积极对接景东县人民政府、县水务局等单位，踏勘现场，进行经济和技术

调研，探索合适的合作模式，为项目实施打下良好基础。 

（7）2017年8月30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宾川县人民政府签署高效节水灌

溉 PPP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该框架协议涉及宾川县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11.3万亩(其中新建5.3万亩，改造提升6万亩)，项目估算总投资5亿元人民

币。其中公司已于2018年4月13日发布《关于2.8亿元宾川县东干渠沿线6万亩高

效节水灌溉改造项目预中标公示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8）2017年6月15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政府签署框架

协议的提示性公告》，该框架协议涉及本公司和北京慧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吴

忠市利通区人民政府就共同投资建设利通区高效节水现代化灌区试点建设项目，

并进行运营管理等合作事宜，项目规划总投资22亿元。其中公司已于2018年9月

18日发布《关于吴忠市利通区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项目预中标的公告》，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9）2017年5月24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阜阳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该框架协议涉及全面运用智慧水务体系建设阜阳市各区

域现代高效节水项目、千亿斤粮食增产项目、农村污水处理项目、河道治理项目

等合作事宜，项目初步估算总投资为60亿元。目前本公司与阜阳市水务局、阜南

县水务局、住建局，界首市水务局、住建局保持密切沟通与交流，公司正在积极

对接黑臭水整治、污水治理等方面的项目。 

（10）2017年5月19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祥云县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框架

协议的提示性公告》，该框架协议涉及就以BOT合作模式投资建设祥云县5万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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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合作事宜，项目估算总投资为1.9亿元。该项目已中标，公

司已于2018年3月23日发布《关于祥云县祥城沙龙及刘厂片区高效节水灌溉PPP

项目中标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1）2017年5月15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该框架协议涉及建设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水务产业链

一体化项目合作事宜，项目估算总投资为8.6亿元。目前该项目与政府合作的两

个子项目为乌力吉苏木驻地供水项目与巴彦浩特地区防洪工程，由于政府安排，

先期以EPC形式进行乌力吉苏木驻地供水项目。 

（12）2017年5月3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农垦集团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该框架协议涉及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农垦

集团全面完成46万亩高效节水灌区工程合作事宜，项目估算总投资为14亿元。目

前该项目一期工程共计11万亩，初步设计正在修改中。本公司保持与大兴安岭农

垦集团的密切对接。 

（13）2017 年 4 月 11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与甘肃省阿克塞县人民政府

签订投资建设框架协议书的提示性公告》，与甘肃省阿克塞县人民政府就红柳湾 

90 万方水库工程项目建设合作达成意向性协议，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4600 万元，

目前本公司积极与政府对接探索合适的合作模式，力争尽早开展后续工作。  

（14）2017年3月8日，公司公告了《公司与吉林省双辽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该框架协议涉及就以PPP模式投资水利项目建设，

包含城乡供排水工程、水生态建设工程、智慧水利工程、城乡污水处理工程等，

项目估算投资总额为25亿元。该项目在框架协议签订后，双方积极对接。《双辽

市河湖连通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双辽市水系连通工程川头水库下游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已完成。目前本公司积极与政府对接探索合适的合作模式，

力争尽早开展后续工作。 

4、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无减持计

划。 

五、其他应披露的事项及后续进展情况的披露 

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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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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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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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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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通辽市人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月 19日 


